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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s Birthday

* 浴佛祈福法會
Bathing the Buddha Ceremony
* 佛光寶寶祝福禮
Baby Blessing Ceremony
* 精彩表演
Cultural Performances
* 素食園遊攤位
Vegetarian Food Stalls
* 趣味兒童遊戲
Children Fun Games
* 抽幸運獎
Prize Drawing

佛誕節&M

D

other’s
ay
celebration

母親節園遊會

May 12 / 2019 (Sunday) 10:30AM – 2:30PM
Chung Mei Temple 佛光山中美寺
Tel: 281 495 3100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www.houstonbuddhism.org

713-981-8868
21 IATAN
ARC專業

週年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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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美西、美東、黃石 折扣高達
22%
德州、美国境内游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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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心門票$18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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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

2019 年 5 月 11 日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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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電話預約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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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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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
昨舉行母親節慶祝會,近百人與會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 ）在 「母親節慶祝會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上致詞
上致詞。（
。（左
左 ）為其夫人
為其夫人，
，美南報系總經理朱勤勤女士
美南報系總經理朱勤勤女士。
。(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在母親節的前
夕，於昨天（5 月 10 日，星期五 ）上午 11 時半至下午 1 時半舉行母親
節慶祝會, 共有休市社團代表、偉大的母親代表近百人參加。包括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楊朝諄僑務諮詢委員，Stanford 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以及休市各企業主包括： 「亞洲城 」開發

商許文忠，
「聯禾地產」
負責人林承靜
、 「騰龍教育
學院」董事長
俞曉春等近百
人。
美南報業
傳媒集團董事
長李蔚華先生
首先在母親節
慶祝會上以中
、英文致歡迎
圖為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 . 母親節慶祝會現場
母親節慶祝會現場。
。
詞。他說：
（記者秦鴻鈞攝 ）
母親節使他想
到自己的母親
、岳母，她們在兩年前過世。她們的時代，歷經戰亂，最後在美國安
度晚年。他不禁要感謝美國，這偉大的國家。也對自己的母親和岳母
早年的決定,給他們十分大的力量，否則他們來不了美國。李董事長也
回顧過去四十年的奮鬥（美南報業成立於 1979 年 ），以及國際貿易

中心，百利大道這 20 年的成長，目前該區有 9000 個中小企業，一百種
不同的生意，他感謝美國給我們機會。今天很難得有這麼多好友歡聚
一堂，希望大家儘情享受我們為大家準備的精彩節目。
當天的餘興節目十分精彩，由名主持人孫聞及 Sky Dong 主持。節
目包括：樊豫珍的女聲獨唱《春天的芭蕾》及 《粉墨春秋》（當天樊
豫珍因感冒無法出席，而改為播放視頻 ）；沈珺琳的女聲獨唱《陽光
路上》及《歡天喜地 》； 陳連紅表演川劇 《變臉 》； 張馨一的女聲
獨唱：《慈祥的母親 》及《感恩 》；陳連紅的魔術表演《生錢 》；
「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表演時裝秀；以及由劉春池表演女聲獨唱《
馬依拉變奏曲》、《 我愛你中國 》。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也應邀在會中致詞，她敬佩李董事長在傳
播界的成就及對社區的貢獻。而他的文采尤其過人，她讀過李董懷念
母親的文章，十分感動，他對父母感恩尤其值得學習，她也藉此機會
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而剛參加完 Stanford 市市議員首輪選舉的譚秋
晴女士，也在會中致詞，表示華人要走出去，直接參與政治。她的選
舉過程非常辛苦,因對手是非裔，墨裔及美國人，她用了非常多的努力
，共逐一拜訪該選區二千多家庭，希大家共同支持。華人在美國參政
，總要有個開頭，她願當開路先鋒。
當天所有與會者也享用美南新聞提供的午餐，母親節慶祝會在下
午一時半左右結束。

美中創新與投資大會55 月 1616日日-1717日舉行
美中創新與投資大會
日舉行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六月八日主辦
「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會
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會」
」
（ 本報訊）美中創新聯盟將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17 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舉
辦的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這一年度盛會
。
在今年的大會中，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
現任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美科技公使銜參
贊陳富韜、奧斯汀市市長 Steve Adler、國會
議員 Pete Olson 將在開幕式上致辭，並將和
參會嘉賓一起討論中美創新等議題。對於近
期熱議的中國知識產權問題，我們邀請到了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海軍、武漢大學知識
產權法研究所所長寧立志、博欽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且其生命科學和醫療業務團隊的主席
Michael J. Wise 等中美專家，進行“中美創
新與投資合作中的知識產權與保護”的討論
。而今年的主賓城市長沙也將在大會中大放
異彩：現任長沙市委副書記朱健將和眾多參
會者介紹其歷史文化和創新氛圍，長沙也將

有數十家企業來進行現場對接。
活動安排
日 期：2019 年 5 月 16 日（週四）-- 5
月 17 日（週五）
地 點 ： The Westin Houston, Memorial
City 945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24
（具體議程請詳見附件會議）
媒體註冊網址：https://ucis2019.uschinainnovation.org/signup
如有疑問請垂詢：
美中創新聯盟媒體組
廖想 (Thea Liao)
郵箱： thea.liao@uschinainnovation.org
孫佳怡 (Jenny Sun)
郵箱： jiayi.sun@uschinainnovation.org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
頓中華保健中心於日前召開記者會
，介紹該會將於六月八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四時半，在
「雅 苑 」 （6968 Howell -Sugar
Land Road Houston ,TX 77083 )舉行
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會。
當天的行程包括： 當天上午十
時半至十一時，報到。上午 11 時 15
分至 12 時，金城銀行主講。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半，為午餐及四、
五、六月慶生會,邀請貴賓德州青商
總會總會長致詞。
下 午 1:30 至 2:15pm, 由 Center
point 主講" 火災及颶風災難的安全

防 範 ", 下 午 2:
15pm 至 3:00 pm
由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主 講 "
長者人身安全注
意事項 "下午 3:00
至 3:45 pm 為
Metro Bus 講 座 ，
下午 3:45pm 至 4:
30pm 領取捐贈禮
圖為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會
物。該講習會非
出席記者會代表合影。（
出席記者會代表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會 員 $15， 會 員
$10， 請向理事們
713-975-9888， 或 張 錦 娟
事先購票入場，當日購票一律$15。
832-236-5048 登記，於當日付款與
請於六月三日前向王秀姿監事
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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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
恭賀林映佐副處長榮調南非開普敦處長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於 5 月 4 日下午 2 時在僑
教中心 203 室舉行會員大會
室舉行會員大會，
， 並歡送即將榮調南非開
普敦擔任中華民國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林映佐（
普敦擔任中華民國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林映佐
（前
左七）。（
左七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中與僑胞們分
享蛋糕及歡送林映佐副處長。
享蛋糕及歡送林映佐副處長
。施惠德醫師
施惠德醫師、
、鄭金蘭僑
委、劉秀美會長
劉秀美會長、
、Mike Lee 警官
警官、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葉宏志監事長
葉宏志監事長、
、趙婉兒副會長
趙婉兒副會長、
、
伍國活夫人合切蛋糕。（
伍國活夫人合切蛋糕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
Mike Lee警官講認証作案人面貌的特徵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於 5 月 4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會員大會，會中
邀請華裔警官 Mike Lee 來與僑界人士分享 「若目睹，或不幸遇到
犯罪活動時，該如何辨識嫌犯特徵及樣貌」，以利提供資料，使
警方事後能順利追查並捉拿歹徒。
Mike Lee 警官談到當警察趕到後，會向目擊者或被害人詢問
歹徒的大約年齡、身高、族裔、以及當時所穿服裝或乘坐車輛的
特徵資料等。當警方若成功逮捕嫌犯後，也可能會請受害民眾前
往指認。他提到，有些案子並不會馬上有所進展，拖上數月甚至
數年都有可能，目擊者或是被害人距離案發時間一長更是難以回
想歹徒樣貌；Mike Lee 警官談到，就連自己遇上，也不能保證百
分之百將歹徒指認出來，所以 Mike Lee 警官提醒僑界人士，注意
刺青、刀疤甚至身上的痣等小地方，會更加有效。
Mike Lee 警官舉出一案例說明，曾有三個西語裔年輕人前往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地區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於 5 月 4 日下午 2 時至下
午 4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溫馨舉行會員
大會，在會中選出新任會長、副會長、
監事，並歡送即將榮調南非開普敦擔任
中華民國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葉宏
志監事長與劉秀美會長致詞讚揚林映佐
在休士頓擔任副處長對僑胞、僑團的協
助，並透露林映佐即將榮調南非開普敦
，希望藉著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來讓
休士頓僑胞們共同歡送，並準備了德州
州旗、蛋糕，讓僑界人士在德州州旗上
簽名，並寫下祝福話語。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致詞，收到祝福他感到相當溫
暖溫馨，本想低調離開休士頓就好，沒

想到許多接到消息的僑領、僑胞還是貼
心預備了許多歡送節目，讓他非常感動
；由於受到許多鄉親僑胞支持，讓他握
麥克風的手更穩、更堅定，而心中的感
謝是千言萬語也說不盡。 休士頓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致詞祝福林映佐副處長並
讚揚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對僑
胞們的貢獻。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在會
員大會中選出新任會長僑務委員鄭金蘭
、副會長僑務委員陳美芬，監事由僑務
諮詢委員劉秀美、葉宏志、駱健明擔任
。當天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監交下，
劉秀美會長把重責大任交給新任會長鄭
金蘭，方台生、施惠德醫師、葉宏志監
事，趙婉兒、王姸霞、吳展瑩、伍國活
夫人、郭蓓麗觀禮。

便利商店行搶，由於是預謀犯案，
因此三人都穿著連身帽衫、長褲，
戴上面具，使遭搶店員沒有辦法辨
識出太多特徵，正好店員觀察到其
中一名持槍歹徒手上有個刺青，最
後就靠著這刺青成功指認歹徒，繩
之以法。
另外，Mike Lee 警官談到民眾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中劉秀美
若已經安全無虞後，可趕緊將細節
會長（
會長
（左二
左二）
）致贈紀念品給華裔警官 Mike Lee(左
Lee(左
回想並利用手機記錄下來，或是將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舉行會員 三），
），鄭金蘭僑務委員
鄭金蘭僑務委員（
（左一
左一），
），僑教中心陳奕
僑教中心陳奕
逃逸中歹徒的車輛拍照，以幫助警 大會
芳主任（
（右三
右三），
），趙婉兒副會長
趙婉兒副會長，
，葉宏志監事長
大會，
， 會中邀請華裔警官講認証作案人 芳主任
方事後追查。
觀禮。（
觀禮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面貌的特徵。（
面貌的特徵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當天僑界人士踴躍提問治安有
關問題，從住家警報被觸動後是否要報警、有人帶著武器闖入住 家範圍時是否能開槍自保，或是警察是否會打電話來請求民眾捐
款等，場面互動氣氛熱絡。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本報訊）日期： 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00AM –10:00AM
活動： 2019 年 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 浴佛慶典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適逢佛誕節、母親節及慈濟日，意義
殊勝。慈濟基
金會德州分會訂於 5 月 12 日舉辦三節合一, 浴佛慶典活動，
莊嚴的浴佛典禮，不分宗教、種族，共同成就一大事因緣，
慶祝三節合一的殊勝因緣，讚揚佛法之真善美、感念父母與天地
眾生恩。 期盼透過莊嚴的浴佛儀式，啟發人人心中善念，知恩

08 台灣需要多少縣市？（一）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區域整併，依據定位營造特色
—
台灣不大，居然有六個直轄市，共二十二個縣市。
不論在哪個位置，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就是台灣需要多
少個縣市？
每個縣市是否都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在台灣省政府服務過，在台北縣服務過，在中央兩部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和內政部服務過。不論在地方或中央任職時，
我所看到的狀況是，每個縣市政府的財政狀況都不好，以大部
分縣市政府公務員的層級或是素質，是否可以做出好的政策也
令人存疑。即使是直轄市，也需要很多政務官進行規劃和執行
政策。
我常跟地方接觸，了解縣市政府的能力和侷限。
沒有能力執行二十六億元的大工程
莫拉克颱風重創台東縣太麻里溪。中央以特別預算撥付二
十六億元的河川治理經費給台東縣政府，當時我在公共工程委
員會任職，自然依法照撥。太麻里溪為縣管河川，由台東縣政
府負責執行，但是水利課課長連課員只有四個人，課長連招標
文件都寫不出來。
眼看經費使用即將超過期限，工程會下公文，大意是 「再
不把錢花掉，我就議處你」。但我們卻忘了，課長從來沒有辦
過經費高達二十六億元的大工程，既沒能力也沒人力。
於是，我去台東縣拜訪縣長黃健庭，直接了當地告訴他，
台東縣沒有能力處理這麼大的災害，建議他快請中央協助進行
復建工程，協商到最後，是由水利署第八河川局介入，才完成
太麻里溪整治工作。當時我甚至懷疑，即使第八河川局出面都
可能無法完成。
時間回到一九九八年，當年台北汐止一連淹水三次，檢討
認為基隆河通水能力不足是造成水患的最主要原因，政府因此
編列基隆河治理特別預算。執行時，因為工程過於浩大，經濟
部水利署要求全國十個河川局各自認養一段，規劃施工，才在
有效時間內將預算執行完畢。
即使是解決基隆河水患，都要水利署傾全署之力，一局一
段以 「大隊接力」方式完成。而在莫拉克風災過後，嚴重受創
的台東太麻里溪和屏東林邊溪，都是縣管河川，台東縣和屏東
縣政府有能力面對規模這麼大的災難嗎？有辦法善後嗎？
類似現象不斷重演，反覆出現，也因此長期以來，我一直
在思考，台灣到底需要多少個地方政府？現在每個地方政府都
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嗎？
人力流失，邊訓練邊打仗在台北縣政府服務時，人力和財
力上的缺乏更令我感受深刻。台北縣還沒有升格為直轄市前，
公務員職等比在台北市政府和中央政府服務的同位階公務員還
低，造成當時府內人事流動率相當高。一般人考上公務員後，
若分發到台北縣政府，頂多服務兩年，或取得資格後就離開。
因為一水之隔的台北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磁吸力太強，造
成台北縣政府一直在幫忙訓練公務人員，形同 「邊訓練、邊打
仗」。人事持續流動，經驗自然無法傳承，永遠只能辦小型工
程和經常性工程。
台東縣政府的水利課也陷入同樣的困境。整個課只有四個
人，當時還有一位課員是國立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我好奇地

問他，是不
是高考分發
來的，他回
答 「是」。
我可以大膽
預言，再過
兩年他一定
會離開，地
方政府留不
住人，經驗
根本無法傳
承累積。
過去大
型工程從統
籌規劃到執
行，都由省
政府扛起責
任，即使是
縣管河川，
預算和經費
由省政府審
核，九成以上工程也是省政府執行。但是凍省後，立即失去緩
衝空間，縣市政府所屬局處必須站上執行第一線。
少了中間的省府，縣市局處立即遭遇的問題是，基層公務
員為了寫招標文件而焦頭爛額，碰到技術瓶頸時也沒有人可以
協助，中央部會又常抱持編列預算、給錢了事，甚至是 「不執
行就處罰你」的心態。
當地方無法執行時，只有靠顧問公司或工程廠商，所以招標文
件多委由熟悉的廠商幫忙撰寫，很多弊端自然衍生出來，甚至
掉入不肖廠商事先設好的陷阱中。
這些都是無法忽視的歷史因素。過去有省府伸援手，問題
不會突顯出來，今天沒有省府了，每個地方政府都要直接面對
中央，但中央不是執行單位，更未抱持協助心態。各縣市猶如
「孤兒」，找不到拉拔他們長大的 「媽媽」。
除了人力和能力不足，縣市受制於財政，更難端出自己的
政策。我在台北縣政府時，發現縣庫只有四個字足以形容—阮
囊羞澀，當時負債高達八、九百億元，很難提出任何新政策或
新想法。想要做任何事情，都要跟中央申請經費，中央願意給
才有錢做，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直到後來晉升為準直轄市，舉債空間變大，公務員的位階
也提升，人事才逐漸穩定，但財政狀況卻依舊沒有明顯改善，
以至於縣政府提出三環三線的交通政策，仍須仰賴中央奧援，
否則根本做不了。
組織改造等於兩列列車直衝對撞
這樣的問題遲遲未獲得適當重視和解決，行政院又啟動組
織改造，同時進行縣市改制及六都升格，這就像兩列車直衝對
撞。
除既有的台北市之外，台中縣市、台南縣市和高雄縣市合
併，加上台北縣、桃園縣陸續升格，面積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
里的台灣竟有六個直轄市，反觀面積廣達九百五十七萬平方公

、報恩、利益群生。邀請大家虔誠發心，共同慶祝佛誕節、母親
節、慈濟日，以最虔誠的心，祝福天下眾生離塵離垢，與佛同等
清淨，具足智慧、福德。
我們誠摯的邀請社會各界大德一起來參與三節同慶的浴佛典
禮。會後我們將以結緣品，康乃馨、點心、水果與大家結一份好
緣。

李
鴻
源
專
欄

里的中國，卻僅有四個直轄市。
行政院喊出口號要 「精簡人事」，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組
織改造後，雖然從三十七個部會精簡為二十九個部會機關，卻
多出一堆高階文官；同樣地，改制後的六都，公務員不但沒有
減少，還在持續膨脹中，邏輯上完全矛盾。
我在尚未進入行政院前，就曾提出預警。當時行政院邀請
專家學者到院內開會，討論至今尚未完成改組的環境資源部，
會議主席是時任副院長的陳。
在這場會議中，我提醒行政院，政府組織改造和地方改制
猶如兩部車同時啟動。這兩部車都要面對同一個關鍵問題，中
央政府的定位到底是政策單位，或是執行單位？
中央政府若是政策單位，就有政策單位的做法。以我最熟
悉的水利體系為例，除了既有的台北市和高雄市，從新北市、
桃園市到台中市、台南市，改制後都要從水利科（課）擴充為
水利局，從原來不到二十人的規模，擴大到兩百人左右，且所
需多是高階公務員。
然而，經濟部水利署編制內又有十個河川局，水利局所做
的很多工作其實和直轄市的河川局部分重複。舉例來說，大甲
溪、大安溪的水利相關工程，於法應該由台中市水利局負責，
但因為市府沒有能力處理，順理成章由第三河川局扛起來。
但有必要既有台中市水利局，又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
局嗎？
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央政府的定位要先定義清楚。以大甲
溪和大安溪治理來說，若確認由第三河川局進行工程發包施
工，完工後交給台中市府管理，台中市水利局就是管理單位，
頂多負責規劃高灘地人行步道等，人員也不需要擴充到兩百
人。
但今天我們面臨的狀況，是經濟部水利署的人員並沒有減
少，六都升格後還暴增近千名水利高階公務員，因為權責未釐
清，導致平常爭預算，災害發生反而互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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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僑界發表共同聲明支持臺灣參與 WHA
達福(Dallas Fort Worth)地區超過 30
位僑領 5 月 5 日下午齊聚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聯署共同聲明支持中華民國臺
灣參與世界衞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 並 共 同 致 函 美 國 衛 福 部
（HHS) 部長 Alex Azar，希望他支持臺
灣參與第 72 屆 WHA，駐休士頓辦事處
處長陳家彥、副處長林映佐、文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及楊容清也到場向與會僑領
致意。
活動由僑務委員孟敏寬主持，她表
示，在地球村的時代，疾病跨國界傳播
難以預防，醫療無國界，台灣不該被摒
棄在全球醫衛網絡的保護之外。她特別
感謝達福地區僑胞、社團負責人及僑務
榮譽職等出席支持聯署活動，因為有大
家的支持，才能顯現僑胞團結支持臺灣
的力量。陳家彥也表示臺灣被排除在
WHA 之外造成全球醫衛安全體系的嚴重
漏洞。據了解，第 72 屆 WHA 將於 5 月

20 日至 28 日在日內瓦召開，臺灣目前
仍未收到邀請函，達福僑界因此齊聲呼
籲國際關注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活動的基本
權利，希望 WHO 正視臺灣人民的健康
權及健全全球防疫體系之重要性。
當日參與聯署的僑團有：中華社團
聯誼會、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中興大
學校友會、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北德分會、北德
台灣商會、美南書
畫藝術協會、北德
客家會、政大校友
會、達拉斯壘球協
會、達拉斯華耆書
法協會等，多位僑
領亦以個人名義參
與聯署。
陳家彥於活動

結束前也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頒發
僑務榮譽職聘書給達福地區僑領，獲聘
擔任僑務諮詢委員的有方芸芸、宋宏一
、林郁芳、畢可璞、曹利娜及羅玉昭，
僑務顧問為王寶玲、王嘉玲、鍾開瑞、
陳世修及劉杏芳，孫禮超及張志榮為僑
務促進委員，以表彰他們在當地僑社及
美國主流社會的福務及貢獻。

新勝景掌中劇團達拉斯公演 佳評如潮
美 國 達 福 台 灣 同 鄉 會 5 月 5 日 在 達 拉 斯 City
Auditorium at Allen Public Library 舉行台灣傳統週盛
典，邀請由僑務委員會遴派之新勝景掌中劇團演
出 「南俠一生傳」 布袋戲，精彩的表演驚艷全場
華洋觀眾。
當日表演吸引 450 餘位當地僑胞、留學生及主
流社會人士觀賞，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
容清亦特別自休士頓前往現場觀賞和支持。陳家
彥致詞感謝達福台灣同鄉會籌辦此次台灣傳統週
訪演，使得更多美國友人能認識台灣的優質文化
。
新勝景掌中劇團順應時代潮流，將傳統的布
袋戲與現代的動畫投影結合，搭配光雕的新科技

與會貴賓會後與劇團成員合影留念

，設計出史無前例的 『光雕投影布袋戲』 ，並結
合流行動感的搖滾樂，將布袋戲多元化及年輕化
，讓布袋戲文化再次活躍。本次布袋戲的主題
「南俠一生傳」 係由五六十年前風靡全台的 「南
俠翻山谷」 改編，為了讓聽不懂台語的觀眾以及
國際人士都能享受這場布袋戲，舞台特提供中英
字幕，讓與會的觀眾了解劇情，近 60 分鐘節目全

現場來賓踴躍連署支持台灣參與 WHA

無冷場，令觀賞表演觀眾對台灣文化之美留下深
刻印象。另為聲援台灣參與 WHA，主辦單位特發
起致美國衛服部長 Alex Azar 請願函連署活動，促
請支持台灣參與 WHA，現場來賓踴躍連署表達支
持。

演出吸引眾多華洋觀眾觀賞，
演出吸引眾多華洋觀眾觀賞
，場面熱鬧

休城畫頁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 僑教中心副主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任楊容清、
任楊容清
、 副會長 許碧珠
許碧珠、
、 謝文山理事
祝賀五月份壽星:: 王廖秀美 、沈忠臣 、柯
祝賀五月份壽星
志佳 、 張闕桃
張闕桃、
、 張慧麗
張慧麗、
、 陳玉裡 、 黃廖
月霞、
月霞
、黃博英
黃博英、
、楊美珠
楊美珠、
、林淑美
林淑美、
、江慈暉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五月份母親節聯歡會

沈忠臣老師教導長春會員做健身活動、參加
沈忠臣老師教導長春會員做健身活動、
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
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 也活潑增元氣
也活潑增元氣!!

江淑雲等七人表演山地舞及演唱

副會長 許碧珠卡拉 OK 演唱深情海岸

5 月 4 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謝文山理事領唱
長春會歌

副會長 許碧珠作會
許碧珠作會務報告
務報告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向長春會員道別、他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向長春會員道別、
即將榮調南非開普敦榮膺處長一職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祝長春會員母親節快樂

MOMO 張闕桃和江淑雲聯袂演出 Lin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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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
出了車禍不要緊，
幫你治，
幫你治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
、 10 年 ， 甚 至 20 年 之 後 ， 大 多 數 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三）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
中，冷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
100℃的位置，或在冷車發動時，發
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升高至沸騰，在
補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功
率明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系統出
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因大多是
：冷卻系嚴重漏水；隔絕水套與氣缸
的氣缸墊被沖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
；風扇傳動帶鬆脫或斷裂；水泵軸與
葉輪鬆脫；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
會點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
兩種情況。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
實低，低到指示燈發出警告的程度，
說明潤滑系統確有故障，必須予以排
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那樣，機油
潤滑系統沒有故障，而是機油壓力指
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錯誤地點亮了
指示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動機
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
排除為妙。通常情況下實癥的可能性
較大，應作為判斷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
抖動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
96km/h 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
，降低車速，現象即消失，若再加速

至 90km/h 左右時抖動又出現說明汽
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障原因有：輪
胎動平衡失準；前後懸架、轉向、傳
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軸距失準
；半軸間隙過大。首先，輪胎平衡失
準會使車輪連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
造成全車抖動的主要原因。其次，懸
架機構、轉向機構、傳動機構松曠、
鬆動，造成前束值、車軸距失準，鋼
板彈簧過軟，導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
共振，誘發全車抖動。再次，半軸間

隙過大，使後化在行駛中作不規則運
動，磨損加劇，造成旋轉質量不平衡
，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障若不及時
排除，將導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
故障。（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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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等法律文書認證程序
(Authentication)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Authentication)
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一
些事務。如: 需要委托國內的親屬或朋友
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賬戶，商
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單身
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或到中國辦
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
過領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領事機關
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證機關或認證機關
的最後一個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
認證的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文書能
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疑
文件上的簽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
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
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逐漸
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
著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動，
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的
形式和要求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
通過一環扣一環的連鎖認證方式，由一
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認最後環節的
印章和簽字屬實，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
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關
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
當地的使用，從而涉外文書能夠在各國
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
、法律訴訟文件、健在（生存）證明、
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明、護照復印件
與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員
（地保官）公證 (Notary)，再到州政府
(Secretary of State) 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
資格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
(Authentication)。 整 個 過 程 需 要 兩 到 三
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
文本；2、與委托事項相關的權利證明原
件或復印件(如存折、股票開戶憑證等)；
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提交結婚
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涉及房
產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復印件
。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 1、委
托書文本；2、親屬關系證明等(證明父母
和子女關系，如兒童出生證)。3、父母本
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2、與
聲明事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3、辦理放
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繼承
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人親屬關
系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4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
；2、有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離婚調
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件；喪偶
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件及復印
件;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
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今年 H1B 抽簽於 4 月 10 號正式
結束。移民局共收到 201,011 份申請，比
去年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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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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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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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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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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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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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19 年 5 月 11 日

Saturday, May 11, 2019

B8

2019 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中華武術展

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上周末舉行（下）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9 年世界之星中
華武術錦標賽、中華武術展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
獎學金頒獎典禮於上周末（4 月 26 日至 28 日 ）在
Westchase Marriott 盛大舉行。共有全美五十幾所
學校，表演團體上千人參加。這也是主辦單位由吳
而立、羅茜莉夫婦主持的 「宏武協會 」 籌備了一
整年的心血結晶。
2019 年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上周六（4
月 27 日）上午九時半舉行正式開幕式，介紹與會
的各大著名武術學校負責人，並由與會貴賓下場表
演聲勢盛大的太極武術，以慶祝世界太極日，並為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作了聲勢壯盛的開場。
經過熱烈的激賽,各組的總冠軍得主終於誕生
如下：傳統功夫大賽： 「少年組」 （10 至 12 歲）
Allen Palmer, 「 少 女 組 」 （10 至 12 歲 ） Li Ying

Teng, 「 少年組 」 （13 至 17 歲 ）Zachary Briones,
「 少女組」 （13 至 17 歲）Karolyn Dai , 「 成年男
子組 」 （18 至 35 歲 ）Quentin Lopes , 「 成年女子
組」 （18 至 35 歲 ）Alicia Beavers , 「成年男子組
」 （46 歲以上 ）Mitchell Purpera 。武術組： 「兒
童組」 （7 至 9 歲 ）Evan Zhuang, 「少年組」 （ 10
至 12 歲）William Wei , 「少女組 」 （10 至 12 歲 ）
Maggie Cheng And Elaine Wang, 「 少 年 組 」 （13
至 17 歲 ）Haitian Tan, 「少女組 」 （13 至 17 歲 ）
Jean Hoang 。 傳統太極大賽： 「少年組 」 （17
歲及以下 ）Zachary Siytangco, 「少女組 」 （17 歲
及以下) Lucy Zhang, 「成年男子組」 （18 至 45 歲
）Javier Rodriguez, 「成年女子組 」 （18 至 45 歲
）Zoe Siytangco - Johnson, 「 成年男子組 」 （46
歲及以上）Mark Rinkerman, 「 太極大賽」 （女子

組 ）Veronica Tam, 其他內功：（男子組 ）Richard Mertens, ( 女子組 ）Sharon O'Brien。
中華武術展暨第六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
典禮於 4 月 28 日（ 周日 ）上午十時半舉行。當天
頒發今年度獎學金得主為：Lucy Haigan 及 Jonathan Maxwell , 每人獲得獎學金美金一千元。並頒
獎給上述競賽得獎人。而來自休士頓、奧斯汀 ,
Plano, 達拉斯 , 路易斯安那及國際性的各大武術團
體及個人分別在頒獎典禮上表演，出眾的武術演出
，令全場大開眼界，頗收觀摩與學習之效。
上周五 、六 、日三天還安排了來自密蘇里州
蘇師父，來自加州的楊俊敏師父及本地胡鄰師父、
楊俊義師父等人各開專場（Workshops )指導武術
、氣功、擒拿、太極等武術，令與會者獲益菲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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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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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星中華武術大賽圓滿落幕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大放光彩

由休斯頓宏武協會承辦的 「世界之星
中華武術錦標賽」，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
至 28 日在休斯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盛大舉行。開幕式是由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龍獅團在斑斕矯健的舞獅和威武雄壯的
鑼鼓聲中拉開了比賽序幕。
本次比賽開設 400 多個項目，包括外
家、內家傳統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
、推手、應用等，兵器並分長、短、以及
其他各種兵器；按年齡、性別與習武時間
長短分不同組別，從初學者到高級者都可
以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優
勝者獎牌，總冠軍大獎盃依年齡和項目分
為不同組別。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由三位
國家隊隊員領銜共有 21 人參賽 。他們是
Jean Hoang ,Karolyn Dai, Elaine Wang, Alex Xu、 Liying Teng、 Tyler Diep、 Aaron
Yang、 Andy Wang、 Avery Tanzil、 Alexander Starnes 、 Austin Byun、 Robert
Walker、Brian Chiu、Ethan Wu、Dazhi Lu
、 Sophia Song、 William Richmond、 Haoran Shen、Tyler Valeri、汪涵明、劉國靖
他們不負師父期望，在比賽中頑強拼搏，
再一次爭金奪銀，取得了少林、長拳、南
拳、象形拳、太極拳、散手等項目的 40
面金牌、17 面銀牌、5 面銅牌，總獎牌
62 面的優異成績！再一次為我院爭得了
榮譽！
黃吉安（Jean Hoang), 戴曉辰（Karolyn Dai） 王 臻 真 （Elaine Wang, Liying
Teng 四位同學分別獲得女子 13-17 歲和
10-12 歲組武術和 KungFu 的總冠軍的大
獎杯。男同學也都有新的進步，受到了鼓
舞，爭取明年實現總冠軍獎杯的突破。實
為難得，可喜可賀！
太極拳教練潘鴻玲，貝丹青、Kevin
Boyd 和武術教練 Billy NISBETT,Clint Wu
應主辦方邀請作為裁判出席了比賽。他們

以其裁判中的嚴謹專業、嚴明公正受到大
家的一致好評！
鑒於我校多年對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
標賽多年來的大力支持，宏武協會吳而立
會長向釋行浩少林功夫學校頒發了特殊貢
獻證書。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的表演隊在 4 月
8 日上午 10:00am 舉辦的 Master Show 師傅
級的演出中也有精彩亮麗的表現：現場氣
氛熱烈，掌聲雷動！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同
門派的武術大師南拳北腿、龍爭虎鬥，武
術高手同臺獻技。由美國全國少林禪武總
會長釋行浩（程浩）大師帶領其弟子被安
排在後半場演出，第一個上場的是由 billy
教練帶來的六人盾牌刀陣，只見他們喊殺
陣陣沖上舞臺定式造型隨著激昂的音樂不
時的變換隊形演示著古時步兵一手持盾一
手持刀，砍殺防禦、攻防合理，劈砍撩刺
、進退有序，並飛身躍下舞臺定勢，在陣
陣掌聲中拉開了本次演出的序幕！接下來
是由 12 人組成的太極方陣緩緩進場只見
他們步法輕靈穩健，身法中正自然，拳架

舒展大方，原來他們演示的是楊氏太極拳
的起手八式，隨著音樂的旋律再次變換隊
形 ， 出 場 的 是 教 練 Kevin Boyd 和 Arron
Brother 的二人太極散手只見他們各自上
場分立兩旁這邊一個黑虎掏心、那邊一個
搬攔捶，這邊一個雙風灌耳、那邊一個夜
裏藏花把推手中的舍己從人、不丟不頂、
粘黏連隨等推手要義都發揮的淋漓盡致！
接下來的是潘鴻玲教練的楊氏太極刀和貝
丹青教練的武當劍只見她們同時出場，潘
鴻玲教練的楊氏太極刀勇猛厚重，剛中寓
柔，柔中寓剛，其動作速度柔和平穩，行
雲流水，內勁飽滿，剛柔相濟，氣勢中正
舒展，敏捷輕靈，而貝丹青教練的武當劍
"太極腰,八卦步,形意勁",乘虛蹈隙,不拘成
法,順人之式,借人之力,以靜制動,後發先至
,避實擊虛,以斜取正,走化旋翻,輕穩疾快！
刀劍的區別是“刀求穩重、劍重輕靈“，
“刀如猛虎，劍似飛鳳”，“刀走黑，劍
走青”（即剛猛與輕靈之別）太極刀較為
威猛，而太極劍更顯瀟灑，兩位老師的演
出充分體現了太極拳的內外相合、節節貫
穿，勁力沈實、意領身隨、一氣呵成，獲
得了場下掌聲一片！正在意猶未盡之時突
然三把單刀沖出舞臺原來是王月堂、汪涵
明、Arron Brother 他們帶來的陳氏太極單
刀只見他們起手就是日套三環、撥雲見日
、左右撥草尋蛇、青龍出水、雁別金翅等
，他們行步如流水，動勢若行雲，刀在身
上滾動如飛；刀環繞身，纏繞疾速、忽左
忽右，輕沈兼備、以腰帶刀、剛柔相濟、
氣勢如虹！接下來的是 Kevin Boy 教練的
太極八卦大刀，歌雲：四尺二寸八卦刀，
吊推劈拉紮為高，只見他步走八方，動中
求變，轉旋連環、舒縮翻繞，隨心所欲，
靈閃巧變，發揮的淋漓盡致，神完氣足！
接下來的是 12 人的陳氏太極功夫扇只見

他們整齊劃一、動作以腰為軸，節節貫串
；一動則周身無有不動，一靜即百骸皆靜
、運勁如抽絲、如行雲流水，綿綿不斷；
扇面時開時合，武舞共融，瀟灑飄逸，開
合有度，剛柔相濟！發勁松活彈抖完整一
氣！贏得了臺下陣陣掌聲和喝彩！正在意
猶未盡的時候音樂突變，12 人的功夫扇迅
速旋轉合圍一隊兩分水，少林弟子從中飛
身出場，10 人上臺刀棍定勢亮相、隨著音
樂響起整臺少林弟子迅速變換招法、開聲
吐力氣勢如虹一出場就贏得了觀眾的陣陣
掌聲，緊接著就是一
組集體刀陣只見他們
刀法護身，上架下攔
，銀光遮體，跟著是
勢烈剛猛的少林集體
棍陣只見他們動作剛
猛有力、以氣催力、
氣勢雄偉、棍打一片
、虎虎生威、開聲吐
力響徹整個演武大廳
，場上是上下翻飛如
蛟龍出水，刀棍相融
定勢合圍之勢帶出
Elaine Wang 的 少 林
童子功，只見她精神抖擻，健步如飛在鏗
鏘有力、跌宕起伏的音樂伴奏下時而朝天
蹬踹身似鐵,羅漢睡覺軟如棉；時而倒掛
金鐘輕如葉，臥魚觀禮巧連環，童子拜佛
功自然......現場掌聲雷動！在其即將結束
之時太極功夫扇左右兩隊上場虛位以待，
以合圍少林弟子之勢完成定勢本場主題
（太極-功夫），他們的演出真是英姿颯
爽、威風凜凜、目不暇接、嘆為觀止！再
一次，意猶未盡的時候結束了本場演出！
美國少林禪武總會暨休士頓釋行浩少
林功夫學院是以完備自我、關愛他人、
“武” “德”並重為宗旨，致力於中華
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教育
機構。學院自 2001 年成立以來，成功舉

辦了各種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包括功夫英
雄 2014、少林傳奇 2013、德州少林文化
月、情系中華春節武歌舞大聯歡、國際中
華武術健康日、St Jude 兒童癌癥研究醫院
慈善籌款等大型活動，並積極參加各種公
益演出，在歷屆亞美藝術節、休斯頓國際
節、2012 年休士頓辛亥百年紀念晚會、休
斯頓 2013 年和 2018 年春節聯歡晚會“擁
抱春天”、2015 年美南各界人士紀念二戰
勝利 70 周年大型晚會、2017 年炎黃中秋
賑 災 義 演 、 2018 光 鹽 社 慈 善 音 樂 會 、
2018 《美中之韻》絲路春好綜藝晚會、
歷屆休士頓華人華僑國慶節升旗儀式、感
恩節大遊行、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休斯頓
博物館、休斯頓自然博物館、休斯頓藝術
博物館、休斯頓火箭隊、休斯頓大藍馬足
球 場 上 、 Texas A&M、 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ouston、 Texas Tech、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及 總 領 館 舉
辦的迎世博慶新年晚會等活動中都有亮麗
精彩的表現。釋行浩大師其弟子多次入選
國家隊參加世界比賽並獲得驕人成績,並
且每年參與組織表演、比賽近百場，倍受
主流社會及華人社區各屆的關註和支持。

基於學院在中美文化體育交流上所做出的
卓越貢獻，美國老總統布什、美國國會議
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
、國會議員尼克•藍普遜、德州州長瑞克
•培瑞、德州州議員武休伯、休斯頓市長
比爾•懷特、安尼斯•派克和現任市長特
納先生代表政府都給釋行浩大師和休斯頓
少林功夫學院頒發嘉獎令和榮譽證書，並
且命名每年 3 月 28 日為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曰。
釋 行 浩 少 林 功 夫 學 院 地 址 ： 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TX77036 網址
： Houstonshaolin.com
電 話 ：
832-858-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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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症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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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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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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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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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而過~陳瑞曾教授是誰?

(下)

從事光電通訊和生物科技
的專業研究，現為電機與
計算機工程系講座教授。
這24年中，我指導畢業了
46位博士，獲得了多次全
美國的研究大獎，發表了
800多篇的學術論文及25
個專利，並主持過超過
120個美國聯邦政府所支
持的研究計劃。」
1988-1992年，陳教
授在洛杉磯門徒之家接受
傳道人及牧者培訓。過去
這廿多年，陳教授又要
做牧師（牧養奧斯汀、達拉斯傳福基督徒
聚會），又要做教授，還有自己成立的公
司，又常應邀至北美、歐洲和亞洲基督徒
當中作特會的講道和培訓。這是神的加倍
恩典，讓他能在凡事上經歷祂、榮耀祂！
陳瑞曾教授娓娓道來：「在加州的十年
裡，認識了影響我一生的兩位牧者，一位
是聖地牙哥聖經教會的賴天賜牧師，在他
的身上我看到一位好牧人的心腸和對神的
熱忱，讓我日後對於如何做一位好牧者有
很好的榜樣。另外一位是基督徒聚會和門

陳瑞曾牧師與家人合影。
（承接上期）
※加倍恩典
陳瑞曾教授1980年畢業於台灣國立清
華大學；1982年來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讀博士；1988年獲加州大學電機
博士。「頭4年我在洛杉磯一間高科技公司
上班，在工業界頭一年，從研究科學家升
到光電部經理，再升到光電生産部主任，
薪水在一年之內成長了25%。從1992年到
現在，轉職應聘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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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家的帶領人史伯
誠牧師，對《聖經》
啓示性的亮光和對神
永遠旨意的清楚教
導，對於我整個神學
的訓練和恩賜的培養
有著極大的幫助。在
這裡要特別感謝他們
兩位在我生命中所做
的一切。」
※活出卓越
陳瑞曾教授說︰
「我們能接觸的人群，是我們建立影響力
的範圍。故此大學中工作的基督徒教授和
職員向校園大學生傳福音，領大學生認罪
悔改，歸信耶穌，成為基督徒，是關鍵性
的工作。《聖經‧彼得前書》二章9節特
別提到：『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在《聖經》原文
是『卓越』的意思，我們乃是這一位創造

～思牡札記～

天
5 月 5 日（ 主
日）
西南國語教
會發啟為王廣衛
(06/2018 車 禍 致 頸
部以下癱瘓 ) 的捐款從三月二十四日到四
月二十八日一共是 $3110，該教會同工王
建民弟兄，潘師母，安琪（號角義工）韓
友惠牧師等預訂 5/7 10:40am 集合出發，聯
袂前往探望王廣衛弟兄趙曉嬋姐妹（住在
維多利亞），送愛送暖送去愛心捐款，求
主記念西南國語教會的弟兄姐妹愛心。
過去一個多月筆者陸續收到號角義工
給捐款共有 $570 我加上西南國語教會的
$3110，共有 $3680，我們轉交給王廣衛夫
婦。
5 月 7 日（星期二）
10:00am 筆者開車去糖城 25 分鐘到達
糖城大華 99 華人超市與另外四位愛心天使
集合，同去探望王廣衛弟兄（中國廣州人，
2018 年 6 月初車禍導致頸椎神經第 5，第
6 嚴重受損傷，導至頸部以下癱瘓迄今，
目前作復健中）
今天陰天，雲層厚，下大雨，一路上
王弟兄小心開車。中午 12:30 平安抵達維
多利亞。
Victoria 以勒團契六位姐妹們愛心天使
已來準備美食請我們休士頓愛心天使們共
享午餐聯誼時光。
曉嬋兩個月前有告訴筆者，希望有牧
師來我們家給他們領聖餐機會，聖餐我昨
晚寫信給莫麗君姐妹了，她說會準備好。
昨晚我聯絡李國宏大姐，她說今天也願意
和我們同去探訪，感謝主耶穌，讓我們五
位愛心天使同去看望主內受傷的肢體。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若有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知道我們是主的門徒
了。
我們先請韓牧師主持領聖餐，我們全
體共有 13 位同心領受聖餐，筆者也為餅、
杯祝謝禱告，感謝主耶穌為我，為我們，
為全人類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捨命流
血，賜我們赦罪除罪恩典，賜我們救贖恩
典，使我們可以藉著耶穌的血，可以親近
上帝，與祂和好。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韓牧師，王建民弟兄也為廣衛弟兄作
信心醫治禱告祝福。
安琪則與曉嬋私下鼓勵交流有關申請
補助醫療款等心理建設等，讓曉嬋受感落
淚。筆者鼓勵曉嬋如果照顧先生累了，有
壓力，就在主耶穌腳前大哭一場，紓解壓
力。
離去前，我們大家牽手禱告，王建民
領禱告，他受感哽咽，空氣霎時凝住，相
信今天我們休士頓五位愛心天使與維多利
亞六位愛心天使相聚在廣衛曉嬋家中，主
耶穌必悅納。
下午三點回來，中途遇大雨，5 點左
右，一場傾盆暴雨泄了下來，不時伴隨着
轟隆隆的雷聲，一兩个小時絲毫没有要停
的意思。
兩個小時平安抵達糖城大華 99 超市，
吃晚餐後，四位弟兄姐妹回家，但被水淹，
行進頗慢也，筆者仍在超市等雨停、退水
後，再打算回家去。
在等候時間裡，筆者聯絡西南國語教
會群組，告訴教友我們探望王廣衛夫婦的
相片與回程遇下暴雨消息，先後收到幾位
姐妹發消息，感謝各位姐妹們的愛心 :
「潘師母，你還在大華超市嗎？需要

◆◆◆

留◆ ◆ ◆ 客
陳瑞曾牧師與友人合影。

我去接你來我家住在嗎？」秀梅
「 我 知 道 很 多 路 被 関 了， 現 在 等 水
退。」小喬
「師母，也可以來一美家过夜。」
「秀梅，外面馬路雨水很高，你車子
底盤低危險，我們去接，我有大車。」小
喬
「師母我是鳳喬，舜年接你來我們家
住」
「我剛才嘗試開車出去接妳，但馬路
全被車子擋住無法過去。」
韓牧師告訴我 9:20pm 才剛到家，開兩
個小時才到 Katy，淹水積水。平常開半小
時路程。
王建民弟兄說「我在 8:45 pm 到家；
從大華超市開了一小時四十五分鐘。謝謝
關切！」
平常王建民家 Richmond 來大華 99 才
25 分鐘。
目前，國家氣象局（NWS）已經對休
士頓地區發佈洪水預警，一直持續至周三
凌晨 2 點。受災區域包括休士頓大部分地
區：Chambers、Galveston、Harris、Fort
Bend、Brazoria、Wharton County。
天 氣 預 報 顯 示， 休 士 頓 北 邊
Kingwood、Humble 降雨達到 8-10 英寸，
西南邊 Rosenberg、糖城降雨將達 7-8 寸。
另 外 一 個 受 影 響 嚴 重 的 地 區 是 Fort
Bend County， 包 括 糖 城、Missouri City、
Resenberg、Stafford 和 Richmond 等城市都
開啓了暴雨警告。
糖城的官員表示，今天下午 4 點之間
降雨量超過 7 英寸，到了晚上該市的所有
道路都無法通行了 ...
直到現在 9:50pm 雨才小些。
我知道，六號公路今晚是水洩不通，
車水馬龍，動彈不得。
5 月 8 日（星期三）
我 3:20am 醒來，雨聲沒有了，平安夜
晚。我現在禱告後，會繼續睡覺，不用擔
心我，我在天父的看顧保
守下，享平安。天亮後，希望可以回
家（自糖城開回西南區約 25 分鐘）。
安琪昨晚自大華超市回家只需五分
鐘，但轉入她家巷道內積水多過不去，請
她朋友童雅各夫婦開大車接她去她朋友家
住一晚，我在糖城李國宏大姐家住一晚，
真的是「天留客」啊！
@ 友人來信
神大大使用妳，大陸中國人，台灣人，
你均熱心傳福音，關懷。
高美香傳道 / 台灣
客氣了師母，是您們遠道來關懷激勵
我們同心行善。
莫麗君 / 維多利亞
應該由我們維多利亞教會來感謝您們
的不辭辛勞，以及休士頓眾教會的幫助廣
衛曉嬋。謝謝您們大家！薛菁 / 維多利亞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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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萬有者的宣揚者，神的卓越性能藉著
我們發表出來。我們要活出品格的卓越，
來彰顯神的聖潔；在表現上卓越，來彰顯
神的能力；在創造上卓越，是彰顯神的智
慧；用屬天的信心勝過屬地的挑戰。仰望
神，活出神給各人的卓越見證。每一個彰
顯都叫神得榮耀，也都成為引人認識基督
的橋樑，生命才能影響生命，面對浩瀚的
科研領域和廣大禾場的需要，基督徒的大
學教職員需要有好的聯結，讓我們能彼此
勉勵，彼此成全，手連手，心連心，完成
神在這一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使命。」
陳瑞曾教授年輕有為，所主導的研究團
隊，今年四月獲得650萬元研究經費補助，
這是研究團隊第二次獲得美國國防部MURI
的大型研究經費，足以顯示國防部對於其
研究項目的重視；其所主導項目是透過奈
米光子材料來有效提高運算系統，對於通

回 家

陳瑞曾牧師與青年團合影。
信數據的運算、傳輸等，並能降低運算時
的能源耗損。
在學術專業領域中他是佼佼者，陳教授
於1999年獲選為國際光電學會(SPIE)院士，
2000年獲選為美國光學協會(OSA)院士，
2003年獲選為IEEE院士。但他勝不驕，仍
以謙卑為懷，他是天父寶貴的器皿，祝福
他成為多人蒙福的導管。
※往前奔跑
2009年7月28日，陳師母（文
粹）在毫無預警之下，突然腦部
主動脈血管破裂，當時陳教授人
在外州出差，晚上趕到加護病房
時，她已經在完全昏迷狀態，他
們通過代禱網，在北美、台灣、
大陸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許多的牧
師、代禱者為她能得醫治迫切的
禱告。陳教授和三個女兒也為此
事禁食禱告10天，他們毫無懷疑
神能醫治她，然而天父決定接她
回天家，他們雖然不解和困惑，
但順服神主權的決定。這件事情
對於陳教授個人、他的家庭、教會和國度
事工，都有非常沉重的影響。陳教授說︰
「從2009年文粹離世到2010年，我所流的
眼淚多過我這一生所流的，有許多生活的
細節都需要調整，在這不容易的過程當
中，天父（神）藉著異夢和異象告訴我，
文粹現在在更美好的地方，並且天上的聖
徒（已經離世的基督徒）在為我們禱告，
藉著禱告來扶持我們，這是讓我非常感動
和牢記在心的。天父還提醒我，在基督裡
分離是暫時的，將來相聚是永遠的。天父
也再為我預備了Ruth作為我的妻子和事奉
上的同伴，這一切直接從天父而來的預備
和異夢、異象，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盼
望，讓我們能帶著生命的傷痕，勇敢在屬
天的道路上，帶著盼望和平安，繼續在神
給我們的呼召中往前奔跑。」
（全文完）

◎方 華

每年春節前後，中國大陸大城小鎮都擠
滿了人潮。春節前從各大城市流向不同的農
村和小鎮，是歸家的打工者；春節後從四方
八面聚向繁華的都市，是離家尋尋覓覓生計
的人。每年這個時段龐大的旅客量，嚴重考
驗整個運輸系統。去年二月的一場雪災，就
把許多歸家的旅人凍在路上，進退不得，而
車站和機場更擠滿了急於上路的人潮。在電
視螢幕上，班機取消了，沒法回家的大學生
對著鏡頭嗚咽：「我要回家！」
回家，是中國人過年的傳統，不論貧
富，豐足抑或拮据，最重要的是一家團聚。
一年到頭在外地打工拼搏，不就是盼著過年
的時候，家人相聚嗎？美味的菜餚，難道在
外鄉就吃不上？可能是更精美呢。娛樂節
目，大城市怎會缺少呢？問題不在於這些東
西，而是家在那一處，那一處最微薄的享
受，已是最貼心的享受。
家，是人心的去向。無家可歸，往往是
用來描述受災人群的可憐處境。如果你過年
時可以和家人一起共度，恭喜你，希望你珍
惜這美好的時光。
不可不知，我們的靈魂也渴望歸家，當
靈魂所暫住的帳棚——即是我們的肉體，日
漸衰殘，也就是靈魂將要歸家的時候了。聖
經描述那些有信心的人，是羨慕一個更美的
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家鄉。
若干年前有一對老宣教士夫婦，在非洲
傳教多年後退休返鄉。他們沒有退休金，多
年來在非洲的生活又將健康摧殘了，內心不
免有沮喪和擔憂。

他們在回鄉的輪船上有一位大人物──
羅斯福總統，正從他的非洲打獵之旅回國。
船上大家都注目著這位大人物，沒人留意這
對老宣教士夫婦。到了紐約港口，有樂隊和
大批政要及傳媒來迎接羅斯福總統，卻沒人
理會這對老宣教士夫婦。
老宣教士心中忿忿不平：「我們犧牲自
己在非洲多年服事上帝，到頭來沒有人管我
們；而這個人，只是去打獵，上帝卻讓那麼
多人歡迎他？真是太不公平了！」
他的妻子說：「那你直接跟上帝去說
啊！」
老宣教士進入房間禱告。當他再出來
時，臉上泛著光芒。他妻子問他上帝跟他說
了甚麼讓他這樣高興。他說：「當我抱怨總
統回家就有盛大的歡迎，而我們回家卻沒
有人理會時，上帝拍拍我的肩頭，對我說：
『你還沒有回家啊！』」老宣教士十分滿足
地說：「上帝告訴我，我的賞賜在我回家時
就會看到了。」
是的，如果我們終於要回家，那目前的
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當我們的靈
魂回家時，在天上會受到回家的歡迎。
( 文載自［中信］）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佛教

星期六

2019 年 5 月 11 日

B14

Saturday, May 11, 2019

9
169

龍捲風過後 春暖花開愛遠揚
◎夜半龍捲風肆虐 德州志工前進勘災
4月13日凌晨，奧斯汀（Austin, TX）東北邊約161公
里的富蘭克林縣（Franklin, TX）居民在睡夢中
驚醒，龍捲風以高達
140英哩的時速一路摧毀了
55間房子，市區一片狼藉。
慈濟志工隔天從德州奧
斯汀聯絡處開車兩個半小
時前往勘災。進入災區，
一片廢墟，無奈也無助的
災民，站立其中，不知
來自聖安東尼聯絡處的志工王玲吟，捨
不得災民受的苦，給予深深的擁抱，並 該從何整理起。
膚慰她：「災難過後能夠保住性命，已
經是非常的幸運了！必有後福！」

由於紅十字會負責
人奈特·基德威（Nate
Kidwell）在哈維風災（Hurricane Harvey）賑災現場看
過慈濟，聽完志工來意，馬上將紅十字會所做的災情評
估、統計資料、災民聯絡訊息等分享給慈濟，讓慈濟能
在4月27日規劃好發放現值卡及物資。

◎龍捲風過後 春暖花開愛遠揚
發放當天風和日麗，早晨七點半不到，奧斯汀聯絡
處28位志工，共乘前往一個半小時車程的發放地點─富
蘭克林市弗朗西斯（St. Francis）天主教堂 。

希望（Hope Zeig）女士的姊夫，之前就染上肺炎，
這次龍捲風房子全毀，感到無比的壓力而住進加護病
房。姐姐在醫院照顧姊夫，無法前來領取物資，在市長
確認下，由希望女士代領，並暫時協助照料他們的六個
孩子。

溫倉彬、陳靈芬、黃芳文、
陳宗坤、陳宗哲

國家及其他地方救助時，覺得非常了不起。神父因慈濟
的無私大愛深受感動，歡喜響應竹筒歲月的精神。
富蘭克林市市長茉莉·赫德里克（Molly Hedrick）也
從頭到尾沒有缺席，看見自己的市民受到關懷，哽咽地
為大家祝福加油，也要一個竹筒！她覺得「竹筒歲月」
的精神，存錢行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躲過災難的還有護士克瑞絲（Chrisie Perez），災難
當天她在睡夢中驚醒，房間的牆壁被吹倒壓在床上，幸
好她及時躲到床底下倖免於難。
貝莉（Billee Ruiz）與先生瑞（Rey）當天，剛好出門
慶祝父親的生日而逃過了劫難。剛開始以為行動屋應該
不會受到波及，沒想到自己的家園變得殘破不堪，已經
不能安全居住。他們一度想進去搶救心愛的紀念物也無
法做到。

當天發放32戶，現值卡總金額達美金一萬六千九百
元，每戶災民同時獲得毛毯一條與吉祥語吊飾、竹筒，
以及志工們無盡的祝福。

富有賑災經驗的慈濟青少年志工，無論是協助登
記、審核災民資料與災民互動及膚慰等都能夠勝任，是
奧斯汀聯絡處賑災活動不可缺少的。
來自中國的周若冰，從媽媽口中得知慈濟，一星期
前巧遇慈濟志工，當得知有發放活動時，表示有意參
與。發放前一天晚上，先到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奧斯汀住
宿，發放當天一早和志工同行前往發放場地。小小年紀
懂得把握因緣及時付出，令人讚嘆！

德州的春天，是野花盛開
的季節，也是氣候多變的季
節，但是，對於慈濟德州
奧斯汀聯絡處的志工而言，
卻是愛灑人間的好時節。

弗朗西斯天主教堂神父塞爾索（Celso Yu）來自菲律
賓，當天全程陪伴災民與志工。當他得知慈濟在自己的

～
您
請
邀
的
誠摯

莊

嚴的浴佛典禮，不分宗教、種族，共同成就一大事因
緣，慶祝三節合一的殊勝因緣，讚揚佛法之真善美、
感念父母與天地眾生恩，期盼透過浴佛典禮，啟發人人心中善
念，知恩、報恩、利益群生。邀請大家虔誠發心，共同慶祝佛
誕節、母親節、全球慈濟日，以最虔誠的心，祝福天下眾生離
塵離垢，與佛同等清淨，具足智慧、福德。
誠摯邀請慈濟志工，會眾，人文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社區民眾
一起來參與浴佛典禮，會後我們將以結緣品，康乃馨、點心、
水果與大家結一份好緣。

真善美志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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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慈濟少年志工溫帷
舜在慈濟家庭裡
長大，參與過數次
賑災活動，卻
是第一次與災民直
接面對面互動。

https://tzuchi.us/zh/
events/2019-tzu-chifamily-festival-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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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年 月
日 星期日
9:00 AM - 10:00 A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動
聯絡單位

看

板
電話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
家長中文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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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Details

$5,000 minimum opening deposit required
Maintain a $5,000 minimum daily balance to
avoid the $20.00 monthly maintenance fee
** We impose a per withdrawal fee of $10.00
for withdrawals in excess of six (6) per
statement cycle.
We impose a fee of $0.35 per deposited item in
over 50 in a statement cycle.

Money Market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s
Tier 1 $0 to $24,999.99
0.28%*APY
Tier 2 $25,000 to $99,999.99 0.88% APY
Tier 3 $100,000 and above
2.18% APY
 FREE ATM transactions (nonproprietary
ATMs within the U.S.)
 Sign up for FREE E-statements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fee $5.00)

Note: Rates are guaranteed for 6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Valid only at Houston

 Internet banking with bill pay

location.

www.OneWorldBank.com

Special rate is subject to discontinue at any time. The APYs are accurate as of April 1, 2019. The minimum balance to open of these Money Market rates is $5,000. The
APYs vary with the balance: the APY on balances of $0 to $24,999.99 is 0.2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25,000.00 to $99,999.99 is 0.8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100,000.00 and above is 2.18%. FDIC standard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limit is $250,000.00 per depositor, per FDIC- insured bank, per ownership
category. **Transfers/withdrawals: any transfer of funds that is initiated by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including data transmission)
agreement, order or instruction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including Point of Sale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 depositor and payable to third parties.
Transfers and withdrawals made in person, by messenger, by mail or at an ATM are unlimited, but will be subject to excessive withdrawal charges.
*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Houston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ﬃce

Contact: Bernie Parnell
832.802.0900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傳統 傳承 對家人無止盡的付出
一直以來，您為家人著想。您傳承舊傳統，同時也為家人建立新價值。您是
否想過，您最希望留給後代子孫什麼呢？
Dignity Memorial®是業界規模最大且最 值得信賴的殯葬與墓園服務公司。
不論您的 信仰與傳統為何，我們遍及全美的專業顧問 都將盡力協助您做
好生前規劃。Dignity Memorial為您留下希望一輩子的珍貴回 憶與價值。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HOUSTON

281-497-2210

DignityHoustonChinese.com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珍貴日本長野一號菌種 / 零污染 / 有機栽培

買兩盒許氏日本靈の芝 120粒裝
送限量珍藏版活靈芝 送完為止!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972-496-4372
972-988-8811
972-699-1681
214-998-0977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972-666-8188
972-943-8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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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超市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281-501-1820
713-270-1658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中藥行
家樂超級市場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575-7886 Austin
281-988-8500 天地人參茸行
281-776-9888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Tim's Oriental Market
281-313-8838 College Station
713-932-8899 BCS Food Markets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210-523-1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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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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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