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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地區慶祝中華民國第107年國慶酒會在休士頓盛大隆重舉行
出席國慶酒會的外賓與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夫婦（
夫婦
（中）合影
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美南地區慶祝中華民國第 107 年國慶酒會本(10)月
5 日下午 6 時 30 分至 9 時在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夫婦的主持
下，於休士頓人酒店(The Houstonian Hotel)盛大隆重舉行，除接
受來自美南各地區政要的熱烈祝賀外，並頒獎表揚免費協助醫治
台灣燒燙傷患者的 「蓋文斯頓聖地兄弟會兒童醫院 (Shri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Galveston)」，同時在酒會會場展示台商生產的
環保球衣及蘭花等台灣精品，以及供應多種別具台灣特色的美食
。
陳處長致詞表示， 「台灣關係法」為台美關係強健發展奠定
了穩固基礎，明年將是 「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週年，而今年美
國通過 「台灣旅行法」更是加強台美高層的交流。
陳處長指出，當前台美關係的強健發展包括 「美國在台協會
」在台灣新館的啟用，並特別感謝美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 「世
界衛生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及 「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國際組織，以及本年我國派遣有史以來
最大的經貿代表團參加在華府舉行的 「投資美國高峰會」等。
另 「台塑」企業在德州與路易斯納州擴大投資數十億美元，
「中油」並與德州廠商簽署採購 250 億美元的天然氣合約等，在
在顯示台美雙邊友好的緊密互動。
陳處長並說明，駐休士頓辦事處同時致力於美南地區擴大台美交
流，包括完成與路易斯安納州簽署駕照免試的互惠安排，現本處所轄
五個州均與台灣有駕照免試的互惠安排，協助休士頓警察局設立華語
課程，以及安排我表演團體 「十鼓」在米勒戶外劇場演出成功吸引三
千人潮等。
陳處長並藉本次酒會頒發我國衛生福利專業獎章予 「蓋文斯頓聖
地兄弟會兒童醫院」前院長David Herndon，特別感謝該醫院在H前院
長及台裔醫生黃宗哲等的熱心協助下，安排 「八仙塵爆」事件的傷患

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中
Lee( 中 ） 親臨酒會致贈多位國會議員
聯名的祝賀文告，
聯名的祝賀文告
，並與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左二
左二）、
）、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左一
左一）、
）、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主委嚴杰
主委嚴杰（
（右一
右一）
）副
主委黃春蘭（
主委黃春蘭
（右二
右二）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貴賓合切中華民國國慶蛋糕。（記者秦鴻
出席貴賓合切中華民國國慶蛋糕。（
記者秦鴻
鈞攝）
鈞攝
）
到他們醫院接受免費醫治。
陳處長夫婦在與出席的政要貴賓，以及本年國慶籌委會嚴杰主委
、黃春蘭副主委、張世勳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等一同切國慶蛋
糕後，親自引導他們到台灣美食區及台灣精品展示區，分別說明簡介
「Café 101」贊助的珍珠奶茶、 「Taiwan Yes」現場製作的車輪餅，
「味家鄉」贊助的滷豆腐、滷海帶、滷蛋及台南雞捲等， 「味全」公
司贊助的枝仔冰等各種台灣美食，以及 「遠東新世紀」所贊助展示的
環保球衣及 「台糖」所贊助的蘭花。
陳處長並特別感謝所有熱情贊助的台商，也請出席的嘉賓繼續大
力支持並協助行銷台灣的美食及優良的產品。

國會議員 Al Green （左）親自趕來祝賀
親自趕來祝賀，
，並致贈祝賀
文告。
文告
。由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
處長陳家彥（
（右）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
（秦鴻鈞攝
秦鴻鈞攝）
）

出席酒會的貴賓合影於國旗大蛋糕前。（記者
出席酒會的貴賓合影於國旗大蛋糕前。（
記者
秦鴻鈞攝）
秦鴻鈞攝
）
出席本次國慶酒會各界嘉賓計 600 人，包括德州聯邦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Al Green，德州禮賓處處長 Cammy Jones，德州州眾議員
Alma Allen、 Gene Wu， 休 士 頓 市 議 員 Jack Christie、 Mike Laster 及
Robert Gallegos，哈里斯郡法官Jay Karahan等政要。
另德州聯邦參議員 Ted Cruz 、John Cornyn ，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德州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德州州參議員 Sylvia Garcia，德州
州眾議員 Rick Miller，休市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等均派代表出席酒
會，以及阿肯色州州長 Asa Hutchinson、奧克拉荷馬州州長 Mary Fallin
、路易斯安納州州長 John Bel Edward、密西西比州州長 Phil Bryant 等
亦均分別致贈賀函或賀狀。（經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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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107年國慶10月20日盛大推出國際標準舞觀摩會
由多位職業舞蹈家同台演出超水準的一流秀千萬別錯過

職業新星組 Rebecca Avila 與 Alex Olivares 表演
火辣辣的拉丁舞。
火辣辣的拉丁舞
。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 107 年國慶，
國際標準舞觀摩會及舞會，將於 10 月 20 日
（星期六）下午 7:00 時在 The Dance Place,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Beltway TX-8 between
Bellaire Blvd. and Harwin Dr.)舉行（6 時 30 分
開門才可進場）此活動是休士頓全僑慶祝中
華民國 107 年國慶活動之一，由王麗純舞蹈
學校所主辦。為了慶祝國慶，主辦單位不計
成本,將邀請國際著名舞蹈家來演出一流水準
的國際標準舞，他們共襄盛舉的演出是觀衆
的眼福，請大家不要錯過。精彩之程度决不
輸 於 ABC 電 視 台 制 作 “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節目。
略舉職業界知名如下：前義大利職業拉
丁 舞 冠 軍 的 Cristiano Callegari 與 Katia
Kuznetsova 將帶領他們舞蹈學校的精英團隊

來表演；Stefan Golubovic 與 Agne Malinauskaite(現任職業拉丁舞冠軍）現正在歐洲比賽
10 月中才能到 Houston，並參加此 Showcase
表演他們火辣辣的拉丁舞表演是相當精彩；
並特別邀請到今年在英國黑池舉辦全世界職
業舞蹈公開賽中他們在 Smooth 的 Showcase
中 奪 得 世 界 冠 軍 的 Craig Shaw 與 Evgeniya
Shaw 將特從英國來表演最精彩的摩登舞(也
是我們的壓軸好戲。）；前歐洲職業拉丁舞
冠軍的 Uliana Maslovskaya 將帶學生來表演拉
丁舞；以及職業新星組 Alex Olivares 與 Rebecca Avila 也將來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另有
休 士 頓 中 外 人 士 的 Top 業 餘 者 ； 及 PRO/
AM（最捧的學生）也將來助陣演出。還有
王麗純老師指導的學生也將表演大型的團體
拉丁舞，現正緊鑼密鼓排練中，將把最好的
成果呈現給觀衆。

此次表演不但規模宏大，而為了配合專
業舞蹈水準，特地租用擁有專業舞者的高級
地 板 和 音 響 設 備 以 及 有 燈 光 效 果 的 The
Dance Place。
舞展節目包羅萬象，預計有 20 多個節目
，演出時間是 7:00 時至 9:00 時（準時上演）
，全部演出特經過精心設計，保証精彩絕倫
，節目安排緊湊，而表演完接著舞會至 11 時
，讓舞迷一展身手，互相砌磋舞技。
因經費的來源是賣票所得，希望各僑界
人士贊助，票價分為普通票 25 元與贊助卷
100 元，特由專業編排舞曲，無論是欣賞舞
展，聆聽音樂或舞會狂歡都值得。欲購票從
速，以免向隅，有興趣的朋友請電王麗純
(281)923-5355 或 電 僑 教 中 心 (713)789-4995
蔡先生洽購。另外申明除了大會特許外，不
得自行攜帶錄影機入場。(禁止錄影)

金城銀行33周年慶
健康保險諮詢回饋社區 冬衣捐贈即將啟動
（本報訊）為慶祝創行 33 周年慶並回饋社區的支持，金城
銀行特別邀請光鹽社於 10 月 5 日星期五在金城銀行百利總行聯合
主辦健康保險諮詢及冬衣捐贈啟動儀式。金城銀行副董事長楊明
耕、執行長黃國樑博士暨董事 Al Duran、譚秋晴、總經理吳國駒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暨經濟組徐炳
勳組長，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德州最高法庭法官候選
人 Kathy Cheng 與光鹽社總幹事孫紅濱博士及他們的團隊，以及
許多貴賓均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城銀行三十三周年慶獻上祝
福！現場並展出多幅金城銀行活動照片，增添熱鬧氣氛！
楊明耕副董事長於歡迎致詞時表示： 「感謝所有客戶和社區
好朋友們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金城銀行自 1985 年創行以
來，由最初的規模，一路努力耕耘，直至今年年底預計總資產額
可突破十億美元。今年我們在加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開設在
南加州第二家全方位分行，也代表金城銀行的服務層面更加擴展
。近幾年來金城銀行均榮獲鮑爾財務公司(BAUER FINANCIAL
，INC) 最高五星評級。每個被鮑爾財務公司所推薦的銀行均是
財務健全，營運良好，並具備高於其主管機關所要求資本適足率
。而這一切都要感謝所有股東、客戶和社區好朋友們的相挺和肯
定！
金城銀行董事會、經營團隊和所有同仁也將秉持專業和熱誠
，與所有客戶攜手並肩，相互支持，共創榮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指出： 「金城銀行在吳
董事長、黃執行長暨所有董事的領導下，不但業務穩健成長，對
社區的關懷和貢獻更是有目共睹。去年哈維風災及今年台灣花蓮
地震，金城銀行均率先發動賑災募款，為受難者付出關懷和溫暖
。我們很感謝金城銀行對社區和民眾的支持，也祝賀金城銀行業
務蓬勃發展，鴻圖永啟。」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 「金城銀行自 1985 年創行，伴隨

社區經歷過去三十三年的耕耘與發展，努力
開發並提供更專業和便利的金融服務。金城
銀行在吳董事長暨所有董事的領導和支持下
，以及我在金城銀行建立的 「深、速、實、
簡」企業文化，誠懇、用心、專業、周密的
工作態度，我和所有經營團隊和同仁均秉持
金城銀行副董事長楊明耕、
金城銀行副董事長楊明耕
、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暨董事 Al Duran、
Duran、 譚秋晴
譚秋晴、
、總
這種企業精神，強化作業流程，以服務社區
經理吳國駒，
經理吳國駒
，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 林映佐副處長暨經濟組徐炳
為宗旨，在金融專業領域中為客戶提供優質
勳組長，
勳組長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 合切金城銀行 33 週年行慶喜慶蛋糕
週年行慶喜慶蛋糕。
。(
的產品和服務，以協助客戶創造企業和個人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的最大利益。過去幾年金城銀行不論在盈餘
或存、放款業務等各項經營成果均有顯著增
社區民眾對 2019 年對歐氏健保新條款更加暸解，進一步鼓勵社
加，總資產大幅成長；我相信在很快的未來，金城銀行股本收益 區民眾能加入健康保險，以保障個人身心健康。並且對於沒有保
率 (ROE) 達到 15%，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將指日可待 險的民眾能進行健康篩檢，預防疾病，並提倡預防勝於治療的健
。金城銀行也將以超過 30 年社區銀行的經驗，努力為客戶提供 康慨念。」光鹽社是 501(c)(3)非營利組織，長期結合社區及企業
量身訂做的存款和貸款服務，希望能幫助客戶的業務蒸蒸日上。 和個人資源，關懷並服務貧困及弱勢群體。光鹽社自 1997 年成
」
立以來，成立癌友關懷網，提供癌症教育，設立華語廣播網 「心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歡迎並介紹新加入金城銀行管理團隊的作 靈加油站」，推動老人公寓探訪、冬衣捐助及賑災等，民眾如有
業部侯政呈執行副總經理。侯執行副總經理有超過二十多年銀行 需求，歡迎與光鹽社聯絡，光鹽社網址 www.light-salt.org。孫紅
管理經驗，他專精於全方位的資訊和網路銀行作業系統建置和分 濱博士特別呼籲，今年冬衣捐助將自 10 月 15 月日開始，金城銀
行作業管理。侯執行副總經理歷任於前首都銀行執行副總經理、 行連續多年參加這一個有意義的活動，歡迎社區民眾將清潔的衣
華美銀行區域營業處長、Panto Inc.公司首席資訊安全主管及建東 服整理好帶至金城銀行，待十一月底活動結束，會將所有衣物捐
銀行執行副總經理等資深管理職位。黃國樑博士歡迎新夥伴加入 贈給有需要的低收入戶。
團隊並表示： 「隨著金城銀行規模及服務層面擴展，我們已經做
金城銀行與光鹽社感謝朋友們參加在金城銀行舉辦的健康保
好準備，聘請更多專業夥伴共同努力；相信侯執行副總經理將以 險諮詢，與我們歡慶 33 周年。希望社區朋友能注重自身健康，
他多年的資訊和作業管理經驗，領導作業團隊配合各業務部門為 才能在生活及工作上更有發揮、更快樂。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
客戶提供更多先進與專業的金融產品，協助客戶和金城銀行達到 的宗旨，與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未來！金城所致，點石成金！
雙贏！」
德 州 休 士 頓 百 利 總 行 地 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光鹽社總幹事孫紅濱博士表示： 「健康保險諮詢提供客戶和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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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林之王選秀霸主登場 新聞雲網路直播搶先看
東森美洲全美獨家首播 北美代表阿爾法闖頭關

(左起
左起))林宥嘉
林宥嘉,,首集嘉賓楊丞琳及蕭敬騰

聲林之王主視覺
［本報訊］萬眾矚目選秀霸主
《聲林之王 JUNGLE VOICE》即將於
10 月 12 日在網路首播。同時邀請導師
蕭敬騰、林宥嘉一起現身，邀請所有
追求音樂夢的人到這個平台發揮才能
。《聲林之王》節目由《ETtoday 東
森新聞雲》主辦、量子娛樂及金星娛
樂三方共同製作。總製作王偉忠談起
《聲林之王》 節目的製作理念，希望
能讓年輕且優秀的音樂人才發光發熱

，立刻獲得新聞雲總裁王令麟的認同
。兩人決定攜手並進，以《ETtoday
東森新聞雲》堅強的媒體實力以及由
王偉忠帶領的頂尖娛樂製作團隊，聯
手為敢夢、敢秀、敢競爭的年輕世代
打造一個星光閃閃的圓夢舞台。節目
製作人詹仁雄說: 「目前也的確是一個
時間點，必須要把新一批的好聲音找
出來，因為這個斷層實在斷得太久了
。」身為導師的林宥嘉則說： 「如果

老蕭是可以帶領大家衝向山頭的獅子
，我覺得我更像樹，為參賽的小朋友
們遮擋風雨、抓緊土壤。」。蕭敬騰
也表示他們兩人都是選秀節目出身，
擔任導師幫助新人是應該的回饋。
《聲林之王》選秀消息一出，立
刻吸引近五千名來自全球各地的華人
年輕朋友前來挑戰，包括美國、東南
亞地區、中國大陸等地。參加選手的
背景更是多元化，有星二代、音樂奇
才、網路歌手、其他選秀節目得獎歌
手等。節目更打破以往的選秀賽制，
競賽以動物生存法則為概念，選手們

左起王令麟_
左起王令麟
_林宥嘉
林宥嘉_
_蕭敬騰
蕭敬騰_
_王偉忠

進行叢林 「聲」存戰，全面打造亞洲
音樂大平台。
美洲代表 『大漠雄獅』阿爾法在
103 強對戰表現突出，受到製作單位
和導師的青睞，同時也被挑選為核心
選手。阿爾法來自於中國新疆，自幼
喜愛音樂，中學時期就自組樂團表演
。與《聲林之王》導師蕭敬騰同屬獅
子座的阿爾法懷著夢想，飄洋過海到
音樂之都維也納修習音樂，再來到流
行樂曲發源地美國，繼續追尋夢想。
阿爾法已經連續奪得 2016 年東森美洲
台新人王冠軍與 2017 年超新星全美總

冠軍。
《聲林之王》將於十月十二日在
ETtoday 新聞雲 APP 首播。東森美洲
台也將於十月十三日進行全美電視獨
家播映。同時觀眾也可透過新聞雲
APP，為自己喜愛的選手投下支持的
一票。巨星雲集，豪華場景，賽制精
彩，戰況激烈，北美喜歡觀賞唱歌節
目的朋友們，千萬不可錯過《聲林之
王》。

10月13日, 星期六下午2點-4點
休士頓角聲中心"醫療保險講座"
（本報訊）今年的老人醫療保險 10 月 15 日
就要開始了，截止日是 12 月 7 日。這是 提供給
想要申請或更換計劃者的期間，2019 年新增加
了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開放申請期間，這是和
以往最大不同的地方，這期間是允許已經有醫
療保險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 plan)的
人想要轉到其他計劃，或取消原優惠計劃再申
請補缺計劃（supplement plan)或轉回到傳統醫
療保險計劃的時期，但是如果不是已經有優惠
計劃而想要在這期間申請任何計劃都是不被允
許的。另外 2019 年有関 Medicaid 老人醫療補助
計劃也有新的規定，就是將以往每個月可以更

改計劃改為一年只能最多更改三次，就是 2019
年 1 月到 3 月可以改一次，4 月至 6 月可以改一
次，7 月至 9 月可以更改一次，其他時間不允許
更改。有關老人醫療保險新的卡已將每人的原
號碼是社安號的全改為新號碼，將陸續從 4 月起
分區一個個寄出，凡收到新卡者可以銷毀舊卡
，新卡將規定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每人都必須開始
啓用。
鑒於多數人仍然不清楚年屆 65 歲應該如何
申請醫保，休士頓角聲中心為配合大眾的需求
， 將 訂 於 10 月 13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2 點 -4 點 在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辦公室，為大家回答各種問題，並
協 助 處 理 各 種 疑 難 問 題 。 需 要 事 先 電 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講座內容:
1). 10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4 點: 瞭解美
國健康保險制度
老人醫療保險的四個組成部份? 誰有資格獲
得醫療保險 A 部份?誰有資格獲得醫療保險 B 部
份？誰能獲得醫療保險 C 部份？誰能獲得醫療
保險 D 部份？應在什麼時候申請醫療保險？醫
療保險處方藥費用的 「額外補助」 ?協助支付其

他醫療保險費用的訊息? 2019 年醫療保險的最新
資訊？離開工作保險最重要訊息?人長時間在國
外需要保留醫療保險嗎？有關罰款的問題?買不
到保險怎麼辦？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 18 年。
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
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 問答專欄作者
。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
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恆豐銀行經常性的舉辦各種不同類形的講座.
例如之前有關健康保險,防身安全及稅务方面, 房屋
貸款……等等，房屋貸款專題講座,吸引了很多僑
胞前來聆聽，歡迎提問，也豐富了僑胞的知識領
域,深受大家的歡迎.
該行本著一慣服務的宗旨將於十月二十星期
六上午十點半至十二點在十二樓舉辦一項{談房地

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貸款有関特注意事項 ：
1． 新移民及特殊身份也可貸款.
2． 首 次 自 住 房 購 屋 的 補 助 計 劃 （Homebuyer Assistance）
3． 如何申請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房或
降息/扺押重新貸款）

4． 如何避免申請房貸款，被銀行拒收？
5． 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政策，因個
人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
德潤為大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士有豐富的貸款經
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 深受大家好評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 Teh Rin Wang ( 高 德 潤) Tel:713-596-2872
or Tel: 713-596-2812 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
，無需報名，無需費用，將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
備有茶點招待及主講人備有抽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机会難得請勿錯過!

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緊鄰 8 號高速公路
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
Plaza 88 二期火爆招商中

David Wang 王迪

(本報記者秦鴻鈞）商機無限的中
國城，由於可使用面積的有限，每出
來一塊空地，總是招來無數人潮的趨
之若騖，Plaza 88 第二期剛推出，就
受到大眾的矚目。
由 「德州地產」 的專業商業地產
經紀王迪推出的 Plaza 88 二期新規劃
的佔地 47200 SF 的商場，為休士頓
中國城最大開發項目，位於休斯頓中
國城核心地區 ，位百利大道以南的
Stroud Drive 旁，並緊鄰 8 號高速公
路，是專為服務華人社區的商場。
此次推出的商場分 A1,A2,鄰近旁
邊的 Prase 1,
A1 佔地 4595 呎，A2 佔地 5510 呎, 及
鄰近 Stroud Drive 的 B 棟商場，佔地
37095 SF,根據地產經王迪先生介紹
，目前 B 棟商場內已有佔地 7000 呎的

洗腎中心，及佔地 7000 呎的亞洲人
活動中心，二樓有一佔地 9163 的賓
果遊樂中心，現二樓尚有 3700 呎的
空位，租金僅 15+NNN.
在 A1, 及 A2 東 面 的 Phase 1, （ 佔 地
43715 呎，目前已租用的是百利打耙
場，（將於今年聖誕節之前開業）及
佔地 1700 呎的 KTV, 及佔地 3200 山之
的 Lounge（遊樂聽）。
該地區的車流量，8 號公路上，
每天車流量，達 166090 輛車,8 號高
速路下面為每天 22910 輛車，東邊的
Corporate 路每天車流量達 12320 輛
，而北面的百利大道更高達每天有
55282 輛 車 ， 當 地 的 人 口 數 ： 一
mike 之內有居民有 41647 人，白天
活動人口達 31627 人，當地平均每戶
收入為$40753 元。

王迪表示：Plaza 88 的二期開發
案，希望引進餐館（亞洲餐館）及娛
樂業，希提升整體休士頓中國城環境
、質量、安全等因素。以及銀行、金
融企業、醫療、藥房，及培訓學校，
皆與我們生活習習相關。尤其他們已
租出去的佔地一萬呎的室內打耙場
（有 25 條線），將於今年 12 月開張

，也頒持槍證，並有授課、防身，以
提升整體華人自我防範意識。
Plaza 88 二期開發案現火爆招商
中 ， 租 金 從 $22.00 - $30.00 + NNN,
該 物 業 的 地 址 在 ： 7329 W Sam
Houston TX 77036 , 請立即聯繫專業
商業地產經紀王迪（David Wang) ,電
話：832-806-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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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
父母只剩背影
故乡只有夏冬
蝉在窗外叫个不停，唤醒一树又一
树的夏风。
夏阳从乌云中探出头来，在马路上
，在小巷里，在墙角上，投下一树树斑
驳的阴影。
邻居大姐家的孩子，坐在门口一墙
的爬山虎下按着手机，焦灼地查询着录
取通知书的送达时间。
命运截然不同，时间如此匆匆。
等待录取通知书即将去远方求学的
孩子，怀着梦想与憧憬，渴望告别父母
逃离故土，踏上一段充满希望的青春征
程。
而终将逝去青春、趔趄步入中年的
我，望着窗外的夏风与树影，满腔怅然
若失，满脑回忆影踪。
遥想 18 年前，我手握录取通知书，
怀着忐忑又喜悦的心情，面无表情地告
别父母，足底生风地逃离故土，庆幸终
于挣脱家人的掌控，终于远离贫穷的小
村，终于开启崭新的人生。
18 年后的今天，我稳稳地行走在一
地夏阳一路树阴中，从自卑倔强成长为
理性稳重，却不得不承认：
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起，父母
只剩下背影，故乡只剩下夏冬。
少年听得道理无数，中年才懂深情
几许。
大学录取通知书，之于每个学子，
都是一枚苦读的勋章、一份成人的证书
，是一张离别的车票、一纸牵挂的信笺
。
18 年前，读到这段话时，我觉得晦
涩又矫情。
18 年后，写下这段话后，我读出眼
泪与深情。
18 年前的那个夏日，蝉在老屋前的
杨树上扯着嗓子鸣叫，鸭在门口的池塘
里摇着胖身子慢游，狗在房檐下吐着舌
头哈嗒哈嗒喘个不停……

我坐在院内槐树下的小竹床上，捏
着人生的第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想到
从今后就能远离唠叨的父母，逃离贫穷
的土地，离开偏僻的家乡，去一个崭新
的城市遇见一群陌生的人，开启一段前
所未有的生活，是何等的期待与憧憬。
那时候，我不解离别的哀愁，不懂
前途的凶险，错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
，老屋永远不会塌，小村永远不会衰，
地里的庄稼见到风雨就会自动生长。
多年后，当我一次次重返那土那地
那村那家，跟随佝偻后背、满头白发的
父母，在荒草满地、房屋倒塌、村民逃
离的小村内行走，才悲哀地意识到：
我是父母的孩子，但终将成为他们
牵挂一生相见寥寥的远方。
我是故乡的游子，但终将成了她日
渐陌生又终将遗忘的叛徒。
这人世间的很多爱，都以长相守永
相聚不分离为目的。
只有一种爱，送别于不断目送，成
全于相互分离，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
自收到大学通知书那天起，我就开
始一次次把背影留给父母，在与他们的
一次次目送中，读书求学，上班工作，
结婚生子。
“没事，家里一切都好，你只管好
好学习。”
“学费不用你发愁，等粮食收下来
钱就有了着落。”
“我和你爸身体都很好，一点毛病
都没有，你只管忙你的。”
“你只管去外地，只管去闯荡，不
用考虑我们。”
……
自 18 岁那年起，我对这些父母在书
信里、在电话中、在相见时重复最多的
话， 一度信以为真。
我以为家里真的一切都好，粮食卖

了就能换回我的学费，父母的身体从来
不会生病，我去再远的地方他们也从不
担忧。
当我渐渐得知，我远离家乡在外求
学的日子里，他们饲养了一年的二十多
头猪患上瘟疫不幸全部死了，家中的粮
食遭遇大旱颗粒无收，父亲拖着摔伤的
腿跑三四十里地给我凑够学费，而听说
我还是决定去外地上班的那天，他一个
人躲在小屋里抽烟到深夜，而母亲也担
心得一个劲儿抹眼泪……
我才明白，放开儿女勇敢追梦又祈
祷他们安然无恙，渴望儿女远走高飞又
企盼他们天天回家，是我父母的心，也
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
后来，我结婚生子，为人之母，逐
渐长大，才终于懂得：
唯有父母对子女的爱，从不以占有
和索取为目的，从不以放手和分离而消
存，也从不以距离和岁月而浓淡。
它一直在那里，稳稳的，妥妥的，
浓浓的。
哪怕相隔万里，哪怕海角天涯，哪
怕天上人间。
它是你暑假归来时老树下的翘首以
待，寒假进门时的热腾饭菜，探亲回城
时的一壶香油，思乡月夜里的满地雪霜
，凝视相框时的不变笑容……
它来自父母与故乡，流淌你身与你
心，不管过去多少年。

我也渐渐体悟，这世上，唯有一种
相见，不需要预约，那就是看望父母。
这人间，唯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设防，
那就是父母面前。
步入中年后，当我学会不打招呼、
风尘仆仆突然出现在老屋门口，正蹲在
房檐下择菜的母亲和挥舞着扫帚清扫小
院的父亲，惊喜连连又双双落泪。
“昨晚上梦见你回来了，今天你还
真回来了。”母亲说。
是的，不管你回不回来，他们一直
都在等你。不管你想不想念，他们一直
都会梦你。
当终有一日，他们的病患成为我终
于得空陪伴他们的借口，躺在手术台上
的他们，像我小时候害怕打针的我一样
，紧紧攥着我的手，我在弯下身子为和
死神赛跑的他们擦身洗脚的间隙，终于
明白：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挣脱逃离
又慢慢回归的过程。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场与父母和
解、向父母靠近的朝圣。
每个人的辉煌，都是一场用砥砺前
行回报养育之恩的致敬。
我们终将成为父母的教化和传承，
父母始终都是我们的堡垒和乡愁。
蝉依旧在窗外叫个不停，唤醒一树
又一树的夏风。
不怕热的孩子，从小巷深处跑来，

脚踩一片又一片摇晃的树影。
一日又一日，一夏又一夏，一年又
一年，一代又一代。
我坐在窗前，心绪复杂又一气呵成
地敲下这篇文字，只想对看到此文的所
有人说——
愿出征青春的少年，在岁月的磨砺
中，渐渐学会转身靠近那孤独守望的背
影；
愿驰骋梦想的我们，在时光的缝隙
里，慢慢懂得转身拉长那送春迎秋的夏
冬；
愿每一盏故乡的灯，都能照亮游子
归乡的路，都能温热父母思念的情。
愿我们与父母，一路目送一路分别
后，终能相互靠近，因爱永生。
自考上大学后，我只有夏冬的寒暑
假，才回故乡与父母相见，上班后，回
去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
每次听说我要回去，我妈就说：
“别回了，好容易歇歇。”
我要是真回了，她布满皱纹的脸就
会笑成一朵菊花。
回想这些年，父母生病的那些日子
，竟成了我们相守最久的时光。
这几天，高考的孩子，即将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
想到 18 年前那个夏天的自己，我有
感而发写就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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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 妻來美
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
K 簽證概述
K 簽證是專為美國公民的未婚夫或未婚妻前往
美國結婚而設立的簽證類別。受益人必須在抵達美
國九十天之內完成結婚手續，然後由其美國公民的
配偶為其申請綠卡。
基本要求
1．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美國綠卡持有人
無法申請 K 簽證。
2．申請人必須提出材料證明雙方在過去兩年
中曾經見過面。法律也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如果
因極度困難而無法見面的話，申請人可以提出相關
證據免除此項要求。 一個案例表明，美國公民未
婚夫因長期患病在床，無法與他以通信方式結識的
未婚妻見面。在提出醫生和醫院提供的輔助材料以
後，移民法院推翻了移民局的決定，準許其未婚妻
來美結婚。
主要文件
在申請 K 簽證時，應提供以下材料：
1、美國公民身份的證明材料。如出生證、公
民證、美國護照等；
2、兩人的未婚身份證明材料。包括離婚證明
材料或以前配偶的死亡證明；
3、兩人提出申請之前的兩年之內見過面的證
明材料；如飛機票，出入境章的復印件，合影照片
等。
4、其它輔助證明材料以證明其關系的真實性
，如兩人的合影照片、來往書信、電子郵件、網絡
聊天記錄、電話賬單、飛機票等，以證明兩人的關
系及準備結婚的意圖。
特別註意
1、K 簽證持有人必須在抵美九十天之內完成
結婚登記。否則，會喪失合法居留身份。如果因故
未能在九十天之內結婚，應提供詳細、合理的說明
。
2、持 K 簽證者在進入美國之後，不得轉換為
其它非移民身份，如學生（F－1）或專業人員工作
身份（H－1B）等，也不得以其它類別的親屬移民
轉換成綠卡身份。
3、在提出綠卡申請時，必須由為其申請 K 簽
證的美國公民配偶出面申請。如果 K 簽證持有者以
美國公民未婚妻的身份來到美國後，因種種原因沒
有和為其提出 K 簽證申請的美國公民結婚，而是嫁
給了另一個美國公民，其美國丈夫無法為她提出在
美國境內調整為綠卡身份的申請。她必須離開美國
，前往美國海外領事館申請移民。
申請過程
K 簽證的申請須經三個步驟，首先，美國公民
需向其居住地所在的移民局審理中心提出申請。
在申請獲得批準之後，移民局會將案卷轉至美國國
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簽證中心審核之後，再
將該案卷轉至 K 簽證申請人所在國家處理移民簽證
的美國駐外領事館（中國的 K 簽證統一由美國駐廣
州領事館處理）。美國領事館將通知申請人前往面
談。
在前往面談時，應準備如下文件：
1、有效護照；

2、出生公證；
3、無犯罪記錄公證；
4、體檢材料；
5、偕行子女的上述材料；
6、經濟擔保材料；
7、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其與美國公民的關
系屬實。
K 簽證持有人可在美合法工作，其未滿二十一
歲的未婚子女也可一起申請 K 簽證前來美國。請註
意，如果 K 簽證的持有人與美國公民結婚時，其子
女已超過十八歲，則不能跟隨父母在美國申請親屬
移民。因為從婚姻法來看，超過十八歲的子女已經
成年，不能由其繼父為其申請移民。只有等到 K 簽
證的持有人本人拿到綠卡以後，才能為其子女申請
移民。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
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年同期的五倍。
2.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將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和非移民申請采取
省略發出 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
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第
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合移民法對特
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
交申請的證據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庭移
民的 I-485 申請中沒有提供經濟擔保表 （I-864）
，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
限於所舉出的例證。
3. 美國移民局於今年 5 月 11 日發布的關於
“計算持有 F、J 和 M 非移民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
者非法滯留時間規則”的備忘錄將於 8 月 9 日生效
。自 2018 年 8 月 9 日起（包括 8 月 9 日當天），未
能繼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 F、J 和 M 簽證持有人的
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積：1 學業或
經允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
的工作的第二天；2 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
括任何經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
限；3 I-94 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官或在某
些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除外、驅逐或移除
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 180 天以上，3 年不得入境美國
。非法滯留時間 1 年以上, 10 年不得入境美國。有
遞解令，在未經允許或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
境內者，終身不得入境美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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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stagram、
LinkedIn、 Myspace、 Pinterest、 Red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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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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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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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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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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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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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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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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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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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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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所有優勝者頒獎後合影。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所有優勝者頒獎後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國慶休士頓華裔青年精英論壇暨
「 台聯會
台聯會」」 全美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德州州議員 Gene Wu( 吳元之
吳元之）（
）（立者
立者）
）擔任
華裔青年精英論壇的首位主講人。
華裔青年精英論壇的首位主講人
。

賴清陽大律師（立者
賴清陽大律師（
立者）
）介紹國慶休士頓華裔
青年精英論壇的諸位主講人。
青年精英論壇的諸位主講人
。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 「少年組
少年組」
」優勝頒獎後合影
優勝頒獎後合影。
。

「台聯會
台聯會」
」會長李迎霞
會長李迎霞（
（中） 與參賽學生
老師黃淑玲（右），
老師黃淑玲（
），吳老師
吳老師（
（左）合影
合影。
。

國慶休士頓華裔青年精英論壇主講人吳元之（後排左三
國慶休士頓華裔青年精英論壇主講人吳元之（
後排左三）、
）、賴雅嵐
賴雅嵐（
（前排
左四）、
左四
）、鄭帥帥
鄭帥帥（
（前排右五
前排右五），
），Hillary
Hillary Patuwo (前排右六
(前排右六）
）及 「國慶籌備會
」主委嚴杰
主委嚴杰（
（後排左二
後排左二），
），副主委黃春蘭
副主委黃春蘭（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主持人賴清陽
主持人賴清陽（
（前
排右三）
排右三
）及承辦方 「台聯會
台聯會」
」會長李迎霞
會長李迎霞（
（前排左三
前排左三）
）及全體理事合影
及全體理事合影。
。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 「兒童組
兒童組」
」頒獎後合影
頒獎後合影。
。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台聯會全美繪畫比賽」
」 「幼兒組
幼兒組」
」優勝頒獎並與參賽
學生老師黃淑玲（二排左二
學生老師黃淑玲（
二排左二）
）合影
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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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眾議員吳元之、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Lester、副局長敖樂章
副局長敖樂章、
、中西
區分局長 Yasar Bashir、
Bashir、警官周錫俊
警官周錫俊、
、Gary 何等警察工作團隊親臨於
德克薩斯州 10 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全國性的夜晚慶祝活動共襄盛舉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National Night Out 年度社區建設活動
10 月 2 日晚在頂好廣場舉行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
Lester、副局長敖樂章
、警官周錫俊等警察工作團隊在 National Night Out 和社區互動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Lester、警官周錫俊等及
社區的伙伴參加在頂好廣場舉行 National Night Out 活動

休士頓警察局中西區分局長 Yasar Bashir 致詞
致詞、
、 National Night Out
活動它提供了在積極情況下將警察和鄰居聚集在一起的絕佳機會。
活動它提供了在積極情況下將警察和鄰居聚集在一起的絕佳機會
。

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Henry Gaw)表彰己有
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Henry
Gaw)表彰己有 34 年 National
Night Out 活動增強了鄰居和執法之間的關係

休士頓市議員 Mike Lester、
Lester、副局長敖樂章
副局長敖樂章、
、中西區分局長 Yasar
Bashir、警官周錫俊
Bashir、
警官周錫俊、
、Roger Nguyen 等、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
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
、
檢查長 Vince Ryan 在 National Night Out 社區活動上合影

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檢查長 Vince Ryan 在 National Night
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
Out 全國性的夜晚活動上與警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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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文蘭芳
有價無價
我覺得，世上所有最美好的東西都是
無價的。或者說，不能定價。親情、友情、
愛情；忠心、尊敬、感動；智慧、堅忍、
勇敢……
讓人顯得美麗，讓醜惡顯得無力的種
種，從來都是無價。
當然，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喜歡定價，
習慣以金錢價格衡量事物︰一個人有沒有
價值，視乎他有多少資產；兒女是否出息，
視乎他們賺多少錢；藝術家是否大師，看
他的作品賣多少錢、他的書是否暢銷、他
的畫是否可以拿到拍賣場等等。也有不少
人告訴我們，婚姻、家庭、事業、地位，
甚至健康，全部都是可以買回來的。也許。
我不敢斷然否定。
只是，這樣你甘心嗎？
身為跟隨耶穌的人，我們總覺得自己較
為幸福，我們認識真理，我們的價值觀不

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06 日

一 樣。 真 是 這 樣 嗎？ 不 好
意 思， 我 想 說， 其 實 教 會
有時滿功利的。
比 方 說， 一 名 陌 生 人
走進教會，如果他說自己
不是信耶穌的，那周圍的
人都對他很有興趣，未得
之民噢；如果他說已經信
主， 那 你 隨 便 坐 著 吧 ——
反正是已上鉤的魚。
文字有價
胡裡胡塗，我走上了文字事奉之路，然
後清清楚楚，知道這是主給我的道路。中學
時唸理科，喜歡數學，但是課餘的光陰，都
花在閱讀上。
文學作品恍若一扇扇開往穹蒼的天窗，
領我穿梭時空，出入人心不可測的湖底。
作文課則是一種訓練，在指定空間內跳現代
舞。雖然當時不懂理論分析，文字於人的思
想解放能力，卻是親身體會。
大學時同學梁玉焜邀我去參加《突破》
雜誌的編輯訓練班，後來獲邀加入編輯組，
三年後恩師恩佩姐邀我擔任全職編輯。上主
的帶領我只是以答應來回應，後來擔任編輯
主任以致出版社社長，我都只是回應需求，
沒有爭取，沒有「生涯規劃」。胡裡胡塗踏
上清清楚楚的路。
辦雜誌、當書籍編輯，加上寫作，我深
深體會文字對人的影響，持久又深遠。總
會有人告訴你，他們讀了某篇文章、某作者
的某書，觀點改變了，又或困惑中看到了曙

～思牡札記～
郭文仁牧師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9月29日(周六)
他就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今天休士頓的
。」摩西、撒母耳、亞拿尼亞也對主的
天空烏雲滿佈，下
呼召作出回應：「我在這裡」，聽主差
雨很多，感謝角聲天使團隊岑振強弟兄愛
遣。你呢？
心開車載送我們一行六人同行去海灣華人
願你我在每次聽這首詩歌時，都能
教會參加下午3時舉行郭文仁牧師就任授職
向神說：「Hi-Ne-Ni 我在這裡，請差遣
禮感恩禮拜，鄭隆保牧師主禮，感恩神差
我。」
派郭文仁牧師和師母來到海灣華人教會牧
鄭隆保牧師勉勵郭牧師要成為「時
會，感恩溪水旁教會、明湖中國教會、第
刻為信徒靈魂儆醒的人」，是領頭羊、
一台灣基督教會等牧師、長老、多位兄弟
屬靈的守護者、為信徒的操勞者。牧者
姐妹踴躍出席，共襄盛舉，感恩每一位弟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兄姐妹主裡合一，同心建造教會。
不要讓信徒坐冷板凳，共同建立教
鄭牧師說「 謝謝郭文仁牧師和海灣華
會；提醒牧者要效法耶穌基督牧羊群羊
人教會給我機會参與郭牧師的就任典禮；
的榜樣，要引導、裝備、治理群羊，使
我深信郭牧師師母來牧養海灣華人教會是
神國度擴展。
出於教會元首耶穌基督奇妙的帶領安排，
海灣華人教會如好土，服事了許多
要使這批愛主的弟兄姊妹得更好的裝備、
到Galveston 遊學生及學者，結出好果
更上一層樓來榮神益人！」
子，並將福音帶回國。求聖靈復興海灣
下面是鄭牧師9月29日那天對郭牧師暨
華人教會，
對會眾的勉勵；
並 幫 助 郭 牧 師 以 愛 燃 燒
講題：時刻為信徒靈魂儆醒的人
《 F I R E 》 —— f a i t h 、 i n s p i r a t i o n 、
經文：希伯來書13章17～19節
repentance 、elvanglance ，大家愛裡相
綱要：一、牧師是信徒的領頭羊（約
繫，人人效法基督，活出基督，得人如
翰福音10章2～5節）
得魚，將福音傳到萬國萬邦。
二、牧師是信徒的守護者. (約翰福音
◎轉刊郭文仁牧師友人賀詞
14章21、23節）
願主大大祝福郭牧師在德州的事
三、牧師是信徒的交賬者（以弗所
奉。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北堂 齊一仁
書4章11～16節）
牧師上
四、信徒在禱告中同心合意（腓立比
欣逢郭牧師就職大典，迢迢天路，
書2章1～5節）
你我同行，浩浩煙波，主恩共濟。主內
五、信徒在行道中喜樂獲益（以弗所
劉景淳 傳道恭賀 亞特蘭大靈糧堂
書4章1～3節）
恭祝 郭文仁牧師就任授職海灣華人
筆者也應邀上台代表角聲天使
教會。但願那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
團隊致賀：「今天許多賀詞與勸勉多是給
我們的神，幫助你們同心合意興旺教
郭牧師的，教會聘請牧師來，教友們一定
會，廣傳福音榮神益人。聖地雅歌長老
也會看看師母的，
教會鄭麗玉長老敬祝
常常有人說是買一送一 的事奉。我要
郭牧師，敬賀你就任!受職!願神大大
對教會弟兄姊妹暨鼓勵師母:
第賜福、使用，興旺海灣華人教會。 北
彼此勸勉-師母
卡華人基督教會 震美
1.師母是教會姐妹的一員。(有時弟
贊!為你們的服事禱告加油! 永生神教
兄姊妹期望師母她多作一點，盼勿給師母
會馮春梅傳道賀
有無形的壓力，需知師母是教會姐妹的一
牧師，我就相信神要大大用你-祂的
員。)
忠心僕人。這就職禮便是好的開始。從
2.師母是牧師與教會同工的橋樑。(如
今以後，神將膏你的口來啟示海灣的華
果同工長執與牧師有發生問題衝突，師母
人。讓教會復興，更挑望榮神益人的信
是牧師與教會同工的橋樑。)
心。願神保守祝福海灣華人教會。 郭任
3.師母的事奉是對牧師有加分的作
民
用。(會友不要把師母當作“花瓶”不用
恭喜牧師，願神看顧保守你們手所
她，師母的事奉是對牧師有加分的作用。
作的工，讓你們得人如得魚。哈利路亞 !
洛杉磯錫安合一堂 Iscah
有的師母會參與協談輔導、禱告、領姊妹
會、探訪、作美食)
4.師母是要有愛心的。(有位牧師曾說:
不在乎你的學歷與容貌如何，重要
的是師母一定是要有愛心的。) 」
會後，明湖中國教會張友鴻牧
師的師母對筆者說:聽你所分享鼓
勵的一番話，獲益良多，差點要流
淚哩！ --潘師母
摘錄唐健華記當日角聲天使團
隊以歡喜快樂的心參加海灣華人教
會「郭文仁牧師就任授職感恩禮
拜」。
陳明輝牧師獻詩《Hi-Ne-Ni》，每聽角聲天使團隊與郭文仁牧師師母合照
到這首歌，就很感動。想到以賽亞，當他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 差遣誰呢？誰肯
號角月報同工）
為我們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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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又或促成一種不同的選擇。
語言文字是思想的器皿，上主賜下各族
各方各民不同語文，恩典福澤流長。
文字「無」價
辦雜誌的時候，一直有人問︰帶了多少
人信主？彷彿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數字，
雜誌便沒有意義。也有人真的很關心好意垂
詢︰你們的書都要講福音，真不容易啊！
教會不重視文字，很容易看出來，有鼓
勵人閱讀嗎？如果讀的不是「屬靈書籍」，
你敢告訴人嗎？會有人和你討論科幻作品、
推理小說、愛情文藝嗎？你說，我要寫作，
不能參加某聚會，導師會不會懷疑你靈性有
問題？至於文學，那是大學裡的學科吧？與
信徒無關。
有好幾年我舉辦編輯訓練班，一位編輯
都訓練不出來。一方面是我的劣拙，一方
面，沒有人真正覺得文字事奉是很重要的東
西，它是不錯啦，不過主日學、專案籌委
會、甚麼甚麼部會都比它重要。
我閱讀各種雜誌，近十年八載，佛教雜
誌辦得有聲有色，在社會上影響力愈來愈
大，它教你愛、感恩、重視內心、追求平
安，甚至教你為媽媽洗腳表達感激和愛……
裡面除了宗教理念，還有生活小品、食譜、
藝術欣賞、見證。反之，基督教雜誌一蹶不
振……在大眾文化層面，我們基本上沒有聲
音，沒有地位。2014 年黎海華創辦《阡陌》
文藝雙月刊，親自到不同教會向不同領袖講
解異象，
最令她傷心的不是沒有訂單，而是發現
教會普遍不重視文字，覺得文學與信仰無
關，認為這些文字東西「沒用」。
貴價的珍珠
耶穌基督講了好些天國的比喻，其中一
個比喻是天國好像一個商人，搜羅寶貴的
珍珠，當發現一顆極貴重的珍珠，他就回去
變賣自己一切的資產，來買那顆珍珠（參太
十三 45-46）。
如果把這比喻純粹看為一個故事，我們
看到有一些珍貴的東西，是值得傾家蕩產去
換取的。珍貴的東西，有其獨立的意義。
我想起在生命中閱讀過的許多好書，它

們開啟我的眼界和思想，在困惑中透出前面
的亮光，在苦痛中昇華沉重的感情。無數人
寫過的奇妙字句，穿透時空的限制，直指他
人的內心。對於我們這些領受文字恩賜和使
命的人，文字就是那貴價的珍珠。
這些年來，即或氣氛低迷，即或不受重
視，即或困難重重，文字路上一直有同行並
進的人。就如上面提及的黎海華，傾家蕩產
去辦一份刊物，是回應上主的呼召，這真是
「世界不配有的人」，卻又活生生溫柔謙卑
活在身旁，還有許多筆耕不輟的文友，不知
死活勉力推動文字工作的友人，他們都發出
柔和堅定的光芒，說明文字無價，上主的託
付無價。
只要同行有人，就能持久地走；就能看
到上主恩典真實，祂賜下人材，因為祂不輕
視。
魯益師說︰「我們必須攻擊敵人的溝通
線。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更多介紹基督教的
小冊，而是更多由基督徒所寫——帶著基督
教觀點、論其他題目的書。」二十一世紀是
全民寫作的時代，人人都可在網上運用文字
表達自己、影響他人。我欣見已有不少信徒
冒起，重掌文字的關卡，這些人就是無價的
珍珠，他們將要承擔新時代的文字使命。
（作者為《世情》雜誌主編、資深文字
工作者。）

手拿佛珠的母親
趙寶珍
我的媽媽與妹妹寶英都是虔誠的佛教
徒，媽媽日日手拿佛珠，二人還有法號。寶
英連「長生位」都預備好了，因她沒有結過
婚。
那段日子，我每月都寄家書回越南。當
時心情很矛盾，收不到她們的信嘛，心裡惦
念；收到家書嘛，知道又要捱罵。因我的丈
夫信耶穌以後，她們來信的內容總大致是：
他 ( 我丈夫 ) 反教就該有報應。誰叫他「忘
宗忘祖」?! 我們身為中國人，拜的是祖先、
關帝、觀世音等，哪裡會去信甚麼洋教 ( 基
督教 )。你看，這就招來了現時的結局了！
( 丈夫信耶穌後不久即回到天家。)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幸好先夫及時信了
耶穌和接受洗禮，不枉他千辛萬苦逃離赤化
了的越南。丈夫到澳洲後不久，即被檢查出
患了癌病，他在痛苦中專心讀聖經。起初我
因不信，要找出問題和他辯論，便悄悄地看
聖經。讀到馬太福音八章 22 節，記載耶穌
的話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
從我吧！」就不能接受，說：「哪有死人埋
葬死人的？全無道理！」我對聖經的不懂，
加上母親的毒罵，若不是出於上帝的揀選和
憐憫，真不會跨進耶穌基督救恩的門檻一
步！
上帝的帶領很奇妙，先夫在醫院時，一
位姓馬的弟兄天天來看他，給他唱聖詩。
先夫聽後很安詳，心境也為之開朗。我一向
喜歡唱歌，就跟他學唱起聖詩來。越唱越覺
得內容充實，絕非無病呻吟的時代曲可比。
於是一顆強烈追求認識真理的心油然而生，
便願意去教堂參加禮拜，祈求上帝指引。起
初我心裡有很多恐懼，害怕家人責我忘宗忘
祖，害怕一旦母親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不能
在她靈前燒香叩拜……。但是上帝所賜的平
安驅走了我心中的恐懼，我終於在一九八二
年六月六日受浸，歸入了耶穌基督。
信耶穌以後，我給媽媽寫信的內容也改
變了，結尾不再是祝平安大吉、萬事勝意、
四季平安，甚至有時橫財就手也用上了。現
在，我改用願我所信的主保守您身心健康、
祝福您有思考的能力，經歷前所未有的事
等。
母親是個自我修行，品格清高的人。曾
有一次她在路上拾到一個公事包，裡面有很
多鈔票及一張畢業證書。當時兵荒馬亂，人
人自危，今天不知明天怎樣，有這麼多錢在
手，就顧不得那麼多。但媽媽竟然全部帶到
警察局去，分文不取。有人對她說：「妳現
在環境不好，取一些無妨。別人也不會怪妳
的！」可她說：「我相信一碗飯、一杯水，
吃多少、穿多少都是命中註定。我相信冥冥
中有一位主宰。雖然人不能奈我何，但我不
忍見人辛苦多年換來的證書失去無蹤。我這
樣做良心稍安。」她就是這樣的人。
有時在我內心深處總有點遺憾。媽媽年
事已高，仍堅拒救恩，莫非她與永生無緣？
一日，約在下午一時許，郵差來了，是越南

來的信。打開看，啊！我還以為自己在發夢
呢！信上寫著：「我要怎樣才能信耶穌？有
甚麼手續要辦的呢？我要做些甚麼事呢？」
我怕自己眼花，搓了搓眼，再看，果真沒
錯。我交給兒子看，也是這樣。我深深感謝
耶穌，祂竟願意接納一個燒香、拜佛、反對
祂的人。我漏夜寫了回信，不久便踏上了闊
別多年的越南。
闊別多年，媽媽現已是個百病纏身的老
婦人了。臉上刻畫著歲月痕跡，但掩不了
內心的喜樂。記得當時有越南光中堂的姊妹
來與她一起查聖經，她的信心更堅定了。我
在越南一個月，完全沒有遊山玩水的興趣，
一大清早，媽就等著，要我講聖經故事給她
聽。我們一起唱詩歌。我帶回去的宣道詩，
就時常在手，而她也學著唱，還錄了音。
有天晚上，我們閒談之際，我問：「媽，
如果今晚發生了甚麼特別的事，您我都不在
這世上，您猜，您會到哪裡去呢？」她不
慌不忙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上帝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
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救。」( 羅馬書十 9 至 10) 她一下子就背出

了這兩節經文，令我措手不及。我後悔回家
後沒留心多聽她、多了解她。她的話教我深
思。一天她對我說：「可能上帝要妳先信，
才可介紹我們認識耶穌。我多年生病，上帝
把我留了下來，就是讓我有機會做祂的兒女
吧。是嗎？」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待弄清楚
明白了，只答：「是。」
總之，她得救了，也正式受了洗，是蘇
得珍姑娘主禮的，也有幾位光中堂的執事在
場。感謝上帝的恩典！當我回澳洲上飛機之
前，她因行動不便，沒法送機。我出門前，
倒了杯茶給她，說：「媽，您保重了。」我
看著她眼中的淚水，就快滴下來了，我不敢
多說，只說：「媽，您為我代禱；我也為您
代求。我們還有機會再見的。好嗎 ?!」她連
連地點頭。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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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所為何事

以此深心奉佛剎

長慈

編者按：長慈法師現任台灣福嚴佛學院院長。
《佛光法苑》主編來函邀稿，希
望能分享出家學佛心得，及「以此深
心奉佛剎」的志願與理想。回顧這一
路走來的修行過程，深深感覺到有諸
多的善緣，一直在幫助自己克服、超
越生命中的許多難關。在出家修行的
歷程中，有著一段與傳統修行過程不
太一樣的經歷，這段經歷，讓自己的
身心有了一股正向的修行力量。
2006年8月底，帶著學院師長的
期許，隻身前往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y）學習古代佛教寫本
及文獻學的研究方法，為未來福嚴佛
學院僧教育與現代佛教研究的對話和
接軌，奉獻一番心力。經過了碩士課
程的考驗，於2008年以A Study of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為題，在雪梨
大學開始博士論文的研究計畫。

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一般僅只當它是
一個感人的佛教故事而已。然而，在
經過深細地考察後發現，故事中可能
隱藏著大乘佛教初期出現在印度時某
些面向的實況。在四、五年的研究過
程中，這個故事除了讓自己完成師長
們交付的任務外，也讓自己從中獲得
修行上的啟發與力量。

《般若經》中的常啼菩薩求法故
事，除了見於梵本《八千般若波羅蜜
多》（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
外，亦存於漢譯及藏譯本之《般若
經》中。在研究初期，所使用的文
獻一直是以梵本常啼菩薩求法故事
及諸漢譯版本為中心，在遇到Peter
Skilling 教授之後，相關之研究重心
也轉移到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之幾個藏
譯本的研究。藏譯本常啼菩薩求法故
事共有三個版本，以北京版西藏大藏
經（The Tibetan Tripitaka, Peking Edition）為例，故事分別見於藏譯《八
千頌般若經》（No. 734）、《一萬八
千頌般若經》（No. 732），及甘珠爾
（bka’ ’gyur，佛說部）中的《二萬五
千頌般若經》（No. 731）。然而，這
樣一個研究重心的轉移，也讓自己的
身心陷入極大的困境。原因是，藏文
並非是自己非常熟練的經典語文，在

已經很久沒有閱讀藏文文獻，許多的

都還是10度以下的低溫，思考一些
繁瑣或困難的問題時就容易呼吸不

單字都遺忘了……。

順，因此作了上述的調整，感覺有好

佛學院時期雖曾經學過一段時間，但

為了加緊早日完成藏譯本常啼菩

一些，等用過中餐，天氣暖和一點的

薩故事與其他版本的比較研究，經

時候才到大學作論文……。」此時的

常早出晚歸，並且透過每天數杯高

自己，身心陷入了從所未有的低潮，

濃度的咖啡來提神。然而，人畢竟不

內心想著：學業若是沒完成，或許就

是機器；即使是機器，也承受不了如
此高張力的長時間工作。2012年4月

當作是自己的福報不足；但以目前的

23日，雪梨天氣突然變冷，當天早
上要出門前心臟即有些不適。沒想
到，原本只需半小時的火車車程，那
天早上竟花了四個小時才到中央車站
(Central Station)。原因是，只要一上
了火車，當車門關起來之後，就開始
覺得氧氣不足，呼吸便開始急促，很
想破門而出……。於是，每到一站都
得下火車休息，每站下去之後就得再
等半小時才有下一班火車。就這樣，
早上7點出門，最後中午12點一刻才
扺達研究室。

法……。

隔天去附近診所諮詢一位華人醫
生，希望能得到改善的辦法。在聽
完症狀描述後，醫生說：師父，依
所說的症狀描述，在密閉空間中會
「過度換氣」，應該是恐慌症的一種
併發症。醫生指示：不能再去大學工
作了，必須離開會產生壓力的場所，
休養一段時間。當時聽完醫生的建議
後，頓時陷入了沉思：該怎麼向師父
說明現在的情況？若這樣下去，還能
不能完成學業回福嚴奉獻？為了不讓
家師擔心，在寫給家師信中只輕描淡
寫地說：「弟子這一陣子將作息的時
間作了一些調整，論文研究及寫作的
時間減少了一些，但每天都有一些進
度。經行及打坐的時間增多了一些，
主要在早上，這邊現在早上10: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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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春天

在這段留學的歷程中，依靠了許
多善知識的協助，才能圓滿這一段
在修行過程中，不大一樣的人生經
歷。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指導教授
Dr Mark Allon，在這條漫長的研究
道路上，他總是耐心地、細心地給
與改善的意見，以及無私地教導如
何以細膩、精嚴、謹慎的文獻學研究
進路，來探究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中的
所含藏的寶藏。除此之外，指導教授
也分享他探求佛教文獻的核心理念。
他認為，在面對有限量的佛教相關典
籍，所提出的推論與觀點，必須從不
同的視角來討論種種的可能性，如此
才能如實地面對新出土文獻所支持的
某一觀點的事實，並且誠實地修正先
前在材料不完備下所提出的觀點。這
種設想周全而如實面對不同之新舊事
證的態度，對自己的修行，產生很多

NO:1271德州佛教會主編

慧度

自從46歲那年，在有聲書中聽聞
到「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佛法開
示，及有關十二因緣、三法印、四聖
諦的法義後，覺得佛法實在太好了。
從1997至1999年，每年都到玉佛寺參
加精進佛七。
之後，我將經營的餐館禮讓出
去。2000年，承蒙淨公長老的慈悲，
得以住進玉佛寺，過著優婆塞的生
活。常住讓我每年有十天的假期，
返回路易斯安那州的家。每次返家
的途中都興奮無比，可是回到家以
後，總是覺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寧，
感覺還是回到寺院比較安穩。在九年
優婆塞的歲月裡，兩位師父對我厚愛
慈悲和包容寬恕，針對我很多的習氣
和不正確的知見，師父不厭其煩，諄
諄教誨，而我終於在2009年得以圓頂
出家。每位出家人都有兩個法號我的
外號慧度，內號真悟。由於業力的驅
使，牽引著我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霜雨
露，感恩最後有殊勝的因緣，能夠出
家。
《大智度論》說：「優婆塞、
優婆夷有居家，故心不淨，不能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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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只可得四聖諦，作學人。如偈
說：『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雁
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
家功德勝。』」所以我選擇出家。出
家所為何事？無常迅速、人生苦短，
為求解脫，不求餘物。我自己的三個
目標：1.普度眾生，2.了脫生死，3.
累積成佛的資糧。佛言：辭親出家，
不是不孝，乃是大孝。人生八苦，生
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
五蘊熾盛，種種的苦誰能逃得過？《
四十二章經》裡有這樣一段，「辭親
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為沙
門。此則沙門之深義也」。出家，是
出世俗的家，出煩惱的家，出三界的
家。為了識心達本，解無為法，要勤
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大智度
論》卷二偈云：「佛以忍為鎧，精進
為鋼甲，持戒為大馬，禪定為良弓，
智慧為好箭，外破魔王軍，內滅煩惱
賊，是名阿羅訶。」
出家是我遲來的春天，活了一甲
子才有這樣殊勝的因緣。自忖才疏
學淺，不敢發大誓願度眾生。因為
如果發願而沒有做到，豈不是空願？

情況，恐怕要搭飛機回台灣都沒有辦
三寶的加被力量就在這個時候讓
許多的善緣一一地出現！因緣不可思
議，一位在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所舉辦的梵語
研討會（National Australian Sanskrit
Conference 2010）上認識的朋友ShihFoong Chin恰巧來信問候，信中說明
在雪梨有一間公寓，十年的租約到期
後將不再續租，準備要賣掉，在還沒
找到買主前可以暫時使用，若有需要
的話可以談談。突如其來的善緣，讓
需要休養場所的需求得到解決。在休
養一段時間之後，氣力漸漸恢復，藉
著當時還剩下的一些體力，一鼓作
氣，使論文最後未完成的部分圓滿
完成。
經過這次大病，深深體會到生命
的脆弱，需仰仗諸多的善緣，才能
在修行道路上不被擊倒。需要感謝的
人、事、物之因緣很多，用盡一生的
時間可能也道不完；但對於這些曾經
幫助完成博士學業的種種因緣，內心
誠摯地發願，將以最真誠的修行實踐
及教學奉獻作為最衷心的報答。願以
此人生過程中的小小故事，供養修行
道上的有緣人。
(長慈撰於美國同淨蘭若)

自從2001年菩提中心購地規劃，建設
道場，我幫忙開山作務，至今已有17
年。因為個人的願力與業力不盡相
同，我還是以維護道場為要，然後度
有緣的眾生。從出坡中來歷鍊自己，
其實生活就是修行，所謂典座擔柴挑
水，無不是禪。這一句話給我無限的
勇氣，勇往直前。至於度眾的部分，
隨緣隨份，大家都耳熟能詳「城東老
母」的故事，佛陀想盡辦法想度她，
但由於無緣，所以最後還是請羅睺羅
去度化。每個人度眾的因緣，就如所
謂：「天雨雖大，難潤無根之草；佛
法雖廣，難度無緣之人。」
生死事大，輪迴路險。佛陀知
道眾生的根性不同，慈悲地廣開八
萬四千法門，我以修行念佛法門為
主。淨土偈語：「人間四相難逃死，
天上何曾免五衰；寧可九蓮居下品，
不來浮世受胞胎。」奉勸人人：「老
實念佛，莫換題目」。祝福大家開大
智慧，出離六道輪迴之苦，走向成佛
的目標。

2018年10月06日

回想完成這部研究著作的過程，
前前後後也經歷了五年（2008–2012
）的時間，而最早留意這個求法故事
的因緣，可以追溯到在福嚴當研究生
時，上家師之《大智度論》課程的時
代（2004–2006）。《般若經》中的

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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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來了!
唯有許氏自產自銷
才能保證新鮮上市

新鮮參養份比乾參多

14%

全美唯一華人自 產自銷
威斯康辛許氏花 旗參場
精選4-5年生長花旗 參
二次霜降 空運上市
冷熱甜鹹 葷素皆宜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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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年風水店蕭大師專欄
本命年風水店
蕭大師專欄 2018 戊戌狗年農歷九月狗月
戊戌狗年農歷九月狗月，
，

犯太歲不用怕，
犯太歲不用怕
，蕭大師教你化解太歲方法
蕭大師教你化解太歲方法！
！
進入 2018 年戊戌狗年，天幹戊土
與戌土，由於戊戌同時又是土，所以
可以說是土狗命。天幹五行屬土、地
支五行屬土，為土與土比旺的一年，
可見在 2018 年屬於土旺一片。太歲為
戌、歲幹為戊。方位來說，則是占西
北方位。陽歷 10 月 9 日就要進入農歷
九月壬戌月，也是狗月，雙重太歲當
值，這個月份對於今年犯太歲的生肖
來說，會有不小的影響。
在戊戌狗年裏，哪些生肖犯太歲
從而導致運勢起伏不定呢？何為太歲
呢？木星在我國的古代稱為“歲星”
，運行的周期恰好是大概十二年繞太
陽一圈，而我們的生肖又恰好是十二
個，周期相同，這樣的話就會每年與
一個生肖相相伴隨走過，每到木星運
行到特定位置的時候，肯定會與歷法
上的某個生肖相同，這就對這個生肖
不利。
從地支的五行生克的角度，我們
會看的更加直觀一些。主要是與當年
太歲的地支相同、相沖、相刑、相害
造成的。太歲為當年的領導，就相當
於你所在的單位中的領導一樣，下屬
若對領導不利，自己肯定是要受傷的
。
2018 戊戌年太歲為姜武大將軍。
有玄學家認為 2018 戊戌狗年對生肖屬
狗、龍、牛、雞、羊將會出現相沖、
相刑、相害、相破，或多有不利。依
據傳統的理論認為：值、刑、沖、破

、害太歲都表示運程可能會受到一定
的影響，會有不少的麻煩，甚至會有
兇災，可能有官非糾纏、仕途阻滯、
投資失利、情緒波動、人際不和及感
情離合等影響。嚴重時還會有意外、
血光之災等情況出現。即古語常說
“太歲當頭坐，無福便有過，無喜便
有禍”。犯太歲的年份常常被認為是
一個不吉利的年份。太歲除了預示流
年大運外，還可能影響個人運程，若
個人生肖與太歲有所不合，則為之犯
太歲，會對該年的運程有所影響，故
需要以化太歲來消災化解。
每一年都有幾個生肖犯太歲，其
實犯太歲是一個總稱，它包括：值太
歲（又叫刑太歲）、沖太歲、破太歲
、害太歲。今年以下狗、龍、牛、羊
和雞這 6 個生肖要註意，運氣都會有不
同程度的坎坷，分別是狗犯太歲，龍
沖太歲，牛刑太歲，羊破太歲，雞害
太歲。
屬狗人今年迎來自己的本命年，
全年運勢起伏較大，但也無需過於緊
張，只要有針對性的化解不利因素，
屬狗今年運勢也會有不俗的表現。古
語有雲“一喜擋三災”，在 2018 年狗
年來臨之前，屬狗人可提前做好準備
，開始計劃人生喜事，如結婚、置業
、添丁等，無論喜事發生在 2017 年或
者 2018 年，都可將本命年的起伏轉化
為喜慶之事。
生肖屬龍人進入 2018 年戊戌狗年

，由於地支辰戌相沖，今年將
迎來沖太歲的年份，加上有
“歲破”、“大耗”、“月煞
”、“豹尾”、“欄桿”等五
大兇星虎視眈眈，全年吉星寥
寥，屬龍今年運勢會受到極大
的考驗，諸事都將起伏不定。
屬龍人要謹記沖太歲之年“宜
動不宜靜”，不妨在各個方面
主動求變、打破成規、努力創
新，自然會將沖太歲的負面影
響降到最低。
受到去年本命年的影響，
生肖屬雞人全年運勢難免變化
不定，進入 2018 年戊戌狗年
，屬雞人依然受到酉戌相害的
困擾，未能完全擺脫太歲兇星的煞氣
，雖然害太歲不及本命年沖擊大，但
也會帶來不少麻煩，不能掉以輕心。
進入 2018 年，生肖羊與狗年是一
種相破的關系，也稱破太歲。破者，
破裂，破壞，破損等意思，故屬羊人
2018 年各方面都不太順利，由於外在
的環境不是特別好，加上屬羊人自我
的調節能力不是很強，所以這一年過
得並不是很順利。
10 月 9 日進入農歷狗月，以上這些
生肖在這個月的運程更加艱難，那麽
怎麽化解太歲呢？以下方法可以化解
，一是洗牙捐血，樂善好施。 犯太歲
的年份最忌的是身體損傷，如開車人
士要註意交通安全，以上生肖可去醫

院洗牙捐血或者到慈善機構樂善好施
，可積累善緣，化解災厄。開車的人
可在車上掛一串“車飾”或【化太歲
錦囊】以化解交通上的不利狀況，保
狗年路途平安順遂。二是盡量不要參
加白事，避免受影響。因為一個人真
犯太歲，或沖太歲，說明元辰弱，弱
則容易被不幹凈的東西侵犯。因此，
對於犯太歲的朋友來說，應該盡量參
加白事。如果是至親則不忌，但建議
現場下葬時請背向墳地。三是多參加
一些喜事或熱鬧的活動或場合。人氣
旺的地方陽氣旺，正能量足，有利於
能量轉換。四是使用吉祥物化太歲。
凡是生肖屬狗，龍，雞，羊，牛的朋
友可在床頭、辦公桌抽屜裏放一個

【化太歲錦囊】，找出自己生肖適合
的化太歲吉祥物和法器，如五帝錢、
姜武大將軍太歲符、朱砂封印等，可
化解 2018 年太歲星君的煞氣。同時應
結合自己的八字，請風水大師找出自
己五行所缺的方位，在房屋家居合適
的方位貼上一張“明咒”以調和太歲
位的的五行，使得家居氣場流通順暢
，平安無虞。
高手在民間！具體個人八字運程
和破解方法，請咨詢周易大師蕭大師
。
本命年風水店
地址：8518 Bellaire Blvd, Houton,
TX77036
电話：346-760-8888

玉美人玉器--天然翡翠 個性設計！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人
推崇翡翠，由于翡翠的原產地緬
甸的翡翠礦越挖越少，資源不可
再生，所以近些年翡翠的價格一
漲再漲，成為最有收藏價值的玉
石。而翡翠行業的暴利使得很多
很多註膠和染色的 B 貨和 C 貨大
量出現在市場上，普通消費者根
本無法分辨那些是純天然的 A 貨
，哪些是處理過的Ｂ貨和Ｃ貨。
新近開業不久的玉美人珠寶
玉器是 Michelle 夫婦經營的，他

們多年前在緬甸礦區做原石生意
，練就了看翡翠的火眼金睛，
Michelle 更是心靈手巧，她根據
每一塊玉料的特點，並結合東方
文化的精髓親自設計，每塊玉器
都獨一無二，巧奪天工。多年前
他們在翡翠價格還未飛漲時屯了
不少料子，所以件件都是純天然
的 A 貨，絕對沒有經過任何處理
，而且價錢公道。
玉美人珠寶玉器經營的翡翠
種類有項鏈、吊墜、戒指、耳環

、手串、手把件、掛件、牌子、
擺件等，件件風格鮮明，獨具匠
心。 還有各種蜜蠟、琥珀、藍
珀、珍珠等有機天然寶石飾品，
也可以幫客人的毛料設計加工。
玉美人玉器（本命年風水店內）
地址：8518 Bellaire Blvd,
Houton, TX77036
電話：346-760-8888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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