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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華文作協」 周日邀請矽谷朱琦教授休市開講：
「蘇東坡在歷史現場 」 ，台下蘇迷擠爆現場，一位難求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隔了近千年， 「蘇粉」的熱情顯然並未
退燒。周日 「美南華文作協 」請來了矽谷著名才子朱琦教授在休市開
講 「蘇東坡在歷史現場」，觀眾更是擠爆了朱教授下榻的 「客來
安---號角連鎖酒店」大會議廳，在座椅不夠之後，後來的觀眾更是
一個個搬光了會客廳所有的座椅，只為好好的聽一場蘇東坡！在這裡
，蘇東坡彷彿是一種凝煉的生活的態度，幾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蘇
東坡。在鄧麗君演唱的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的歌聲中，在文章辭賦、書法中，蘇東坡彷彿是
永不過氣的偶像，不分男女老幼，大家跨越古今，都要想辦法去追随
他----。

而台上的朱教授更清晰的為大家剖析了蘇東坡出現的年代,以及
蘇東坡代表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最高境界。朱教授說：到了蘇東坡生活
的北宋時代，中國文化全面成熟，他的親朋師友中就有不少才學識兼
備、詩詞文俱工、儒道釋貫通的傑出人物。他站在文化的高峰上再開
境界，從儒家那裡得其積極用世的精神，從道家那裡得其忘懷得失的
灑脫，而佛家的萬物皆空也在他那裡化作曠達超然的情懷，儒道釋融
為一片，才學識臻於極致，詩詞文橫空出世。

到了蘇東坡生活的北宋時代，中國古代社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
程度，知識精英有了人性意識的覺醒。蘇東坡的人道精神代表了那個
時代的人性高度，他位居太守時救助棄嬰，貶官窮困時捐錢保護棄嬰
，手執判筆卻為獄中囚犯悲傷落淚，流放海南還在為荒島之民採藥造
藥。他的偉大不只是對窮苦百姓的慈悲，而且能把自己放在跟販夫走
卒、土著黎民、漁人樵夫平等的位置上。

也是在蘇東坡的時代，活躍人物多是學者、文人和官員集於一身
，學者的執著、文人的義氣和官場的利害因此也攪和在一起，加劇了

朋黨之爭。而從北宋時代開始的君子和小人之爭延及元明清，可說是
一場慷慨激烈的千年筆戰。蘇東坡屢遭政治迫害，卻能跳出黨爭圈子
，以開闊的胸襟、通達的認知和人性的憐湣來對待那些常人眼中的
「小人」 「仇人」，甚至對落難的政敵施以援手。蘇東坡的境界，也

代表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最高境界。
朱教授更以年表讓我們跟著蘇東坡感受他的豁達人生：1，從出

生到30歲（1036-1065年）他生逢其時，一鳴驚人，聲動天下：1036
年生於眉州眉山縣，21歲蘇軾，蘇轍兄弟隨父蘇洵入京，次年同榜及
第。26 歲-29 歲，任鳳翔府簽判，30歲任職直史館。英宗曾想召入翰
林知制誥。2， 從31歲到44歲（1066-1079年 ）馬入塵埃，人在官場
，悲歡離合，百感交集。31歲-36歲，宗城文官。父親病逝，英宗駕
崩，王安石執政，新舊黨爭。36-39歲，杭州通判，39-41歲，密州
太守，當時的名詞如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
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江城子） 「老夫聊發少年狂」，（江城
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3，44 歲到49 歲（1079-1084年 ）烏臺詩
案後貶官黃州，詩詞文賦，噴薄而出。44歲，3月移知潮州，8月入御
史臺獄，12月責授黃州團練副使。45歲，到黃州謫所。作（豬肉頌）
。46歲,耕地自給，自號 「東坡居士」。47歲，作（寒食帖）、（定風
波）、（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 ）。
5，59歲到64歲（1094-1099年）：嶺南海南，九死一生，終得北歸
。59歲，謫往英州，又一貶再貶，惠州安置。60 歲，61歲，謫居惠州
，62歲，5月再貶海南，6月渡海，7月抵達儋州。63-64筬，謫居儋
州，65 到66歲，遇大赦，北歸。

此時，蘇東坡詩記述他當時的心情：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
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朱琦老師談到他為什麼能如

此豁達？是：與生俱來的樂觀天性、多角度的思維方式、海納百川，
融會貫通、恢宏的時空意識、及人道精神，博大情懷。

談到蘇東坡的平等心，悲憫心，他的哭子詩最令人動容。東坡原
配早逝，到59歲才獲一子，（由妾所生 ），該子在九個月大時，卻
不敵燠熱，死在貶謫的
船艙路上。----- 「歸
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故衣尚懸樑，漲乳已
流床。感此欲忘生，一
臥終日僵。」

朱琦老師也提到蘇
東坡的寬容與當時的社
會背景。如：儒家道德
的一刀切和兩極化，北
宋的黨爭和君子小人之
爭。歐陽修的（朋黨論
）中提及 「一大凡君子
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現象用於今日政壇
，亦頗貼切。

圖為朱琦教授講座圖為朱琦教授講座，，全場爆滿全場爆滿，，一位難求的盛況一位難求的盛況。（。（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朱琦教授圖為朱琦教授（（左左 ））演講畢演講畢，，接受接受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右右
））贈送紀念品贈送紀念品。。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主要成員主要成員，，在演講後與朱琦教授在演講後與朱琦教授（（前排左三前排左三 ））合影合影。。

朱琦教授在演講現場朱琦教授在演講現場，，十分之開心十分之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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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92019年年會年年會
暨獎學金之夜暨獎學金之夜66月月2222日圓滿成功舉行日圓滿成功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南中國大專院校 聯合
校友會 6月 22 日 下午6時至下午9時30分，在
僑教中心大禮堂圓滿成功舉行 「2019年會暨獎
學金之夜」，主持人顧寶鼎、李嘉雯的介紹之
下，晚會由23所大專院校代表掌旗入場揭開序
幕,共有來自臺灣22所大專院校及北一女高中校
友，共23所學校代表參加，來自各界出席賓客
400 多人，場面盛大熱鬧。當天頒發總計 7 萬
7000元獎學金給41位學生。當天並舉行 「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新舊會長交 接儀式。由理事
長葉宏志監交,會長鍾宜秀把會長重任交付新任
會 長徐小玲。

「大專校聯會」會長鍾宜秀首先在大會上
致詞，介紹 「大專校聯會」在過去一年辦的活
動，包括：參加 「愛心組織」活動；接待台灣
來的12位大學生的 「搭橋計劃」；參加雙十國
慶升旗儀式及雙十國慶股票講座；11月 「股票
投資」講座；12月31日聯歡舞會；休士頓Ro-
deo 大遊行及划龍舟競賽等等。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以貴賓身份在頒獎儀式上致詞，
介紹大專校聯會近年的成就 ，對社區的貢獻，
和參與愛國活動的成就。陳 處長表示：很榮幸
加美南大專校聯會2019年年會暨頒發獎學金晚
會。美南大專校聯會自1987 年成立迄今，除了
積極實踐立會宗旨、熱心服 務社區、奉獻愛心
回饋社會、辦理藝文活動以及參與主流社會之
外，並於1991年起設立獎學 金鼓勵及提攜後進
，迄今已嘉惠無數的莘莘學 子。今天晚上總計
頒發7萬7千美元的獎學金給40餘位青年學子，
在此特別向受獎的學生表達 祝賀之意，祝福各
位未來學業順利，同時也向 所有慷慨贊助的捐
款人表達敬佩。希望今天或之前受獎的同學們
，在未來你們事業有成之後 ，能記得大專校聯

會曾經給過你們獎學金，並 也希望你們能夠回
來大專校聯會成為捐款人，讓我們的獎學金能
夠生生不息。 大專校聯會讓我最感動、也最支
持的，就 是大專校聯會對行銷台灣、讓台灣提
高能見度和促進台美關係的貢獻。這些包括每
年持續參 與休士頓牛仔節的馬車遊行，在幾萬
個現場及 電視機觀眾前面行銷台灣，並且揮舞
著我們的國旗，讓全世界看見台灣。還有在每
年國慶升 旗典禮中，讓我最記憶最深刻的，就
是大專校 聯會所擔綱的各校校旗進場，雄糾糾
氣昂昂的英姿，令人為之振奮。 大專校聯會在
所有歷任會長及重要幹部的 努力下，包括葉宏
志理事長、鄭昭委員及劉秀美委員，都親身參
加很多推動台美關係的活動 ，或擔任召集人，
包括今年我們僑界舉辦的集 萬步護台灣進入
WHA的健行活動，也是由鄭昭委員、劉秀美委
員、還有幾位僑界的領袖擔任 召集人共同來參
與，當天的活動非常成功。過 去大專校聯會在
鍾宜秀會長的領導之下，積極參與及協助推動
駐休士頓辦事處及僑教中心的 工作，相信接任
的徐小玲會長也將秉持優良傳 統，發揚光大並
讓大專校聯會作出更多的貢獻。在此預祝今晚
活動順利圓滿。當天同時由理事長葉宏志代表
頒贈感謝狀給資深前理事長鄭昭，感謝她長期
貢獻服務。 當天頒發的獎學金包括： 「大專校
聯會傳 統獎學金」 「學業成績獎」：魏若丞、
於凱文 ； 「領導才能獎」：王玉潔； 「課外活
動獎」 ：徐雨晴、李子龍、蔡崇高。 「張玉瑩
女士紀 念獎學金」 「社區服務獎」：張以薇
；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
績獎」： 顏偉宗。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社區
服務獎」：盧辰； 「學業成績獎」施彥 銘。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陳
傑仁。 「張東朝先生紀念獎學金
」：周政、王敏菲、 顧茗峰、黃
羿翔、蔡怡親。 「林瑞發先生紀
念 獎學金」：薛沛恩。

「坤凌女士紀念獎學金」 ：
Kyle Vu。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
學金」：張舜 喬。 「王財興先
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
： 劉 安 琪 。 「RLC Memorial
Foundation Student Financial Aid」
：劉家昕、縱馳宇、佘崇華、文
秋雯、談建亨、馬寶霜。 「楊
秀 鶴 女 士 紀 念 獎 學 金 」 ：

Josselin Chevalley。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
念 獎學金」：陳怡凡。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
金」：朱浠慈。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 」：
陸冠汶。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 」：田凱文。
「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陳湋鎛。 「領導才

能/ 社區服務獎學金」 ：林之昫。
「國際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 學金」：樊

世雯。 「休士頓臺北幸安國小 校友會獎助學金
」 「社區服務獎」：杜玉 玲； 「領導才能獎
」：林若雅； 「課外活 動獎」：李誼瑄、王荷
白、馬寶雪、 Christopher Bender, Emma Bender
。

會中並舉行會長交接及就職典禮。並 由新
任會長徐小玲致詞及介紹 2019-2020 幹部如下
： 歡迎大家光臨大專校聯會 2019年年會及獎學
金之夜。我今天非常榮幸從宜秀手 上接下這個
重擔子，我將盡我棉薄之力為 校聯會盡心效勞
。校聯會成立30多年來，是我們休斯頓華人社
團裏，活動最多影響 力最大的社團之一。由風
雅集和退休委員 會. 我們照顧到了會員的身心
各方面的調 養，以及提供休閒生活，旅遊投資
，退休 養老的各種活動和資訊 。今晚的獎學金
之 夜更代表了我們回饋社會 ，培育下一代理
想的實現 。我們今天一共頒發了77000元的獎
學金給 41 位優秀的同學。這是非常 remarkable
非常難能可貴的成就 。請大家 拍拍自己的肩膀
， 給自己一個熱烈的鼓 掌 。

校聯會和很多其他華人組織一樣，現 在正
進入一個轉型的時期，會員漸漸老化 。這兩三
年來，我們已經在進行傳承以及 提攜年輕人來
接棒的工做。在2019 到 2020 新的年度裡 ，除
了繼續風雅集和退 休委員會的活動之外 ，我們

會往兩個大方 向進行。一是多舉辦年輕人的活
動 ， 吸引年輕人來加入我們的大家庭。譬如野
餐 ，職涯講座 ，球賽運動，郊遊舞會等 。第2
個 方向是 延續擴大我們去年剛成立的關懷推廣
委 員會，Outreach committee 的活動 。校聯會
是 一個有愛心有理想的組織，我們的宗旨之一
是 參輿主流社會 ，爭取華人權益，聯絡不同族
群 ，促進和諧互助 。我們去年成立的 Out-
reach committee, 在感恩節期間替Alief 學區 貧窮
的學生，籌備感恩節的食品 。二月間 又參加扶
輪 社 Alief 學區獎學金的遊園會 。受到主流社
會的 肯定和讚許. 希望我們的理事會,和校聯會
朋友 們繼續贊助我們新年度Outreach commit-
tee 的活 動. 校聯會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體，我們
的歷屆理事長，會長以及義工們30多年來，鞠
躬盡瘁， 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持續維護照顧這個
團體。在 這裡要特別謝謝他們 。在此也要特別
謝謝所有的獎學金贊助者， 年復一年， 慷慨解
囊，愛心 滿滿 。接著要謝謝 勞苦不倦，熱心
盡責的義工 們。前台後台，佈置，燈光，頒獎
，設置，註冊，票務，旗隊，餐晏。連表演的
人，我們今 天一共有快 100 人在為大家服務 。
最後要謝謝 我們的 producer ，謝家鳳 ，她辛苦
籌劃，鉅細 靡遺，不眠不休，一定要做到盡善
盡美 。現在 請大家給予我們的贊助者，義工，
及 producer 熱烈的掌聲 。非常謝謝他們。接下
來我要介紹 我們新年度的officer. 我們的第1副
會長劉美玲, 劉美玲承任北一女和台大校友會的
會長，我們的第2副會長，楊嘉玲，是我們上一
屆的第2副 會長，謝謝她繼續留任。她因為有
事回台灣， 不能參加我們的年會 。我們的第2
副會長 ，陸燕琪和李懋卿，實踐大學的會長和
副會長，第 二副會長 陳元華, 世新大學會長 。
第二副會長 ，翁履中，淡江大學代表。翁履中
是 St.Thomas 大學的教授,他帶學生回台灣做教
學觀摩不克 參加 ， 我們的財務長林恂，林恂
為我們做了好 幾年的財務， 非常辛勞， 謝謝
她。我們的秘 書長何怡中，怡中又能幹，又會
做菜，大家都 喜歡她 。我們的 公關， 鄧曉林
，她我們去年 的第2副會長 ，謝謝她留任接受
公關的職責。 在新的年度裡 。我們將為大家盡
心盡力的服務 。讓我們新的團隊，在這裡向大
家一起一鞠躬。晚會最後由會員們所準備的精
彩豐富表演節目，有樊世雯黑管獨奏{Tonaday
Cueca by Carlos Guastavino], FASCA 的舞龍[飛
龍在天]、音樂舞蹈和太極傳說等，活動圓滿成
功。

「「美南中國大專校聯會美南中國大專校聯會」」 新舊會長交接新舊會長交接。。由理由理 事長事長
葉宏志葉宏志（（中中 ））監交監交,,會長鍾宜秀會長鍾宜秀（（右右 ））把會長重任交把會長重任交
給新任會長徐小玲給新任會長徐小玲（（左左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鍾宜秀會長鍾宜秀會長（（一右七起一右七起），），台北台北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葉宏志理事長及獎學金召集葉宏志理事長及獎學金召集
人鄭大展人鄭大展((左一左一))於於66月月2222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
禮堂祝賀所有獎學金得主禮堂祝賀所有獎學金得主。。((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1010 災難管理學災難管理學 （（三三））
（接上）同時啟動事故現場支援團隊，到

事故現場協助，執行事故管理、連絡、搜救等
等任務。指揮系統和州及地方的關係清楚，即
使發生災害，需要大量約聘人員因應公務人力
需求，聘任制度一應俱全，連任務和薪資都有
嚴謹規範。

此外，美國防災總署不只是戰鬥單位，還
有很強的科學做支撐。美國防災總署的資料庫
內，備有美國國內所有重要大樓的建築藍圖檔
案，任何一棟建築爆炸或起火，消防隊獲報
後，只要從資料庫調出圖檔，研判起火點以及
當天風向，視救災需要帶齊裝備，從預定的位
置攻上去，一秒鐘都不會浪費。

這一整套的災害指揮系統，強調的是不同
部會之間的整合，且在災害發生後，要能有
效、迅速提供外界正確資訊，對外統一發言，
不要讓謠言不斷散布。因為任何災難若未及時
控管，演變到後來，媒體災害可能比災難本身
的影響還要大；任由散播太多似是而非訊息，
不但造成民眾和指揮官困擾，也讓救災節奏全
亂掉。

日本沒有防災總署，但有 「災害對策基本
法」，並把原來的防災局提升到內閣府，指派
一位專家部長擔任防災擔當大臣，位階等同台
灣的行政院秘書長。在他手中有權、有兵、有
將，直接指揮轄下約一百七十人，還有很強的
行政支持系統做為後盾，幫他制定因應各式各
樣災害的計畫和策略，包括自然災害和事故災
害應變。

日本尤其注重維生管線資訊的建立，包括
水管、電力和瓦斯管等等。因為日本位處地震
帶，清楚一旦地震極有可能引發氣爆，所以日
本埋設共同管道，所有管線的位置和走向，以
及由哪些單位負責，全部一清二楚。災害發生
時除有自動斷電、斷氣系統外，並可在最短時
間內追蹤源頭。

在三一一地震之後緊接發生福島核災，很
多人質疑日本的防災系統是否發揮實質作用。
持平來說，相對於一九九九年發生在台灣的九
二一大地震，規模不過是七．二，三一一大地
震卻到達九．三，已經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完
整的防災系統無法防止超乎預期的災害發生，
但可以減緩災害影響的範圍擴大。

從災防辦功能開始改變
美日相較之下，我認為比較值得台灣學習

的是日本的防災系統。我們國情和日本非常類
似，都在準備天災，卻對事故災害非常陌生。

當務之急應該是從行政院災防辦著手。從
現今二十人左右擴充到至少五十人，並由真正
的專家擔任類似日本防災擔當大臣職務，不但
要有指揮權，更要成為部會間整合協調的平
台，而不是和行政院其他局處等同視之，更不

應只是在災害發生後，幫行政
院長安排勘災行程。

災防辦在平時要有智庫或
是研究單位，協助做專業分
析。如我在建立颱風的國家應
變系統時，有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專業資訊，但即使
裡面重要成員都是我的同事和
學生，溝通順暢，完全沒有浪
費時間，仍耗費三年才逐步建
立。

舉例來說，一旦發生如核
災這樣大規模的意外，在什麼
樣的濃度下，在什麼樣的風向
和風速之下，輻射塵要多久會
到台北？這都跟後面的疏散計
畫息息相關，這些都需要相當
的專業分析和科學模擬，絕不
是讓大家吵著要五公里或二十
公里逃命圈。這不能光靠喊
價，而是需要科學依據。

在災變發生時，災防辦的
任務就是要給行政院長或指揮
官充分的資訊，以進行判斷，
並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擔任指揮官的人，則必須
體認在做任何決定時，都要有
幕僚團隊，勇於和幕僚討論並
尊重專業，在平時建構科技分
析體系，而不只是依賴業務單
位提供專業意見，否則容易流
於片
面和本位。

我所提的這一切，在台灣
都需要重建。從政策面、從組織面、從法令面
多管齊下，甚至是政府的心態、人民的態度都
要改變。

藉由重建轉型
高雄氣爆帶給台灣的教訓雖然慘烈，但不

失為翻轉的契機。
高雄市府要做的，首先是重新蒐集管線資

料，其次是分級分類，對危險和不危險的管線
有不同處理方式。第三是石化管炸掉的區域，
對石化業以及對高雄市民就業機會的衝擊要經
過評估。若不准業者回埋，載著石化原料的槽
車可能滿街跑，但若要准予回埋，又要如何讓
民眾安心。

我的建議是盡快完成共同管線，要求所有
埋設管線的業主，固定每幾百公尺設置監測儀
器，萬一發生問題即自動斷氣，不需追溯源
頭，再去總廠關掉閥門，讓民眾感到安心。

在災區重建部分，市府可考慮進行帶狀都

市更新，賦予新的都市生命。除了將凱旋路路
面覆蓋的溝蓋打開，回復原本的水圳面貌，打
造優美的水環境，還可開放公民參與，讓當地
居民有機會編織自己的未來，不但可以轉換受
災情緒，也是最好的心理治療。如此一來，一
次解決都市排水、都市更新和災民安置等災後
三大問題，尤其是災民的心理調適。防災中心
指揮官不僅要救人命，還要處理災民的柴米油
鹽。

接下來是更長期的規劃。國家要思考設置
石化專區的可能性，將林園、大社等石化區移
到專區，騰出來的工業區，學習德國魯爾工業
區，轉型成為環保都市，讓過去是嚴重汙染重
工業區，轉型成為環境優美社區。

高雄市府在此同時要趁機讓高雄徹底轉
型，我期許成大成為背後專業支撐的主要智
庫，啟動包括都市計畫系、水利系、建築系、
土木系等等參與，最重要是將實際經驗再回饋
到成大的教學內容和研究範疇，讓一個學校有

機會加入，共同參與計畫和成長，並同時解決
高雄市政府的問題。

防災就像一個團隊在打棒球，要有不同節
奏。在面對敵人時，有人打第一棒，然後第二
棒、第三棒，一棒棒接下去。而防災指揮官就
像是教練，要把棒序排出來，角色和劇本都要
寫好。平常要演練，事情一發生，每個人都能
依據自己手上的腳本，各就定位，由指揮官提
供資源，讓每個人照節奏往前走。

因為過去十年來，不論面對天災或人禍，
我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下個災害，看似離我們很遠，其實卻可能
很近。整個政府要開始檢討，萬一再度發生災
害，該怎麼辦？以現有的政府組織，有能力因
應嗎？我們有多少功課還沒做、有多少專業需
要補強？

我認為，時間並不站在台灣這邊，現在，
就需要開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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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8 月 份 通 告 編輯: 趙婉兒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7 月 13 日月和 8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

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8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辧

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活 動 專 欄

I. 電子琴初級班：電子琴具備豐富、多樣的音色，每一種音色就是一種樂器，有鋼琴、電鋼琴、風

琴、手風琴、吉他、貝斯、薩克斯風、打擊樂器、合成效果･････等等，非常的多樣。另外電子琴

還具備自動伴奏的功能，顯現電子琴技術與藝術的結合，表現出的樂隊伴奏效果，這是任何傳統

樂器無法可比得上的。學會電子琴的彈奏技巧，你可以看著樂譜自彈自唱，再配著自動伴奏型態

功能，猶如有整個樂隊在幫你伴奏，讓你的生活璔加更多的樂趣。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吳永強音樂老師義務教學。吳老師是 U of H 音樂碩士畢業。具有多年豐富教學

經驗、曾教授不同年齡學生。現任 Harmony Music Studio鋼琴主教老師。

� 日期: 7/24到 9/11，一期共八週、每週 1小時。每班只收六位學生。分兩班、每週三下午

1:30 至 2:30和 2:30至 3:30在僑教中心 104上課。

� 請早報名。每期收費 40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室繳費報名。

II. 本會預備於七月開辦桌球(乒乓球)運動班。有意願参加的會員請到 102室向朱和先生報名。

I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

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在僑教中心 104上課。

1) iPad、iPhone基礎班: 將於 7/24開班到 8/23。課程從最基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

基本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電子郵件⋯等等。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

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和 iPhone。

2)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將於 9/11 開班到 10/11。讓你進一步了解 iPad 和 iPhone 設定和不同

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事曆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Skype 的最新功能。

從通话到视频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使你可以随时保持與親友联系。

�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室繳費報名。

I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 鄧雅如)請踴躍参加

1)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聰明看標示。食品衛

生管理法對於包裝食品有標示上的規定，食安事件頻傳政府為了民眾食的安全修訂許

多新法規，到底包裝食品標示應該有哪些內容？琳琅滿目的商品、每一商品都會有貼

上標示。你想要了解標示的不同意義、該如何挑選才健康嗎? 一起來聽聽專家教我們

怎樣挑選才健康。

2)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植物蛋白的力量。

蛋白質身為人體第一營養素，重要性不言可喻。想補充蛋白質，卻又害怕攝取過多的膽固

醇，其實有更好的選擇，我們都需要植物蛋白帶來的力量。

1. 從生活實際需求切入，瞭解蛋白質對身體的功能與重要性。

2. 說明植物也是優質蛋白的真相，並帶出具有動物蛋白好處，卻無動物蛋白壞處的獨特優

勢。

活 動
上 午

中 午

11:30 ~ 12:30
活 動 下 午

一

國 畫（104 教室） 9:30 ~ 11:00

(
0

)

書 法（105 教室） 11:00 ~ 12:30

英 語會話 -- 基 礎、初級 班(103 室) 09:30 ~ 11:30

二

英 語 -- 中 上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Karaoke A

(107 室)
1:00 ~ 4:00

編 織 班 (102 教室) 10:00 ~ 11:30

三 英 語– 中級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四 英 語 –高衱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香香個人創作舞

(109 室)
1:00 ~ 3:00

Karaoke B (107 室) 1:00 ~ 4:00

五
考公民入藉班(103 教室) 09:30 ~ 11:30

中医義診(102 教室) 10:00 ~ 11:30

六 新舊會員換証 108 室 (每月第二週六) 10:00 ~ 12:00

舞 蹈 (109 室) 12:00 ~ 2:00

合 唱 (107 室) 1:00 ~ 3:00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大禮堂) 1:00 ~ 4:00

日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205 室) 1:00 ~ 3:00

每月舉辦一次一日旅遊 每季舉辦一次會員慶生會

其它系列活動: iPad & iPhone 班、電子琴班、健康促進講座。

3. 教大家可從哪些食材獲得，又能從中取得不同的營養與功效，並針對各類食材提供搭配

食譜。

4. 攝取植物蛋白質的實際應用，包括三餐的分配、攝取份量、正確食用方式、大眾的健康

需求，以及每日參考菜單。

3) 8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聰明吃堅果。

一顆小小的堅果中，擠滿了豐富的營養素，像是健康的脂肪、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

但是堅果種類何其多，是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放進嘴裡吃呢？究竟哪些堅果對人體有

益？哪些有害呢？許多人對堅果，敬而遠之。其實，聰明吃，可以更健康更長壽，還有意

想不到的好處喔！

旅 遊 專 欄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

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

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四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40 -- 準時出發丶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世界聞名一大企業的台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德州 Point Comfort 由 13 生產單位和各

種配套設施設立在 1600 英畝石化聯合體的設備。並可了解台塑的主要產品和生產綫產的操作和

流程。中午在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餐。必須出示個人 ID。

� 下午參觀卡爾霍恩縣博物館。該博物館成立於 1964 年。卡爾霍恩縣博物館的使命是收集，記錄，

保存，研究和展示與卡爾霍恩縣有關的自然歷史和海洋歷史的文物。將這種物質文化傳遞給後

代。 一些傑出的展品包括 1852 年 Matagorda Island 燈塔的菲涅耳透鏡，一個 8 英尺高的燈塔印第

安納鎮的立體模型，並收集來自 Belle 的一系列物品，名為 La Salle Odyssey，以及更多關於卡爾霍

恩縣生活和時代的物品。並到有歷史的 La Salle Monument 拉薩爾紀念碑拍照留念。

� 下午 5: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8 月 24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 8 日星期四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0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15-----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 Shiner Spoetzl 啤酒工廠。參觀啤酒製造裝備和有專業導遊為您講解製造的過程。並可免

費品賞四種不同品味的啤酒。

� 中午 --- 西式自助餐。

� 下午 ---參觀古色古香 Shiner 市內有名的 STS. Cyril & Methodius 天主教堂。以及參觀 San Ducerro 葡萄

園由專員帶領我們参觀葡萄酒的酒窖、製造的設備和講解製造的過程。而且可以品嘗多種不同品味

的葡葡酒。

�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5-11-2019 薰衣草農莊 & 德州拼布博物館

5-18-2019 第二季慶生會暨歡送林副處長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INC.
`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 (713)784-9049 網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每週定期例行活動時間地點一覽表

2019 年 7 8 月 份 通 告 編輯: 趙婉兒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7 月 13 日月和 8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

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8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辧

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活 動 專 欄

I. 電子琴初級班：電子琴具備豐富、多樣的音色，每一種音色就是一種樂器，有鋼琴、電鋼琴、風

琴、手風琴、吉他、貝斯、薩克斯風、打擊樂器、合成效果･････等等，非常的多樣。另外電子琴

還具備自動伴奏的功能，顯現電子琴技術與藝術的結合，表現出的樂隊伴奏效果，這是任何傳統

樂器無法可比得上的。學會電子琴的彈奏技巧，你可以看著樂譜自彈自唱，再配著自動伴奏型態

功能，猶如有整個樂隊在幫你伴奏，讓你的生活璔加更多的樂趣。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吳永強音樂老師義務教學。吳老師是 U of H 音樂碩士畢業。具有多年豐富教學

經驗、曾教授不同年齡學生。現任 Harmony Music Studio 鋼琴主教老師。

� 日期: 7/24到 9/11，一期共八週、每週 1小時。每班只收六位學生。分兩班、每週三下午

1:30 至 2:30 和 2:30至 3:30 在僑教中心 104上課。

� 請早報名。每期收費 40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 本會預備於七月開辦桌球(乒乓球)運動班。有意願参加的會員請到 102室向朱和先生報名。

III. iPad、iPhone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

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僑教中心 104上課。

1) iPad、iPhone基礎班: 將於 7/24開班到 8/23。課程從最基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

基本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電子郵件⋯等等。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

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和 iPhone。

2)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將於 9/11 開班到 10/11。讓你進一步了解 iPad 和 iPhone 設定和不同

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事曆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Skype 的最新功能。

從通话到视频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使你可以随时保持與親友联系。

�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 鄧雅如)請踴躍参加

1)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聰明看標示。食品衛

生管理法對於包裝食品有標示上的規定，食安事件頻傳政府為了民眾食的安全修訂許

多新法規，到底包裝食品標示應該有哪些內容？琳琅滿目的商品、每一商品都會有貼

上標示。你想要了解標示的不同意義、該如何挑選才健康嗎? 一起來聽聽專家教我們

怎樣挑選才健康。

2)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植物蛋白的力量。

蛋白質身為人體第一營養素，重要性不言可喻。想補充蛋白質，卻又害怕攝取過多的膽固

醇，其實有更好的選擇，我們都需要植物蛋白帶來的力量。

1. 從生活實際需求切入，瞭解蛋白質對身體的功能與重要性。

2. 說明植物也是優質蛋白的真相，並帶出具有動物蛋白好處，卻無動物蛋白壞處的獨特優

勢。

活 動
上 午

中 午

11:30 ~ 12:30
活 動 下 午

一

國 畫（104 教室） 9:30 ~ 11:00

(
0

)

書 法（105 教室） 11:00 ~ 12:30

英 語會話 -- 基 礎、初級 班(103 室) 09:30 ~ 11:30

二

英 語 -- 中 上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Karaoke A

(107 室)
1:00 ~ 4:00

編 織 班 (102 教室) 10:00 ~ 11:30

三 英 語– 中級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四 英 語 –高衱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香香個人創作舞

(109 室)
1:00 ~ 3:00

Karaoke B (107 室) 1:00 ~ 4:00

五
考公民入藉班(103 教室) 09:30 ~ 11:30

中医義診(102 教室) 10:00 ~ 11:30

六 新舊會員換証 108 室 (每月第二週六) 10:00 ~ 12:00

舞 蹈 (109 室) 12:00 ~ 2:00

合 唱 (107 室) 1:00 ~ 3:00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大禮堂) 1:00 ~ 4:00

日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205 室) 1:00 ~ 3:00

每月舉辦一次一日旅遊 每季舉辦一次會員慶生會

其它系列活動: iPad & iPhone 班、電子琴班、健康促進講座。

3. 教大家可從哪些食材獲得，又能從中取得不同的營養與功效，並針對各類食材提供搭配

食譜。

4. 攝取植物蛋白質的實際應用，包括三餐的分配、攝取份量、正確食用方式、大眾的健康

需求，以及每日參考菜單。

3) 8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聰明吃堅果。

一顆小小的堅果中，擠滿了豐富的營養素，像是健康的脂肪、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

但是堅果種類何其多，是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放進嘴裡吃呢？究竟哪些堅果對人體有

益？哪些有害呢？許多人對堅果，敬而遠之。其實，聰明吃，可以更健康更長壽，還有意

想不到的好處喔！

旅 遊 專 欄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

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

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四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40 -- 準時出發丶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世界聞名一大企業的台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德州 Point Comfort 由 13 生產單位和各

種配套設施設立在 1600 英畝石化聯合體的設備。並可了解台塑的主要產品和生產綫產的操作和

流程。中午在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餐。必須出示個人 ID。

� 下午參觀卡爾霍恩縣博物館。該博物館成立於 1964 年。卡爾霍恩縣博物館的使命是收集，記錄，

保存，研究和展示與卡爾霍恩縣有關的自然歷史和海洋歷史的文物。將這種物質文化傳遞給後

代。 一些傑出的展品包括 1852 年 Matagorda Island 燈塔的菲涅耳透鏡，一個 8 英尺高的燈塔印第

安納鎮的立體模型，並收集來自 Belle 的一系列物品，名為 La Salle Odyssey，以及更多關於卡爾霍

恩縣生活和時代的物品。並到有歷史的 La Salle Monument 拉薩爾紀念碑拍照留念。

� 下午 5: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8 月 24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 8 日星期四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0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15-----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 Shiner Spoetzl 啤酒工廠。參觀啤酒製造裝備和有專業導遊為您講解製造的過程。並可免

費品賞四種不同品味的啤酒。

� 中午 --- 西式自助餐。

� 下午 ---參觀古色古香 Shiner 市內有名的 STS. Cyril & Methodius 天主教堂。以及參觀 San Ducerro 葡萄

園由專員帶領我們参觀葡萄酒的酒窖、製造的設備和講解製造的過程。而且可以品嘗多種不同品味

的葡葡酒。

�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5-11-2019 薰衣草農莊 & 德州拼布博物館

5-18-2019 第二季慶生會暨歡送林副處長

3. 教大家可從哪些食材獲得，又能從中取得不同的營養與功效，並針對各類食材提供搭配

食譜。

4. 攝取植物蛋白質的實際應用，包括三餐的分配、攝取份量、正確食用方式、大眾的健康

需求，以及每日參考菜單。

3) 8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聰明吃堅果。

一顆小小的堅果中，擠滿了豐富的營養素，像是健康的脂肪、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

但是堅果種類何其多，是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放進嘴裡吃呢？究竟哪些堅果對人體有

益？哪些有害呢？許多人對堅果，敬而遠之。其實，聰明吃，可以更健康更長壽，還有意

想不到的好處喔！

旅 遊 專 欄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

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

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四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40 -- 準時出發丶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世界聞名一大企業的台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德州 Point Comfort 由 13 生產單位和各

種配套設施設立在 1600 英畝石化聯合體的設備。並可了解台塑的主要產品和生產綫產的操作和

流程。中午在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餐。必須出示個人 ID。

� 下午參觀卡爾霍恩縣博物館。該博物館成立於 1964 年。卡爾霍恩縣博物館的使命是收集，記錄，

保存，研究和展示與卡爾霍恩縣有關的自然歷史和海洋歷史的文物。將這種物質文化傳遞給後

代。 一些傑出的展品包括 1852 年 Matagorda Island 燈塔的菲涅耳透鏡，一個 8 英尺高的燈塔印第

安納鎮的立體模型，並收集來自 Belle 的一系列物品，名為 La Salle Odyssey，以及更多關於卡爾霍

恩縣生活和時代的物品。並到有歷史的 La Salle Monument 拉薩爾紀念碑拍照留念。

� 下午 5: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8 月 24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 8 日星期四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0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 上午 7:15-----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參觀 Shiner Spoetzl 啤酒工廠。參觀啤酒製造裝備和有專業導遊為您講解製造的過程。並可免

費品賞四種不同品味的啤酒。

� 中午 --- 西式自助餐。

� 下午 ---參觀古色古香 Shiner 市內有名的 STS. Cyril & Methodius 天主教堂。以及參觀 San Ducerro 葡萄

園由專員帶領我們参觀葡萄酒的酒窖、製造的設備和講解製造的過程。而且可以品嘗多種不同品味

的葡葡酒。

�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5-11-2019 薰衣草農莊 & 德州拼布博物館

5-18-2019 第二季慶生會暨歡送林副處長

佛光山贈書萊斯大學佛光山贈書萊斯大學
加深認識佛教藝術與文化加深認識佛教藝術與文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前左一）、黃
士珊教授（前右一）與佛光山中美寺
住持覺法法師（前右二）互相交流。

妙光法師妙光法師（（左一左一））向萊斯大學圖書館館向萊斯大學圖書館館
長長Sara LowmanSara Lowman（（右一右一））介紹世界佛介紹世界佛
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特色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特色，，佛光山中美佛光山中美
寺趙辜懷箴督導寺趙辜懷箴督導、、趙元修先生與會趙元修先生與會。。

佛光山中美寺督導趙辜懷箴佛光山中美寺督導趙辜懷箴（（左左）、）、萊萊
斯大學圖書館館長斯大學圖書館館長Sara LowmanSara Lowman欣賞欣賞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優美的圖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優美的圖。。

如常法師如常法師（（左一左一））向趙元修先生介紹向趙元修先生介紹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內容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內容。。

佛光山中美寺於佛光山中美寺於66月月2525日下午日下午33時時
在萊斯大學圖書館舉行贈書活動在萊斯大學圖書館舉行贈書活動，，
捐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中文捐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中文

版以及星雲大師全集給萊斯大學圖版以及星雲大師全集給萊斯大學圖
書館典藏書館典藏。。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左三左三））
，，覺法法師覺法法師，，妙光法師妙光法師，，如常法師如常法師

，，萊斯大學圖書館館長萊斯大學圖書館館長Sara LowSara Low--
manman，，萊斯大學黃士珊教授萊斯大學黃士珊教授（（右二右二
，）、，）、錢南秀教授等與會錢南秀教授等與會。。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右右））向與向與
會人士介紹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會人士介紹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並由並由
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左左））協助協助

英文翻譯英文翻譯。。

萊斯大學圖書館館長萊斯大學圖書館館長Sara LowmanSara Lowman（（一左一一左一））
，，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一右二一右二）、）、住住
持覺法法師持覺法法師（（一右一一右一），），趙元修先生趙元修先生（（二左一二左一
），），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二右一二右一）、）、黃士珊黃士珊
教授教授（（三右一三右一））及中外僑界人士聆聽如常法師及中外僑界人士聆聽如常法師
說明說明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十大特色十大特色。。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內容豐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內容豐
富富，，印刷精美印刷精美。。

妙光法師妙光法師（（一左一一左一）、）、如常法師如常法師，，趙辜懷箴趙辜懷箴
督導督導，，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一右一一右一
），），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二左一二左一））聆聽萊聆聽萊
斯大學斯大學Sara LowmanSara Lowman圖書館館長致謝詞圖書館館長致謝詞。。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左三左三），），人間佛教研究人間佛教研究
院副院長妙光法師院副院長妙光法師（（左二左二），），萊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黃士萊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黃士
珊珊（（右四右四），），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右三右三）、）、趙辜趙辜
懷箴督導懷箴督導（（右二右二）、）、趙元修先生趙元修先生（（右一右一））於於66月月2525日下午日下午33
時時 在萊斯大學在萊斯大學FondrenFondren圖書館出席圖書館出席 「「佛光山贈書活動佛光山贈書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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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風又稱“高尿酸血症”，嘌呤
代謝障礙，屬於關節炎一種。痛風是
人體內嘌呤的物質的新陳代謝發生紊
亂，尿酸的合成增加或排出減少，造

成高尿酸血症，血尿
酸濃度過高時，尿酸
以鈉鹽的形式沉積在
關節、軟骨和腎臟中
，引起組織異物炎性
反應，即痛風。痛風
多發人體各部位，關
節劇烈疼痛，痛不欲
生的“痛”，很快1-7
天痛像“風”一樣吹
過去了，所以叫“痛
風”。 40+男性多發
（95%），女性一般在
絕經後常見，因為雌
激素對尿酸的形成有
抑製作用；但是在更
年期後會增加發作比
率。第一次痛風後一
般會有1-2年的間歇期

，也有10年間歇期（5%），期間需積
極治療，預防痛風石的形成。

痛風的臨床表現分三種。 1，急性
發作期的痛風病症狀：發作時間通常

是下半夜。該階段的痛風症狀表現為
腳踝關節或腳指，手臂、手指關節處
疼痛、腫脹、發紅，伴有劇烈疼痛,2，
間歇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
症狀主要表現是血尿酸濃度偏高。所
謂的間歇期是指痛風兩次發病的間隔
期，一般為幾個月至一年,3，慢性期的
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症狀主要
表現是存在痛風石，慢性關節炎、尿
酸結石和痛風性腎炎及並發症。此時
痛風頻繁發作，身體部位開始出現痛
風石，隨著時間的延長痛風石逐步變
大。痛風可以由飲食，天氣變化如溫
度氣壓突變，外傷等多方面引發。

飲酒容易引發痛風，因為酒精在
肝組織代謝時，大量吸收水份，使血
濃度加強，使得原來已經接近飽和的
尿酸，加速進入軟組織形成結晶，導
致身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敏感）而
造成炎症，痛風古稱“王者之疾”，
因此症好發在達官貴人的身上，如元
世祖忽必烈晚年就因飲酒過量而飽受
痛風之苦。

痛風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控制尿酸
和控制炎症的症狀。根據痛風的輕重
，尿酸水平的高低， 治療手段也不一
樣。這些治療手段包括控制體重，減
少嘌呤食物的攝入，減低尿酸的藥物
和抗炎的藥物使用，以及關節腔內消
炎藥的注射。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址：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

大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
至週五)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專欄專欄：：什麼是痛風什麼是痛風

要想練出漂亮的肌肉，不光要
在健身房裏揮汗如雨，而且飲食也
要跟上，不能亂吃東西。下面我給
出一個健身食譜，大家可以參考，
根據個人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一
定要註意少油少鹽，條件允許的話
可以選擇橄欖油烹飪。

一、調整飲食結構，多吃粗糧
和蔬菜，采用少食多餐的方法效果
會更好。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量
少而豐富，午餐和晚餐要少油膩，
主食最好是用雜糧代替。多吃水果
和蔬菜，養成愛喝水的習慣，不要
等到口渴才去喝水。油炸食品，甜
食，零食以及膨化食品，各種飲料
，對身體非常不健康，建議不要食
用。盡量在22：00之前睡覺。

二、飲食盡量控制低油鹽或者
無油鹽，如果午餐和晚餐菜品油鹽
含量高，可以準備一碗熱水涮掉過
量的油鹽後，再食用。 西紅柿（補
充維生素 C，補養心臟）、 黃瓜
（抑制脂肪合成）、 雞蛋白（高蛋
白質，低脂肪）屬於高營養低熱量

食物，可以在感覺餓的時候隨時補
充。

三、食譜中的首選項目，如果
條件不允許吃不到，可以在最後面
的備選項目裏按種類選擇食用，克
數上盡量貼近，發揮最佳效果。

好了，選兩個食譜送上作參考
。
食譜一：起床後喝 350ml淡蜂蜜水
，早餐（7-8點左右）：白水煮雞
蛋（全蛋1個），74g燕麥片，最好
不要選擇即食燕麥片，煮食的比沖
食的要好。

午餐（12點左右）： 主食選擇
粗糧或面食或者米飯，大約100g左
右，蛋白質首選雞胸肉91g，蔬菜
首選黃瓜 1 根或西紅柿加卷心菜
127g。

加餐（16點左右）：水果一份
（我一般吃的是蘋果或者香蕉)，脫
脂牛奶200ml或雞蛋白兩個。

晚餐(18點左右)：主食可以選
擇粗糧或面食或米飯95g，蔬菜可
以選擇木耳，青菜等84g。

加餐(21-22點左右)：脫脂奶一杯，
水果一個（不餓可以不吃）。

食譜二 ：起床喝 350ml淡蜂蜜
水，早餐（7-8點左右）： 燕麥稀
飯一碗74g，雞蛋白2個。

午餐（12點左右）： 主食選擇
粗糧或面食或者米飯 116g ，魚肉
91g ，魚盡量清蒸，蔬菜首選黃瓜
或者清炒菠菜，清炒白菜等127g。

加餐（16點左右）：一根香蕉
，堅果32g（堅果富含蛋白質，但
是脂肪含量也高，註意控制量）

晚餐(18點左右)：主食選擇粗
糧或面食或者米飯95g，蔬菜首選
菠菜加胡蘿蔔84g。

加餐(21-22點左右)：酸奶一杯
，蘋果一個，雞蛋白2個（不餓可
以不吃），酸奶最好是脫脂的。

註意：訓練前後的加餐，如果
與周一至周日食譜中的加餐起沖突
，只選擇吃訓練前後加餐即可。

關於訓練時間：身體有生物鐘
，會自動調轉，訓練時間與主餐前
後間隔一小時或以上均可。

訓練前和訓練過程中喝淡蜂蜜
水，會加速燃脂。

記住，一定不能節食！最後，
塑造自己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
但只要堅持，就會看到回報，願你
夢想成真。

如果您想打造完美的自己，首
先要有完美的身材，請來找我高級
健身私人教練小谷。
電 話 ： 713-371-7535. 微 信 號 ：
shawnfineex

高級健身私人教練小谷專欄高級健身私人教練小谷專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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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

教授和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
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
業人士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

殊才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

人及其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
2、需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

括神職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

第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
符合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續。而
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外）與第三類
職業移民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證
批準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沖擊

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
據美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
工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格
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雇
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雇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
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響
。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
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

十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
動及證明文件；準備招聘報告，詳細陳
述招聘的過程，有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
絕，以及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需
妥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
備勞工部的抽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
網提交勞工證申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
工部所指定的全國審理中心；如果申請
被批準，勞工部將批準書寄出。申請人
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180天內，提交職業
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

至一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

星期日的報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
布三十天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
位，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
須從以下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

出席招聘會；b）在雇主網站上張貼招聘
啟示；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貼廣告；
d）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組
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聘；g
）雇員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招聘辦公
室招聘；i）在本地報紙或少數族裔的報
紙刊登廣告；j）通過電臺或電視廣告招
聘。

目前，在其他類別的移民都大幅滯
後的大環境下，勞工證的處理速度相對
喜人。

最新移民消息
1.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
的決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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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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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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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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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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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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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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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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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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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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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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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簡介職業移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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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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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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表演者與主辦單位幹部合影所有表演者與主辦單位幹部合影。。

介紹介紹20182018 -- 20192019幹部登台幹部登台。。

各校友會旗隊代登台亮相各校友會旗隊代登台亮相。。

J& K Dance SchoolJ& K Dance School 表演表演 「「飛天飛天 」」 。。

歡樂音樂舞群表演歡樂音樂舞群表演 「「夏日情懷夏日情懷 」」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太極拳社表演太極傳說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太極拳社表演太極傳說
「「白蛇傳白蛇傳 」」 。。

全體獎學金得主與主辦單位全體獎學金得主與主辦單位、、與會貴賓合影與會貴賓合影。。

年會主持人年會主持人（（左起左起））顧寶鼎顧寶鼎、、
李嘉雯李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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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份，王朝旅遊董事長和總經理親自帶
團去了越南、柬埔寨，獲得了客戶的一致讚揚，
口口相傳，令錯過的新老朋友希望也能夠加入。
應客戶的強烈要求，王朝旅遊決定2020年 1/8-1/
21再開此團，14天的行程暢遊柬埔寨、南北越，
並且在之前的基礎上，對行程進行了更優化的安
排，增加新的景點，力求精益求精。這次千萬不
要再錯過了！

為慶祝王朝旅遊邁向22週年，原價$2698的
團費，現推出超值特價$2498大酬賓，費用不僅包
含了全程的住宿、餐飲，還有三段內陸機票，以
及下龍灣的豪華遊輪，非常的劃算。王朝旅遊將
會帶領大家深度遊覽2個國家9大名城：柬埔寨的
吳哥、金邊，越南的胡誌明市、順化、會安、巴
拿山、峴港、下龍灣、河內。令人回味無窮的旅

程，自然也是亮點多多：
一．王朝旅遊董事長精通越語，溝通無障礙

。全程純玩無購物，無後顧之憂，盡享旅遊樂趣
！

二．柬埔寨的金邊，素有“東方小巴黎”之
稱，金邊皇宮金幣輝煌，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吳哥則是有著千年的文化古跡，世界七大奇跡之
一的吳哥窟群，古老神秘的建築物，令人驚歎，
忍不住想要去探索。女王宮的“東方蒙娜麗莎女
神”雕像之精細逼真，令人駐足。更可乘船遊覽
世界最大的淡水湖—洞裏薩湖，充分了解當地民
風，感受異域風情。

穿越南北越的越南之旅，胡誌明市的著名地
標點紅教堂、百年郵局、神秘的古芝地道，順化
著名的越南紫禁城順化皇城，會安古鎮的歷史氣

息，巴拿山上的黃金佛手橋，峴港的山茶半島、
占婆博物館，河內的廣場、文廟、水上木偶戲、
36古街…等等，一一揭開越南的神秘面紗。重頭
戲則是下龍灣2天1夜的豪華遊輪，觀賞世界八大
奇景的日出與日落，汲取天地間的精華靈氣。

三．全程五星級豪華酒店，住的舒適安心，
更有1晚住宿豪華遊輪。

四．品嘗越南和柬埔寨的當地特色美食，欣
賞歌舞表演。

王朝旅遊真正實現一條龍服務，可以照相，
代辦簽證、護照，代訂機票，預訂遊輪等，為客
人貼心安排行程，堅持初心，以客為本。更多詳
細資訊請致電或者微信王朝旅遊。（圖片源自網
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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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20202020年年11//88--11//2121
重遊柬埔寨重遊柬埔寨、、南北越南北越1414天經典深度之旅天經典深度之旅

John WooJohn Woo熱誠地產熱誠地產(Passion Realty)(Passion Realty)負責人負責人
www.KATatUniversity.comwww.KATatUniversity.com
電話電話：：832832-- 876876--86788678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去年休士頓最震撼人
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Grand Parkway 99 號公
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

體化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地15餘英畝，高質量
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城及附近商圈，成為休士頓
地區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該
區距Cypress 17 英哩，距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其影響範圍將覆蓋凱蒂（ Katy )
,Cypress, Spring 甚至延伸至Woodland , 滿足大休
士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求。該地區由超過
300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地的公司所組成，
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康菲石油公司，雪鐵
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殼牌石油公司，以及
BP America。而附近佔地8100 英畝的住宅社區，
更有著12000 戶家庭，使該區適合餐館、零售、
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平均家庭
收入$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以保障
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更多機會
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土，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學城，再次出擊！也吸引眾
人的目光。 「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 休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

之南，乃商家必爭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
心，全時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勢I10
及99高速公路每天30萬車流量，更是上學下班必
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含辦公，
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美第一漢亞龍超市，
購物，娛樂，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
。跟著 「凱蒂大學城」 走，讓您生活更完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20,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
聯結。並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到先得，租
約最優，歡迎比價！

凱蒂大學城凱蒂大學城，，旺鋪招租旺鋪招租,,商舖有限商舖有限，，租約最好租約最好，，附送油井附送油井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正對上萬學生校園，，雙高速圓環中心點雙高速圓環中心點，，人潮車流不斷人潮車流不斷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租請找
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John Woo,電話：

832- 876-8678 ，或以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繫，John Woo 的
微信及Line 的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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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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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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喜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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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南 國 語

教會於 6月 7日
至 6月 9日舉行

三天六場的培

靈佈道會。特別講員來自台灣信義會

臺北真理堂主任牧師楊寧亞牧師及楊

郭英馥師母，大會主題為「喜樂的人

生」。

楊牧師從事牧養教會事奉達41年
（1978-2019年），並開拓13間堂會，

在家庭事奉上特別著重「預防重于治

療」，以地方堂會爲中心開辦「婚前

輔導婚後更新」、「夫妻懇談」、

「初爲人父母」、「親職教育」等相

關婚姻家庭等課程，幫助家庭建立有

信、有望、有愛的機制。

筆者摘錄  6月8日 楊寧亞牧師信

息，主題(一) 靠主喜樂 - 得著福音就是

得著喜樂， 哪裡有上帝無條件的愛，

哪裡就有真正的喜樂。經文: 腓立比書 
4章4-7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

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

們謙讓 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

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楊牧師說到數年前和師母來休士頓

探親，小舅子請他們夫婦在黃金廣場

某餐館吃完晚餐，出來要開車去機場

時，突然發現車後窗遭人打破，行李

也不翼而飛，楊牧師先是一驚，但很

快想到還好身上有他和師母的護照和

機票，小舅不能上飛機回台灣，只好

重辦護照。

楊牧師說:「我們不因行李被搶劫

而難過很久，我們仍要在患難中歡歡

喜喜的來面對，我們爲尚有護照要感

恩，我們的喜樂平安沒有被偷走，我

們可以喜樂，感謝贊美主。讓我們學

習靠主喜樂！相信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

楊寧亞牧師

仁燕姐妹今晚邀請曉士頓中國教

會一位長沙來張姐妹(在醫學院作研

究工作)來參加培靈會，會後，在享用

茶點聯誼時間，仁燕介紹我認識張姐

妹，她說許多年來喜愛看思牡的美南

福音版「思牡札記」文章，很親切、

真實，今天很高興見到作者本人哩。

當三年前休士頓發生哈維水灾期間，

仁燕姐妹默默愛心付出關懷遭患難的

人，她說很感謝仁燕姐妹愛心接待

她。她很高興來聽培靈會的講道。

邱吉爾有句名言：「樂觀的人在

每個危機裡看到機會；悲觀的人在每

個機會裡看到危機。」

主耶穌一直在教導祂的子民如何

在風暴中保持平靜的心。

【禱告】神啊！幫助我今天學會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幫助我有清

潔的心，看每一個我接觸的人，幫助

我用您的眼光看每一個人，而不去論

斷人，也幫助我往前行，知道您是我

的保護，是我暴風雨中的避難所，也

是我爭戰中的堡壘，讓我學會贊美再

贊美，學會依靠再依靠，學會放手再

放手，直到你心滿意足。奉主耶穌的

名求，阿們！

6月19日(星期三)
晚上筆者在麥希真牧師的facebook

上看到他寫的文字，真鼓勵筆者的

心。茲摘錄如下:
「信心 」就是不問為甚麼？只是 

一心相信每件發生的事情，都有祂的

美意在其中。

6月25日(星期二)麥希真牧師所寫

智慧箴言

忘掉過去的輝煌，是謙卑。

忘掉已往的失敗，是勇氣。

忘掉從前的創傷，是饒恕。

忘掉昔日的罪過，是感恩。

忘掉朋友的不週，是大方。

忘掉仇敵的攻擊，是愛心。

    “忘” 比 “記” 難
    “記    是聰明

   “忘” 是智慧， 
   “記” 是修養。

      若有人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共勉之！

 

掙脫出進化論的束縛

我是個接受了半世紀唯物主義教育
的人，在大學任教，學過進化論，也講
過進化課。來美探親第一週意外地接到
電話，一位朋友，美國生物學教授邀
我去他家作客，盛情難卻，我欣然赴
約。主人客聽桌上陳列著眾多珍貴的生
物化石，主人熱情地介紹了自己不久前
在中國雲南澄江考察寒武紀地層生物化
石的詳情。按進化論者的所謂證據，主
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化石證據，距今越
遠地層中化石生物越低等；反之，距今
越近則越高等。過去地質學上記載了古
老寒武紀地層僅發現有單細胞生物化
石，似乎說明生物由簡單向複雜進化；
但眼前陳列的寒武紀化石恰好與此結論
相反。那時的化石生物已有藻類、各
種無脊椎動物，甚至出現了脊椎動物
的祖先。我情不自禁地問那位朋友︰
「比寒武紀更古老地層中又是什麼樣的

生物化石呢？」回答是︰「尚未找到有
生物化石。」我為之震驚，腦中根深蒂
固的生物進化論受到極大衝擊。那麼，
人是否是由猿進化而來？不久以後有一
次機會，我陪同那位美國教授參觀北京
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覽館，參觀期間，我
再三詢問館方負責人︰「展覽館中有沒
有從猿過渡到人的中間類型化石？」因
為如果人由猿進化而來，就應該找到中
間的過渡化石，回答卻是︰「不僅中國
未找到，世界上多少古生物學家為之奮
鬥了將近一個世紀，也未找到。」我意
識到「勞動創造了人」不過是一種人們
自己的推測，根本沒有化石證明。那位
美國教授贈我很多資料，使我吃驚的是
其中有一批關於揭露里格爾的「生物發
生律」（也叫生物重演律）是騙局的文
章，如 "Science" (1997)、《胚胎發育》
(1997) 均刊載了有關文章，按里格爾的
觀點︰脊椎動物的胚胎發育過程會重演
它的祖先進化過程；但是九零年代後有
一個國際聯合研究小組，重複了里格爾

的實驗，發現里格爾繪製的實
驗結果是偽造的，徹底揭穿了
科學史上的大騙局。最令我信
服的是一本名《審判達爾文》
的書，書中列舉了大量科學資
料，批駁了達爾文的進化論，
此書很有說服力。感謝主耶穌
的恩典，我意識到主耶穌通過
這位主內弟兄使我大開眼界，
耳目一新，掙脫出進化論的束
縛，使一個無神論者開始發生
了轉變。

一個無神論者的轉變
張真   

主耶穌治愈了我的頭疾

在美探親期間，二十多年的頑疾失
眠症，困擾著我，且膽囊中有塊 0.7cm
息肉常隱隱作痛，每夜服兩片安眠藥
也無濟於事，我已有打道回府的念頭，
後被洛杉磯的一位金弟兄得知，他攜
夫人駕車遠道而來為我禱告懇求主耶
穌治好我的病，並使聖靈充滿我身。
當時我全身發熱，頭上冒汗，兩腿有
飄然之感，似乎已不站在地上。這種
奇妙感覺使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主耶穌
的拯救，此刻心中唯一的意念是感謝
主。神蹟確實在我身上發生了，當夜
睡眠就發生了根本變化，膽區再也不
作痛了，迄今已有兩年半一直很好。
回國後我去原先給我確診膽囊息肉的
兩個醫院複查，其中一個醫院的大夫
在 B 超屏上竟未找到原有的息肉，另
一醫院也是在我的請求下反覆細找，
才隱約見到約 0.5cm 模糊不清的輪廓，
大夫認為「可能是在萎縮」。感謝主
耶穌，這如果不是神蹟，還能有什麼
能解釋它呢？從此我深深領悟到主耶
穌的存在，主耶穌的大能和全能，我
親身經歷了聖靈充滿的功效，信心由
衷地從內心深處產生，是主打開了我
的心扉，我是千千萬萬個蒙恩者之一，
我永遠感謝主的恩典。

主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在大陸高等學府任教，教書育人
是本職，以身作則，重德育修養，追

求人生真、善、美。也常被表揚，在
不知不覺中養成自命清高，孤芳自賞陋
習。來美後結識了不少基督徒，聽佈
道，讀聖經，開始剖析自己，用主耶穌
的話語對照自己，逐漸認識到原來自己
私心之重，胸懷之窄，愛心之少，驕傲
之大，並不比別人好多少，人間制定
「真、善、美」的標準與神的要求有本
質差別。造物主創造了人類，但自己不
但不感恩，卻還向學生灌輸進化論。主
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第一條就指出「虛心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驕
傲是人的最大罪性，我卻長期驕傲自滿
而缺乏認識。它也阻礙了自己正確地認
識神、認識他人，承認自己的罪性。我
的愛心如此狹窄，平時別人待我好，我
會待他更好，如果有人待我不好，我也
是待他不好。主耶穌告訴我們：「你們
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要愛你
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多
麼博大的胸懷，愛的無限，面對主耶穌
的話語，自己是多麼渺小。主耶穌要求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
所作的。」我卻做了一點善事，一聽別
人讚揚時就沾沾自喜，這與主的要求距
離多麼大。我意識到纏我一生的多種罪
性單靠自己努力是無法克服的，唯有主
能拯救我，只有主耶穌用自己的寶血替
世人贖罪，才能拯救人。我接受了主耶
穌為自己生命的救主，我懇求主耶穌用
聖靈感動我的心靈、淨化我的心靈，我
要不斷向主懺悔，求主寬恕我的罪性。
我一生尋求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尋
求真理，現已至古稀之年，感謝主帶領
我找到了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感
謝主揀選了我這樣一個不配被揀選的
人，我願永遠做主耶穌所合用的器皿。

原載《中信》月刊第 420 期

「書中的書」
郭文仁牧師

I. 聖經是人生永遠的指南
就好像 GPS 指引你人生該走的道

路。談到道很多的經典都有類似的道理
可談，但沒有路可以走，所以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
音 14 章 6 節 )

聖經是由 66 卷書集合而成的一
部書，舊約 39 卷，新約 27 卷。英文
Bible 是從希臘文轉借而來，加上定冠
詞 The 後，可以譯為「書中的書」。

II. 為什麼聖經是人生永遠的指南
因「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
的善事。”」（提摩太後書 3 章 16 節 )

1). 聖經永不指引我們誤入歧途，而
是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人生旅途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分
叉路口；當你走錯時，因你讀經，默想
聖經，聖靈會藉著神的話教訓你，督責
你，教你歸正。若一意的孤行己意，恐
怕會誤入歧途，就如聖經所說的「有一
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箴言 16 章 25 節 )

2). 聖經永不指引我們迷信
迷信是不知道信甚麼 ? 筆者曾經問

過媽媽「你拜甚麼 ?」她說她也不知道，
老人家這樣拜，我也這樣拜。信仰就如
保羅所說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
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譯：祂
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提摩太
後書 1 章 12 節 )

感謝主，因聖經強調，「第一要緊
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
意解說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
來。」（彼得後書 1 章 20-21 節 )

3). 因神的話永不更改
(1) 神的應許不更改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

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
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
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
來。」這樣，亞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
得了所應許的。（希伯來書 6 章 13-15

節）

(2) 神的旨意不更改  
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

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
證。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
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
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

（希伯來書 6 章 17-18 節）

III. 作者證明聖經確為上帝所啟示
的，是人生永遠的指南。

聖經是由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所寫
成，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約自主前
1500 年左右，至主後 97 年。其學識、
地位、職業各有不同─有君王、王子、
省長、先知、祭司、文士、有稅吏、醫
生、牧人、漁夫、製帳棚者。

其語言文字不同，舊約是用希伯來
文寫成的，間有亞蘭文，新約是用希臘
文寫成的，間有希伯來文。以上這些雖
然各有不同，但其中心思想誠然一致，
沒有任何矛盾與弊端，至今數千年來，
最有人性化，人人愛讀人人都需要的經
典，其流傳之久，發行之廣，已遍及全
世界上每個角落，每個民族，由此可
知，聖經確為上帝所啟示的明證。

（本文係海灣華人基督教會6-14-19
週五團契 /郭文仁牧師證道 )



BB1414佛教
星期六 2019年6月29日 Saturday, June 29, 2019

2
0
1
9
年
0
6
月
2
9
日

NO:1309德州佛教會主編

( 上 )

摘自佛光法苑第225期

就是從修行的立場講，我很同意人要

經常觀察自己，看住自己有沒有活在

當下。真能活在當下者，才有辦法認

識自己，調整自己，淨化自己。否則

一切方法，都是理論，說食不飽。

觀自己在不在，若深入來看，也

只是打個修行的基礎，就好像即使

把人拉回家，在家裡又做何事呢？是

糊裡糊塗的終日睡覺，還是不停地東

想西想，天馬行空？我見有的人很用

功，但只求定不求慧；有的人又整天

鑽研法義，但所學的道理，無法改正

自己的習氣。所以，嚴格講，除了觀

自己在不在當下，還要觀自己當下做

何事情，做得對還是不對。

依佛光大辭典的解釋，自在即是

觀
自
己
在
何
處 宏

意

在台灣參學時，有一次聽一位長

老開示，講到「觀自在」的境界時，

他老就有與眾不同的解說，學佛者要

經常「觀自己在不在」。講具體點，

就是要觀察自己的心有沒有「活在當

下」。人在現實生活中，心經常往外

跑，就像主人不在家，沒有把家中事

照顧好，所以觀自在，就是觀自己的

心有沒有在家。

我覺得長老的開示，主要是想接

引大眾，令聽者馬上學以致用，倒不

是引經據典，介紹諸佛菩薩的自在境

界。所以開示結束後，也有人說，這

是自家見解，並非經典原意。

幾十年來，為什麼我對這句話會

印象深刻，念念不忘呢？主要原因，

摘自佛光法苑第225期

當人的身體、衣物、物品污穢

時，因顯而易見可以隨時用清潔劑

和水洗滌，這幾乎是我們每天必做

的事，清理起來也很容易。然而當

我們的內心被擔憂、恐懼、追悔、痛

苦、憤慨、妒嫉、驕慢、不滿…等不

善的情緒所盤據時，是否也能用所謂

的心靈清潔劑做一番「內心」的大清

掃呢？

這些讓人不安的心理狀態可統稱

為「煩惱」，它們是不受歡迎卻又

揮之不去的「不速之客」，既稱之

為客就不該久留心中，有什麼方法

可以有效地清除它們，還我們心的

清淨呢？要清除煩惱之前，應該先

認清它的起因和作用，所有煩惱的根

源都是來自對真理沒有正見(無明)，

無常執常，無我執我。根本的煩惱分

為：貪、瞋、癡、慢、疑(五鈍使)及

五種惡見(五利使)，其中又以貪瞋癡

為根本煩惱之首。煩惱有許多別名，

如障、蓋、結、纏、縛、漏、使、隨

眠、塵勞等，只因它能污染人心、繫

縛人心，令心不得自在，更是造成生

死流轉的元兇。這些煩惱有如留在內

心上的污垢，若不能及時察覺並清除

乾淨，只會越存越多，乃至積習成性

又積非成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削弱

我們的心力，使令無法跳脫惑、業、

苦的循環。

佛典中有一則有關佛陀弟子周利

槃陀伽的故事。過去生他曾開玩笑

地模仿一位較遲鈍的比丘，因此生得

愚鈍，記性極差，他的兄長嫌他笨要

趕他出僧團，佛陀卻因材施教，讓他

繼續做他最熟悉的掃除工作，佛陀要

他用掃帚用心掃地的同時，一邊念著

「掃塵除垢」。由於周利槃陀伽的記

性實在太差，連短短四個字都很難記

全，但仍舊乖乖地照辦。終於，他從

日復一日的清掃工作中悟到：外在的

污垢、垃圾可用掃帚清除，而存在心

中的污穢該用什麼來清理呢？佛法就

是能去除內心貪瞋癡的清潔劑，他也

因此證得了阿羅漢果。

心清淨與否，對自身和所處的環

境有什麼影響呢？《楞嚴經》云：

「諸法所生，惟心所變，一切因果，

世間微塵，因心成體」。《大乘起信

論講記》也說：「唯心所作，離心無

境」，可知外境的好醜都是由於無明

妄心所起，離開雜染的妄心，根本沒

有所謂的六塵境界可得，一切現象就

如鏡中像，都是隨心的狀態而顯現罷

了。《史記》中記載一則大漢將軍李

廣射虎的故事，當時李將軍以為真有

老虎，瞄準對象射出了第一箭，因為

十分專注故能一箭射入石頭裡；後來

得知是塊石頭想試射第二箭時，心已

和
亞

掃

塵

除

垢

「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做任何事，

均無障礙。此為諸佛及上位菩薩所具

之功德，故佛亦稱為自在人。」由是

之故，所有學佛大眾，只要我們發願

要成就佛道，不論選擇什麼法門，最

終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自在。從果位的

境界看，觀自己在不在，乃是我們凡

夫用功修行的一種方便，與聖者的成

就，完全不同。不過在不相同中，我

仍借此觀念，提提用心之道，如何在

煩惱塵世中，保持覺醒，導身口意，

走向清淨、安樂之道。

簡單說，一個人能做到人在哪

裡，心在哪裡，經常能收其放心，

觀照自己，已經算是非常難得；如果

在觀察自己的時候，又能長期保持所

修的正念，那更是可貴。我寫此文的

目的，就是希望指出，在應對人際的

關係中，我們的心，不僅不能失控亂

跑，跟著貪瞋癡走，同時還要堅定地

把持自己，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心要放在無惱處

近年開講《大乘廣五蘊論》，談

到行蘊中的隨煩惱時，論中就提到「

忿」、「恨」、「惱」等心理反應。

論中說：「云何忿？謂依現前不饒益

事，心憤為性。能與暴惡，執持鞭杖，

所依為業。」一般講忿與怒相連，遇

到不順心或對己有害之事，人就會生

氣、不滿。生氣之後，與人「結怨不

捨」，就會變成「恨」。生氣可能是

一時的，若怨氣不消，久藏於心，就

轉為恨，那是更嚴重的不善心所。如

果有人「懷恨在心」，那表示已經有

一股敵視他人的情緒，短時間內，很

難調整。「惱」又是什麼狀況呢？論

中說：「云何惱？謂發暴惡言，陵犯

為性。忿、恨為先，心起損害。暴惡言

者，謂切害、麤獷。能與憂苦、不安隱

住所依為業，又能發生非福為業、起惡

名稱為業。」從論文的說明看，惱心

所是在起忿、恨之後，暴露於口業的

種種惡語，有的話很尖刻(切害)，有

的話是謾罵(麤獷)，其目的就是侵陵

對方，損害對方。從這個定義講，人

在煩的時候，千萬不要惱，一惱就要

吵架、罵人。

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想提升

自己的生活品質，過安穩日子，基本

的條件，就是要少忿、少恨、少惱，

經常觀照自己，把心安放在無忿、無

恨、無惱的正念上。忿、恨、惱，基

本上是從自我愛中，引發出來的一種

盲目衝動。正因為這些情緒是盲目

的，所以它們的來去，自己也無法

完全了解。有時明知惱怒無用，而且

會生起「非福業」及「惡名稱」，但

就是改不了，克服不了。因此，如何

將心放在無惱處，用慈悲之力安住自

己，乃是離苦得樂的甘露妙方。

(待續)

失去原有的專注和信心，再也無法以

箭穿石，這說明了心的力量是不可思

議的。

〈七佛通誡偈〉云：「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這是佛教的根本宗旨。佛教不同於

其他宗教的特勝處是「自淨其意」，

亦即透過戒定慧的修習以淨化人心，

進而達到全人類社會的淨化。聖嚴法

師曾說：「佛法是人心的淨化劑。」

經過戒定慧的修學，「心」由雜染逐

漸轉變成清淨時，所處的山河大地也

將隨之改變，正如《維摩詰經》所

云：「欲淨其土，當淨其心；隨其心

淨，則國土淨。」因此要如何以佛法

清淨自心，當是所有學佛者的首要課

題。

佛陀為不同根性的眾生施設了八

萬四千法門，如持咒、念佛、拜懺、

禮佛、誦經，以及各種不同的止觀禪

法，這些法門都是可淨心的良方，若

能善用之，將可以慢慢清除內心諸多

的煩惱，並能朝向清淨解脫的目標邁

進。玅境長老在其開示中，非常強調

修習奢摩他(止)和毗婆奢那(觀)的重

要性，他認為沒有透過止觀的持續練

習，佛法的出世智慧難以深植內心，

心力不能強大起來，也無法徹底止惡

行善和改變習氣。法師說：人要時時

反省自己的內心是否清淨，也要常常

靜坐修止觀，修止觀就是進行「心的

大掃除」。又說：四正勤就是精進地

修習四念處(身、受、心、法)，換言

之，修行就是要時刻觀照內、外、過

去、現在、未來名色法的特相與共

相，藉此改變老習氣，老家風，不再

用貪瞋癡而是用智慧和慈悲去處理人

事物，這才符合四正勤(去惡修善)的

真精神。

「止」的培養是在靜坐時專注於

一個所緣境(如呼吸)，以正念守護

六根，若能持之以恆，不要對所緣

產生厭倦感，並逐漸擺脫五蓋(貪、

瞋、昏沈、掉舉、疑)的干擾，心就

能依九住心的次第逐漸安止下來，

止成就時名之為定。定力是在只問

耕耘，不問收穫(無所求)的自然情

況下形成。隨著定力的增長，心調柔

了，輕安的感覺生起時心力也相對增

強，將可暫時伏住煩惱，此時絕不會

觸惱任何人。除了修「止」外還必須

修「觀」，任何景物、對象都可以成

為觀的主體，但佛陀強調可以從自身

最親切的五蘊、十二處觀起，依閱讀

經論培養的正見為基礎，觀察色受想

行識，無一法不是隨因緣聚散而生、

而滅。故知自性了不可得，一切所生

法皆是緣起性空的畢竟空寂相，就

如《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至

此，智慧將由觀禪處應運而生。修學

止觀是以培養正念的內觀智慧觀察自

身，以期發現煩惱痛苦的緣起，進而

去除妄想、分別，徹見諸法實相(無

常、無我、苦、空)。唯有般若智慧

能強化心力，也才能如利劍般地斬斷

煩惱的根源。內心若能時時與第一義

諦相應，自然是清淨自在的。由此可

知，淨化自心的關鍵就在自身，無需

外求。就如快川禪師所謂的：「參禪

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自(亦)涼」，

這正好與日本夢窗禪師的一首偈頌：

「青山幾度變黃山，世事紛飛總不干，

眼內有塵三界窄，心頭無事一床寬。」

起了共鳴。

有人問：如何保持花不那麼快凋

謝？方法很簡單，就是每天勤於換

水，並時時修剪爛掉的根。其實保持

內心清淨和照顧花的道理是一樣的。

若能常以慚愧心、慈悲心、和智慧自

我檢討懺悔，改變壞習氣、缺點，就

能保持心的清淨與安定。前面提到周

利槃陀伽證悟的故事，就是要提醒學

佛人，不要只注意自身門面的整潔，

卻忽略內心塵垢煩惱的清理。那把能

清除貪瞋癡慢疑及惡見的掃帚，是掌

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除了要清理外在

的污穢外更要清除我們內心的煩惱。

對於「淨心」佛陀早已提供了各式各

樣的清潔處方和使用方式，只待我們

親身去實踐。

末了以《楞嚴經》的一首偈頌〈

掃心地）畫下句點，願以此共勉。

「掃地掃地掃心地，心地不掃空

掃地，人人若把心地掃，無明煩惱皆

遠離，人人若把心地掃，人我高山變

平地，人人都把心地掃，世間無處不

淨地。」



BB1515休城工商

珍珠泡參中號4oz
0168-M4

大號泡參4oz
0111-4

中號泡參4oz
0112-4

中小號泡參4oz
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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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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616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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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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9SAT_B1_Print.pdf (p.1)
	0629SAT_B2_Print.pdf (p.2)
	0629SAT_B3_Print.pdf (p.3)
	0629SAT_B4_Print.pdf (p.4)
	0629SAT_B5_Print.pdf (p.5)
	0629SAT_B6_Print.pdf (p.6)
	0629SAT_B7_Print.pdf (p.7)
	0629SAT_B8_Print.pdf (p.8)
	0629SAT_B9_Print.pdf (p.9)
	0629SAT_B10_Print.pdf (p.10)
	0629SAT_B11_Print.pdf (p.11)
	0629SAT_B12_Print.pdf (p.12)
	0629SAT_B13_Print.pdf (p.13)
	0629SAT_B14_Print.pdf (p.14)
	0629SAT_B15_Print.pdf (p.15)
	0629SAT_B16_Print.pdf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