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Saturday, July 14, 2018

BB11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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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家地產海外置業德州休士頓分公司開幕儀式鏈家地產海外置業德州休士頓分公司開幕儀式
於本周四於本周四（（77 月月 1212日日 ）） 晚在糖城盛大舉行晚在糖城盛大舉行

圖為圖為AA11貸款公司總裁貸款公司總裁Richard CowanRichard Cowan （（ 左左 ）） 與與 鏈家休士頓負責人鏈家休士頓負責人JinJin
Jin (Jin ( 右右 ））共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共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奏鴻鈞報導 ） 國內大型房地產
經紀公司鏈家地產，自2015 年3 月成立鏈家海外
事業部（ Lianjia Overseas Property ), 專注為全球華
人提供專業的全球房地產置業一站式服務。現房
源分佈於全球十大國家，包括： 加拿大、美國、
英國、德國、法國、韓國、日本、新加坡、澳大
利亞、新西蘭等國。而鏈家休士頓分公司 於本周
四（ 7 月12日 ）下午在糖城家樂廣場（ 原騰龍
教育學院舊址 ） 正式舉行開幕儀式。

鏈家開業當天嘉賓雲集，幾乎全美各地與房
地產相關的行業代表都到齊了。包括： 鏈家紐約
負責人Kati, 鏈家西雅圖負責人Matt, 鏈家休士頓
負責人Jin Jin, A1貸款公司老闆周北，A1 貸款公
司休士頓貸款專員陳翠明，KW 商業房地產經紀
Mike Wong, 建築商 Laurence Jugueta, Cookie Old
Republic Title 公關經理Cookie, 「華美銀行 」 糖
城分行經理May, 「誠信產權公司」 負責人林富
桂律師，歐陽婉貞律師等人，及以鏈家資深房地
產經紀人黎娜為首的十名華裔地產經紀，而由A1
貸款公司總裁Richard Cowan, 與鏈家休士頓負責

人Jin Jin 共同主持剪綵揭幕儀式，會上並有由釋
延禪（ 劉根明 ） 師傅率領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 的弟子們在現場作精彩的舞獅表演，祝賀鏈家
開業大吉，生意興隆。

成立於2001 年的鏈家地產，目前是國內大型
房地產經紀公司，全國員工超過14 萬人，旗下直
營店數量超過 8000 家，涉及國內 28 個城市，
2015年的交易總額為7090 億人民幣。北京、上海
、天津、成都、青島、大連市占率非常高，其中
北京以59% 的巿占率成為行業領頭羊。鏈家集團
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多元化的業務模式和
人員培訓機制，將自己定位為用戶提供以數據驅
動全價值鏈房產服務平台，旗下包括資產管理、
房場交易等業務。

在發展的三年時間裡，鏈家海外繼承了鍊家
在國內服務品質，做到＂四大安心＂和＂五大承
諾＂慢慢拓展到北美地區、歐洲、亞洲十個國家
。歸功於鏈家國內品牌樹立的積極正面形象，專
業的服務讓客戶從心裡放心，也讓通過鏈家海外
進行海外置業的客戶多了一層保障。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宣傳 「美南電視」 廣播電視合為一體，全球直播，或直接掃二維碼（QR
code ); 上Google 網站 「Southern TV - STV 15.3 Houston 」搜尋； 或以下載 Apps 方式，在Apps 裡收看
STV 15.3 電視直播，人人都可在手機上每天觀看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美南電視STV 15.3 台，美南電視的舞台直播車，本周六（7 月 14 日 ） 中
午12 時，將來到休市粵菜的重鎮--- 曾連續七年榮獲 Chennel 13 Blue Ribbon （ 藍帶獎）殊榮的 「鳳城
海鮮酒家」，在 「鳳城」可容五、六百人的寬敞廳堂前的表演舞台上，舉行美南電視直播大抽獎活動，
還有一系列精彩的表演節目。包括美聲歌后張馨一演唱 「一杯美酒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 表演精
彩舞蹈，以及 「美南電視藝術團 」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節目相當精彩。

當天還有現場填寫抽獎券，並現場抽獎。由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 「鳳城
海鮮酒家 」 東主馮海先生共同主持抽獎。送出馮老闆最著名的拿手菜龍蝦的五種口味，包括： 金沙龍蝦
、黑椒啤酒龍蝦、宮保龍蝦、椒鹽龍蝦、椰汁咖哩龍蝦各一盤及 「北京鴨 」一道，共六項大獎等您來拿
。歡迎闔家光臨鳳城，看演出、品美食，是今夏最難得的聚會。

「鳳城海鮮酒家 」 的地址： 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訂座電話：（713） 779-
2288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本週再創連連驚喜高潮
周六中午在周六中午在 「「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 舉行舉行，，看節目抽大獎看節目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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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家指出，天气炎热，让人烦躁不安、疲倦乏力，

又因人体心血管功能对气温变化最为敏感，因此，夏秋之

交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养生保健不妨试试导引术，

不仅能调节情绪，还可以养护心脏，有益健康。

1、自然站立或取坐姿，身体放松，一手握拳，小指伸
直，然后小指用力屈伸 81次，两手交替进行。

中医经络学认为，运动小指可刺激神经系统，强心健

脑，防止视神经萎缩。

2、微闭目盘腿而坐，静坐调息，令呼吸
均匀悠缓，两眼向下注视鼻端，以保持清醒状

态，然后默数呼吸次数，要自然轻数，绵绵不

断，呼吸要深、细、长、匀，数至数百即可，则会

感到心火下降，神清气爽，高血压及冠心病患

者要把注意力放在腹部起伏上，持之以恒地

练习，对压力过大造成的冠心病、糖尿病、高

血压等各种慢性疾病，效果尤为显著。

夏季养生妙方 首选导引术
导引术是我国传统的医疗保健体操，是一项以肢体运动为主，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通过传统
的导引术来锻炼心脏，不劳形神，不伤津液，长期坚持对身体极其有益。

中華保健中心與亞裔青商會圓滿成功舉行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嘉惠社區人士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訪問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訪問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華保
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少配
合」，於7月7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在 6968 Howell SugarLand Rd., Houston,
TX.77083 的雅苑舉行一年一度 「長者樂
活生涯諮詢」活動，提供免費健康檢查
，當天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由休士頓
光鹽社提供免費 C 型肝癌快速篩檢、乳
房攝影檢驗登記、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
並發放糞便潛血篩檢包等，並有專業醫
師在現場解答一般醫學問題。鄭麗娟老
師指導的倫巴活樂筋骨健康動教學，有
益身心。並有健康、保險等講座，使長
者們能注意身體保健，還能聆聽相當實
用講座。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王秀姿監事長
致歡迎詞後，Shell 公司代表艾瑞文出席

並贊助1萬元支持該活動，休士頓中華保
健中心王秀姿監事長與休士頓亞裔青商
會鄭雅如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Shell公司
，由艾瑞文代表接受。 「長者樂活生涯
諮詢」活動,250位長者共襄盛舉。會中舉
行祝賀 4 月、5 月、6 月生日壽星的慶生
會。

7 月 7 日下午進行了一系列講座有
，教導長者如何搭乘公車等大眾交通工
具，及說明 70 歲以上如何登記領取免
費乘車證；Ceterpoint 防災專家 Mary-
lynn Kallina Matthews主講颶風安全的防
範，確保長者自身安全。保健講座邀請
保險專家鄭帥帥提供Medicare及Med-
icaid諮詢，並解說Medicare的更新；金
融專業講座由金城銀行代表 Allan 說明
如何避免成為網路詐欺的受害者。休士

頓警局派代表Tony Mora警官，幫助長者
們注意自身安全。德州青商總會特別捐
贈價值超過30元禮品乙份給前來參加的
55 歲以上長者，活動圓滿成功，長者們
收獲滿滿。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少配合老青少配合」」 ，，77月月77
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在雅苑舉行一年一度的時在雅苑舉行一年一度的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活動」」 ，，會中中華保健中心鄭雅文會長會中中華保健中心鄭雅文會長、、王秀姿監事長為王秀姿監事長為44月月、、55
月月、、66月生日壽星們慶生月生日壽星們慶生。（。（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光鹽社志工孫紅濱執行長光鹽社志工孫紅濱執行長、、SandraSandra董董
、、陳苡倫等為長者提供免費健康檢查陳苡倫等為長者提供免費健康檢查。。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對休士頓
僑社發展相當關心，於6月22日下
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在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僑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陪同特別
走訪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受到松
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與許勝弘院長
及師生們熱情歡迎。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陳美芬董
事長致詞，僑胞雖然人在海外但心
繫台灣，只要僑社有任何活動僑胞
都全力支持，讓主流看見台灣，松
年學院的插花社在每年亞太裔傳統
藝術上深受歡迎。許勝弘院長用歷
年影片介紹師生各種活動情形，說

明如何在群策群力下，一點一滴實
現松年的築夢計畫，充分展現活到
老學到老的精神。松年學院何益民
顧問提到，松年提供高齡教育理念
是以動腦、動心、動手、動腳為原
則，總共有 24 項課程，所學領域
沒有上限，在學習中找到喜樂。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詞
，松年學院十幾年來搬了三次家，
但依然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傳承下去
，他看到僑胞發揮相互扶持的精神
，也感謝鄉親對國家的支持和協助
。吳新興委員長表示學習為終身之
久，松年學院以 「活到老學到老」
、 「學海無涯，學無止境」為目的
來鼓勵長輩學習，並且融合歷史之
旅、客家文化及台美史地等珍貴歷

史文化，實為保存
台灣歷史文化有不
可磨滅的貢獻。吳
新 興 委 員 長 親 題
「松柏長青」祝賀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
院成立 15 週年，吳
新興委員長並贈送
獎助金給松年學院
辦學之用。松年學
院陳美芬董事長、
許勝弘院長贈送代
表德州的牛仔帽給
吳新興委員長與僑
委會僑商處汪樹華處長，表達最誠
摯的歡迎。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
和許勝弘院長贈詩及贈牛仔帽給即

將奉調返台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商處汪
樹華處長觀禮。

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和許勝弘院長於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和許勝弘院長於66月月
2222日贈詩及贈牛仔帽給奉調返台僑教中心日贈詩及贈牛仔帽給奉調返台僑教中心
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商僑商
處汪樹華處長觀禮處汪樹華處長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親題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親題 「「松柏長青松柏長青」」 祝賀祝賀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成立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成立1515週年週年，，陳美芬董陳美芬董
事長事長，，許勝弘院長代表接受許勝弘院長代表接受、、駐休士頓台北駐休士頓台北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商處汪樹華處長觀禮僑商處汪樹華處長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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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生命是一段由年輕到老邁的歷程。當你年
輕精力十足，充滿幹勁時，絕對無法想像年長時纏綿病榻的無助。
而專賣 「 老年人的選擇」 的Drewstar 保險的總裁鄭帥帥，多年來以
「長期護理 」 （Long turn care ), 獲得休士頓中老年長輩的倚靠，近

年來他幫助了不少休巿的中老年人，尤其在僑界人口日趨老化的今
天，如何妥善購買Medicare Advantage , Medicare Suppliment ,則為
在美中國老人最重要的生存課題。

鄭帥帥表示：尤其（ Long turn care ) 「 長期護理 」 的保險，
更是 「 年長醫療保險」 的重中之重！長期護理是支持你未來可能的
需要，並滿足您個人護理需要的長期護理服務。因為大多數長期護
理不是醫療服務，而是滿足個人基本生活中需要的援助服務活動。
如： 洗澡，穿衣，如厠，移動（ 或從床上或椅子上），失禁援助，
吃飯和其他常見的長期護理服務與日常生活的協助。包括： 家務，
理財，服藥，準備和飯後清理，購買雜貨，衣服，使用電話或其他
通信設備，關愛寵物，應付緊急警報，如火災報警等等。

而一般的 「 健康保險」 ，是大多數雇主贊助或，私人購買的醫
療保險，包括有限的健康保險計劃，只包括Medicare 同種有限醫保
服務。如果他們有涵蓋長期護理，通常只包括熟練，短期的，必要
的醫療護理。越來越多的民營支付下列選項：長期護理保險，反向

抵押貸款，人壽保險選項與年金計劃。
帥帥又談到那些人最需要Long turn care : 他說 70% 65 歲以上的

人可以預期他們的生活將使用某種形式的長期護理（ Long turn care)
。你將需要的護理可能被許多因素所影響：年齡：你年紀愈大就愈
有將需要長期護理的可能。性別：女人平均比男人多活五年左右，
因此，當她們年紀大了，她們更有可能獨自住在家裏需要長期護理
。失能：事故或慢性疾病導致殘疾而需要長期護理。

鄭帥帥說：40 歲到50 歲之間，平均有百分之八的可能需要長
期護理服務的殘疾人。而年齡在90 歲以上的人，69 % 有殘疾；以
及每個人的健康狀況： 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壓會使你更可能需
要人照顧。還有你的家族病史--- 如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有慢性疾病
，可能會增加您需要人照顧的可能性。

還有，不良的飲食習慣和運動習慣，會增加你需要長期護理的
機會；生活安排：如果你獨自生活，還是單身，你可能更需要付費
的照顧。

「Drewstar Insurance 」 專作老年醫保諮詢，該公司除了老年醫
療保險，也代理各家各種保險方案，如什麼是輔助醫療保險？什麼
是優惠醫療保險？哪個對我比較有利？保費是多少？請找 「 Drews-
tar 保險」 總裁鄭帥帥（832-748-8130 ），該公司地址：6100 Cor-

porate Dr. Ste 518, Houston TX 77036 。 或保險經紀代理人曾玉菲，
曾玉菲只有老人保險是在帥帥的公司下面和帥帥一起合作，她另代
理年金、人壽、教育儲蓄、醫療，讓有執照和多年經驗的菲菲為您
量身設計，曾玉菲電話：713-371-2491, 地址： 10333 Harwin Drive ,
Suite 120E, Houston TX 77036

Drew Star InsuranceDrew Star Insurance 鄭帥帥鄭帥帥,, 曾玉菲曾玉菲
專精年長醫療保險專精年長醫療保險，，尤其尤其 「「長期護理長期護理」」

膝關節是承載體重的重要關節，它的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行
動是否自如，也關系到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動和生活質量。

初期膝關節疼痛多為髕骨股骨痛征候群的患者，大多是髕骨向
外側傾或者半脫位形成卡鎖，導致髕骨內側的軟骨撞擊股骨外髁滑
車，引起關節外側間隙軟骨過度磨損，軟骨細胞脫落，形成炎癥、
粘連、僵化、關節間隙狹窄等一系列病理變化，出現：膝關節前側
疼痛，久坐起立或下樓、下坡時疼痛加重，常有腿打軟，關節怕涼
，或膝關節反復腫脹、積液等。如果你走路時感覺膝蓋前方會刺痛
，甚至爬樓梯時疼痛加據，腿軟無力無法走路，可能是髕骨外翻卡
鎖警訊。如今有很多年僅20至30歲的年輕女性，完全沒有扭傷等運
動損傷，以為自己罹患關節炎，其實不然，檢查發現大多是髕骨外
翻卡鎖。臨床上還發現，女性比男性容易發生髕骨外翻卡鎖，主要
是因為女性骨盆比男性寬很多，加上久坐少運動，骨四頭肌較缺少
訓練，顯得無力或萎縮，所以當肌肉拉扯時，髕骨會往外遷移不穩
定，在活動時便容易產生外翻。此外，女性經常穿高跟鞋，重心前
傾，也容易導致肌肉力量不平衡，使膝關節重心前移，加速關節磨
損。髕骨移動時是沿著一個圓形凹槽滑動，當彎曲伸直時滑動距離
可以達到6至7公分，大概4根手指頭長度的距離，活動範圍很大，
但是，女性髕骨滑動的軌道淺，加上骨盆寬、常穿高跟鞋等，造成
拉力往外，以致活動時髕骨不穩定，很容易發生髕骨外翻卡鎖。由
於髕骨面出現高低不平，在髕骨下可發生摩擦音或撚發音，或出現
膝關節突然不能屈伸，即所謂的交鎖。稍加活動在髕骨下發出清脆
響聲後又能活動，故又稱為“假交鎖”癥狀。但如果不及時歸位，
產生了互不協調的摩擦，膝關節反復屈伸、扭轉，使關節面不斷相
互撞擊、撚錯、摩擦，時間長了就引起了磨損性損傷，致使軟骨面

磨損，形成炎癥、粘連、僵化，產生疼痛，開始退行性的改變。
療膝術是李娜療痛中心的李娜與李楠醫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礎

上，綜合運動醫學和中醫手法治療的方式，整理出的一套針對膝關
節疾病的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通過手法矯正、中藥外敷，再結
合現代運動醫學科學的軟組織康復治療，快速有效的消除炎癥和粘
連，不僅對膝關節疾病療效顯著，更大大降低了疾病的復發率。簡
單的說，就是不用手術來治療一些膝關節疾病，無創口、不打針、
不吃藥，安全可靠。療膝術主要針對膝關節骨性關節炎、膝關節退
行性變化、髕骨軟化癥、半月板磨損等。這些病癥的一般表現
為：膝關節僵硬、酸痛、腫脹、彈響，特別是活動受限最為明
顯，大部分患者同時會出現上下樓梯及下蹲困難，有時會伴有
跛行、腿無力和卡鎖等癥狀。

病例：楊女士，55歲，膝關節腫脹，上下樓梯及下蹲困難
，需要人扶勉強下蹲110度， 行走20分鐘後即疼痛。拍片顯示
：膝關節內側關節間隙變窄，有輕微退行性變化。建議病人一
個療程（5次）療膝術。患者5 月4 日第一次治療， 走路痛感
消失，可行走1小時而無痛感；5月12日第三次治療， 腫脹大
幅度消失，可自主下蹲至45度，上下樓梯痛感減輕70%以上；
5月23 日第五次治療，腫脹消失，下蹲小於30度，上下樓梯痛
感消失且有力。

李娜療痛中心療膝術推廣至今，李楠博士多次受邀國內各
大院校交流授課，受到了中國中醫藥研究開發協會和中國手法
與健康研究協會的大力贊揚和推廣，稱其為神奇的療膝術。

李娜療痛中心，長年致力於人體各類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
學的研究，中西醫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的診療技術。

近期中心，推出疼痛病癥的快速門診和分級診療。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精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

人過渡消費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診療可以讓病人在理解
自身真正問題的情況下選擇對自己最適合的治療方按。

快速門診局部檢測 $ 50.00
快速康復性治療 $ 75/次， $300/5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832-863-8003

早期保護膝關早期保護膝關節節，，防止未來膝關節手術防止未來膝關節手術

關於平安裏旅行社推出暑關於平安裏旅行社推出暑
假漂流一日遊及獨家推出假漂流一日遊及獨家推出
德州國家公園探索之旅德州國家公園探索之旅

周日早上8:00我們在H-mart停車場集合出發,
驅車前往聖安東尼奧方向，車程預計三個小時
（客人可以自行帶零食飲品在車上享用，自覺註
意衛生），抵達第一站是德州最美味最原始的燒
烤店吃午餐，要有充足的能量體力應付接下來的
漂流行程，午餐過後乘坐玻璃船觀賞美麗的湖底
景觀（湖底的景色也別有一番美麗神奇）。參觀
結束後後驅車前往漂流集合地漂流（預計時長2-3

小時）漂流結束返回家園，預計傍晚時分抵達上
車點，結束愉快的旅途。

ps：已經成功出團，並且有餐館團體包團出發
關於德州big bend國家公園探索之旅4日遊
德州唯一一個國家公園，還在為路途遙遠，

無人陪同而望洋興嘆，平安裏旅行社暑期熱辣推
出德州國家公園探索之旅4日遊，7/16前訂購每人
減$25.00。全天big bend觀光，再去美國第二大溶

洞，全程5.5小時，繼續探索大自然的奧秘。最後
配合上漂流，參觀遊玩兩不誤。

平安裏暑期夏系列旅遊推薦：
黃石7日深度遊 $598.00（買二送一）；

浪漫西雅圖5日遊 $455.00（買二送一）；
美東經典6日遊 $418.00 (買二送二）；
美西經典7日遊 $458.00（買二送一）；

境外歐洲團，亞洲團享受驚喜優惠，詳情請

致電平安裏旅行社；
ps: 公司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每天9:00am -

5:30pm
暑期周六營業時間為 10:00am - 2:00pm 歡迎

上門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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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到期場地到期，，最後一周最後一周！！景德鎮陶瓷紅木家景德鎮陶瓷紅木家
具九折大甩貨具九折大甩貨，，出價就賣出價就賣，，快去撿漏快去撿漏！！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
家具在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銷
，因房東要重新裝修，下任房客馬上要進駐，
最後一周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90% OFF以上
，出價就賣！

此次精品展還剩下幾套氣派恢弘的紅木家
俬，五人組、十人組仿明式、仿清式沙發組，
紅木餐桌、圈椅、書桌、茶臺等。經過長期的
推敲、改進，這些仿古紅木家具按照人體功能
比例尺度，能符合人體使用功能上的要求，具
有很高的科學性。以椅子為例，其中的彎背椅
、圈椅均契合人體需要，坐感舒適。這些造型
優美、 莊重典雅的紅木家具，在變化中求統一
，雕飾精細，線條流暢。既有簡潔大方的仿明
式，又有雕龍畫鳳、精心雕琢的仿清式，適合
不同人的審美需求。紅木家具結構嚴謹，做工
精細，大都采用榫卯結合，做法靈妙巧合，牢
固耐用，從力學角度來看具有很強的科學性。
這些紅木家具，都是由工藝師們一刀一鋸一刨
完成的，每落一刀都花費工藝師的心機，同時
還要講究整體藝術上的和諧統一， 集實用、觀
賞、保值於一體。再加之紅木資源有限，紅木
的生長周期又非常長，有的可達幾百年，因此
，物以稀為貴的紅木家具將越來越具有獨特的
魅力。最後一周展銷，出價就有機會，請大家
抓住機會，把你喜愛的紅木家具搬回家，讓你
的家居從此與眾不同！

此次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展帶來了大量的
陶瓷精品，此次展銷目前還有幾百件景德鎮瓷
器等待有緣人，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名
工藝美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
藝大師王錫良的弟子，王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
，“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拍出幾
百萬的高價。但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
問世，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場上炙手可
熱。此次展銷就有王錫良弟子曹文選的幾件作
品，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
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
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
金開光瓷板畫、景德鎮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
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精品，讓你愛不釋手。因
房東急於重新裝修，場地租約只有最後一周就
到期了，現跳樓大甩貨，每天從早上9點到晚
上9點，全天營業開門，出價就賣！折扣最高
達90% off以上，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撿漏
的大好時機。

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居廠家直銷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敦煌超市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1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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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
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為應該將
美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能
超過六個月.按照現有的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個月
以上,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註.如果綠卡持
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
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
一年有效。九一一以後，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
境超過三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
但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

美國移民局於2008年3月5日公布對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新規定。凡申請回美證(Reen-
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
信息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
查。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程
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
回美證的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
文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民法
還要求在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美國
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四到五個月,

但是來不及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
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系紐帶：有家人或親屬定居在
美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
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的雇主證
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
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
信件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有權證書
，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
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
險，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動機：如
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
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
病，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過一年，

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
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期逗留的

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因的證明

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
，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
證明等。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
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
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系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請人面談
。這一輪的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
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合符資格，大使館或領事
館會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
等待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
所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
證據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控制的
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公布新規

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社交軟件用戶信
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
提交他們在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
2017年9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
的人將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
響的人約為71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這條命令
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1400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
人包括進來。該提議涉及20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
部分是美國的：Facebook、Flickr、Google+、In-
stagram、LinkedIn、Myspace、Pinterest、Red-
dit、Tumblr、Twitter、Vine以及YouTube。也有
一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新浪
微博、騰訊微博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VK；
創建於比利時的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
平臺Ask.fm。

2. 2018年6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
人可以用快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 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而職業移民
申請人只可以用慢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 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3.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民政
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職
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
和審理時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
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專人去
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
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
。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
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
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
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息要求和審查力度。對
於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國和獲得綠卡，

4. 越來越多的H-1B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新統計數據，2017年
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2016年同期增長了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容。與
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相
呼應，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H1B一級
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H-1B申請中
所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中提交的“一級”工
資不符合要求。 “一級” 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
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
勞工部規定的 “一級” 工資標準中提到的 “初級
” 工作內容。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
以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
向申請人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往後的H-1B簽證
申請最好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

5. 移民局於10月23號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起以審查
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
策，在審理H-1B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
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民
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
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H1B延期相
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
請，必須重新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

6. 美國移民局10月12日宣布，對I-129申
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
至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
心。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H-1B及L-1工作簽證
。在此之前，I-129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
的實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達州、喬治亞州
、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I-129申請轉到加
州服務中心處理。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
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
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
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
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
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
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宣布，自10
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將需
要面談。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
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
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
。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

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
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
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
臺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
。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
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
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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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鏈家地產海外置業德州休士頓分公鏈家地產海外置業德州休士頓分公
司開幕儀式司開幕儀式

美南日報記者秦鴻鈞（ 左 ） 出示美南報業集
團李蔚華董事長的祝賀鏈家開幕廣告，由休

士頓鏈家負責人Jin Jin ( 中 ） ，休士頓鏈家資
深房地產經紀人黎娜（ 右 ） 代表接受。

鏈家紐約負責人Kati ( 中 ），休士頓負責人Jin Jin （ 左二 ）、休
士頓鏈家資深房地產經紀黎娜（ 右二 ）、與來賓 「華美銀行」糖
城分行經理May （ 右一 ）， 及 「誠信產權公司 」 負責人林富

桂律師（ 左一 ）。

（ 左起 ） 鏈家西雅圖負責人Matt, 鏈家紐約負責人Kati , Cookie
Old Republic Title 公關經理Cookie , 及鏈家資深地產經紀黎娜在

慶典現場。

圖為鏈家資深經紀黎娜（ 中 ）與Kw商業房地
產經紀人Mike Wong( 左 ）、及建築商

Laurence Jugueta ( 右 ） 在儀式上。

由釋延禪（ 劉根明 ） 師父率領 「少林寺文化中心 」 弟子在
儀式現場作舞獅表演。

鏈家德州休士頓分公司的地產經紀合影鏈家德州休士頓分公司的地產經紀合影。（。（ 中中
））為鏈家休士頓負責人為鏈家休士頓負責人 Jin JinJin Jin 。。

（ 左起 ）A1 貸款公司老闆周北、歐陽婉貞律師
、休士頓資深房地產經紀黎娜在儀式現場。

鏈家休士頇房地產經紀人黎娜（ 右 ）、及A1
貸款公司休士頓貸款專員、負責人陳翠明（ 左

） 在開幕儀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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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嘉惠社區人士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嘉惠社區人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心臟科心臟科唐衍賢醫師唐衍賢醫師為社區人士提供為社區人士提供醫療健康諮詢醫療健康諮詢 中醫師王榕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中醫師王榕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
健康諮詢健康諮詢

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率領李鳴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率領李鳴、、Sally Zhao,Sally Zhao,
Altson Lue, SandraAltson Lue, Sandra董董，，陳苡倫陳苡倫、、Ellen ChanEllen Chan、、
Steven YehSteven Yeh、、費芳費芳、、李金霖李金霖、、饒美婷饒美婷、、敖天羽敖天羽、、
郭非郭非、、Yesenia GarciaYesenia Garcia 等等2020多位義工在現場為社多位義工在現場為社

區人士提供服務區人士提供服務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光鹽社健康日活動，，於於66月月3030日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日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孫紅濱執孫紅濱執
行長行長（（前左二前左二））率率2020多位義工們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多位義工們為社區人士提供服務。。心臟科豐心臟科豐
建偉醫師建偉醫師（（前右三前右三）、）、唐衍賢醫師唐衍賢醫師，，中醫師王榕中醫師王榕（（前右二前右二）、）、簡簡
黛莉黛莉（（前左三前左三））等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等在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李鳴李鳴、、 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 SandraSandra董董，， 費費
芳芳、、李金霖李金霖、、陳苡倫陳苡倫辦理報到手瀆辦理報到手瀆

陳苡倫陳苡倫、、 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心臟科豐建偉醫師、、 光鹽社孫紅濱光鹽社孫紅濱
執行長執行長、、李鳴為李鳴為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光鹽社健康日活動盡心盡力盡心盡力

光鹽社於光鹽社於66月月3030日上午日上午 Steven YehSteven Yeh與與饒美婷饒美婷
為社區各界人士免費為社區各界人士免費CC型肝炎快速篩檢型肝炎快速篩檢

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122122室室
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現場為社區人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哈里斯郡健康局哈里斯郡健康局Yesenia GarciaYesenia Garcia提供提供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 ，，如哮喘如哮喘、、災期慢性疾病災期慢性疾病、、心血管心血管、、老年人病老年人病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 Ellen ChanEllen Chan

幫忙翻譯幫忙翻譯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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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most Aetna plans,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TM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Meet Dr. Beth Yip “I consider it a privilege to be allowed 
to help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I view myself as a 
partner with the parents and patient 
and derive great satisfaction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I love working with 
kids, a simple smile or hug will brighten 
my day.”  
 
   ~Beth Yip, M.D., co-managing 
physician, Pearland Clinic

Appointments: 713-442-5437 (KIDS)

Dr. Yip is a board-certified pediatrician who completed her medical degree,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and 
Texas Pediatr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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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天 作 之 合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六月裡先後得

知有四位友人安息

主懷，求天父賜安

慰給遭喪之家。

6月9日晚六時

筆者有幸參加袁昶黎長老夫婦的長子復仁

與詩敏之婚宴，假“珍寶海鮮城”舉行，

明湖中國教會的張牧師師母全家暨教友們

(老、中、青、孩童們)幾乎全出席了，高

興能與他們一同慶祝、分享這段感恩的美

好時光!
筆者猶記得印象

深刻的是新娘子的母

親上台致詞說到「我

與女兒詩敏一起為她

的未來終身伴侶祈禱

時，女兒當年寫下兩

個心願，盼未來對

象是 (1)信主基督徒

(2)事奉主的青年弟

兄。」作母親的問女

兒「怎麼就只寫兩個

心願呢？」她看到詩

敏的信心，耐心禱告

與等候；詩敏在參加

朋友的婚禮中經友人

介紹結識了復仁，彼此經過進一步認識交

往，彼此確定他(她)是上帝為她(他)所預備

安排的終身伴侶，進而攜手踏上紅毯的另

一端。新郎昔日在明湖中國教會的青少年

美籍老師也上台祝賀致詞時說「恭喜復仁

詩敏結婚快樂，青少年時期的復仁不太喜

愛和父母去教會，也不喜愛上青少年主日

學；真高興知道他現在在舊金山教會熱心

參與帶領青少年事奉，也因此獲得詩敏的

靑睞!」
今晚，我們眾位親朋好友與嘉賓們真

的看到上帝賜福給復仁與詩敏，垂聽了他/
她們的禱告。

中國人常說「天作之合」，筆者祝賀

新郎新娘

千里姻緣，上主牽，

復興神國，仁愛心，

詩歌齊唱，敏捷心，

同心同行，奔天路。

願耶和華賜福給您(復仁與詩敏)及賜

您平安 。       主恩常偕!
6月10日(主日) 
我們是一家人

主日禮拜後，我搭美秀女兒的車回家

前，美秀姐妹邀我一起和她們母女去吃印

尼餐，我們來到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

Rice Bowl餐廳，見有不少非洲裔與美國人

來享用炒麵、炒飯、印尼美味餐等。

最後，我們要離去時，見有一位笑容

可 親 ， 臉 蛋 美

麗，穿着正式的

非洲裔女士，我

問她「你是奈及

利亞來的嗎？」

她說「是啊！我

是牧師！」我們

介紹自己給她認

識 ， 「 我 是 來

自 台 灣 的 華 人

JoyPan，美秀與

Herlina是來自印

尼的華人」，美

秀告訴她說「Joy is Mrs.Pan潘師母」我們

互相簡短交談，得知我們都住的很近，都

在一條街上，彼此高興說「我們是一家人

啊！」我告訴Pastor Christy Ogbeide「年輕

時我作護士，曾想去非洲醫療宣教，也有

人介紹我去奈及利亞國家，但上帝奇妙引

導來美國事奉。」我們拍照留念，互給名

片日後再聯絡，她熱情說下周我打電話給

你們，歡迎你們來我們的教會，看她名片

才知道，這位奈及利亞的美麗牧師也是作

家，演講家，Life Coach,已出版32本書。

過去幾年，我在美華超市也常見到奈及利

亞的基督徒們，主日做完禮拜後，他們來

買吳郭魚，不像華人買1-2隻，他們是一次

購買十幾隻吳郭魚。看到他們感到非常親

切，她/他們常熱情喜樂主動向人打招呼，

他們去教會會穿著的非常正式，讓你一眼

就看出他/她們是來自奈及利亞的基督徒。

猶記得六月初上午十時筆者去「永

福」辦事，巧遇有外籍人士趕赴喪禮，

「永福」鄧先生正忙著，他看到我說道

「潘師母，他們是奈及利亞人，是來參加

乙位奈及利亞年輕人的喪禮…」讓我感到

訝異的是奈及利亞人的親友們有的竟是穿

著大紅禮服出席喪禮，和一般人穿黑色禮

服出席喪禮大不相同啊！相信每個國家的

習俗不同。筆者參加過多次喪禮，昔日我

常告訴外子「若是我的那一天來到，請告

訴大家可以穿不同顏色的衣服來歡送我回

天家喔！」

金句：「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

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

有看見的神。」（有古卷作：怎能愛沒有

看見的神呢 ）《約翰一書 4章19-20節》

一天，他問老伴：「總有一天我們兩個

人會一個先走，一個後走。」

老伴回答：「要死我先死，你比我堅

強，」

他又問：「但如果到時候上邊的老闆叫

我先走呢？」

老伴想了半天說：「那我會每天哭，不

吃飯，不出門，不……。」

「算了，算了，我看還是你先死吧，」

孫越不改喜劇演員本色答道。

87 歲的孫越孫叔叔，於上 (4) 月 9 日因

敗血症性休克，引發「急性肺阻塞」送進

台大醫院加護病房，經數日治療，於昨（1）
日安息主懷，享壽 87 歲。

孫越「孫叔叔」在 1970 年代演藝事業

如日中天，曾有 2 年拍 200 部的紀綠，名

利豐收；然而，卻少有人知道他內心深處

的痛苦，他自認當時的自己跟機器沒兩樣，

甚至曾多次有過自殺的念頭。 
1981 年，在好友陶大偉的帶領下，孫

越開始到教會聚會，並成為基督徒。成為基

作基督徒的福氣

督徒後的他，不僅跟宇宙光機構「送炭到泰

北」，也隨周聯華牧師至北非，與志工深入

蠻荒服務弱勢，深刻體會助人的快樂。他曾

表示，自從聽到周牧師說自己抱著心情「每

天都是最後一天在過」後，深受震撼，決定

從此也將每天當最後一天過。 
回台後，孫越決定一年只花 4 個月拍

戲，其餘 8 個月都全心投入公益。直到

1989 年，當時 59 歲的他更宣佈：正式結束

40 年演藝生涯。

白天宣導戒菸、捐血、器官捐贈、饑餓

三十、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探訪受刑人、愛

滋病人與腫瘤病人等各項公益活動，孫越把

晚上時間全都留給了家人，每天 6 點到 6 點

半回家，與全家人一起享用晚餐。

只見公益，不見孫越

1989 年，當孫越退出演藝圈時，召開

記者會，並在神和眾人面前發表「從今後只

見公益，不見孫越」的信仰告白。

近 30 年來，孫越親自投身參與許多公

益團體，包括董氏基金會、宇宙光、救助協

會、世界展望會、晨曦會戒毒中心及聯合勸

募協會等。當有些機構為他冠以榮譽性職務

時，孫越總稱自己是「終身義工」。他更喜

歡人家形容其身分是「主的僕人」，而非藝

人、名人。

直至如今，孫越依然堅持：只要活著的

一天，「主必興旺，我必衰微」。為主走下

演藝舞台的他，反倒因著服事神和人，攀上

另一段生命高峰。

孫越曾提到，過去有幾次他曾抱病服

事，神卻奇妙的賜下平安在他心中。回想種

種病痛來臨之時，仍堅持為主作工的情景，

他笑著說︰「我現在還在這裏，不就是最好

的見證了嗎？」

「生命如時序，四季皆可展其美」是孫

越很喜歡的一句話。當耶穌成為他生命的救

主後，孫越深知「主掌管明天」；因此，他

在摯友陶大偉驟然離世時，用神的話安慰參

加追思禮拜的老朋友們。他也曾在大炳過世

後，提醒基督徒「愛要及時」，主動關心我

們周遭有需要的親朋好友。

 從事多年演藝工作的孫越，曾獲得金

馬獎第 7 屆最佳男配角、20 屆最佳男主角，

及第 47 屆特別貢獻獎的殊榮肯定。 
步入高齡的孫越，一直將「生命交給上

帝，生病交給醫師，生活自己管理」，並珍

惜能為主而活的每一天。

曾經，在開刀房治療肺腺癌的前一天，

孫越特地把 3 個孫子叫到床前說：「我明

天開刀，結果可能會一切順利，也許不太順

利，而且會有後遺症，或是從此再也醒不來

了；不過，只要你們記得，我們曾經一起

玩、一起去坐摩天輪、一起上教堂，我們曾

經擁有很多美好的回憶，那我就不會有遺憾

了。」

「這就是我的家庭教育。」孫越不避諱

談死亡，他覺得這樣可以讓親情互動得更緊

密。

信主後，孫越常常思考「人生在世這幾

十年的光景，所為何來？」，很多人在粉絲

圍繞、鎂光燈下，看起來活得非常「得意」，

但真實生命卻是一蹋糊塗，缺乏盼望。孫越

感謝神，靠著祂的幫助，自己可以為主活在

每一個當下，以祂為唯一滿足。

因過去長年抽菸導致肺阻塞（COPD），

隨後孫越又歷經肺腺癌、缺血性心臟病等生

死關頭。縱使孫越因各樣身體狀況須頻繁進

出醫院，但過去談到為主作工時，他仍然感

恩表示：「上帝至今存留他的生命氣息，可

以繼續服事，身體好與不好都要感謝主」。

孫越曾在佳音廣播電台節目中，以其充

滿磁性的渾厚嗓音唱出他自己填詞、作曲

的〈感恩〉一曲：「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只有上帝能知道，我的

感恩有多深，曾經追逐世界掌聲，曾經追隨

虛空腳跟，外表讓人多羨慕，內心痛苦多深

沉，祂的愛使我重生，我喜樂向前直奔，因

為上帝已改變我的人生劇本。」儼然是他這

一生 87年，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最佳寫照。

（文載自《基督教今日報》）

「上帝改變我的人生劇本」
永遠的老朋友──孫越　
87 精彩演繹，全劇終

◎吳書翔

　孫越，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本名孫鉞。
其座右銘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復仁、詩敏

「我不甘心作平凡的基督徒，因為我們

不單是信徒，而是作主門徒。」信主受洗兩

年多，很多人會問我：「張榮麗，妳怎麼越

來越亮麗呢？」

我想是大家看見我從裡到外脫胎換骨，

成為一個全新的人。這樣的改變不僅讓我變

得漂亮，也讓我更加有福氣；正如聖經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
●求神問卜無法解決

信主前我最常問別人：「我怎會這樣？」

因為有次爬山時經過土地公廟，我累了坐

在廟旁的椅子上休息，順便低頭重綁鞋帶，

起來後頭暈目眩、心神不寧。按著我的背景

和習慣，在醫生找不到任何病因的情況下，

自然就去求神問卜，有人告訴我：「妳坐

下的地方剛好是土地公與其他神明在下棋，

妳無意間弄亂了土地公的棋盤，所以他作弄

妳。」

因此，我到處拜神請求各路神明保護，

還迎神到家中供奉，數目多到家中無處可

放，也花大錢請法師幫我解煞、消災，但都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農曆七月我會比平常更

恐慌害怕，不敢出門因為害怕被不好的東西

沖煞到。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我甚至連家裡

都不敢住，藉口到台北看醫生，暫住台北妹

妹家。

●找到耶穌不再恐懼

我認識台灣貴格會圳頭里教會的李寶順

牧師，他常解答我內心的各樣問題，我把

他當作心理醫師，內心有苦悶時就會找他談

談，他很特別從不主動跟我談耶穌。那時我

的情況特別嚴重，有人建議我再請他幫忙；

但由於我人在台北，他轉介紹非比教會李雀

美牧師就近來探訪我。

李雀美牧師聽完原委，就為我禱告，當

下立即感到黑暗消除，屋內的燈光頓時更

加明亮。接著，她安排我和另位女傳道一

對一讀聖經。剛開始，我對聖經興趣不大，

但喜歡被人陪伴的感覺。十次的課程，她特

別從台北到虎尾家中陪伴我，讓我明白「上

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三 16）於是，我不但接受耶穌作我永遠的

朋友，也毅然決然地接受洗禮，歸入基督名

下，成為上帝的女兒。

●進入教會不再一樣

剛信時，我還是很軟弱，仍然會緊張和

自我要求完美，常問她：「我為什麼會這樣

呢？」或是問：「我到底會不會好起來呢？」

女傳道常被我問得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會

說：「我也不知道，我們來禱告求問神。」

她建議我要有教會生活、參加小組，尋找屬

靈同伴。但是，我受洗的教會在台北，住家

在雲林虎尾，附近沒有熟悉的教會，於是四

處尋找合適的教會。

後來，透過一位長老會的姊妹介紹，她

說：「有位姊妹本來想自殺，到了斗六福氣

教會就好起來了，妳要不要去看看呢？」剛

開始不習慣，因為我覺得教會氣氛很熱鬧、

會友太熱情，但是還是順服小組長的帶領，

跟著小組聚會，我才逐漸地剛強壯膽，和以

前不再一樣。

那段時間我有恐慌和憂鬱的傾向，很容

易放大問題，鑽牛角尖；害怕接觸人，對

人群充滿恐懼，甚至不敢自己獨處，還常問

別人：「我怎麼會這樣呢？我到底得了什麼

病？可以開刀好起來嗎？」感謝斗六福氣教

會的劉良義牧師、簡金英師母和小組長瑞發

夫婦常陪伴我，也隨時解答我無理頭的問

題。記得有次，我情緒低落地跟師母說：「我

怎麼努力都好不起來，很想去死一死。」師

母回答：「妳要死，要在基督裡死才可以。」

●家人信主得祝福

當時，教會推動幸福小組傳福音，我邀

請二姊金蓮參加，二姊參加兩次聚會就舉手

決志，當場還表示願意受洗歸向耶穌。沒有

想到我什麼都不懂，在軟弱的光景中還能帶

領人信主，於是我有了信心。接著，我開始

每天跪著流淚地為丈夫的得救禱告。果然，

在雲林縣政府工作的丈夫黃財福，竟然主動

地去問李進勇縣長說：「受洗好不好？」基

督徒的縣長鼓勵他：「當然好！你趕快去洗

一洗！」透過相同信仰和語言，夫妻兩人溝

通更良好，更加相愛、同心同行。

兒子們發現家中氣氛改變了，大兒子

說：「媽媽不再掌控一切，現在會尊重我的

決定，願意放手讓我自己摸索。」他願意回

家來承擔家族事業，原本就貼心、懂事的大

兒子，如今也會陪伴我一起出去散步運動，

坐下來和丈夫談心聊天。小兒子向別人表

示：「母親不再憂愁擔心，願意放下重擔交

託；她從原本的陰天變成陽光，我喜歡她現

在的正面積極。」

婆媳問題一直是傳統家庭的大問題，我

現在懂得婆婆的想法，也知道怎樣做對老人

家最好，去年底婆婆也受洗了。如今，婆婆

也懂得幫助我，常會逢人就講述信耶穌的好

處，我們成了傳福音的最佳拍檔。

●感謝神讓我不平凡

信主前我常用金錢幫助有需要的人，信

主後我才知道金錢對人的幫助很有限，得著

心靈飢渴貧乏的人更重要。加上同志婚姻的

議題，我深思怎樣可以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

呢？

今年三月在教會的支持和代禱，我成立

了「雲林家庭關懷協會」常有人問我為何如

此熱心呢？我會如此回答：「因為家庭很重

要！家庭是聖經第一個設立的單位。家庭健

全才能真正地幫助人健康地成長。」

我期待透過這個平台，可以邀請更多人

進入教會，讓影響我生命的基督信仰能夠

幫助其他人，大家都能來享受作基督徒的福

氣。

（文載自《中信月刊》）

0610奈及利亞女牧師與
潘師母，美秀

　從事多年演藝工作的孫越，曾獲得金馬
獎第 7屆最佳男配角、20屆最佳男主角，
及第 47屆特別貢獻獎的殊榮肯定。 

◎張榮麗口述、李菽霓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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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空岩

自動回到安住於身。這樣，就能從感

受、情緒、欲望、念頭、回憶等中抽

離出來，正知這一切都只是生滅的心

理現象。正念正知，有如一位安穩的

旁觀者，能覺知到受、想、心行等的生

起，它們不是我或我的，因此不會盲目

的隨波逐流。自私的貪欲生起時，覺知

到這是不善心所的生起，隨之起舞必會

招致不善的結果，因此不必採取行動。

貪欲得不到關注，力量自然就會萎縮。

不滿、瞋恚等亦如是。反之，當善念如

憐憫心起來時，覺知到這是有利於他人

的善念，善行應該發揮，於是合理地向

需要幫助的對象伸出支援，而不是為了

自己的名利。

正念正知的能力越敏銳，身心的品

質也越提升。以前，可能從來不曾察覺

自己的不對，或要在幾個星期甚至幾個

月後回想起某件事時，才醒覺到某日某

時對待某人的態度實在不妥。又或者，

回想起當時的自己應該可以做的更多、

更好，卻因一時的火冒三丈而把事情搞

砸了。現在正念反省的能力加強了，則

能在事後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幾秒

鐘後就有所察覺而能立刻自我糾正，轉

化不正確的念頭動機為積極正面的心態

和觀念。常常能覺知當下身心行為，抉

擇所生起的樂受不樂受、善心不善心，

那止惡行善的力量就能增強。

生活中用得上力，對佛理及概念就

越能體會得深細，漸漸地把概念內化為

自身的經驗和智慧。那時，對佛法的信

心就越加穩固了。信的越深、知的越

深，就行的更切。終有一天能真切的

體認到，一切的事物，包括自己的身

心，確實都是由種種的條件和合而生滅

的現象而已。過去，執著於「我」的感

受、「我」的想法；「我」被傷害而難

過、「我」被表揚而得意、「我」被排

斥而失落、「我」成功而意氣風發等以

自我為中心。現在回首反省，原來都只

不過是無明我執在作祟，實際上自己所

享有、經歷的一切，不可能單獨地由「

我」來完成，都是由眾多因緣條件所支

撐的。感恩謙卑之心就能油然而生。

心念越敏銳的人，也越能看到自己

與他人之間的共同點。自己的身心是五

蘊和合，他人的身心也是五蘊和合。唯

有自己用功後，才得知原來要根除一個

根深蒂固的習慣或脾氣是那麼的不容

易，別人也必定如此。那我們怎能妄

想要求別人在一夕之間就改過習慣或

脾氣，以符合自己的意願呢？如果自

己的生命受到傷害時會恐懼，別人在

面對威脅時必然也會恐懼害怕。我們

期待得到肯定和鼓勵，那別人也需要我

們的肯定和鼓勵。陌生人的一個無意的

善舉，就幫助我們解決了一大困難；因

此也不會小看自己的一個小小善念而不

為。自己在最低潮的時候，友人的一句

鼓勵竟然為自己打開了一扇向陽的窗，

人生從此變得不一樣。因此也學習到不

吝嗇於給人鼓勵的愛語。如此的推己及

人，必能深化、廣化對他人的同理心、

慈悲心。不想他人難受，希望他人得到

安穩快樂，因此對內能自我約制，對他

人能誠懇有耐心，自然就表現出道德的

態度和行為。簡單的說，就是情商提高

了，心智更成熟了。

一般人聽到「境界」出現時，就習

慣性認為那是不隨順個人意願的逆境。

面對同一個處境，有人歡喜有人愁，可

見觸境生心而起的感受，是非常個人主

觀的。佛教對「境」界的看法倒是中立

的。我們眼睛看到的、身體碰到的、耳

朵聽到的、鼻子嗅到的、舌頭嚐到的，

心裡想到的，都是「境」界。 

佛法裡常有一句話：「根、境、識

三和合生觸」，即是指我們人類的五

根、意識和外境和合的當下，就產生

了內心的觸受及一系列的心理活動—

情緒波動、想像構思、意志行動、審

慮決定，並進一步發展成為對外的語言

及行為。沒受過訓練、缺乏正念正知的

凡夫，經由觸所引發的樂受或不樂受，

即發展成為貪染執著或憂悲瞋恚等。仔

細回顧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哪個習慣、

反應、決定不是受著這兩個邊的樂受和

不樂受所牽引，在裡頭輪迴呢？即使是

那些看似理性的人，也還是免不了主觀

情感所牽制。學佛，就是要突破這無明

執著的輪迴。下手處就是，於日常生活

中對外境接觸時，能否提起正念正知？

覺知當下所生起的是什麼？貪愛、苦受

或迷惑？ 

當今的時代是機器不離身的時代。

簡單的例子如：好友轉發個美食的圖片

過來，看了食慾大增。沒過一會另一則

新消息出現，自己買的股票竟然大跌，

心裡立刻往下一沉。正在參與一個視頻

會議又要兼顧兩個電腦螢幕上的數據

時，家裡的智慧型安全警報突然響了

起來，開始擔心焦慮，各種猜測想像

湧現。人雖然一直都坐在一方尺內的空

間，但心早已快速漂過了幾個不同的時

空，已在貪瞋癡裡輪迴了無數次。這過

程裡，我們都有如實的覺知嗎？到底我

們是科技的主人，還是科技的奴隸？到

底我們是走在世界的最前端，還是不由

自主的被衝到洪流的前端？ 

要能跟得上時代潮流，同時又不被

無明的洪流淹沒，四念處就是用功的技

巧，也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入門處。正念

於身—我們的心是常與身分離的，從不

曾好好認識自己。正念於身，就是要讓

身心和合，把散亂的心訓練成能時刻安

住於身；語默動靜中都能念念覺知這個

能呼吸的身體。一旦心習慣了安住於

身，並能持續保持穩定專注的狀態時，

就容易體認到身心的變化無常、無實在

性、無自主性可言。那時就不會盲目強

求一切如我所願；少一分執著、就多一

分隨緣。

習慣了正念於身，一旦這正念被所

生起的感受、情緒、念頭、欲望等拉走

時，覺知的心就容易察覺到失念，並

善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即是用功處

以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痛苦，以他

人的喜樂為自己的喜樂。就會積極地去

設法減輕對方的苦惱，分擔對方的壓

力。不可能等到明天，或等到自己三

餐溫飽，能力足夠之後再說。而是邊

學邊用，邊用邊學。即使只有一分的

力量，也能把那一分的力量發揮得淋

漓盡致。學習的過程才發現自己的所知

所能之不足，而想要去探究更多新知識

和技能，與時俱進。因此也勇於走向未

知的領域，發掘未知的潛能。在這學用

相長的過程中，勇於承擔，勇於承認錯

誤，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提升自己的能

力和智慧。由於正念正知的守護身心，

因此能善用所學習的知識和技能。內心

始終清楚知道，這一切的學與用，只為

了他人的福祉，不是為了滿足私欲。當

中沒有所謂的「我沒興趣」、「我喜歡

這個，不喜歡那個」、「我沒時間」、

「我很累」等自我中心的觀念。非一般

的智慧和能力，就是如此的點滴累積起

來的。簡而言之，智商也隨之提高了。 

當然，在現實的世界裡，人事因緣

是錯綜複雜的，沒有任何事業是在一帆

風順下成就的。越往前進，需要面對的

磨練與考驗可能就越艱難，難免會有受

挫失落悲傷時。但只要憶念起法，一切

境界都是緣起無自性，都有改變的可能

性，沒有永恆存在的困難或障礙。一時

解決不了的難題，只因自己的福德智慧

和能力不足。只要認清造成困難障礙的

因緣條件，努力去改善，待因緣條件俱

足時，終能跨越過去！或是常憶念起往

昔的賢聖大德、大善知識的人生經驗。

他們所面對的艱辛與挑戰，很多是我們

所面對的千百倍。向賢聖者學習，就該

學習他們的為法為眾生而能堪忍一切的

精神與決心。如此一來，就不會怯弱鬆

懈，信心和決心不易被動搖。這種難行

能行、難忍能忍的意志與精進力，其實

就是逆商的強化。

總括之，情商、智商與逆商的提升

與淨化，其實就是佛陀早在兩千五百多

年前就指出的人類三特勝—梵行勝、憶

念勝、勤勇勝的發揮與淨化。有別於一

般「自我」為中心的世間情商、智商與

逆商，佛教裡所指的，是與緣起無自性

的真理為基礎、以契合於真理為修行的

努力，以體證真理為終極目標。

真誠的佛弟子，必有恢宏的氣概與

崇高的願景，而下手處卻能篤實地從認

識自己身心做起。透過四念處的修習，

增長自己的德學、消融自己的習氣，使

自己的身心漸合乎於理。「不怕境起，

只怕覺遲；念起便覺，心覺便轉。」即

扼要的指出了，修行用功處，就在平日

待人處事的每個境界中。

當境界現前時

2010年正月初五，全球的華人

都沉浸在農曆新年─春節的喜慶

中。而我的媽媽卻因突然感覺呼

吸困難，而被查出肺部有積水；又

通過活檢，進一步確診媽媽得了當

時最凶險的一種肺癌─非小細胞肺

癌。

當拿到確診通知書時，我平生

第一次整夜未眠。我無法接受這個

事實，雖然也知道死亡是每個人的

必經之路，但卻沒想到它來得這麼

快，讓我措手不及。原以為媽媽為

我們操勞辛苦了大半輩子，如今可

以安享天倫之樂了，哪知道閻羅王

這麼早就寄來了通知書。我好害

怕！我好難受！我好無助。

媽媽從查出病因到往生僅僅一

個月，這一個月她歷經的痛苦，我

無以言表，我恨不能替她受這份

罪，我身心俱痛。這份痛深深地烙

在我的心裡，我用了三年的時間，

才漸漸從這陰影中走了出來。然而

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卻不能消除我

對死亡的恐懼，更無從知道如何面

對死亡？

2014年的秋天，我有幸接觸到

佛法。通過學習，明白我們這個色

身是由色、受、想、行、識五蘊和

合而成。因為無常，而有了生、

老、病、死。雖然我也知道每個

人都會死亡，但我一直以為人死

後就灰飛煙滅，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每每想到這裡，我渾身上下

的汗毛都會豎起來。殊不知，佛

法早已用三世輪迴的觀念，解釋了

這一切。記得印順導師在《學佛三

要》裡講到：「結胎出生，只是身

心綜合活動的開始。到死了，舊的

組合解體，又有新的組合自體活動

開始。前生與後世的生死相續，即

是身心的和合活動。」既然有生無

不死，那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我

想應該從現在起，開始用功修練─

時刻提起正念，時刻保持正念，正

念相續，才不會被外境所轉。

2018年3月的一天，爸爸因突

發腦出血而昏迷不醒，被送入加護

病房搶救。當我趕到病房時，看到

爸爸渾身插著各種管子，身體連接

著各種儀器設備，心中很是酸楚和

心疼。雖然爸爸尚在昏迷狀態，但

他的神識是有的。我趴到他耳邊鼓

勵他一定要努力好起來，一定要多

想想美好、開心的事情。我每天為

爸爸誦經回向，佛寺的師父和佛友

們也在幫忙一起誦經回向。面對眼

前的這一切，我深知坦然以對，隨

順因緣是最好的選擇。

在《楞嚴經》中有說：「若能

轉物，則同如來。」面對生活中的

種種順境或逆境，善緣或惡緣，如

何不被境轉，是我們要學習和修行

的主要內容。面對順境和善緣，我

們珍惜當下，把握當下；面對逆境

和惡緣，用無常觀來審視這個事

件，相信惡運終究會過去，同時也

把它當作我們身心修行的一部分，

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它，把壞事變成

好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人生才會有意義，更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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