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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玲地產
Shirley Li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何须花费更多
DISCOUNT POWER 为你提供低廉电价
WWW.DISCOUNTPOWERTX.COM/PROMOTIONS
1.877.455.4674 (ENGLISH) 1.713.537.5956 (中文)

折扣码：
XBXCVR
新用户享受 $25折扣！

*注册 “Wise BUY 12” 计划，享受25美元返点。在www.discountpowertx.com/promotions 或者使用折扣码 “XBXCVR”
成功注册的新用户享受一次性25美元的返点，将在第二个月的账单返还。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PUCT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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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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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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8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風水、命理老師徐慕平主講： 「台灣與我、命理面面觀」

所有貴賓在演講畢切蛋糕祝賀。（左起
所有貴賓在演講畢切蛋糕祝賀。（
左起）
） 「台聯會
台聯會」
」會長馮啓豐
會長馮啓豐、
、
主講人徐慕平大師、
主講人徐慕平大師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
主委黃春蘭、
主委黃春蘭
、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
陳奕芳主任、
、 「台聯會
台聯會」
」前會長
前會長、
、 「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
僑救國聯合總會
」現任會長
現任會長賴李迎霞
賴李迎霞。（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徐慕平大師演講畢， 「台北經濟文處
徐慕平大師演講畢，
台北經濟文處」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右 ）， 「台
灣聯會」
灣聯會
」會長馮啟豐
會長馮啟豐（
（左）贈送紀念獎牌
贈送紀念獎牌。（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今年國慶系列活動最吸引一般人關注的
莫過於上周日（9 月 29 日 ）由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的 「台灣與
我、命理面面觀」講座，由風水、命理大師徐慕平主講。使大家在短
短一個多小時內解開許多謎團，對生命有豁然開朗之感。
徐大師的演講包括二大部份： 「命理面面觀」及 「臺灣與我」。
在 「命理面面觀」方面，徐大師一言道出：所謂 「命理」，就是
學習中華文化、玄學；開啓智慧 ! 解釋人生疑惑 ! 他說： 「因為這些
都是老祖宗們；上千年人生經驗的累積。遺留下來給我們後輩的“人
生大數據 ” ! 」在大的地方，可以治國平天下 ! 小的事情：是我們每
日的待人接物的規範 ! 他認為： 「絕對沒有不合時宜的事 ! 在實踐的
時候；要與時俱進就可以了 ! 」
他說：學習命理，幫助我，解釋了多年來，我對人生的疑惑 ! 也
讓我，幫助了，許許多多的親朋、好友、客人的人生疑惑 ! 他講了三
個例子：
{ 例一 } 2016 年，11 月 8 日是美國第 58 屆總統選舉的日子 ! 而我
在 10 月 27 日，將近 10 天前 ! 在 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就預測川普
將會當選總統 ! 11 月 8 日開票 ! 果然預測成功 !
徐慕平大師說： 我並沒有特殊體質，也沒有特異功能；更不是通
靈 ! 我只是根據我所 學習的中華文化......陰陽五行、山醫命相卜… 24
節氣，作出的預測 ! 與鬼神毫無關係 ! 所以只要你學習中華文化之命
理 ! 我能… 你也能 !
{ 例二 } 是他本人的例子： 由取名字引動、、、、為什麼我親生
父親，不疼我這個么兒...... 所以......開始自己學習命理......他提到自己
算命的經過：例：鐵算板：算命術......面相、八字、斗數，為了尋求
這個答案......開始到處去算命 ! 他說：“ 在尋訪高人指點迷津的過程
中，發現了人生的規律與軌跡! “ 他並以他個人的命盤圖作說明......。

{ 例三 }朋友的例子、殘廢的孩子 ......
他又提到 「風水」，在看過上百棟的建築物以後，他發覺.....婚姻與風
水，是最好的改運的方法；婚姻與風水～ 是為人生加分，最好的工
具 ! 他說： 「結婚 」用十六個“字”，（結婚 ） 「先成家後立業
」......來平衡你的......木火土金水～ 陰陽五行 ! 而 「風水 」更時時刻刻
提醒；你的好運及壞運 ! 在無形中，改變了你的思緒 !
徐大師也提到算命的二個重點： （一）瞭解自己的個性......是圓
的、還是方的、多角形的......外方內圓的、還是最好的 「外圓內方的
」! ( 二 ） 瞭解自己目前的運程是向上走、向下走、還是維持平走 !
若是向上走，不去大力沖刺! 可惜了! 人生的高度不夠；遺憾 !
若是向下走的；越用力沖刺，闖的禍、就是越大 ! 再回頭、已是
百年身 !
【台灣與我】:
（一 ）福地、 福人居：台灣是福地嗎? 徐大師說： 台灣有......”
自然資源“ ：” 台灣有豐富的水力、森林、漁業資源。“耕地資源
；盛產稻米，一年有二至三熟，米質好，產量高 ! “ 主要經濟作物是
蔗糖和茶。
主要經濟作物是蔗糖和茶。
蔬菜品種超過 90 種，栽種面積僅次於稻穀。
台灣素有“水果王國”美稱，水果種類繁多。
花卉產值也相當可觀。
森林資源：台灣森林面積約佔全境面積的 52% !
木材儲量多達 3.26 億立方米，樹木種類近 4000 種，台灣杉、紅檜
、樟、楠等名貴木材聞名於世。樟樹，提取物居世界之冠，樟腦和樟
油產量約占世界總量的 70%。
漁業資源：台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豐富。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其視野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
其視野、
、觀點
觀點，
，常有驚人之處
常有驚人之處，
，
令人茅塞頓開，
令人茅塞頓開
，大呼過癮
大呼過癮。（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當然是福地 ! 徐大師又談到“從地理位置看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
性“他說：蔣介石! 當年，棄海南、而選台灣 !
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的一向名言，台灣是一艘“ 永不沉沒的航
空母艦” 此話準確地概括了台灣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
為了這艘“ 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 ”台灣問題至今依然是中美關係中
最敏感的、最富有爆炸性的問題。
最後，徐大師也提到“中美貿易戰；現在開始，是台灣年輕人最
好的時代! “
年輕人，把握機會，現在【 運 】已出現，我們正站在關鍵交叉
口上， 「世界需要台灣。」— 或許這是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最好的
時代，原因是台灣有能力在這個機運中發揮。（數據來源：每日頭
條- 中國外貿淨出口全景圖）中顯示：台對中的貿易逆差，剛好等同
韓國 + 日本的逆差總額。
對台灣的年輕人才來說，有中美貿易戰帶來台灣在全球貿易體系
的新定位，又有台美同盟這個保護傘，這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 現
在開始，是時候；一同創造台灣的新時代。
( 二) 福人、居福地：何謂”有福之人“? 老子說：” 禍兮；福所
伏；福兮；禍所倚 !”世事無常；禍福相依；福與得、禍與失，都應
該當作是一種人與事之考驗 ! 當你在高處時；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誰 !
當你在谷底時；你才知道好朋友是誰 ! 當你不高不低時；你要搞清楚
自己是誰 ! 醇親王奕譞治家格言里有這樣一句話：—— 財也大；產也
大 ! 後來子孫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 所以有福
之人；並不一定是那些富二代官二代明人 ! 最後，徐大師說：“命理
學家”認為有福的人應該是這樣子的: 1， 衣食無缺、2，六親平安和
諧、3，有病時；有人醫冶；有藥物治療、4，有難時；有貴人相救 !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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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眷村美食
（本報訊） 國慶籌備會在兩年前，曾經邀請
中山學術研究會，舉辦過一次 「眷村美食」，那次
的活動非常成功，每個攤位的食品，全部賣光到缺
貨，今年我們再次邀請中山學術研究會，來承辦這
個活動，據了解，攤位的食品，仍舊保持眷村美食
的風味，許多攤位的主持者，是坊間烹飪的高手，
食品的種類，有些因製作的過程繁瑣，而不見得在
一般的餐館裡看得到，現場會擺設桌椅，讓大家吃
的舒服，還有精彩的表演，讓大家邊吃邊看，盡情

享受一個歡樂的午餐時間，為了暸解到場人數的多
寡，主辦單位採取預售餐票的方式，一張餐票 $10
，現場再用餐票換取小額$1 餐劵使用，有興趣參加
的朋友，請跟唐心琴聯絡，
電
話
：
832-651-2848。
日期：十月六日，星期天
時間：上午 11:00 到下午 2:00
地點：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光鹽社健康講座 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
（本報訊）主題: 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10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2-4 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1, Houston, TX 77036)
蛋白質是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它是由許許多多不同的胺
基酸連在一起構成的，對身體組織如肌肉的生長和復元尤其重
要。構成人體蛋白質的胺基酸有 20 多種，其中有 9 種是必需氨
基酸。所謂必需胺基酸是指人體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不能滿

足機體需要，必須從食物中獲得的胺基酸。但甚麼食物才有豐
富蛋白質？我們一般熟知，平時要補充蛋白質，一定就是要多
吃含有蛋白質的食物，我們多半會選擇新鮮肉類、魚類、牛奶
、雞蛋等含蛋白質量較多。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將會在本次
的健康講座，為大家介紹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
陳康元醫師於 1968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 UCSD 太空
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
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 年獲得邁
阿密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

，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
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 琳博士, 1970 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1986 年獲
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
，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
業訓練。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慈濟德州分會醫療組 2019
2019秋季愛心健康日
秋季愛心健康日
（本報訊）日期： 201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30AM – 中午 12:00PM
活動： 2019 秋季愛心健康日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預防勝於治療!! 秋風起, 感冒, 流感的季節也到了,不要忘了
為我們的健康起而行!!
慈濟將於 2019 年 10 月 13 星期日上午 09:30 – 中午 12:00 假

慈濟德州分會舉辦今年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日
活動.
義診活動主辦單位將邀請社區術德兼修的各科醫師提供諮詢
; 有心臟科醫師 豐建偉, 施恵德; 家庭/內科醫師, 汪家成, 曹有餘,
陳正德,陳章靜蓮 ; 高血壓, 腎臟科醫師 謝春; 骨科醫師 林隆一;
風濕病科醫師 莊仲安; 肝臟/腸胃科醫師 王洪濤; 復健/理療科醫
師 Bei Zhan ;放射/腫瘤科醫師 T, Kuan Yu; 牙科醫師 Lily Chen,
Jassica Su, Susan Yang;中醫/針灸醫師 王顧毓芬, Xu Zhang, Ellen
Huang, Xiuming Zong.

B 型肝炎早期篩檢至關重要, 很多人在早期都沒有症狀, 此次
的健康日主辦單位也提供 B 型肝炎篩檢. 在醫師諮詢之前主辦單
位也請到了 H.E.B.葯劑師 Stephen Au, 十多位註冊護士為大家量
血壓,血糖, 膽固醇檢測, 量身高, 體重, 身體質量指數(BMI)做為諮
詢前數據的參考. 有關的健康教育; 光塩社在場提供大便潛血檢查
, 乳房攝影登記. 需要肺炎預防注射的民眾請帶保險資料 (卡).
主辦單位也為健檢者提供義剪及結緣品, 與健檢者結緣. 讓我
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努力加油. 請儘早安排時間，以免向隅
。

副刊

我们都是“火星人”后代？
我们一直都坚信火星上存在生命，
他们有可能到达过地球，那么你有没有
想过，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火星人”的
后代呢？这个想法听上去确实荒谬，但
是却有证据表明。
大部分科学家都在用火星车、太空
望远镜和巨大的射电抛物面天线寻找外
星人，但地质生物学家 Joseph Kirschvink
却认为外星生命的首个证据可能就端坐
在 NASA 约翰逊太空中心的书架上，隐
藏在一块偶然落到地球的火星岩石内。
Kirschvink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
内挂着一幅黑白的陨石照片。放射性测
定结果表明，这块石头形成于 40 亿年前
。那时火星还是个温暖湿润的地方。在
一次陨石撞击事件中，它从火星表面飞
溅而起，在太空中游荡。1600 万年前，
它到达地球。
这块石头落在了南极冰盖上，直到

1984 年才被人发现，并命名为 ALH84001
。科学家对封存在岩石小孔内的气体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它来自火星。依据
是这些气体的化学特征符合 1970 年代水
手号探测器的火星大气探测结果。
不仅如此，ALH84001 身上似乎还有
生命的遗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不
仅意味着火星上存在过生命，而且它们
已经飞越浩瀚的太空，来到了地球。
Kirshvink 认为，生命在太阳系内出现了
不止一次——而且并非起源于地球。
“我认为，40 亿年前火星上就已经有了
细菌。”他说。
这就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都是火星微生物的后代。但是对
Chris McKay 来说，这样的结果会有点
儿令人失望。“我的工作是寻找其他世
界的生命，”McKay 说，他是加州山景
城 NASA 阿姆斯研究中心的行星科学家

。“而且不单是要寻找外星生命，还要
寻找所谓的生命‘第二起源’。”
McKay 说这两者间有本质的区别。
假如我们在太阳系内的其他地方发现了
生命，而它们的生化结构——如 DNA 或
常见蛋白质——和我们的相似，那我们
仍然无法判断宇宙中是否充满着生命。
因为火星有可能会被地球生命污染，反
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谁被谁感
染，两者都是幸运的，都是荒芜宇宙中
的特例。
但是假如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第二个
起源，那它就是宇宙充满了生命的有力
证据。“一个起源和两个起源之间存在
着极大的差异，”McKay 说。
能够说明 ALH84001 内含生命遗迹
的线索有四条。最上镜的是岩石内存在
的微型管状结构，这些结构类似于地球
细菌细胞结构的化石。另外科学家还从

中检测出了通常属于生物活动副产品的 实验，人们发现这些所谓的“细菌化石
矿物质踪迹，以及地球微生物产生的有 ”、矿物质和有机物都可以通过自然方
机物球体。第四条证据最让 Kirschvin 感 式产生，而未必是生物学方式。
到兴奋——陨石内存在着微小的磁铁晶
然而 Kirschvink 却坚信，磁铁晶体这
体，也就是所谓的“磁小体”。地球上 条线索是个例外。1996 年时，他也曾收
的细菌把它们当作是感知磁场的工具。 到过陨石样本，随后便从中发现了数百
在这四条线索的鼓舞下，NASA 于 个磁铁晶体。在用电子显微镜对这些直
1996 年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火星 径只有数十亿分之一米的晶体扫描后
上可能有生命”，并在《科学》杂志上 —
—他们发现其中的 27%与地球细菌所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发表了相关论文。克林顿总统也曾称赞
产生的晶体几乎完全一致。他们于
士的安息禮拜，於
9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2000
Memo这项研究。“假如这个发现被确认，那
年发表了这一成果，Kirschvink
说，还没
rial Oaks Funeral Home 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么毫无疑问将成为人类对宇宙中那些科
有哪种非生物机制能够产生这些磁小体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学未知的领域最令人震惊的感悟之一，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什么？生物。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他说。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行星科 ”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提高，科学家
学家和物理学家纷纷要求 NASA 提供岩
石样本，以便他们确认这个发现。
对于火星的探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
多年以后，大多数科学家得出的结 们在火星上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存在
论是，这些证据不充分，至少不能成为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完全破
其他行星上存在生命的确证。通过大量 解火星生命之谜。

欧洲大陆地下发现一 15 公里长的新大陆
据学术媒体的报道，欧洲大陆地
下最新发现了一15公里长的新大陆，
其被成为“大亚德里亚大陆”。
据研究表明，今天地球上的大
陆起源于泛大陆（10～13 亿年前，
地球上只有唯一的一个大陆，叫做
罗迪尼亚泛大）。根据 1912 年德国
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 魏格纳的盘
古大陆理论，其理论是盘古大陆分
裂为两个较小的部分，随后经过三
个阶段形成了现在的世界。随后，
地质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南部冈瓦纳
古陆和北部劳亚古陆分离的相关证
据。
据冈瓦纳古陆的公共研究表明
，在 1 亿至 1.2 亿年前，缓慢的碰撞
致使欧洲所在的一南部大陆陷落，
而这片大陆被洪水淹没了一半的水
域，而位于水平面上的地幔，形成
了今天散落在欧洲 30 个地区的山
脉。
为了了解大阿德里亚的过去，
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

）研究的主要学者杜凡•海因根
（douvan hinergen）和他的合作伙
伴坚持检测了来自欧洲、北部和西
部的十年地质数据。据悉，地壳中
的天然磁铁有助于研究小组监测
2.4 亿年前的运动，当炽热的熔岩
在两个形成流体的斑块之间的边界
融化时，含有磁性矿物的矿物将直
接位于地球磁场的方向，这使科学
家能够方便计算出它们在数百万年
前在地球上的位置。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1.4
亿年前，大阿德里亚绝对是一个完
整的大陆，在那个时期，阿德里亚
可能看起来很像今天的西兰迪亚
（490 万平方公里，其中 94%都浸
没在水中，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大
陆）。
据悉，这项研究的成果可以重
新制定世界地理的历史，并建立和
开发有价值的矿物。还可以帮助研
究人员更好地了解现有的已知矿物
和矿床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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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十月八日(星期二
金城銀行十月八日(
星期二)
)早上
十點三十分舉行三十四周年慶
特別推出 12 個月定期存款
個月定期存款，
，年
利率 2.05
05%APY
%APY
暨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
暨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診所免費骨質密度檢查
金城銀行全體員工
在吳光宜董事長、楊明
耕副董事長及執行長黃
國樑博士帶領下，以感
恩的心，將於十月八日(
星期二)早上十點三十分
於百利大道總行慶祝該
行成立三十四周年慶。
當天並邀請德州大學社
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在
金城銀行百利總行舉辦
免費骨質密度檢查。各
分行備有精美茶點，總
行還有三層美味大蛋糕

，歡迎大家光臨總行或
鄰近分行一起分享金城
銀行的成長與喜悅！
金城銀行在吳光宜
董事長與黃國樑執行長
領導下，在休士頓、達
拉斯與加州禮聘資深優
秀團隊，過去多年穩健
積極，腳踏實地，深耕
社區，成果豐碩。
金城銀行一貫以”
穩健,積極”作為發展原
則，根基紮實。 黃國樑
執行長表示： 「唯有顧

客的信賴才是我們最大
的成就。」
為慶祝 34 周年慶，
金城銀行特別推出十二
個月優惠定期存款，享
有 2.05%APY， 相關存款
限制及詳情請洽各分行
。
金城銀行所有經營
團隊和同仁攜手同心為
提供客戶及社區的朋友
更專業和親切的金融服
務，這是金城銀行持續
及恆久的目標，也期待

和朋友共同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請親臨總行與
我們共享喜悅！
時間：二 0 一九年十
月八日(星期二)早上十點
三十分
地點：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777-3838

2020年聯邦醫療保險講座
2020
年聯邦醫療保險講座---

10//12
10
12星期六
星期六2
2-4pm
pm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鑒於德卅休士頓區可以參加醫療
保險人口是占全美國人口的高比率，
因此愈來愈多的醫療保險公司紛紛湧
入 德卅 Harris 縣的行列，2020 年度加
入的保險公司每家都個搶風騷，展現
各種新穎誘人的福利以吸引民眾參與
，有的公司用每月償還給客戶的福利
，有的公司贈送高科技 AppleWatch,
Fitbit, 健身用品，假髮（500 元），贈
送健康營養飯食到府服務，個人緊急
保身設備，針灸，在家看病（躺在家
中也可看醫生），修剪手腳指甲服務
，甚至看家庭醫生和專科醫生都是 0

付費，住院也免費，牙保福利高至
2000，（甚至 4000），健身房也是免
費，贈送禮卡，助聽器（最高達 3000
元），免費交通車服務，並有協助設
置浴室安全設施等等....更多更詳盡的
資訊將在此次講座中說明。
2020 年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講
座之一)
地址: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7001
Corporate Drive #379, Houston, Texas
77036
時間: 10 月 12 日星期六 2:00 PM
– 4:00 PM

聯 絡: 需 要 事 先 電 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
位
內容包括:
1. 參加美國健康保險各種資格：
1) 65 歲以上，無論是否美國公民，有
無綠卡。2）65 歲以下，無論是否美
國公民，有無綠卡，任何身份，剛來
美國者....
2. 美國的聯邦醫療保險內容和種類
3. 那些範圍是包括在內，那些是不包
括在內的， 有那些限制
4. 申請時限和罰款

5. 有雇主健康保險者需要知道的情況
6. 沒有收入者的醫療保險
7. 孩子們的健康保險
8. 低收入的資格條件
9. 2020 年需要知道的重要訊息10. 年度申請，公開申請和特殊申請條
件
11. 政府補助條件
12. 申請醫保需要準備的資料
13. 如何申請各種醫療保險
14. 健康保險新趨勢和如何選擇
15. 如何看懂你的醫療保險
16. 基本醫療保險的術語解釋

17. 其他的健康保險（非營利組織的醫
保，短期 364 天內的醫保，牙齒保險
）
18.以及說明各家保險公司的衆多不同
福利
講員: 曾惠蘭 電腦教育博士,曾任
職貝勒醫學院 18 年。代理各類聯邦醫
療保險的合格專業人員，且為號角月
報 「醫療保險」 (或問答)專欄作者, 有
二十多年服務經驗。

休城畫頁

第 15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賽募款活動圓
滿成功。（
滿成功
。（賴忠智牧師攝
賴忠智牧師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第 15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賽募
款活動圓滿成功

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左）頒發幸運獎給台
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北經文處經濟組長徐炳勳（
北經文處經濟組長徐炳勳
（右）.

陳美芬董事長（左）歡迎 108 年雙十國
陳美芬董事長（
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
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
（右）參加
「第 15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賽頒獎晚會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賽頒獎晚會」」
。陳美芬董事長致詞感謝華人社區對松
年學院的支持,,並祝中秋節圓滿愉快
年學院的支持
並祝中秋節圓滿愉快。
。

美南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二右一
美南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
二右一）、
）、前會長葉
前會長葉
德雲、
德雲
、張榮森
張榮森、
、嚴杰及徐炳勳
嚴杰及徐炳勳，
，僑務委員張世勳
（一左一
一左一）、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松年
學院董事長陳美芬、
學院董事長陳美芬
、院長許勝弘合影
院長許勝弘合影。
。

許勝弘院長（
許勝弘院長
（右）於 9 月 11 日在金
冠海鮮餐廳頒發第 15 屆松年杯高爾
夫球賽第一名台北經文處經濟組長
徐炳勳（
徐炳勳
（左）國畫獎品
國畫獎品。
。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左二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
左二）、
）、舞蹈老師王
舞蹈老師王
麗純（
麗純
（右二
右二）
）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
長、夫人黃惠榆相見歡
夫人黃惠榆相見歡。
。

許勝弘院長（左）頒發第 15 屆松年
許勝弘院長（
杯高爾夫球賽第三名恆豐銀行執行
長張永男（
長張永男
（右）國畫獎品
國畫獎品。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左三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
左三）
）頒發
獎金給第 15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賽得獎者後及
許勝弘院長（
許勝弘院長
（左二
左二）
）與徐炳勳
與徐炳勳、
、張永男
張永男、
、李寬
成、高成淵等得獎者合影
高成淵等得獎者合影。
。

許勝弘院長（左）頒發第 15 屆松年
許勝弘院長（
杯高爾夫球賽長桿獎恆豐銀行董事
高成淵（
高成淵
（右）國畫獎品
國畫獎品。
。

許勝弘院長（左）頒發第 15 屆松年
許勝弘院長（
杯高爾夫球賽最近洞獎李寬成（
杯高爾夫球賽最近洞獎李寬成
（右
）國畫獎品
國畫獎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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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師傅專欄35
周師傅專欄
35周師傅告訴你
周師傅告訴你—
——路考時
—路考時TIPS
TIPS提示
提示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尤其
是在我們大德州，地方大，到哪裏都
得開幾十分鐘半個小時的車，所以，
不管你是新移民還是青少年，當務之
急是考上駕照，自己開車！
今天， 周師傅告訴你: 路考時
TIPS 提示 . 路考時，請遵循以下一
般安全提示：
• 路考砰以防禦性駕駛。嘗試預
測其他車輛可能犯的任何錯誤, 作出
反應.
• 註意周圍的環境。檢查您的後
視鏡，在交叉路口查看左右兩邊，並
在改變車道時，查看肩膀後, 所有的
交通情況。
• 平穩駕駛，避免突然轉向。
• 要正常地平穩逐漸加速, 也要
平穩逐漸減速, 直至暢順停止, 以避免
車輛突然抖動。
• 註意在接近十字路口時必須停

止在白線為的正碓位置。如果發現你
的視裡被其它物件阻擋, 可以小心地
向前移動, 直至能看清楚左右沒有來
車, 才可繼續前進。
• 嚴格遵標誌上的速度限制。當
天氣、道路或交通狀況不佳時，請相
應地降低車速。
• 使用兩秒規則，確保您跟車在
安全距離。對於惡劣天氣、道路或交
通狀況，增加跟車距離。
• 了解所有交通標誌和信號的含
義，並隨時遵守它們。
• 使用正確的車道。改變車道時
要打信號。
• 在轉彎前或改變車道前 100 英
尺處, 要打信號.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司機。
保證所有德州人的人身安全。
王朝駕校經驗豐富，針對不同需
求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計畫

，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學員可以在
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排
隊浪費時間，6 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
證，輕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 Alison 是 交 通 局
的路考官員，
她可以直接給
學員考路考，
王朝駕校是中
國城唯一可以
直接考路考的
駕校。所以，
如果您英文不
好，如果您初
來乍到不熟悉
情況，請找王
朝駕校學習開
車，邁出您美
國生活的第一
步。

王朝駕校 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 10 月 6 日將舉行法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們為什麽要學佛
呢？因為這個題目，是信仰佛教的人和不信
仰佛教的人，都想知道的重要問題。那麽，
為什麽要信仰佛教呢？
信仰佛教的目的，就像從事其他的任何
一個行業一樣，咱們人無論是做什麽、說什
麽、想什麽……，一切的目的就是在於：如
何才能夠減輕痛苦；如何才能夠增長快樂？
就這個問題。
所以學佛和信仰佛教，目的就是為了減
輕痛苦，更是為了增長快樂。如果往更深的
角度來說，斷除一切痛苦及痛苦因！具得一
切安樂和安樂因！以這樣的目的，咱們要信
仰佛教，學習佛法。
因為佛教具備有非常哲理的，非常科學
的，非常實際的，正確的，減輕痛苦的方法
和增長快樂的方法。這種方法，比較任何一
種其他的減輕痛苦的方法和增長快樂的方法
，都要更為徹底，更為正確，更為究竟！因
此，我們要信仰佛教。
佛教有八大門派，其中之一為禪宗，中國禪
宗的禪是一種文化理想，一種追求人生理想
境界的獨特修持方法，或者說是一種生命哲
學、生活藝術、心靈超越法。超越是禪宗思
想的本質，超越現實矛盾、生命痛苦，追求
思想解放，心靈自由，是禪宗追求的理想目

標，它如一條紅線貫串於整個禪宗思想體系
之中。
禪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態度、終極關懷、超
脫情懷，對於人的心靈世界、精神生活是有
不可否認的正面意義的。同時，也深受一些
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的歡迎和贊賞，從
而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發展。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明天 10 月 6 日（星期
天）上午 9:30 將啟建八十八佛洪名寶懺法會
。祈願十方檀越善信，同霑法益，共襄盛舉
。
古德雲： 『念佛一句，福增無量；禮佛
一拜，罪滅河沙。』
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上、工作上，
都可能因起無明煩惱而造作不善業。更有因
過去的業障，而陷入目前的困境當中。
如何懺悔？ 能知過、改過、 放下心中
的包袱 ，以覺悟的心不再造罪，才是最為重
要而根本的滅罪增福之道。.
中臺禪寺德州分院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聯系電話：
(281) 568-1568
地址：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Concrete
Our Sample

水泥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

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Contact Kim: 832-691-4284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9年10月5日

B7

Saturday, October 5, 2019

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
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客戶，由於種種
原因，在美國留下了犯罪記錄，困惑於
自己是否還能申請入籍。我們在以前的
入籍專欄中介紹過，入籍申請人必須具
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就入籍而言，需要具備“良好的道
德品格”的時間範圍通常是指普通入籍
申請人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五年，公民
的配偶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三年，服兵
役的申請人在入籍申請遞交前的一年內
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資格提出申請
。有的時候，五年之外的行為也會在考
量之中。
從刑事法律的角度看，不具備“良
好的道德品格”的人通常包括：
1． 提供虛假證詞者。
2． 習慣性的酗酒者。
3． 被判決入獄六個月以上的刑事犯罪
人。實際服刑時間不予考慮。
4． 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的人
。
輕微犯罪，青少年犯罪及政治犯罪
者仍可以通過入籍申請。
其它未觸犯刑事法律，但不具備
“良好的道德品格”的情形包括：
1． 拖欠小孩撫養費。
2． 惡意逃稅。
3． 未 進 行 服 役 登 記 （selective
service）。美國移民法規定，年齡在 18
歲至 26 歲之間的男性美國綠卡持有者，
有 義 務 向 美 國 兵 役 註 冊 機 構 (Selective
Service) 註冊。註冊並不意味著就立刻
要服兵役。只有在美國出現征兵的情形
下，才需要服役。如果是 2000 年以後申
請的 I-485 或在海外使領館取得移民簽
證的人士，移民局在綠卡批準後將自動
為申請人進行兵役註冊. 註冊記錄將通過
郵寄的方式送到郵寄綠卡的地址。在申
請入籍的時候年齡在 18 歲至 26 歲之間的
男性必須提供兵役註冊紀錄。
4． 謊稱自己的公民身份，不具備
投票資格進行投票者。但有如下例外：
父母親中有一人是公民，16 歲之前就來
美國定居者，合理誤認為自己已經是公
民者。
所以在美國有犯罪記錄，並不一定
就不能申請入籍。要拿到法院的詳細結
案報告和警察局的詳細逮捕紀錄，由專
業律師分析評估是否可以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月份
移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
綠卡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
排期，可以同時遞交 I-130（親屬移民申
請） 和 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
情形幾年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 11 月
份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

，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
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一步（I-130），等
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綠卡申請的第
二步。但是在今年 10 月份，美國綠卡持
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時
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
時，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
。一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
主工作。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
不再需要申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
偶可以不繼續維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
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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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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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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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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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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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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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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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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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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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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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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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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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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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台聯會出席成員在大會上合影。
台聯會出席成員在大會上合影
。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8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8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徐慕平老師主講：
徐慕平老師主講
： 「台灣與我
台灣與我、
、命理面面觀 」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那麼吸引人，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那麼吸引人
，永遠是高朋滿座
永遠是高朋滿座。
。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那麼吸引人，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那麼吸引人
，永遠是高朋滿座
永遠是高朋滿座。
。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右 ），台聯會會長
馮啓豐（左 ）共同頒獎給全美台聯會繪畫比賽
「少年組」 第三名昌心悅（中 ）。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是旁徵博引，
徐慕平大師的演講永遠是旁徵博引
，引人入勝
引人入勝。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全程參與大會
並致詞。
並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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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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主委黃春蘭在大會上致詞
主委黃春蘭在大會上致詞。
。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在大會上致詞。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在大會上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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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
本周日
，“理查德
理查德·克萊德曼
克萊德曼”
”號列車抵達休斯頓
理查德克萊德曼北美巡演

很多人從未想過鋼琴演奏會會一票難求；
然而有一個人不僅做到了，而且在全球數十個國
家做到了；
他就是享譽全球的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

Arena Theatre，由此拉開休斯頓首演的帷幕。
截止到目前為止，最後兩檔票已全部售罄，僅剩
前三檔票還有少量可選。

理查德·克萊德曼是誰？

繼成名曲《致艾德琳的詩》之後，理查德·克萊
德曼又推出大量優秀作品，如：《秋日私語》、《童
年的回憶》、《夢中的婚禮》等，進一步提高了他的
知名度。他以華麗的音色、優雅的旋律和俊美的形象
，為自己確立了“理查德·克萊德曼鋼琴曲”的獨特
風格，奠定了超級明星的地位，被吉尼斯世界紀錄公
認為“全球最受歡迎鋼琴家”。
截至目前，理查德·克萊德曼錄制了超過 1200 首
鋼琴曲，其中 230 首為原創，出版專輯 70 余張，在
全球的唱片銷售總量近 10 億張，取得了 70 個白金唱
片、290 個黃金唱片的佳績。

《梁祝》、《愛如潮水》。
更有 4 名幸運的休斯頓小琴童受邀獲得了與克萊
德曼共奏一曲的殊榮。

理查德·克萊德曼
為何備受中國觀眾青睞？

理查德·克萊德曼（Richard Clayderman，原名
Philippe Pagès ），1953 年 12 月 28 日出生於法國巴
黎，是現在全球最著名鋼琴表演藝術家：
1958 年，5 歲的理查德·克萊德曼開始習琴；
1976 年，出版第一張唱片，成名曲《給愛德琳
的詩》在 38 個國家創造了 2200 萬張的銷售奇跡；
1979 年，開始第一場演奏會。
時至今日，足跡遍布 80 多個國家及地區，全球
共計演出 2600 多場。

理查德·克萊德曼有什麽成就？

2019 年 10 月 6 日 ， 理 查 德·克 萊 德 曼 將 震 撼 奏 響

在理查德·克萊德曼全球 2600 多場的巡演記錄中
，僅中國內地就占據了 400 場。
克萊德曼是目前世界上改編並演奏中國音樂作品
最多的外國藝術家，他在二十余年間先後四十余次到
訪中國，巡回演出了近百個城市，幾乎場場爆滿。
此次休斯頓演出，為了讓本地的多元觀眾都能大
飽耳福，除了大量經典原創，克萊德曼還特別為中國
觀眾準備了兩首由他改編、出版過的中國作品——

現在，全城的樂迷都在期待
理查德·克萊德曼 10 月 6 日休斯頓演奏會
你還在觀望什麽？！
再不買票，就只有站票了！
演出信息
時間：2019 年 10 月 6 日 19:30
地點： Arena Theatre
地址：7326 Southwest Fwy, Houston
購票信息
1. Ticketmaster.com 搜索 Richard Clayderman
（點擊文章最下方“閱讀原文”可直接跳轉）
2. 劇院售票中心：7326 Southwest Fwy, Houston
（位於劇院正門內 Mon-Fri: 10am-6pm）
3. 售票電話：800-745-3000 | 604-401-0695 (中
文)
4. 掃描二維碼直接跳轉購票網頁：

王朝旅遊：
王朝旅遊
：專業辦理簽證
專業辦理簽證、
、代辦全球認證
代辦全球認證、
、公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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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旅遊成立於 1999 年，是一個
提供全面性旅遊一條龍服務的旅行社。
在 20 年的努力經營下，公司業務持續
增長，團隊秉持著“專業服務，品質保
證”的理念，用心服務每一位顧客，以
專業的服务，資深的經驗，建立了在旅
遊界的好口碑，備受各界好評。

王朝旅遊一直專業代辦全球簽證，
包括商務、旅遊、探親、訪友等各種類
型簽證及代辦全球認證、公證服務。
王朝旅遊提供全球簽證辦理服務，
包括： 中国、歐洲申根、英国、加拿大
、巴西、日本、越南、韓國、俄羅斯等
全球多種簽證，專業、方便、快捷。
無論客戶持有美國護照，還是持中

國護照加美國綠卡，我們都可快捷地為
客戶辦理全球簽證。王朝旅遊簽證服務
部由多名簽證人員組成，我們會幫您填
寫正確的表格，打印所有大使館所需要
的資料，前往使館送簽，查詢簽證最新
變動信息，以確保我們的簽證申請程序
準確、處理快捷，順利拿到簽證，省卻
您去大使館排隊等待或因為資料問題所
造成的時間耽誤。簽證作為出境旅行最
重要的環節，決定了您是否能出行的關
鍵。王朝旅遊的宗旨是為客戶提供最專
業的簽證代辦服務，保證客戶最快最省
心地拿到目的地國家的簽證，為客戶的
順利出行奠定了基礎。
王朝旅遊還提供全球認證、公證代
辦服務，包括各類文件認證：委託書、

兒童領養證、聲明書、授權委託書、結
婚證書、出生證明認證、結婚證認證、
健在證明證等等。我們有著多年豐富的
領事認證經驗，為您提供更加安全可靠
的專業服務。
王朝旅遊一直為顧客提供有品質的
旅 行 團 ， 並 成 為 了 美 國 A.R.C.(ACCREDITED REPORTING CORPORATION)和 IATA 的認證旅行社，令旅客的
行程得到更有效的旅遊保障，更獲准成
為各大航空公司廉價機票的指定代理。
王朝旅遊擁有二十餘年平台搭建經驗，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王朝旅遊的支持和
厚愛，我們根據旅遊景點季節的變換和
市場的不斷創新，增加更多的旅遊路線
，提供最好的私人團和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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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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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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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的第三次，五次婚姻都不能使
兩個人滿足，因為人離開上帝越遠，
心靈越感空虛。所以很多明星、歌星、
富人都酗酒、吸毒，藉此麻醉自己；
而在我們這個日益邪惡淫亂的世代，
患抑鬱症的人越發增多。

從名人看人生的滿足
雯滴
人生不是有錢、有名氣、有才華、
爬上世界的頂端、腳下有萬千粉絲膜拜
就能滿足。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
刷新了多項世界游泳紀錄，拿了 18 面
奧運金牌後曾想過自殺。後來經朋友介
紹，閱讀了《標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 by Rick Warren）， 知 道 背
後有一個比他更大的力量（上帝）後，
才重新振作。
人 生 也 不 是 有 家 庭、 兒 女 就 能 滿
足。美國有一對大明星夫婦，外表匹配
得像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最叫男主角感
動的是，女大明星竟願為愛圓他的夢，
給他生了三個孩子。這個男明星夢想當
爸爸多年，無奈前妻不願生育，如今夢
境成真，有愛情、有兒女，他感到幸福
滿滿。

不料現實比夢境複雜得多。兩大明
星教養兒女的方法不一樣。女明星堅持
讓孩子自由發揮，不管束，不設限，與
嬉皮士家庭無異。孩子們不想學習、要
做甚麼、不做甚麼、甚麼時候要，甚麼
時候做，都放任隨便，她只堅持帶孩子
定時接受心理治療。
男明星雖也積極支持無底線的自由
主義，但他畢竟出身於較保守家庭，希
望自己能像他父親一樣管教孩子，但是
女方不依。為了愛情，男明星只好放棄
理想的父親形象，不管不教。不過，這
在孩子小時還可勉強接受，現在長女都
十歲了，作父親的難免擔心，孩子不讀
書、不受管教，將來怎麼辦？加上長女
四歲時就說想作男生，穿男生衣服，要

～思牡札記～

悔改更新
猶記得約在
40年前我看到韓
國影視界有許多
明星、歌星是基督徒，我也開始為台
灣、香港演藝人員禱告，求主耶穌讓
電影明星、電視演員、歌星們有機會
聽信基督耶穌福音，不再在開鏡前燒
香、敬鬼神、供奉神明等。
爾後，真的看見天父垂聽禱告，
也有牧師們關心他(她)們，在台北成
立“藝人之家”，陸續有康嘉欣(李水
蓮牧師)、陶大偉、孫越、方正、施
欣慧、紀寶如、林沖、郭小莊等人信
主，熱心事奉主。
近26年筆者有幸得知喬宏、小金
子、康嘉欣(李水蓮牧師) 孫越、方
正、王芷蕾、施欣慧、紀寶如、姚
瑋、林沖、郭小莊等，先後也來到休
士頓傳基督耶穌福音，作他(她)們個人
悔改信主前後生命不再一樣的美好見
證。我感謝天父帶他們來到休士頓，
讓筆者真的看到祂是聽禱告的神。
1983年筆者曾隨宇宙光送炭到泰
北，電影明星孫越孫叔叔也是團員之
一，那時他剛信耶穌，尚未戒菸。爾
後，看到孫越叔叔靠上帝賜能力慢慢
戒掉抽菸惡習，熱心公益，呼籲人要
戒菸、拒抽二手菸，孫越叔叔也常去
醫院探視鼓勵癌症病患與家屬，常進
入監獄向受刑人作見證，勸戒受刑人
要改過自新。他常說“我是你們的老
朋友” ，至今他這句開場白常在筆者
耳中響起哩！看到孫越孫叔叔生命有
悔改更新，過榮神益人的生活，為他
感恩。

＊＊悔改更新＊＊
我們常看見聖經裡有“悔改”這一
個詞，神常呼籲人悔改，悔改包括哪
些意思呢？
人類最大的罪是遠離了造他的神，
且以偶像或別的事物來代替祂，棄絕
了神，以致落在魔鬼的手中，終日在
黑暗中渡日，更遑論以聖潔的生活來
榮耀神，經上說：“因為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三章
23節）世人遠離了聖潔全能的神，必
沒有能力過榮耀的生活，所以，我們
必須響應神愛的呼喚，悔改歸向祂，
悔改不僅僅是懊悔己過，痛改前非而
已;乃是將心完全歸給神，從前是背向
神，現在是面向神;從前是懷疑，不早
信，現在是全然信靠;從前一提到神便
反感，且無故恨祂，現在是渴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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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個男生名字。女明星因迷信世俗
心理學，就積極為孩子找做變性手術
的醫生。父親說，等孩子稍長後再說
吧，母親不依。兩人的矛盾逐漸白熱
化，終至無法協調，決定離婚。如果
女明星的要求獲法院通過，男明星將
孑然一身，失去家庭，失去孩子。
為甚麼一個看似幸福美滿的家庭也
不能給人真正的滿足？因為真正的滿
足不來自世界。主耶穌說：「凡喝這
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
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
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
4:13-14）人離開上帝，即使某些夢想
成真，也只像飲水一樣，能解暫時之
渴，不能持久滿足。

相反，一對平凡夫妻，不需要長
得漂亮，不需要有錢，不需要成功，
甚至不需要有學識，不需要有刻骨銘
心的浪漫愛情，只要同有一顆敬畏順
服上帝的心，凡事以上帝的是為是，
以 上 帝 的 非 為 非， 甘 願 放 下 己 見 私
慾，二人的心靈就能合一，彼此忍耐、
饒恕、包容，堅持白頭到老，這樣的
婚姻才能給人穩定、牢靠的滿足感。
上帝的話，不明白的人以為是教
條、是枷鎖，可事實上卻是創造人類
的上帝給人指示幸福滿足的藍圖。
親愛的讀者，與其在世尋尋覓覓
仍不滿足，不如信靠耶穌基督，飲於
生命的活水泉。
原 載《 中 信 》 月 刊 第 657 期（ 中
國信徒佈道會）

可不是嗎？我們雖不像菲爾普斯爬
上世界顛峰，但都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顛峰，或是拿到博士學位，或是賺了
大錢，或是有兒有女，甚至連孫子也
有了，仍會感到虛空；就是有感到滿
足的，走到盡頭仍得一個人空手離世，
確是「虛空的虛空」（傳道書 1:2）。
真正的滿足只來自上帝。上述兩大
明星都不是第一次婚姻，男的是第二

青春又老一歲
電影大反派 孫越「搭錯車」榮獲金馬
影帝
親近祂;從前是自以為義，埋沒良
心，生活在黑暗中;現在是活在祂光
中，為罪，為義，為審判，責備自己。
從前我們的靈在神面前是死的，現在因
信主是活的;從前我們不認神，也不要
神，現在卻認識神;從前我們恨神，現
在我們愛神;從前我們的意志是背叛，
抵擋，反對神，現在是向神敞開，接
受，追求;從前我們的身體是為罪而
活，現在我們的身體是給主使用，總而
言之，悔改乃是內心完全歸向神

陶大偉領孫越信主
經上說：“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
悔改的心相稱”（馬太福音3章8節）人
必須先有悔改的心，才能結出悔改的果
子，今天的危機是許多人根本沒有悔改
的心，怎能結出果子來呢？我們聽過許
多悔改的道，也講論了許多，卻失去了
悔改的心，主是鑑察人心腸肺腑，要照
個人所行的報應各人。若有悔改的心，
自然會有為罪憂傷，痛悔的感覺。
聖經提到撒該悔改之後對主說：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
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路加福音
十九章8節）這是悔改的果子，他本是
視財如命，仗勢欺人，訛詐，勒索人
的，但一悔改歸向主，他就立刻顧念窮
人的需要，又對以往訛詐的人作出賠
償，並且沒有一點為難的感覺，乃是歡
歡喜喜的禱告為此，我們的果子必須與
悔改的心相稱，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
顯出大能幫助那向祂心存誠實的人;我
們若有一個真實悔改的心，主必幫助我
們，叫我們多結悔改的果子。
許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
的實意;知道很多悔改的道，但實際上
卻沒有結出果子來，我們的生活應該
榮耀神，以頌讚為祭獻給神，與神有密
切的關係，我們若轉向祂，祂必幫助我
們，盼望我們都能天天向著祂，過一個
結果子的生活。
如聖經上說：“所以，應當回想你
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
行的事..“（啟示錄二章5節）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錢志群
忙忙碌碌的不經意中，又到了辭舊
迎新的時候。在舉杯守夜迎來 2018 年
鐘聲那一刻，有多少人在意我們的青春
又老了一歲。唯美不過年華，絢爛不過
青春，而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年華流
逝，青春散場，只留下那一幀幀存留美
好記憶的相冊和抽屜裡泛黃的日記。
手機上的微信交流方式時興後，已
畢業 30 多年的大學同學們也建了個同
學群，讓移居國外的我，終於與久別的
很多同學重又建立了聯繫。他們建議我
將頭像中的風景圖片換成真人真貌，更
換後的回應，自然是「都老了」的歎息。
有的同學發幾張大學時我們的青澀合
影，不禁又感慨：我們也曾青春過。
青春雖然也給我們留下過這樣或那
樣的遺憾，但青春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線。為甚麼都留戀青春？因為花開的季
節都是芬芳，是靚麗與朝氣；花褪花落，
意味著臨近死亡。隨著年齡的增加，我
們的生理、心理都在衰老。誰願意青春
流逝？可是時光豈能倒流？
為挽留青春，不少人都喜歡用照片
留影，多拍幾張作為回憶，因為人們都
清楚，明年自己的這張臉很難比今年更
好看。過些年後再翻翻從前那些照片，
雖然舊黃，仍然很美。當《畢業歌》在
大學校園唱響的時候，一些女大學生們
甚至出格地用拍人體寫真的方式作為畢
業留念，希望把青春和美定格在照片
上。青春的視覺影象留住了，是不是青
春也被留住了？本想留住青春卻演變成
對青春的出賣。
為挽留青春，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
保健、健身。這些都是值得提倡的生活
方式；但是大把吃維生素片，汗流浹背
地健身，只能延緩衰老，又怎能挽住青
春？很多美容整容業賣力地宣傳永葆青
春的「針功夫」，也吸引很多人掏出大
把金錢，不畏疼痛地打針、整容，比如
修鼻、修眉、做酒窩等。各種面膜、各
種驚悚的美容術無奇不有，甚至千奇百
怪。中國有關部門統計，全國現有各種
美容院 100 多萬所，從業人員 600 多萬
人，年營業額達 240 多億元，是服務消
費領域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打一針或
多打幾針，暫時消去一些皺紋、祛斑、
提眉、吸脂，難道眼角少一兩條魚尾紋
就真會不老嗎？無情的歲月終將紅顏消
退，身心總會老去。可悲的是，有些時
候非但沒留住青春，卻因此留下悲傷。
近十年來中國發生各類美容毀容案件 20
多萬起。
為挽留青春，不少人也注意調整心
態。有人說，心不老，青春就在。養顏
從「心」開始，要盡量笑口常開，永遠
保持一顆在你青春期時擁有的年輕心
態。好心情固然利於健康，但天天好

心情又談何容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
八九，我們「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
篇 90:10）哪怕在歌壇唱著過一生，幾
乎家喻戶曉的美國流行樂歌星邁克爾•
傑克遜不也是在 50 歲時就心臟驟停？
衰老是誰也抗拒不了的自然規律，
就連上帝的獨生子主耶穌降世為人，為
福音辛勞操心，在 30 歲時就顯出 50 歲
的蒼老（參約翰福音 8:57）。其實，衰
老並不真正可怕，可怕的是衰老所預示
的死亡結局，而且死後還有生前無法想
像的上帝的審判，與那不滅之火、不死
之蟲的地獄煎熬。
如果我們不驕傲固執的話，死其實
也不可怕。多少基督徒為甚麼臨終時能
帶著似乎回家的平靜安寧，那是因為他
們已確信得了永生。這個永生就是那位
在世上為我們而蒼老、為我們上十字架
受死，又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耶穌所恩
賜的。問題是，我們到底信不信祂，到
底願不願接受永生的禮物？
有了永生，又何愁青春？當我們死
後在天堂裡，活在與上帝同在的天家，
直活到永永遠遠。在那裡，「上帝要擦
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
都 過 去 了。」（ 啟 示 錄 21:4） 這 樣 的
人生，不正是一個身心都不再衰老的青
春！
未轉身，已留戀，何必有後悔。朋
友們，除了美容保養，不妨先憑信心從
上帝那裡支取不老的永生！
原載《中信》月刊第 669 期（中國
信徒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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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插柳
柳成蔭
覺風學院 法曜法師四無量心 禪修營側記

釋長叡
一月十五日，筆者自紐約搭機返
台，才放下行李，就直奔北投覺風學
院報到，參加法曜法師主持的四無量
心禪修營「四梵住：理論與修持」。
由於有十二個小時的時差，這次勢
必要「坐在蒲團上調時差」，其艱辛可
以預期，我也做了心理準備，「嚴陣以
待」、「靜觀其變」。但很奇妙的是，
除了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的那一炷
香，稍微累一點，其他時段，可謂「沒
有明顯的時差干擾」，這跟個人以往習
慣的調整時差模式，是很明顯不同。特
別是每天中午，在吃飽精美的「覺風素
食」之後，緊接著下午一點鐘那一支
香，應該會是場「硬仗」，然而法曜
法師帶領大家修的「光明想」，可能
是「金光強強滾」（台語），讓筆者沒
有明顯的昏沉感、辛苦感。凡此種種，
真可謂「禪修功德殊勝行」。（不過，
「坐在蒲團上調時差」是「萬不得已、
偶一為之」，請大家盡量避免這種自討
苦吃）。
本文側記此次所見所聞，特別是J
居士的心得分享。除此之外的，有關具
體實修內容，留待諸位讀者將來親自參
加、體驗，這才不會剝奪大家參加法師
的禪修營的樂趣。
此次禪修營由覺風學院主辦。在用

餐時，筆者請教院長寬謙法師：「覺風
為何叫做覺風？」寬謙法師說：「覺」
是佛陀的教育目的；「風」是為紀念俗
家父親[案：楊英風教授]。這樣聽來，
「覺風」的立意，應是緬懷佛恩、父母
恩，所謂「上報四重恩」。古德云：「
覺苑常開智慧花」，筆者琢磨「覺風」
的文字意象，或可說：在此聽聞、練習
佛陀的教法，如沐春風。說法者，如陣
陣春風吹拂；聞法者，朵朵覺華開放—
是為「覺風」。
至於法曜法師指導的禪風，筆者以
為是：「春風駘蕩」。禪修雖訂有「時
間表」，法師善巧彈性操作，採取漸進
式，逐漸拉長每次坐香的時間。這對「
非長時打坐」的學員，不會一下子「掉
入痛苦深淵」、苦苦地跟兩條腿搏鬥。
另外，對於禪修技術的講解說明，學員
舉手提問時，法師抽絲剝繭、巧妙答
覆，親切幽默，有春風和煦之感。《
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
此次，法曜法師就在這「覺風學院」
，大搧禪風，禪眾們「風行草偃」。
這次很特別之處，有J先生偕同夫
人前來向法曜法師致意，並作見證，
分享上個月在美國參加法師指導的禪修
營的心得。「作見證」是基督宗教的說
法；這在一般人，稱之為「心得分享」
。這是筆者聽過的、很有趣的「見證」

掃
塵
除
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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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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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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失去原有的專注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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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之一記。
J先生自我介紹，他是基督徒（天
主教教友），太太是佛教徒，上個月，
太太（佛教稱為「同修」）說買了機
票，要到美國東岸，參加法曜法師主
持的歲末禪修。聞訊之後，他決定：
「一起參加」。身為基督徒參加佛教徒
的禪修營，他的目的是「想聽懂同修講
的話」（好一個溫柔敦厚的基督徒）；
當然，他也很好奇，到底是什麼力量，
能讓他的同修買了遠程機票、飄洋過海
去尋道（聽起來，一開始他是有幾分擔
心）。
禪修營開始了，他對禪修是「七竅
通了六竅」─一竅不通，身旁每個人看
來都很有經驗，他覺得很有壓力、頗為
自卑。不過聽到法曜法師說：「禪修是
一種technique（技巧）。」他就鬆了一
口氣，因為自己是engineer（工程師）
出身的，technique的東西，表示是「可
以操作的」、「可以重複驗證的」，就
放心學習、練習。
兒子跟朋友們怕他受不了禪修營的
「悲慘」生活，一開始，天天聯絡，追
問：需不需要趕來道場「救你出來？」
（他們大概以為禪修營是某種集中營？
看守所？）都被他回絕了。他覺得禪修
營只要熬過前兩、三天的調整適應，就
可以是「一帆風順」，每日按表操課，
也很好過，一晃眼，就這樣過了十天。
至於參加禪修營的收穫，首先，讓
他覺得很神奇的是，令他肩背疼痛的沾
黏症狀，已經就醫好一陣了，一直沒能
醫好，這次學打坐、練習放鬆身心，三
天後，沾黏處居然給自己打通了，讓他
驚喜於這個意外的收穫（當然，在自動
打通之前，免不了經歷一番疼痛）。此
外，除了打坐，這個禪修營也讓他做了
「在家裡從沒做過的事──掃廁所」，
覺得「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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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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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參時（案：這應該是集體小參）
，別人的提問，他聽都聽不懂。但也讓
他觀摩到：師父回答問題的方式是，先
釐清問題，幫提問者整理思緒。有時，
提問者內心想問的，跟口頭上表達的，
並不一致。這也是學習心得之一。禪期
圓滿了，準備離開，有一點（特殊）感
覺，還請教法師：「回去之後，如何繼
續練習，保持成果。」直到今日，J先
生說，還在法喜中。
參加那個禪修營，「朋友認為我瘋
了」；自己卻「洋洋得意」。明顯的改
變是，回來後在工作上，思路簡化，話
也少了。以前開會，都是部屬聽他說
話；現在改成多聽部屬說話。其次，開
始「早一點下班」。原因是，以前談業
務，都是先想好自己要的東西，然後考
慮要「放多少好處」給對方，所以要把
事情考慮得很細、很複雜，經常加班。
現在則是想，我們能幫對方做什麼。運
用這樣的想法，事情變得簡單，也因此
可以早一點下班。
聽到這個心得分享，覺得禪修的利
益，能夠改善身心、變化氣質（還可以
提早下班），真可謂「功參天地造化」
，而且「天底下的好事全讓他碰到了」
，真是令人艷羨。不過，請不要嫉妒，
我們應隨喜功德。隨喜其成就，希望自
己也能得到功德法喜。分析J先生的成
功案例，個人以為：「想聽懂同修講的
話」，陪伴同修一起前來參加活動，這
是「心地柔軟質直」，有利於修道！另
外，發揮engineer特質，反覆練習禪修
technique。這些，可能都是成功關鍵。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禪修的好處
不是佛教徒的專利。下次若有禪修機
會時，請跟親友分享訊息，即便他╱
她不是佛教徒也無妨，就像是基督徒J
先生，也能得到四梵住禪修的利益，「
無心插柳柳成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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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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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會

本頭公廟通告

廟內

)

本頭公廟 敬啟

農曆己亥年九月十九日為觀音菩薩寶旦︵出家紀念日︶，本廟
為方便各善信敬賀，特謹訂於
西曆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敬賀觀世音寶旦，
農曆己亥年九月十五日
答謝過去一年保佑各善信平安。廟內祭祀誦經求財，求福，求
壽及消災解難，並設有︻觀音會︼每份廿五元，各善信可與廟
內聯絡登記，屆時有醒獅及功夫表演助慶，並有素菜結緣，恭
請各善信光臨，共沐神恩，共同慶祝。

地址 ︰
電話 ︰

C03_TEO CHEW潮州會館本頭公廟6C_40中元節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許氏45週年

#0111-4 泡參大號 4oz

#0112-4 泡參中號 4oz

#0113-4 泡參中小號 4oz

精選泡參 買3送1

客 戶 齊 分 享

＊優惠僅限本廣告呈現產品項目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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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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助您攀升

高科技生涯

在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休斯頓社區
大學，最快六至八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
書，立刻在信息技術或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火熱的好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今天就註冊
713.718.2000 | 713.718.2277

hccs.edu/apply

選擇您的理想課程
信息技術
Cybersecurity 網絡安全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數碼遊戲及模擬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地理信息科學
App Development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
Commercial Drone Pilot Training 商業無人機操作

713.718.2728 | hccs.edu/digital

高級製造業
3D Printing/AutoCAD 三維打印/AutoCAD製圖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製造業工程技術
Machining Technology 機械技術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Operations
計算機數控操作

713.718.2183 | hccs.edu/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