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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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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六 2019年4月06日 Saturday, April 06, 2019



BB33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9年4月06日 Saturday, April 06, 2019

銀髮族醫療保險講座銀髮族醫療保險講座，，恆豐銀行贊助恆豐銀行贊助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長彭壽臣會休市老鄉
談總會即將舉行的換屆會議及新百強青年選拔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現為注冊會計師/ 注冊金融分析師的全美
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彭壽臣，自去年12月休市驚鴻一瞥，與山
東老鄉們匆匆聚首後，本月中旬再來休市，探察他在休市Pearland再
次新開的足療店生意。本周一晚間與美南山東同鄉會歷屆會長們在
「姚餐廳」歡聚，還帶來了奧運會最大器材供應商-- 「泰山體育」耿

洪松副總經理，來與美南山東會長群見面，並協助耿副總了解休市的
市場環境。

與休市頗有淵源的彭壽臣總會長,1998年來美留學深造，就是在
Texas A&M University (德州農工大學 ），因此對休士頓長頗具感情。
本周一晚在 「姚餐廳」的餐敘，美南山東同鄉會幾乎近期的會長全出
席了，包括全美總會長孫鐵漢，歷任會長馬欣博士、前任會長房文清
、現任會長修宗明博士、及副會長江岳、秦鴻鈞，另外兩位前會長豐
建偉、李莉穎因有要務無法出席。而當晚

彭總會長堅持作東,更表示了彭會長對美南分會的誠意。會中他提
到很多休士頓與舊金山的環境差異，剛好與在座江岳會長的境遇（江
岳會長是在舊金山工作六年後才來休市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餐會上彭總會長特別提到，於1992年成立的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
合總會」將於今年4月7日在新澤西舉行換屆會議，將由新澤西汪春
波博士接任會長。歡迎大家前往參加，共襄盛舉。當晚已有休市總會
長孫鐵漢應允出席。彭總會長也提到全美山東同鄉會歡迎大家推薦全
美新百強青年領袖候選人。網址：usshandong.org 。

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項目是由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發起，由
總會,美國孔子基金會，和齊魯會館共同舉辦，各分會和兄弟社團及主
流媒體世界日報和美南新聞協助舉辦的，旨在發掘和發展具有傑出領
導才能並有專業建樹和創辦精神的華裔青年領袖，建立青年人才庫，
匯集資源，為他們的互動，發展，回報社會，及促進中美交流創造更

多的機會。首次新百強領袖項目啓動共籌集到五萬美金，為項目持續
發展奠定了基礎。

彭壽臣總會長表示：去年大會共表彰了六位百強青年領袖吳安琪
，王佳藝，韓易明,韓阿筎那，魏繼文和吳生偉，他們在教育，公益，
商業和影視業取了驕人的成績。彭壽臣總會長說：大家見證的是全美
山東人和全美華人的團結，是我們在美華人傑出青年領袖的成就! 這
些年輕人的身上有著共同的品質：有遠見，擔責任，有智慧，敢創新
。 「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項目」支持和凝聚這些優秀年輕人，就是支
持壯大自己。他希望休市老鄉們廣為宣傳，讓更多的人參與，不論是
推薦人才還是被推薦。 激勵更多的人實現夢想，團結起來，讓我們華
裔成為美國社會最絢麗多彩，閃耀星空的優秀族裔！

(本報訊）社會高齡化的速度在加快，而很多的人對老人醫療保險
僅僅一知半解。為了服務社區，我們特別為社區老人舉辦一個老

人醫療保險的講座，將於4 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30 至12:30 在恆
豊銀行12 樓舉行。

據統計，在2016 年11 月30 日，美國九成退休老人都會領取社會
安全金，由此即知與社會安全金相關的老人醫療保險的重要性。此次
講座的目的就是普及老人醫療保險的知識。

主講內容如下：
1. 介紹Medicare，什麽是Part A, Part B 及 Part C and D…等等。
2. Medicare，不一定是老人才可以拿，例如傷殘人士等等也可以

拿。
3. 要瞭解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您現在已擁有聯邦紅藍白卡雙重

計劃嗎？
4. 您即將過65 嵗生日了嗎？

5. 為家中有長輩需要Medicare 的人提供諮詢。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Melida Liang 梁家倩Tel: 832-382-4452
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無須報名。將會提供現場問答。備有茶

點招待，主講人還備有抽獎助興。

「「全美山東同鄉會全美山東同鄉會」」 彭壽臣總會長彭壽臣總會長（（左三左三））與美南山東同與美南山東同
鄉會代表合影鄉會代表合影。。

彭壽臣總會長彭壽臣總會長（（中中））與與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會
長修宗明長修宗明（（左左），），前總會長孫鐵漢前總會長孫鐵漢（（右右））在餐在餐
會上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彭壽臣總會長彭壽臣總會長（（左三左三））與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代表在與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代表在
餐會上餐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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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風雅集,以各種創意
活動會友，目的是要為我們僑社大眾提供最新的資
訊，增廣見聞，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質，廣結人緣。
風雅集將於四
月十二日，星期五，晚間七點至九點，舉辦一個珊
瑚講座。題目訂為：海底寶藏--珊瑚。講員是：美
國華人珠寶商會的會長，吳秋煌先生。地點是在 :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 Chase, 2930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42

每位來參加講座的聽眾，可能將得到一張免費
入場卷，去參觀休士頓珠寶秀，時間是四月十三號

和十四號, 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十一點至下午五點
。

地點是在：NRG Center（former Reliant Center
）， 1 NRG Park, Houston,
TX 77054 這個珠寶展覽會場有300個攤位，擁有世
界上最優質的珠寶礦源、貭材、和切工。它展示稀
有礦石和奇珍異寶。其優美的設計和藝術的創意，
都是美妙絕倫，令人大開眼界，嘆為觀止。

珊瑚講座的登記報名將於四月十一日截止。請
聯絡:Janet Chung鍾宜秀832-818-1848, James Hsu許
健彬713-540-7355 或email: lle@jccaa.org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舉行文學講座
毛文芳教授主講明清文學的圖像之美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幸
獲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的引介，並徵得哈佛大
學訪問學者毛文芳教授的同意，於3月30日下
午2時至下午4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廳主講 「明
清文學的圖像之美」，講題為 「美色之誘」明
清文人畫像的焦慮觀看與抒情演繹。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胥直萍副會長主持這次

文學講座並致歡迎
詞，萊斯大學錢南
秀教授介紹主講人
毛文芳教授。毛文
芳主講人，祖籍江
蘇常州，出生於台
灣桃園，台灣師範
大學文學博士，現
任台灣國立中正大
學中國文學教授兼
系主任，今春擔任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
語言文明系訪問學
者。毛文芳教授多
年致力於明清文學
、文學與圖像、女
性文學、世近文化
等研究，著有 「新
讀百喻經」、 「明
清 閒 賞 美 學 」 、

「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等書。
毛文芳教授首先談到，美南，文風鼎盛、

人情芳馨，南北氣候，文風、人情略異。北詩
經（直樣寫實）、南楚辭（浪漫想像）。休士
頓明亮、溫暖、熱情的地理特質充分顯現在文
風和人際互動中。最衷心感謝美南作協的石麗
東前會長，還有胥直萍副會長，她們是兩位令

我敬佩的前輩，以及今天結緣的姚嘉為前會
長---，除了她們盛意陪伴與摯情款待之外，
我從她們身上體察到華僑的典範精神。

毛文芳教授在講座中從明清時期的文人畫
作來與僑界人士分享其中蘊含意涵，且經由畫
作了解當時文化及主流題材。明清畫像風氣盛
況空前：畫像是什麼？人類以視覺經驗理解並
建構自我的傳統軌跡，複製特定人物的形貌、
反映周圍世界與環境型態，對創作原初文化的
符號投射。崇偉勳蹟的功臣像或慎終追遠的祖
宗像，均有悠久傳統，明清文人強調個人主體
性的張揚，畫像風氣大興。袁枚 「隨園詩話」
曰： 「古無小照，起於漢武梁祠畫古賢烈女之
像。而今則庸夫俗子，皆有一 「行樂圖」矣。
悅目畫像，明清視覺史料庫之瑰寶：立幅整身
的 「大像」；各種樣式的 「小像」；橫幅或長
卷的 「行樂圖」；為圖面像主植人愉悅情境下
的幽閑神貌。像主的姿儀動作，室內華麗精緻
的傢俱佈景，室外清雅幽美的竹林山水造景，
皆為肖像畫的構圖增添更多悅目的圖像元素。
悅目畫像充實明清 「視覺史料庫」，提供吾人
多樣化的觀看。畫像文本的研究素材，手抄本
，大抵為存世的畫蹟孤本（含畫心圖繪，卷軸
拖尾或詩塘題識）。複本，刻印出版的圖版
（含題識）。美色之誘：美人麗色引發的誘惑
。文人畫像：張揚文人個體神貌與情志的肖像
畫。焦慮觀看：自然人性/道德壓抑兩面穿梭觀

看與想像。抒情演繹：抒發情慾的圖/文演述。
飽含美色 「郎與麗」圖式的畫像文本：明清文
人畫像題裁多樣化，大抵以標榜政治功業、表
徵倫理孝誼、形塑文化形像等符合主流價值的
畫像為大宗。主流題材之外，盛行一種構圖程
式：一位男性像主周身列侍一或多名艷姝而敷
演風流情境的畫像類型，展演像主人生抒情逸
樂的情貌，筆者藉舊畫題名為 「郎與麗」圖式
。文人與麗姝間，或具綺靡行樂的艷情，或具
隱祕曲釋的幽情，或具愧悔解悟的禪情。此種
畫像為文人勾勒功業或倫理等主流價值外，涉
及美色誘惑與焦慮思維。 「郎與麗」圖式之文
人畫像，就圖面作為從屬角色的女像而言，文
人觀看似與（柳如是畫像）、（張憶娘簪華圖
）一樣，賦予性別意涵之權力的凝視，無論是
羨嫉或懷慕，莫不飽含著情慾色彩。清代文人
畫像以標榜政治功業、表徵倫理孝誼、形塑文
化形像等符合主流價值者為大宗，在主流題裁
的畫像之外，另有將一位文人陪侍麗姝而演繹
艷色抒情逸樂的側影。畫中的文人與麗姝之間
：艷情、幽情、禪情，觀畫者展現了對 「美色
」交相迎/拒的複雜心態，推演著人性與道德的
本事之間往返穿梭，賦予層層精彩之抒情演繹
。她的演講配上螢幕上展示毛教授多年來蒐集
的圖像與題跋文字，活潑生動，精闢說明而富
趣味的文化講座。

致郭台銘董事長公開信 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
提供免費珊瑚講座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於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於33月月3030日下午日下午22時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文在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文
學講座學講座。。毛文芳教授主講毛文芳教授主講 「「明清文學的圖像之美明清文學的圖像之美」」 ，，講題為講題為 「「美色美色
之誘之誘」」 明清文人畫像的焦慮觀看與抒情演繹明清文人畫像的焦慮觀看與抒情演繹。（。（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人是一個旅美半世紀的半退休醫師
。平時雖然身在海外，但無時不心繫台灣
。目睹在民進黨執政之下近年來之無能甚
至倒行逆施，各方面都曰漸沈沈淪，我和
其他在海外的中國人都憂心至極！

自從去年韓風刮起，真實帶給全世界
關心台灣的華人一絲希望和振奮。

本人深思之後有一淺見，不揣孤陋
， 謹獻於郭董之前，作為一項考量。

當今韓國渝之民望莫之能禦，拱韓
2020 選總統之聲響徹雲宵。但韓乃一有
情有義之人。他對高雄市民的承諾是絕對
不會輕言違約。此為一大難題。

回頭看到郭董，以您的身份和聲望足

以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無冗致疑。容許在下
大膽建言，若有台端願意全力支持韓總
並自願擔任副總統人選。這樣將是夢幻組
合，,必能所向披靡。以郭董之能及豐厚
的財力，加上與韓總之間的英雄相識，合
作必然有成。若郭董能扶助韓總八年而後
登上大位八年。如此放眼台灣未來有十六
年的正確領導，前景樂觀可期。不但經濟
起飛，更能樹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燈塔，足
以照亮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如此，郭董
所成就之功業，對國家民族之貢獻可謂無
與輪比。

微人淺見，萬望深思。
毛志江敬上

不能再蓋新水庫，新水源何在
—
台灣是缺水的地方，
好消息是沒人會跟我們搶水，
壞消息是一旦缺水，沒有任何人會伸出援手。
有一年，我到荷蘭參加國際會議，那場會議邀集世界各國

代表，商談全球水資源。雖然經常到全球各地參與國際會議，
但在那場會議中，卻是我第一次有種前所未有的寂寞感。

因為所有國家都有鄰居，只有我們，台灣，連鄰居都沒
有。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會議中，大家談的是中國在發源
自青海的瀾滄江興建水庫，對位處下游的湄公河流域國家，如
寮國、緬甸和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造成嚴重衝擊。

此外，中國也要在雅魯藏布江蓋水庫。發源自西藏的雅魯
藏布江，總長超過三千八百公里，是亞洲主要大河之一，流入
印度之後，梵語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一路流經孟加拉，和恆
河匯流後流入孟加拉灣。

沒水時，沒人會伸出援手
印度人對於中國要在雅魯藏布江蓋水庫都很緊張，深怕中

國從上游攔截水量，影響到位處下游，被他們視為 「聖河」的
恆河。中印兩國情勢劍拔弩張，隨時都可能打起來。

類似這樣國與國之間搶水的例子，在國際上不勝枚舉。整
場會議都在談因為水資源而引發的國際紛爭，剎那間，我感覺
非常寂寞，因為我們是一個沒有鄰居的國家。

做為一個沒有鄰居的國家，好消息是沒有人會跟台灣搶
水，壞消息是一旦台灣缺水，沒水
就沒水，沒有人會伸出援手。

我們從水庫來算算，就知道台灣總有一天必然會缺水。台
灣從北到南，大大小小的水庫總共五十座，根據原來設計的總
蓄水容量，滿載為二十億噸。

在正常狀況下，每年每座水庫約可循環蓄滿四次，一年最
多可以蓄到八十億噸水。然而，隨著水庫淤積，現在的平均庫
容量只剩下三分之二。

全台灣一年需要兩百億噸水，以水源來說，因為目前水庫
調節量只剩下五十億噸，僅提供二五％水量。另外二○％來自
地下水，其他一百一十億噸全仰賴河川取水。而河川水量在乾
枯季節相差甚多，水源和水量都不穩定，完全是看天喝水。

在用水方面，則是以農業用水約一百二十億噸為最大宗
（占總供給量的六○％），民生用水是三十五億噸（占一七．
五％），工業用水為三十億噸（占一五％），保育用水量最
少，所需約十五億噸（占七．五％）。

缺水的未來即將到來
經濟部水利署曾經做過估算，到二○三○年時，全台水庫

的有效蓄容量將降到一半，也就是只剩下約十億噸，即使一年
如常裝滿四次，每天仍會缺水多達一百四十三萬噸。以目前

用水量，新北市人口約四百萬人，一天要用一百二十萬噸
水，意味著到時全台灣將有超過四百萬人無水可用。

從區域看來，南部缺水最嚴重，每日減少供給量高達五十
七萬噸，中部為五十三萬噸，北部略少，但不足量也達到三十
三萬噸。

人口最集中的北部，水情相對較為舒緩，主要是翡翠水庫
容量夠大，淤沙問題和其他水庫相比較不嚴重。南部則是水庫
容量一直在減少，加上降雨豐枯期相當明顯，一旦面臨乾旱
期，缺水情勢更加緊張。

面對早已淤滿的水壩時

隨著極端
氣候的出現，
暴雨造成土石
沖刷，國人普
遍了解，泥沙
淤積，不但讓
台灣頻頻亮出
缺水警訊，更
縮短水庫的壽
命。

事實上，
受到台灣天然
地理環境的影
響，水庫泥沙
淤 積 由 來 已
久。記得二十
多年前，我還
是個剛回國不久的年輕教授，就曾經和台大四、五位教授，接
受台電委託，到日月潭上游的武界壩進行實地現勘。

武界壩是日據時代重要的水力發電計畫之一，主要功用在
於攔截濁水溪，透過引水隧道送到日月潭儲蓄、調節，再導入
發電廠發電。由於濁水溪上游經常性崩塌，輸沙量相當大，攔
水同時也攔阻沙石的武界壩，面臨嚴重的淤積問題。台電因此
委託學者，研究如何進行排沙。

那時候，交通仍然相當不方便，我們一行人先到霧社住一
晚，第二天徒步走了半天，才抵達位於南投仁愛鄉，從萬豐村
到武界部落間的武界壩，看到這個當初一磚一瓦都是人工背入
深山，用汗水興建而成的壩體。

直到現在，我仍記得，站在壩上就可以看到水庫底，整個
壩幾乎已經淤滿。

由於濁水溪的濁度實在太高，淤積不但無法排除，還會日
漸惡化，我們能做的只有設法阻止砂石跟著水流進入日月潭，
否則不但造成水庫容量減少、取水困難，混濁的潭水更無法吸
引人潮前往，觀光也將一蹶不振。

當年的細節已不復記憶，大致是建議台電另外打一條隧
道，取水不取沙。研究成果不但獲得台電的甲等研究獎，武界
壩至今即使已經淤滿，仍持續取水發揮功用。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一個已經淤滿的水壩。二十多年的時光
倏忽過去了，在台灣，類似的案例卻愈來愈多，甚至因為泥沙
淤積造成水壩垮掉。

位居石門水庫上游的榮華壩，為省政府時期自行設計施工
的水壩。當時設計主要用意在於攔截大漢溪砂石，一九八四年
完工啟用，現任經濟部水利署長楊偉甫曾經參與興建，那時候
的他還只是個基層工程員。

轉眼間，距離啟用至今不過才三十年時間，八十二公尺
高、庫容量多達一千兩百四十萬立方公尺的榮華壩，竟然已經
幾近淤滿泥沙，淤積率超過九七％。

一般來說，水壩壽命支撐百年沒有問題，榮華壩卻注定短
命。二○○四年，艾利颱風來襲，竟為石門水庫帶來三千六百
多萬立方公尺的泥沙，榮華壩也因此遭受重創，蓄沙量只剩下
原來設計量的十分之一。

到二○○七年的韋帕颱風更帶來致命的一擊。那年九月中
旬的韋帕颱風，為北台灣帶來豐沛雨量，尤其是大漢溪流域，
造成位處榮華壩上游距離十一公里遠的巴陵壩，右側壩座因為

溪水沖刷而遭到掏空，沖毀約六十公尺。
在暴雨和泥沙的雙重壓力下，巴陵壩出現不可彌補的缺

口，原本壩體所攔阻的泥沙，順勢由位居它下游的榮華壩承
接，到現在仍找不到有效的排沙方法。

巴陵壩潰壩的警訊
巴陵壩垮掉後，水利界警覺到，對一個已經淤滿的壩，若

持續不理不睬，只要一個颱風就可能讓它自然潰壩。對一位研
究者來說，這卻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趕快派學生，前往
調查測量巴陵壩被沖垮後，壩體原本攔阻的一千多萬立方公尺
的泥沙崩滑，對上下游造成的衝擊和影響。我們當時有兩個重
要發現。

巴陵壩潰壩後，出現溯源沖刷現象。簡單說，就是沖刷會
往上游漫延，一路漫延長達約二十公里，以致更上游的巴陵橋
橋基面臨掏空威脅。另一方面，一千多萬立方公尺的泥沙往下
游宣洩，全被榮華壩攔住，造成榮華壩整個淤滿，淤積率超過
九七％。而位於榮華壩下游的義興壩只是個高度二十五公尺的
小壩，萬一來個超大颱風或是暴雨來襲，已經形同石門水庫最
後一道防線的榮華壩再被沖垮，對石門水庫將是無可挽回的大
災難。

我們更想了解的是，有沒有可能趁危害還沒有發生前，拆
掉淤滿的攔沙壩。

歐美國家在十幾年前就喊出 「河川文藝復興」的口號。回
溯人類蓋水壩、建水庫的歷史大約一百年，一般認為水壩的壽
命也是一百年左右。此時，我們正面臨抉擇的關鍵時刻，淤滿
的水庫要怎麼辦？如果要拆，又要如何拆？歐美國家開始嘗試
有計畫地拆掉淤滿的小水壩，美國也有成功經驗。

若要避免水庫太早淤滿瀕臨死亡，更要及早拆掉老的攔沙
壩。我跟水利署建議，我不期待你明、後年就動手拆掉像榮華
壩這樣的大壩，但要先了解拆壩到底要如何拆，把規範做出
來。

我也曾經跟台電公司溝通拆壩的可能性。日據時期為了水
力發電，在南勢溪興建桂山壩和粗坑壩，供位處南勢溪和北勢
溪匯流處的桂山電廠發電。如今桂山電廠已經不再用來發電，
但只要到過烏來的人都會發現，因為桂山壩和粗坑壩攔阻水
源，造成南勢溪中下游幾乎乾枯無水，下游河床只見石頭不見
溪水。若能拆壩，對發電沒有任何影響，還可以恢復南勢溪的
河川生態。

05水庫淤滿了，子孫該怎麼辦？（一）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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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證明，綠蜂膠能刺激免疫
機能， 增加抗體生成量，增強免疫細胞
活力，調節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免
疫功能。而且能明顯增強巨噬細胞吞噬
能力和自然殺傷細胞活性，顯著強化細
胞免疫功能與體液免疫功能，對胸腺、
脾臟及整個免疫系統產生強有力的功能
調整，提高人體抗病力與自愈力，助人
體抵禦各種疾病侵襲。人到中老年，機
體免疫能力顯著下降，服用野花牌綠蜂
膠(Apiario Silvestre)，強化免疫，是抵抗
疾病、保持健康非常有效的方法。

實驗證實綠蜂膠對流感病毒有明顯
抑殺作用，同時能增強免疫力。長期堅
持食用綠蜂膠的人極少有患流感的事實
，便是最有力的例證。 而世界衛生組織
也正討論考慮將綠蜂膠納入他們營養與
健康的計劃之中，研究人員也通過更詳
盡的研究發現蜂膠對各種呼吸道炎癥和

腦炎等有確切的效果，并對綠蜂膠的價
值已有更清楚、更正確的定位。

綠蜂膠提高代謝率，促進細胞組織
更新。服用巴西綠蜂膠，能促進肝細胞
能量代謝、蛋白質及核酸合成，促進肝
臟修複，從而有效排除體內代謝廢物，
保持人體的健康活力 。許多堅持服用綠
蜂膠的人反映“喝了綠蜂膠兩三個月以
後，皮膚變得光澤、紅潤”。綠蜂膠活
化細胞 ，淨化血液，使人獲得了內在的
真正健康，從而顯得年輕、更具活力。

綠蜂膠抗氧化、增強免疫效果卓越
，是保持人類健康長壽的最有效的物質
。衰老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但是提高
機體免疫力，減緩衰老，讓人類活到大
自然所賦予的最高壽限，則是可能達到
的。自1982年以來年市場實踐證明，野
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對人體全面
綜合調理，絕無任何副作用。無論男女

老少，從2歲至100歲都適合長期服用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日本和歐洲科學家還分析出巴西綠
蜂膠中的Artepillin C和 CAPE等是發揮療
效的重要活性成分，并指出不同產地和
不同植物來源的蜂膠，其有效成分的差
別較大，直接影響蜂膠的藥用價值。他
們建議以天然總黃酮類(total flavone
and flavonol content)和天然總酚類（to-
tal phenolics content）含量作為評價蜂
膠品質的標準，這些參數直接關係到蜂
膠的生物活性和療效。經日本和巴西權
威等實驗室檢驗：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
高，淨濃度85%，黃酮類含量16.9mg/
ml、酚多體3.5%，無蜂蠟，無酒精，無
甲醇等有機溶劑，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
元素，野花牌綠蜂膠擁有國際生產優異
品質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球最

嚴格食品安全體系 HACCP 質量認證
BR13/7429、加拿大官方天然品 NPN#
80006418、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 #
10328566522等多重國際權威認證，是
最有力、最值得信賴的健康守護者。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野花為您提供便利，現可免費代寄
全球，購滿一箱即可包關稅包運費寄往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
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咨 詢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
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
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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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最珍貴的天然免疫增强劑最珍貴的天然免疫增强劑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Member FDIC) 2019
年 「美南獎學金」 申請活動己於2019年2月初起
開始接受報名申請，並將於2019年4月30日截止
申請，申請資格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舉凡應屆
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凡已拿到入學許可者
，GAP 3.0以上均可報名申請。獎學金獲獎名單將
於2019年5月中旬公佈，並以郵寄通知。頒獎活
動於2019年5月底舉行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頒
獎儀式。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要求、申
請表格，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或請洽美南

銀行公關Ling Chuang (莊幃婷)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作為社區銀行，美南銀行為盡應有之社會責
任，自2005年起，每年都舉辦針對應屆高中畢業
生的獎學金活動。至2019年底美南銀行獎學金發
放進入第14個年頭。此獎學金設置的主要目的，
表彰成績優秀學生,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
部分大學費用,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
學生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
人才。數十年多年來獲得商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

持。
2019年度 「美南獎學金」 設有5名，每名一千

美金。主辦方美南銀行將根據學生的課業成績、
課外社區活動、教師推薦信，及學生本人在校期
間參加各種活動情況選取獎學金獲得者。各種在
校期間活動例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
團、書畫比賽，以及社區活動參與情況等等。

申請表格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
休士頓總行電話：713-771-9700, 6901 Cor-

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糖城分行電話：713-272-5028, 3508 High-
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布蘭諾分行電話: 972-673-0188, 2304 Coit
Road, #600, Plano, TX 75075

李察遜分行電話: 972-301-5988, 1131 North
Jupiter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奧斯汀分行電話: 512-834-8886, 11220 N.
Lamar Blvd , Ste. A -100, Austin TX 78753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糖與癌症的關係糖與癌症的關係
主題: 糖與癌症的關係

講員: 楊培英博士
時間: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下午2-4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糖在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但我們對糖的認
識有多少呢? 健康飲食在你的癌症治療和康復的每
個階段都可以對你有幫助。它可以給你活力，幫
助你感到舒服一 點，以及讓你保持身體強壯。它
可以幫助你在治療期間應付副作用。 此外，它可
以幫助你在治療後痊癒和康復。當一個人被診斷

確定得了癌症，總是認為積極的從飲食上做一些
改變，或許對於癌症的治療或及復發有一些幫助
。癌症治療期間，醫護人員總是提醒病友們，攝
取足夠營養才能幫助維持體力、免疫力，保持治
療不中斷並減少治療副作用，但是如何攝取營養
才足夠？

楊培英博士是德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
心 - 整合醫學部腫瘤科助理教授。於北京中醫藥
大學獲得藥劑學碩士學位，於肯塔基大學藥劑學
院學習一年半，緬因州大學獲得營養學博士學位
。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33月月2424日為觀音菩薩寶旦本頭日為觀音菩薩寶旦本頭
公廟熱烈慶祝公廟熱烈慶祝

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寶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寶
旦誦經求福旦誦經求福

本頭公廟婦女組馬陳秀英本頭公廟婦女組馬陳秀英於觀於觀
音菩薩寶旦為善信服務音菩薩寶旦為善信服務

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主持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主持觀音菩薩寶旦、、
、、高永年夫婦高永年夫婦、、李豪夫人李豪夫人、、許益明許益明、、林焌軒林焌軒、、

蔡海宣等蔡海宣等 上香致敬上香致敬

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高永年夫婦高永年夫婦、、李豪李豪
夫人夫人、、許益明許益明、、林焌軒等向觀音菩薩祈福林焌軒等向觀音菩薩祈福

德州潮州會德州潮州會 龍獅團龍虎龍獅團龍虎 子弟準備在子弟準備在 觀音菩薩寶觀音菩薩寶 旦旦
上與信眾上與信眾共共 沐沐神神 恩恩,, 共同慶祝共同慶祝

德州潮州會德州潮州會 龍獅團鑼鼓喧天慶觀音菩薩寶旦龍獅團鑼鼓喧天慶觀音菩薩寶旦

德州潮州會德州潮州會 龍獅團龍虎龍獅團龍虎子弟功夫表演助興子弟功夫表演助興 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在觀音菩薩寶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在觀音菩薩寶 旦旦
上與信眾同歡上與信眾同歡

本頭公廟高永年夫婦攜孫輩參加觀音本頭公廟高永年夫婦攜孫輩參加觀音
菩薩寶旦菩薩寶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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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工作簽證最近幾年總是供不應求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也可以考慮O簽證。

O1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的專業
人士，如運動員、文學藝術人才、工程師
、律師、會計、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
電腦專業人士等。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主
，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請永久居留（綠
卡）身份。

O1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O3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入
學，但是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O簽證申請條件
如果曾獲得著名的國際性獎項,如諾

貝爾獎,奧斯卡獎,則可申請O1簽證.
如果沒有獲得過國際性的獎項，也可

以從下列十項中提出三項來證明其才能、
貢獻及社會影響：

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際或國家級
獎項；

曾是其本行中專業組織的會員，並且
該組織是經過同領域專家所認可的；

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曾被專業
刊物或重要媒體報道過；

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人員的成就
擔任過評審工作；

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動或商業等
相關領域有重大貢獻；

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發表過專業
學術論文；

成果曾在藝術展覽會上展出過；
曾在聲譽卓著的組織或機構擔任過關

鍵職務；
申請人薪資遠高於其他同儕之證明；
在表演藝術方面曾獲極大成功，並反

映在票房、唱片、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商
業產品上。

O簽證申請所需材料
1． 專業協會的推薦信。
2． 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所

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
共同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
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
專家。或因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
專家。

3．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
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4． 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
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同行
的引用會是很好的證明。

5． 對學術作品要求再版的證明。
6．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

已經出售給企業。
7．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

或主要研究人員。
8．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

參與項目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9． 對成員有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

員證明。
10． 曾任專業論文評審的經歷證明

。
11． 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的證明。
12． 學位證明。
O簽證期限
O簽證由雇主申請，受益人如果申請

批準，第一次可獲得三年在美國的停留機
會.

三年到期後，可以一年一年的續期，
續期沒有時間限制，可以無限期延期。

最新移民消息
1. H1B 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

2019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
一輪抽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
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有六
萬五千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
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
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簽）的中
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從
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停了絕
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
今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
的加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
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申請
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在審
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民局
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
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請
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
個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
的時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
的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的雇
主會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

的時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統調試
沒有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

2.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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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辦
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程中
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謊，立
刻撤銷公民資格。

4.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國政
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綠卡和
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負擔”而
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食物券，國
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非現金類的社
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子女進入公立學
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補助，和Medic-
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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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美國移民局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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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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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
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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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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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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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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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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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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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OO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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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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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 ((上上))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代表在歡迎晚宴上合影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代表在歡迎晚宴上合影。。

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成員在歡迎晚宴上合影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成員在歡迎晚宴上合影。。

開幕典禮開幕典禮，，共有六大洲共有六大洲，，170170多位多位
會員代表出席會員代表出席。。

前中華民國副總統前中華民國副總統、、國民國民
黨主席吳敦義在開幕典禮黨主席吳敦義在開幕典禮

上致詞上致詞。。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博士談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博士談
復興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

籌備會副主任委會李東昇籌備會副主任委會李東昇（（左一左一 ））頒頒
獎主講人吳敦義主席獎主講人吳敦義主席（（左二左二）。）。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
長吳宗錦作工作報告長吳宗錦作工作報告。。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各分會代表介紹會務各分會代表介紹會務。。南加州華人寫南加州華人寫
作協會會長廖茂俊作協會會長廖茂俊（（立者立者）） 正在介紹該會會務正在介紹該會會務。。

出席大會的北美洲代表出席大會的北美洲代表（（左起左起））王美王美、、吳宗錦吳宗錦、、
廖茂俊在北美洲代表團的分組會議上廖茂俊在北美洲代表團的分組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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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為食書生））一二三一二三 齐齐到金冠齐齐到金冠楊楚楓楊楚楓
古語有雲：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先，今年乃豬年，豬乃中國民眾治
養逾千年的家畜，是華人每天進食的
熱門餐饍。想我等子民百姓，平日為
生活打拼，日求兩飱，理所當然。孔
夫子早在兩千年前己說過：做人要
「食不厭精，繪不厭細」 。因此要求

食得精美佳味，不要難為自己，才是
人生所欲所求。

放眼作為美國第4大城市的休斯
頓，灑家飱館達萬間，而唐菜食肆，
也有過千之眾。正是這一群辛勤努力
的唐飧勞資工作夥伴，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天天泡制京粵滬潮等中國四大
名菜，服務休市廣大中美墨韓等不同
國籍民族。

若是要享受唐饗，到中國城，當
然是首選。而在蕓蕓眾唐餐店中，金
冠酒樓更是精英中之精英。它自三年
前12 月28 號，（一易易發）開張以
來，便以精美的出品，周到的服務，
雅緻的地方，而名重休市。

際此孟春三月，一年伊始，開業
3 週年之際，金冠酒家特別向休市廣
大中美食客，送上一份驚喜禮物，有
新獻酬賓。

打從四月一號起至五月十號的四
十五內，每逢周一至周五，從早點到
晚市，特別推出 「一，二，三美點美
食」 益食家。

所謂 「一者」 ，一蚊鷄一元是也
。店方選出每周一味精美點心（例如

晶瑩鮮蝦餃，）平常價格是屬於大點
，售價是$4:95，但酬賓時間，只售
一元! （僅限堂食。）

所謂 「二者」 ，便是兩元有交易
。在30款午市特價飱中，挑選一款
菜式出來，（例如椒塩多春魚），平
常價格是$6:25，當天只售二元！
（僅限堂食。）

至於 「三者」 ，更是抵食夾大件
。晚飯時候，華燈初上，店方會推薦
一款精選菜式，（例如油泡魚球），
平日晚間價格是$12:99，當晚只售3
元！（僅限堂食。）

當然，大家若是認為這些特價特
價菜點不夠喉，可以再多口才一碟。
店方無任歡迎。正是點點精美、碟碟

垂涎！金冠出品，必屬佳精！
本書生原也是休市粵菜經營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楊家父子兄弟
，開設有李家莊酒家、楓林酒家及嶽
陽樓酒家，在休市及鄰近聖安東尼奧
市，亦算薄有名聲。個人一向對飲飲
食食，頗有心德，近十多年來，食遍
休市東西南北 各大名店，對金冠酒家
蠻有信心，是以在這裡大第一揮，號
召休市華人食家，親朋好友，合府統
請，實行 「一二三齊齊到金冠」 ，祝
賀其三歲生日之餘，來個 「羅通掃北
，」 大食一飧！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20192019年年99 //44 -- 99// 2020
水鄉江南水鄉江南--奇景黃山奇景黃山--秀美武夷秀美武夷--雲貴系列之—雲貴系列之—““賞黃果樹賞黃果樹

瀑布瀑布體驗苗族風情體驗苗族風情””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的“水都江南兩大
名山西遊雲貴的16天穿越遊”，最大的看點之一
是--中國和亞洲第一大瀑布“黃果樹瀑布”，也
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從前後左右里外上下都能
觀賞的瀑布。巨大瀑崖上轟然墜入17米深的犀牛
灘中，聲如巨雷，山鳴谷應，氣度恢弘，氣象萬
千，攝人心魄。

黃果樹景區還包括：天星橋景區主要觀賞石
、樹、水的美妙結合，是水上石林變化而成的天
然景區。犀牛潭景區位於黃果樹腳下，峽谷兩側

壁立蒼翠，各類喜水植物枝繁葉茂，同大瀑布一
起構成了一幅大自然的立體山水畫。陡坡塘瀑布
是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寬的瀑布，瀑布左側的
洞穴在巨量洪水經過時，會產生奇特的共鳴，發
出低沉的嘶吼，這裡也是86版《西遊記》片尾曲
的取景地。

王朝旅遊還會帶領你探索神秘貴陽，體驗苗
寨風情。貴陽靈秀動人，周邊蔥翠山峰和碧湖溶
洞連綿不絕，山清水秀，愜意自在。被譽為“黔

南第一山”的黔靈山公園，擁有貴州最大的佛教
叢林“弘福寺”，為貴州首剎，始建於清代，據
說寺裡祈福很靈驗。西江的千戶苗寨由十余個依
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連而成，是目前中國乃至全
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寨子盡頭是一片田園
風光，整齊的梯田，風景十分震撼。苗族的長桌
宴，數十張桌子擺滿苗寨特色美食有酸魚湯、酸

菜、臘肉等，絕對吃到爽。神秘而古老的青岩古
鎮，是一座精逸的小城。古老的石板小路，褪色
的老式屋子，小河流水的古橋，幽長的小巷裡飄
來的陣陣吳語呢噥，讓人恍如走進時光的隧道。

此次旅程，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出發
日期為2019年9月4日-9月20日，行程內容豐富
多彩，包括周莊同裡雙水鄉、揚州鎮江、黃山武

夷山、貴州黃果樹、昆明石林等多個景點，坐高
鐵賞美食。團費原價$2298，在4月15日前預定優
惠價$2198，詳情請咨詢王朝旅遊。（圖片源自網
絡）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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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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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作金錢的好管家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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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 4主
日筆者應要在休士頓靈糧堂分享:作
金錢好管家。

作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如果管

家不忠心，私自拿錢，偷拿東西，誰

還敢用他做管家呢？

《彼得前書4章10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 事、

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馬太福音16章26節》人若 賺得

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 命、有甚麼益

處呢．人還能 拿甚麼換生命呢。

《瑪拉基書3章8節》

人豈可奪取  神之物呢? 你們 
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

上奪取祢的 供物呢 ?就是你們在當納的 十
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 上。

《瑪拉基書3章10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

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 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 無處可容。

我們在美國現在大家都在忙著報稅，

4/15是最後截止日期，政府容許延後報

稅，誰也不能逃稅或說不要繳稅，不然要

受到罰款更多。

聖經上記載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

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

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我們靠天父賜力量獲得工資，我們

要將把所得的也是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

送入倉庫（教會)、使神的家有糧、以此

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

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唯有此應許，

可以試試天父，看祂是否真的為你敞開天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有些弟兄姐妹們願意守十分之一，但另一

伴信心小，不肯奉獻十分之一，那就要等

待，要注意夫妻要和睦，繼續為你的另一

半禱告，讓他早早經歷天父的慈愛永遠常

存。

會後，許多人對筆者說很有得著。感

謝主垂聽多人的代禱，使我放膽作主耶穌

基督的見證人。願一切榮耀、尊貴、權

能、頌讚，都歸給坐寶座的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

現場有英文翻譯，給說英語的馬來西

亞華人，德國人，ABC青少年。德國人邁

可弟兄說他剛到美國三、四天，他高興聽

懂我今天所講的，因有現場中翻英。

他們都說很高興聽懂我的分享信息與

見證。

有位馬來西亞華人弟兄Chris很高興來

和我寒暄，會後，他也到兒童教室請太太

來見我，他也說給他太太聽潘師母今天所

分享的，因為他說他的太太和筆者一樣(以
前)是不管錢的人，現在應該要聽聽師母怎

麼樣學習做金錢的好管家。每家都有個很

會管錢的，有的是太太當家管錢、存錢、

搞股票投資等，有的是作丈夫的管錢，真

有意思!
箴言30章8-9節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

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

怕我飽足不認祢、說:耶和華是誰呢? 又恐怕

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神的名。

---------------------------
※友人來信

（1）真好！潘师母，其实我也不太

会祷告，但是刚才用笨拙的语言已为您代

祷，祝您一切顺利！-梁瑜

（2）好的。为您高兴。祷告。-麗英

（3）谢谢师母关心，我感冒已经好

了。为你去休士頓灵粮堂分享信息祷告 求
神用油膏你的嘴让神的恩典从你的口中滚

滚流出 让听者受益。明天见！閻華/西南國

語教會

（4）主与你同在  -郭媛

（5）潘師母，感謝神的恩典！求主

大大使用你，膏抹你的口！���王巧玲

牧師/達拉斯

（6）願主保守師母您的靈魂身體，

聖靈的能力覆庇在您的身上，賜您口才放

膽講說神的話，把地上的價值觀轉到屬天

的價值觀�林光恆/聖地雅歌

（7）妳有顆喜樂的心，越看越年

軽。I really touched.
邱彩珍/美南台福

（8）有一天在神寶座前受獎，學保

羅，誇口的當指神誇口，神感動會眾被聖

靈開啓，透過你口中言，更省人心，榮神

益人。 高美香傳道/台南

（9）師母:
看到您11-25-18在休士頓靈糧堂的主

日信息與見證分享，非常感動。在您身上

見證了 神滿滿的祝福，感謝您的分享。

休士頓回來後全心于我的見證集，現已

進入最後階段，不多久就是印刷出版了。 
我兒子Steven 現在走路比以前走得好，說

話方面進步到讀經班的姊妹各個都能聽懂

兒子講話，哈利路亞！

感謝讚美神 ! 徐菊英/新澤西州

（10）感謝主！

神必恩膏師母，感受到師母身上好有

喜樂的恩膏，是這世代最需要的！

志穎姐妹/康福教會

思牡回志穎信

真的，志穎，你說的是真的，我昔日

未信主前不喜樂，不會笑，我是很冷酷的

小孩，我叔叔給我取外號叫我菩薩來了。

因為他叫我，我都不理他，也不打招呼。

信主後，真的，我常用詩篇上的話語禱

告，自己按手在自己的頭上禱告:求主用

喜樂油膏我，勝過膏我的同伴。真的，我

常常很喜樂，有一次去到達拉斯角聲書

室，剛進門，書店小姐就對我說:你很喜

樂!我們彼此不認識，第一次見面，我也

不知道她是如何會如此說我呢？真的是聖

靈感動她說出來的話語吧！

 （11）敬愛的潘師母平安！

感謝主！兒子婚禮圓滿舉行，十分溫

馨。目前我人在加卅，陪伴我92 歲的父

親。謝謝您的信息與服事，相信一定使弟

兄姐妹大大獲益，辛苦您了，才睡四個小

時，願神報答您的辛勞與擺上。再次向您

致謝！

莫師母/休士頓靈糧堂

（12）感謝主，神就這樣大大地使用

您！願她更多更多使用您。您的愛心我

早就聽聞了。我和Jackie（陳溫積芬）提

起您，她念著妳的好。感謝主使用您當初

陪伴她，今天Houston有一位非常出色的

主日學老師。因有她，我的生命也不再一

樣。全是恩典。Sophia/靈糧堂

（13）謝謝師母，聽完妳的講道(3/24
做金錢的好管家)，受益良多!涂筱梅/休士

頓

（ 1 4 ) 潘 师 母 ， 我 看 了 你 的

youtube--3/24/19「做金錢的好管家」讲得

非常好�，非常生动、具体，活出神教导

的样式。

張立姐妹/福遍中國教會

（15）金錢不是萬能，

但沒錢萬萬不能。只能好

好管錢，但不能被錢好好地

管。柏青/中國

（16）潘师母的见证看

完了，很好的提醒，我也是

一个对金钱完全没有概念的

人。曾曉潔/雪梨

（17）很不好意思，我

沒做到十一奉獻，也不是金

錢好管家，還要繼續努力加

油與學習。陳雪芳/台中

走過困苦流離的歲月
梁頌德

復活節臨近，商場到處是雞蛋。在談到
蛋以前，讓我們先看看雞的故事。

某人去探訪朋友的養雞場。現代的養雞
場都是一層疊一層的籠子，裡面密密麻麻養
著雞，僅有的空間就是讓雞可以進食和下
蛋，走動的空間並不存在；因為現代飼養企
業只看見籠中未來的雞肉和雞蛋，主要的
任務就是讓雞隻進食長大，避免生病而已。
某人很好奇他所看到的景象，狹窄的籠子外
面，有一小片空地，有幾隻雞在那裡自由走
動。

他問養雞場的主人為甚麼只有這幾隻雞
在外面散養著，朋友回答說，這是刻意的安
排，讓籠中的雞看著，以為自己也會有機會
到外面自由走動，牠們就會好好待在籠中。
由於有外面的幾隻雞，籠子內的雞會存活得
更好。

希望的力量多大﹗籠內的雞，以為自己
也有機會在外面自由自在生活，於是都好好
活著；可惜，那是虛假的希望。終其一生，
籠中的雞都只是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虛假
的希望是多麼大的欺騙﹗

人不比雞好多少。我們也有我們的籠子；
我們也看見所謂光明的未來，以鼓勵自己繼
續籠中的生活。多少人為了「未來美好的
生活」，今天營營役役，沒日沒夜地幹活，
為的可能是一間自己名下的房子，或者是
朋輩認可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住在金錢的
牢籠內，放下理想，不顧健康，自以為為了
家庭，卻是在拆毀家庭。他們心想：「再過
若干年，我賺夠了錢，就可以過我喜歡的生
活，就可以優哉遊哉。」可惜，過不了多少
年，他的健康可能崩潰；他的家人，因為缺
乏共同生活的時間，彼此只有冷漠怨恨；更
大的可能，是他永遠都不覺得賺夠了，在金
錢的營役下，人只看到自己的沒有，看不到
自己的已有。即使他有條件過他原本自由自
在的生活；但是，他的心態卻不能夠再自由
起來。

他以為可以享受天倫之樂；但時光不再，
孩子已在他缺席的年日中長大，配偶已發展
了另一個生活圈子，缺乏了解，缺乏關係，
家不會自動變成人所期望的安樂窩。

虛假的希望是最大的欺騙﹗魔鬼最擅長
用虛假欺騙我們。牠最喜歡我們相信今生的
享樂最重要、自己的滿足最重要、成功最

重要、財富最重要、權勢最重要……。耶穌
在世上的日子同樣經歷過魔鬼虛假的引誘。
當祂禁食四十晝夜後，魔鬼想激動祂行使祂
本有的權柄去叫石頭變成食物，去證明祂的
身份，去快速無痛地實踐使命；可是牠失敗
了，耶穌堅持遵行天父的旨意，堅守聖經
的真道。耶穌以祂的生命為世人付出代價，
祂死在十字架上，在當時世人來看，真是徹
底的失敗；但那是上帝徹底的成功。因為耶
穌的代死，世人從此可以因祂的死而脫離罪
惡；因耶穌的復活，證明上帝的大能，人得
以在耶穌裡得到真正的自由，而非虛假的希
望。

正如聖誕節不是為了讓人快樂購物，復
活節也不是讓人吃吃巧克力蛋慶祝春天。這
些節日，都是為了打破我們虛假的希望，讓
我們思考歷史真正的主宰，祂希望我們得到
真正幸福自由的人生。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393 期

虛假的希望只是欺騙
方華

1978 年聖誕節期間，一位朋友鍥而不捨
地邀請我去教會。盛情難卻，唯有勉強去一
次。那天牧師講到上帝是愛，令我十分反感。
試問我們每天在越南所看見的盡是戰爭、逃
難、朝不保夕和死亡，上帝的愛在哪裡？

我沒有再去教會，那個朋友不久也偷渡
離開越南不見了。淪陷後的越南更是人心惶
惶，大家都在恐慌中度日。那些有錢人、大
商家都被打倒，財產全被充公；也有半夜被
軍車載走，送到新經濟區去的。

第一次偷渡
不久，我與兩位好友決定徒步偷渡前往

泰國。1979 年 2 月我們步行經過柬埔寨，目
的地是泰國的難民營。我們三個人在漆黑的
夜裡涉水攀山，闖過一關又一關，沿著湄公
河堤畔進發，好不容易來到柬埔寨和泰國的
邊界。邊界有一座橋，橋上有赤柬士兵防守。
在行動之前，我們聽說有過成功例子，說只
要以金銀珠寶買通守邊境的士兵，便可過橋
去到泰境。我們一行三人，其中一人是在柬
埔寨長大的中國人，會說柬埔寨語。於是他
高舉著雙手向橋上走去，一路高聲以柬語向
士兵說話。我們二人躲在河邊的蘆葦草、海
底椰和其他野樹叢內。突然聽見橋上的朋友
慘叫一聲，我們看到了一幕畢生難忘的沉痛
慘劇。我們的朋友被兩個赤柬士兵用步槍上
的尖刀刺殺，並被尖刀高高舉起擱在欄杆
上，接著被拋下河裡！我們二人嚇得魂飛魄
散，心膽俱裂，慌慌張張地潛進水裡，咬著
蘆葦桿子呼吸，慢慢地移動身體，往回頭的
路上潛逃。

第二次偷渡
1980 年我再次偷渡，這次坐漁船；但在

奔向船的途中，還沒上船就已被公安追捕包
圍。幸好我們早有退策，認定了逃亡的方向
和地理形勢，在荒山裡躲藏三天後悄悄地回
到家裡。可過了不久，我還是被捕送到勞改
營。不到半年，我又從勞改營逃了出來。

第三次偷渡
1981 年 3 月，我再次坐漁船偷渡。在茫

茫無際的大海中度過了八天九夜，三次遇到
海盜洗劫掠奪，拳打腳踢和侮辱，看著他們
強姦婦女。這又是畢生難忘、慘絕人寰的經
歷。試問，我怎能忘記親手把六個同舟共濟
伙伴的屍體拋入大海的經歷？怎能忘掉在一
個僅有百人左右的島嶼熬過了 33 天的日子？
又怎能忘記在泰國和菲律賓難民營熬過一年
多的歲月？

難民營中
再次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在泰國的

難民營裡；蒙恩得救，卻是到了菲律賓難民
營之後。當時馬尼拉的「中華海外播道會」
剛在難民營中建立了一間福音堂，有不少在
菲律賓的香港留學生（主要是修讀牙醫）來
難民營向我們傳福音。我就是在難民營中被
一位香港留學生悉心教導和栽培，扎下了信
仰的根基，後被送到馬尼拉播道會參加佈道
會。那次佈道會的信息經文是馬太福音九章
35 至 38 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
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
病症。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
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我的心深深被觸動了。以色列人困苦流離，
我何獨不然？我生長在苛政猛於虎的越南，
多次逃難，九死一生，流離失所，如今淪
落難民營中。主耶穌卻來尋找我，祂憐憫
我，看到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終於我
頑固剛硬的心被融化了。我向上帝降服，
求祂收納我作祂的兒女。我蒙恩得救了！

得救後我上了為期一週的信仰密集班，
不久就在難民營中的河裡接受了浸禮。受
洗後我開始在難民營的福音堂裡作翻譯員，
並在禮拜和逐家拜訪中作福音傳譯員（把
廣東話翻譯為越南話）。屬靈的生命正是
在這期間一步步成長起來。

到了美國
1982 年 7 月 13 日我來到美國加州的大

衛市，7 月 17 日禮拜天即參加大衛市華人
基督教會。12 月蒙教會資助，參加了西岸
中國基督徒冬令會。這次聚會，我再次聽
到馬太福音九章 35 至 38 節。這次最打動
我的是最後一句，也是主耶穌所說的：「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我回應上帝的呼召，走到台前跪下禱告，
承諾要事奉主耶穌。

那年我 25 歲，在美國一切從頭學起，
進成人學校學習英語，上社區大學，半工
半讀。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我找到一份
政府工作，然後結婚生子。人生雖有一點
小波折，總體來說還算順利，漸入佳境。
就這樣，在每天繁忙的生活裡，時間悄悄
地流逝。人生匆匆，匆匆人生，轉眼我來
美國已經 32 個年頭了。

上帝並沒有忘記我許過的承諾，放下
世間事務專心服事上帝的意念不時浮現心
間。上帝開我屬靈的眼睛，讓我看見儘管
越戰已過多年，我亦生活在美國，看見很
多人有房子、車子，生活安定，不像我過
去要逃難、朝不保夕，但是上帝讓我明白
這些所有的物質都不過是表面風光，生不
帶來，死不帶去；在富庶安定的背後，他
們仍是沒有牧人的羊，困苦流離，被自己
的慾望和世界的價值觀層層壓迫，成了房
奴、車奴、財奴，甚至是生活的奴隸。人
們因為沒有跟從大牧人主耶穌，人生失去
了方向，不知道正路。這催逼著我要像昔
日主耶穌憐憫和尋找我一樣，有一顆耶穌
那樣慈憐的心去尋找他們。憐憫是耶穌傳
道的動力，今天我成了牧師，這也是我傳
福音的動力。

文章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634 期      

德國邁可弟兄高興聽懂思牡分享的

馬來西亞Chris 弟兄歡喜再次見到思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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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97德州佛教會主編

緬甸羅興亞人的問題

近幾年來，有關緬甸若開邦羅興亞

人的新聞，經常在媒體出現，令很多人

關注和憂心。有的人問我，緬甸政府軍

為什麼要驅趕羅興亞人？當地佛教徒是

不是真的對回教徒很不友善？其實對若

開邦羅興亞人的問題，我也不是非常清

楚，僅因為我住過緬甸、常去緬甸，同

時也關心與緬甸有關的評論和報導，所

以對緬甸的變化，略有認識。

據說羅興亞人是英國殖民緬甸時，

從孟加拉移民至緬甸若開邦的回教徒。

維基百科中記述云：「羅興亞人大多是

在緬甸英治時期，進入緬甸的孟加拉

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孟加

拉V支隊的後裔，英軍當時為阻斷日軍

通過阿拉干向印度推進，組建了一支由

孟加拉人組成的『孟加拉V支隊』。但

英軍撤進印度之後，V支隊並不抵抗日

軍，而是致力於屠殺阿拉干地區的若開

族佛教平民，強佔土地。故此，緬甸政

府至今仍稱之為『孟加拉非法移民』。

根據英國人的記錄，V支隊燒毀了上百

個村莊，屠殺了超過十萬名信奉佛教的

平民，僅在一個邊境小城『貌奪』，V

支隊就殺死了三萬多個手無寸鐵的佛教

徒，若開人稱之種族清洗。

緬甸獨立後，V支隊也不願意將土

地歸還，反而創建了『穆斯林解放組

織』（Muslim Liberation Organi-

zation-MLO），發動『聖戰』，摧毀若

開邦北部倖存的佛教徒村莊，繼續屠殺

佛教平民，控制了若開邦北部。印巴分

治之後，更多孟加拉難民湧入若開邦，

增加了羅興亞人的人數。」 

上面這段文是2018年10月中旬，我

上網查看後才讀到的資訊。約在二十多

年前，某日我在玉佛寺看世界日報時，

當日的頭版，有一則新聞大概是這樣的

標示：緬甸佛教徒保護回教徒，阻止軍

政府驅趕羅興亞人。文字不多，但讀完

後，我內心充滿歡喜和感動，所以印象

也特別深刻。後來為什麼雙邊又會發生

衝突呢？我在緬甸聽過一些敘述，想不

到事端的真相，維基百科也做了說明：

「2012年5月28日傍晚，三個羅興亞青

年穆斯林姦殺了一個若開佛教女性，

引發了2012年若開邦暴動，6月時有16

個羅興亞人和13個佛教徒傷亡。10月

時，共有82人死亡、22,587名居民失

去家園，他們大多是羅興亞人。」 

可能是就在那年出事之後，美國時

代雜誌的一位女記者探訪了若開邦，並

在某期刊登了照片，文中也證實，多年

前她去若開邦時，當地的佛教徒和羅興

亞回教徒，相處得非常和諧。雙方的教

中長老，也經常相聚見面。如今水火不

容，互相打鬥，女記者認為是佛教徒欺

負回教徒，她有點替羅興亞人打抱不

平。不巧緬甸中部大城曼德勒，又有一

位年輕的比丘威拉杜，呼籲緬甸佛教徒

不能再讓回教徒侵蝕佛教信仰，迫害佛

教，叫大家要固守防線。可能是言論比

較激烈，又被時代週刊選作2013年6月

20日當期的封面人物，指他是佛教的賓

拉登。從製作新聞的角度看，這確實是

會引人注目，並且直接破壞佛教的慈悲

形象。威拉杜比丘則回應，他不是緬甸

的賓拉登，並指時代雜誌的報導，是受

到穆斯林陰謀組織的策動。當時的緬甸

總統登盛，也表達了不滿。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2016年10

月至今，羅興亞人組織了若開羅興亞救

世軍，多次襲擊緬甸軍警，甚至殺害信

奉印度教的平民。2017年8月25日，150

名恐怖分子向若開邦的24個警察哨所

和緬甸陸軍第552輕步兵營營地發動襲

擊，造成10名警員、1名士兵、1名移

民官死亡，這引發了緬甸軍隊大規模清

鄉，捉拿恐怖分子，行動激烈，戮及無

辜，對於青年男子更是直接就地正法，

造成約有80萬羅興亞人偷渡孟加拉。」

但遺憾的是，同是信仰回教的孟加拉，

也不願接納羅興亞人，信仰印度教的印

度，更是極力驅逐，令他們無處可歸。

根據緬甸民眾的說法，他們非常認

同來自中國、波斯、馬來西亞等地的回

教徒，但不能接受羅興亞人。一方面，

他們是非法移民；二方面，在歷史上，

若開邦的民眾，一直受到這些外來移民

的迫害。所以當國際對羅興亞人表達同

情時，緬甸民眾自覺非常委屈，內心更

是不平。

緬甸是一個少數民族眾多的國家，

在獨立後，一直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

政府，來整合少數民族。幾十年來，都

一直是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局面

裡。可能是由於很多少數民族都是佛

教徒，所以很少變成國際新聞。其實60

年代的排華運動，也造成大量華僑離開

緬甸，我就是其中之一。如今由於羅興

亞人是信仰回教，西方媒體就用佛教徒

壓迫回教徒的口氣來報導此事，這是論

果而不說因，缺乏完整性。其實此一事

件，牽涉的問題很多，除了種族、信仰

之外，還有政治、領土等因素。因為羅

興亞人從1948年開始，一直想將緬甸西

部的若開邦分裂出去，成立「阿拉干尼

斯坦國」(Araganistan)，最終要與東

巴基斯坦合併。於是發起聖戰，經常

與緬甸政府軍交戰，若開邦民眾死傷無

數。經政府軍幾次圍剿後，聖戰分子終

於投降。為了安撫羅興亞人，政府給予

公民權和參政權，但羅興亞人卻是繼續

以武力，來推動分離運動。1982年緬甸

政府再改變政策，頒布新公民法，不再

承認羅興亞人的政治權力。因此，目前

單從表面看，羅興亞人是遭受苦難，但

從歷史的發展中了解，乃是緬甸政府非

常棘手的頭痛問題。翁山蘇姬的政黨執

政後，一直無法順著西方的要求來指責

緬軍，處理難民問題，基本上是有其苦

衷。更何況目前的文人政府，也確實無

法指揮軍隊。

很巧，今年(2018)秋，當我再次翻

查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時，又找到

一篇有關緬甸的文章(2018年1月21日出

版)，裡面敘述了緬甸獨立後的國家統

一問題。標題是：「緬甸獨立70週年，

殖民遺毒左右大局」(作者為梁東屏)。

根據此文的資料，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緬

甸的過去。

緬甸歷史學者潭敏(U Thant My-

int)曾指說，英國殖民主義對緬甸而

言，是一場大災難。不但摧毀了地方

政治結構，也使得耗費幾世紀才建立起

來的社會經濟及道德架構產生巨變。殖

民主義最嚴重的結果，是造成了緬甸的

分崩離析。英國人用分而治之的手段，

設置很多「邊陲地區」，再將這些地區

分割給少數民族及部分緬族，讓大家彼

此牽制。

若開邦的事件，就直接與英國人的

殖民政策有關。英國政府從孟加拉（過

去是英屬印度）遷移大批農工，前往舊

稱阿拉坎的若開邦，然後又由吉大港丘

陵地帶（今孟加拉境內），遙控管理阿

拉坎人。由於當地緬甸人不滿外族的管

理和移民的進入，從1930年開始，即引

發了一連串的反印度人暴動。當時當地

的印度人，大部分即是從孟加拉移民過

來的回教徒。在殖民時期，為了方便管

理，英國人派印裔公務人員和印裔軍人

進駐緬甸，乃是一種以夷制夷的手段。

1947年7月，就在緬甸即將獨立之

前，緬甸國父翁山，即現在翁山蘇姬之

父，在仰光遭到刺殺，令緬甸失去了一

位有聲望，有能力團結各民族的政治領

袖。許多人相信，英國殖民政府在該刺

殺案裡，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長久以來，在西方媒體的壟斷下，

世人只知道緬甸有軍人讓不讓權的問

題，緬甸是否能實行民主制度的問題。

大家都不太了解，自1948年獨立後，70

年來，緬甸內戰一直無法終止的問題。

對緬政府來說，若開邦的問題，乃是內

戰歷史遺留下來的現象，是必須設法解

決，早日讓所有民族都能和平共處。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緬甸也確實欠

缺一套完善的政策，來團結所有少數民

族。以前我住過的緬北大勐宜地區，華

人眾多，其中有六萬至十萬人，幾十年

來，一直無法加入緬甸籍。直到2016

年，在大選前，政府才特許該地區的

人，可以正式申請入籍。不過，條件

是不能以漢族身分登記入冊，全部要

用緬族身分。其中用意就是要同化漢

族人口，壯大緬族勢力。中國與緬甸

已經沒有疆界問題，源於過去中國留緬

志願軍的歷史記憶，以及華人在緬仍有

掌控經濟的優勢，如今雖不再排華，不

過對漢族人口的增加，內心還是有些不

安，所以以漢族身分入籍，特別困難。

如幸運能入籍，身分證也分三種顏色：

紅色、藍色、綠色。紅色是真正的「國

民身分證」；藍色是「客籍公民證」；

綠色是「准入籍公民證」。只有克欽、

克耶、克倫、欽、緬、孟、若開、撣等

族，才有機會一出生時，即拿紅色國民

身分證。其他族裔，不論在緬甸住了幾

代，仍然要一步一步地申請和改變。強

迫大勐宜的漢族人，要用緬族的身分申

請，可能也是基於此一公民法的規定。

由於身分證的顏色不同，大家居緬

的權益也不一樣。只有持紅色國民身分

證者，才能在緬甸置產，自由旅行；就

業、就學也會得到保障。我自己的姑

姑，在緬住了幾十年，而且是出家比丘

尼，但就是拿不到紅色身分證，算是僑

居緬甸的華人，拿外籍證（FRC)，每年

都要向政府繳人頭稅，才能繼續居留。

每逢有事離開仰光去緬甸北部，都要向

有關單位申請通行證，否則不能離開仰

光。所以由於歷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即

使是多數信奉佛教的華人，也面臨身分

認同的問題。若開邦的羅興亞人事件，

也是如此，再加上信仰不同，情況變得

更為複雜。

在人生旅途中，緬甸算是我的第二

故鄉。我不但在那裡居住過13年（當時

也是拿外僑證），同時也在緬甸出家學

佛，感受很深。在我的經驗裡，緬國民

眾純樸友善，樂於布施。2017年英國「

慈善救助基金會」曾調查統計全球140

個國家，主要是依據國家民眾是否曾

幫助過陌生人，是否曾捐款給慈善機

構，以及是否曾擔任過志工等的內容來

研究。結果緬甸榮居第一，是全世界最

慷慨的國家，捐款人數最多。中國大陸

墊底，台灣躍進至第50名。緬甸地廣人

稀，物產豐富，可惜因政策失誤，內戰

不停，導致經濟落後，貧富懸殊，深感

遺憾。我衷心祝願，在當今政府的改革

和治理下，族群和諧，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社會富強。

宏意

摘自佛光法苑第223期

善組一直到弘法處，腳步沒有停歇

過。我的工作量和我的年齡體重成正

比。我以前還猜想，等到我老了，就

可以鬆口氣，多做點義工，可是我已

經邁入老年，工作有增無減，做義工

反而成為一種奢侈與享受。

另外，我希望能捐十萬元給德州

佛教會，我只是單親媽媽，不知道自

己的願望是不是太大，但是我會用這

一生的時間來實現這個願望。二十多

年過去，我猜我的願望已經達成，或

許沒有，但是那已經不重要。我就不

停地購買義賣券，不停地護持佛教

會。有一天，一位師姊要我買義賣

券，我說我已經買了。她說那我幫你

賣，我說不用不用，我是要捐給佛教

會的。在我的遺囑裡，德州佛教會是

我全部財產的四個受益人之一。

我愛進佛寺辦公室看義賣券的中

獎名單，因為買得多，中獎機會當然

大，一點都不稀奇，這是簡單的統計

學。就算我中過無數個鍋碗、微波

爐、筆記型電腦、禮物卡，每每站

在得獎名單的前面，總能讓我回到從

前，回到我當年的初心，讓我有機會

檢視自己。

佛恩師恩無以為報，願生生世世

常隨佛學，護持佛教。

中獎率

慈修

一年一度的義賣會又開始了，總

幹事頻頻推銷義賣券。但我坐在佛寺

辦公室裡，她都把我當空氣，不跟我

推銷。實在忍不住了，我跟總幹事

說：我要買義賣券。

平時我對抽獎這一類的事，都興

趣缺缺。前一陣子，大樂透獎金高達

上千萬(實際金額我真的不知道)，辦

公室同事吆喝大家聚資一起買，中獎

了大家一起退休，這麼美麗又不真實

的夢，對我來說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我不煙、不賭、不酒、不卡拉OK的個

性，堅持到骨髓裡。我們工會每兩年

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每次都在賭城

拉斯維加斯 舉行，把我丟進處處都

是吃角子機器的環境裡，就算只要二

十五分錢，我也從沒拉過，更別提上

賭桌賭一把。

可是我愛買玉佛寺的義賣券，中

不中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圓了我

護持佛教會的初心。

話說1993年年底，父親因病往

生，師姊把消息傳給了正在台灣的淨

師父。淨師父帶著我們全家老小，為

爸爸作了頭七。為了報恩，從那時起

我發了進入佛門第一個願：我要用這

一輩子的時間，護持德州佛教會。

總不能只練嘴皮子功夫，1994年

開始我發心帶領少青組，接著加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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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優惠訊息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創辦人 許忠政
攝於許氏威州花旗參農場

許氏45週年慶豐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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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百利失去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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