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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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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去年七月下旬在
休士頓中國城 Harwin 與 Gessner 交口上原
「媽媽超市」舊址，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超市
「新榮超市」。兩位老闆梁勝、黃榮富來自芝
加哥、紐約，在全美多州大城市都開設超市，
一看即知是經營超市的行家，踏入該超市，發
現該超市猛然寬敞了許多，貨物擺設極具學問
，使每位初踏入該超市的客人，一個個瞪大眼
睛，目不暫捨，因為無論貨的品質和價格，實
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品嶄新、
豐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都不相信全世界最
好的美貨，都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
貨品裝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掃光了。
一趟「新榮超市」之旅，簡直比逛百貨公司、
博物館還過癮，尤其掌管一家三餐、生計的家
庭主婦。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好貨，同時出現在

同一空間，真是「目不暇接」！
「新榮超市」本週（12/29/2021～01/

04/2022 ）的特價品包括：青江菜$0.59/磅，
雪里紅$0.59/磅，苦瓜$0.59/磅，圓生菜
$0.99/個，油菜心$0.69/磅，邦元豆腐$0.99/
盒，走地雞$10.99/只，整塊排骨（不切）
$1.89/磅 ， 大 蟹 $10.99/磅 ， 游 水 吳 郭 魚
$4.99/磅，脆肉鯇魚片$7.99/包，手打鯪魚餅
$7.99/包，泡發豬皮$4.99/盒/2 磅，金錢菇
$4.99/包 ， 虎 牌 新 竹 米 粉
$1.69/包。

「新榮超市」本週起還推
出「禮物卡」，充值即送現金
。即買即用，多充多送，，卡
的餘額沒有期限。如：購買
$100元禮物卡，另贈送$10元
，購買$300元禮物卡，另贈

送$30元；購買$500元禮物卡，另贈送$55元
；購買一千元禮物卡，另贈送$110元。優惠
多多，福利滿滿，僅剩最後幾天，售完為止，
快來搶購吧！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周
末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眼見為實」！
「新榮超市」的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
00am—8:00pm, 地址：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380-8885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新年大酬賓新年大酬賓，，本週推多項特價品本週推多項特價品
新推出新推出 「「禮物卡禮物卡」」 ，，充值送好禮充值送好禮，，禮物折上折禮物折上折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 的梁勝老闆的梁勝老闆（（右右））與黃榮富與黃榮富
老闆老闆（（左左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11
----------如何區分美國公司類型及報稅形式如何區分美國公司類型及報稅形式？？

根據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IPO研
究和投資管理公司Renaissance Capital
LLC的數據統計，全美一共有大概兩千
七百萬企業。 其中上市公司只占到百
分之一,其余為私營企業。從這個統計
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私人企業的普遍
性。美國歡迎全球所有個人及企業來美
創辦企業。美國本土人、外國人甚至沒
有登錄過美國的外國人都可以在美國設
立公司。美國本土人及外國人成立的公
司的類型都是一樣的，但在稅收方面是
有所不同的。本文著重討論公司的類型
。

美國有五十個州，各個州的公司法
都不一樣。成立公司必須遵循州的公司
法，主要分為盈利和非營利兩種。盈利
公司的主要公司形式分為 LLC 和 Inc、
Corp、Corporation、Ltd. LLC以會員形式
存在，而 Inc、Corp、Corporation、Ltd.
以股東及股票形式體現公司的融資占比
。所有這些公司形式都是獨立的法律實
體，都是有限責任公司。不論是會員還
是股東形式的公司在州政府的層面上完
成公司的成立之後，要在聯邦國稅局的
層面上選擇工地報稅形式。盈利公司的
報稅形式大體分為四類，個稅下的

Schedule C、 S Corp、C Corp 和 Part-
nership。

• 會員製有限責任公司（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y，簡稱 LLC。最
主要的特點就是：有限責任，簡單靈活
。LLC作為獨立的法律實體，擁有簽訂
合同、擁有財產、起訴和被起訴的權利
。

• 有限責任指的是公司所有者有
限承擔責任，最重要的就是“有限”這
兩個字，即公司的責任、運營、賬戶都
和個人的分開，如果公司發生法律糾紛
，不涉及個人財產。

• LLC是最簡單靈活的公司類型
，是中小型創業者的首選，可以是單獨
會員或者是多人會員。單獨會員LLC報
稅形式可以是 schedule C、S Corp、C
Corp。多人會員LLC的報稅形式可以是
S Corp、C Corp和 partnership。從大體
上來說S corporation是最省稅的。但其
會員只可以是美國稅法意義上的居民。
外國人會員的公司只可以是C corpora-
tion 或 者 partnership。 schedule C、 S
Corp和partnership的公司凈盈利所得稅
的計算只體現在個人稅表上，公司層面
不繳稅。C corporation是雙重稅實體，

公司要繳納公司稅，個人要繳納分紅稅
。

• 一般情況下，LLC是不可以上
市的。但因為LLC在報稅形式上的靈活
性，可以將LLC做成上市的partnership
形式。

• 2.2 股份有限責任公司（Cor-
porations、Corp、Inc.）

• 股份公司顧名思義是劃分股份
的公司，歷史比LLC悠久。同樣是將公
司運營與所有者分離，個人不承擔公司
的責任，公司股東可以個人持股、內部
持股、或者公開募股（IPO上市）。股
份公司主要包含兩種類型：C-Corp和
S-Corp。

• C-Corp 最大的特點是可以通
過IPO上市融資，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籌集大量的資金，迅速擴大生產規模和
市場，為成為像Facebook一樣的獨角
獸公司提供可能。但是C-Corp具有雙
重課稅要求，即公司需要為收益賦稅，
同時收益分配到股東和公司員工手上，
還需要再次征收個人所得稅。同時，按
照聯邦或者商會的要求，公司需要定期
召開股東大會，最大程度的規劃管理。

• S-Corp不能上市融資，公司股

票在公司成員之前進行分配，個人的公
司股份只能內部交易，不能上市買賣，
同時S-Corp的所有人必須是美國公民
或者美國永久居民，並且成員不能超過
100人。但是，S-Corp不需要雙重課稅
，收益人按照個人報稅即可。

• 2.3 合夥型公司 (Parternership)
• 合夥型公司指的是兩人或者多

人按照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建立的共同運
營、共同擔責的公司。所有人一般對公
司承擔無限責任（LLP例外），也就是
公司的虧損、訴訟波及個人，但是，合
夥型公司不用雙重課稅。公司類型主要
包括普通合夥（General Parternership）
，有限合夥 (Limited Parternership)、有
限責任合夥 (Limited Liability Parterner-
ship)。普通合夥和有限合夥都不推薦，
都是承擔無限責任。最後一個有限責任
合夥公司PLLC非常類似LLC，這個主要
是針對專業領域的人士，比如醫生、律
師、建築師等等。

• 到底什麽形式的公司更好？其
實沒有什麽好或者不好，主要是針對您
的資金、規模、發展規劃等等情況，選
擇一種更合適的。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什麼是老花眼什麼是老花眼？？如何治療如何治療？？
—眼科醫生楊美儀—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Dr. Linda Yang) 專欄三專欄三

老花眼是一種生理現象，不是病理狀態， 是
身體開始衰老的信號之一。老花眼是隨年紀增長而
正常發生的近距聚焦能力喪失。多數人會在40歲
後的某個時間點察覺自己受老花眼影響。

老花眼癥狀：
1.視近困難,患者會逐漸發現在往常習慣的閱

讀距離看不清楚小字體，看遠相對清楚。
2.閱讀需要更強的照明度。3.視近不能持久，

眼睛容易疲勞。
老花眼的成因為何？
老花眼是與老化相關的過程。一般相信主要是

由於眼球內部的天然晶狀體隨著年齡逐漸增厚，並
失去彈性。這種與老化相關的變化發生在晶狀體的
蛋白質，使晶狀體的硬度與時俱增，而彈力則與時
俱減。與老化相關的變化，也會發生在晶狀體周圍

的肌肉纖維。隨著彈力下降，觀看近物時晶狀體弧
度不足，未能把光線聚焦至視網膜， 使近物影像
變得模糊不清。

如何診斷老花眼?
您的眼科醫生可以通過全面的眼科檢查來診斷

老花眼。
老花眼治療：
老花眼無法治愈， 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

它。
無論您的眼睛有任何不適或視力問題，第一步

應該是諮詢您的眼科醫生並進行完整的眼科檢查，
作出正確診斷。確診老花眼後，可與您的眼科醫生
商討並選擇對您而言最佳的老花眼治療方案。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本科畢業
於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德州大學醫學院醫學
博 士 ，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德州大學達拉斯西南醫
學中心完成了住院醫生的訓練。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對於各種眼疾都有豐富的經驗，尤其
擅長白內障手術。到目前為主，她已成功地做過
2000 多 例 眼 睛 手 術 。 楊 美 儀 醫 生 (Dr. Linda
Yang) 是休斯頓出生和長大的華裔，會說流利中文
， 對於華人患者來說，實在是太方便了。
診所:
1429 Hwy 6 South, Suite 102
Sugar Land, TX 77478
(832) 500-1480
8am – 5pm Mon –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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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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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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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瑞士天然冰洞向遊客開放瑞士天然冰洞向遊客開放
冰藍色夢幻迷人宛如童話世界冰藍色夢幻迷人宛如童話世界

瑞士萊迪亞布勒雷瑞士萊迪亞布勒雷，，天然冰洞對遊客開放天然冰洞對遊客開放，，洞內景色夢幻迷人洞內景色夢幻迷人，，宛如童話世界宛如童話世界
。。該天然冰洞是在夏季積聚融水和秋季虹吸效應作用下形成的該天然冰洞是在夏季積聚融水和秋季虹吸效應作用下形成的。。

西班牙彩票西班牙彩票““大胖子大胖子””開獎開獎 總獎金近總獎金近2424億歐元億歐元

西班牙馬德裏西班牙馬德裏，，西班牙皇家劇院舉行埃爾戈多傳統西班牙聖誕彩票西班牙皇家劇院舉行埃爾戈多傳統西班牙聖誕彩票
抽獎開始抽獎開始。。傳統彩票傳統彩票 「「埃爾戈多埃爾戈多」」 （（大胖子大胖子））獎金總計獎金總計2323..88億歐元的獎億歐元的獎
金金，，頭獎為頭獎為4040萬歐元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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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新北市民政局修正 「新北市政府發放生育獎勵金
補助要點」，考量台北、桃園與基隆屬於同一個生活圈，若近期
間入新北，算連續設籍，滿10月可請領1胎兩萬生育獎勵金，同
時市府將原先要點的 「婦女」二字刪除，同性配偶領養新生兒，
同樣也有獎勵金。

新北市研考會指出，新北市府1月1日起將推出25項新措施
，希望從持續從制度面與服務面進行變革與精進，提供民眾更優
質、便利的生活。

其中最大變革是新北市民政局修正 「新北市政府發放婦女生
育獎勵金補助要點」，其中考量新北與基隆、台北及桃園已形成

共同生活圈，自1月起民眾申請生育獎勵金設籍仍有10個月資格
限制，但若先前住在基隆、台北、桃園的時間也能既算在內，舉
例先前住在台北6個月，遷入新北4個月，加起來就能算10個月
。

隨著同性婚姻合法化，民政局也將補助要點的 「婦女」刪除
，同性配偶一方收養他方所生子女，亦可申請生育獎勵金，明文
保障同性婚姻權利，不過仍然是強調是 「新生兒」。

此外，研考會指出，在精進服務部分，自3月起，交通違規
逕行舉發便民服務網增設 「影像查詢」功能；自6月起新北校園
通APP新增 「教育在地通」功能，可即時查詢周遭合法教育機構

，解決安排求學、安親與補習之需求； 「建照預審」、 「國中學
術性向資優鑑定」、 「速件櫃檯」及 「都市更新」等案件將實施
線上申辦。

另為完善無菸環境建置及維護，自1月起針對依菸害防制法
公告之禁菸場所，擴大為禁止吸用、使用或啟動電子煙及加熱式
菸具之場所，於前述場所吸用、使用或啟動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具
者，將依新北市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具管理自治條例處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社）公教退撫基金由民國134年提早到130
年用罄，政府僅承諾撥補4年，那135年後退休的人怎
麼辦？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今天召開記者會表示，現在
老師終日惶惶不安，每年要繳的錢愈來愈多，但退休後
可能沒有退休金可領，他們擔心晚景淒涼。

全教產理事長林碩杰表示，目前的公教退輔制度是
從84年開始實施，但銓敘部正規畫112年起推出退撫新
基金，屆時新進公教人員每年繳的錢將進入新基金，原
退撫基金面臨 「斷流」困境。

林碩杰指出，原退撫基金本來會在134年用罄，但
狀況比預期還差，會提前到130年就會用完，而政府承
諾會撥補這4年。但老師們提出質疑， 「135年後退休
的人怎麼辦？確定可以領到退休金嗎？」

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李曼麗則說，從明年1
月 1 日起，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從 13％提高到
14％，之後每年要再增加1個百分點，直到18％為止。
她現在每個月要繳4400元的退撫金，之後還要再增加
，但政府卻不保證他們退休後可領到退休金，真是情何
以堪。

台中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卓奕宏指出，106年的

的年改，老師們被迫多繳、延退、少領，已對政府失去
信心。現在看到退撫基金的狀況，老師們很不安，擔心
又會啟動一次年改，或是面臨退休領不到退休金的狀況
，難以安心工作。

全教產常務理事吳南嚥說，國際間關掉確定給付退
休計畫並負責任啟動撥補的公私立機構不勝枚舉，舉例
來說，智利政府於1980年就因為管理退休金不當，而
關掉確定給付退休計畫，但同時啟動50年的撥補計畫
，確保每個人退休後都可以領到退休金。

全教產要求政府，明確規畫退撫基金未來50至60
年的撥補計畫，並及早撥補；用擠牙膏的方式處理撥補
，政府信用會破產、公教人員陷入老年貧窮的風險，最
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教育部回應，政府規畫112年新進公務人員及教育
人員退撫新制度時，會注意新制對原基金財務之影響，
除依現行規定將年金改革節省退撫經費持續挹注原教育
人員退撫基金外，也將審慎評估財務撥補等相關配套措
施，以確保原教育人員退撫基金財務穩健，保障退撫權
益。

公教退撫基金政府僅承諾撥補4年
教團：怕領不到退休金晚景淒涼

（中央社）為引導學生遠離新興毒品的誘惑與威脅，教育部
國教署委託台中教育大學開發校園防毒守門員教案教材及辦理種
子師資培訓暨認證研習，經嚴謹設計及對照實驗後，產出能引導
學生 「觀念明瞭、預防思考、態度建立」的課程與教具。

教育部國教署分析近年高級中等以下學生藥物濫用人數由
106年度762人逐年降低至109年度498人，顯見校內預防及校外
教、警兩單位合作機制策略收效。為杜絕新興毒品進入校園，並
於10月至11月分次舉辦四場 「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培訓暨

認證研習」，針對學校教師、輔導教師、教官及學創人力實施培
訓。

參加研習及培訓的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學安室副督導馬建山表
示，課程中有關教材理論基礎、設計脈絡、生活情境及親近學生
的語言等規劃，均跳脫以往單向灌輸的模式，而以互動討論為主
，可藉由引導學生批判思考的過程，讓孩子明白如何拒絕毒品危
害，並使每一位第一線教育人員都能認識新興毒品的多變樣貌。

「校安問題是社會的縮影、青年學子是校安的核心」，國教

署表示，面對校園安全不斷增加各種新興毒品威脅，教學者需採
以 「預防教學、同儕相互引導、老師積極協助、毒品不入校園」
的理念，運用多元有效的防制措施，全力打造讓師生安心、家長
放心的純淨校園。

高中版校園防毒守門員教材手冊連結網址可供下載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IrvY6og1DzVhY00uvON-
wQUSg-cYgOeKB。

（中央社）為兼顧產業及照顧人力需求，
勞動部經指揮中心同意，目前已開放印尼移工
引進，因專案引進涉及移工來源國當地防疫，
經指揮中心及勞動部確認泰國相關防疫措施已
就緒，即日起開放泰國移工入境，指揮中心也
開放1月1日至1月14日350個集中檢疫床位共
移工檢疫之用，並在今天中午起開放登錄。

勞動部表示，從今年11月11日起至明年2

月14日前的移工入境全數採集中檢疫，雇主得
至勞動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站申請集
中檢疫床位，而指揮中心於明年1月1日至1月
14 日期間將提供 350 床位作為移工集中檢疫之
用。

勞動部補充，移工入境後，應配合檢疫 14
日及自主健康管理7日，即日起至2月14日引進
的移工全數採集中檢疫，並續在集中檢疫所完

成自主健康管理7日；而若集中檢疫期間雇主若
未給薪，移工可以在檢疫結束後向地方政府申
請每日1000元的防疫補償金；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續住集中檢疫所則為雇主同意專案引進的條
件之一，移工雖然未提供勞務，雇主仍應給薪
。

勞動部提及，專案引進移工於入境前，雇
主必須投保醫療保險，並於移工入境前至勞動

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站上傳載有移工
的購買保險證明文件，未投保及上傳投保證明
文件者，將無法安排移工入境。

勞動部提醒，移工入境後，雇主仍應依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移工指引

：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規定
，落實防疫措施，善盡雇主管理責任。

讓學生遠離毒品 教育部推出校園防毒守門員教材

新北生育獎勵變革 同性配偶也能領！

缺工頻傳！ 繼印尼之後
勞動部再開放泰國移工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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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基隆今年2月爆出4名員警張晉維、黃
民欣、周聖倫、蘇昱端，假藉辦案A走120萬元贓款，
更衍伸出3起毒品黑吃黑案件，張判最重5年6月、蘇
則無罪。審判長劉桂金表示，全案警方未能及時保存證
據、報請檢方偵查，具違反偵查程序情形，導致法院浪
費大量司法資源釐清真相。

張晉維、黃民欣涉嫌與車手掛勾，私吞100多萬元
贓款，賴姓上游今年2月驚覺有詐，相約張、黃談判，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不法情事東窗事發。基隆市警察局
第一時間擴大清查，前警員周聖倫、蘇昱端發現不對勁
，立即向時任南榮所長譚龍翔告知另有毒品黑吃黑案件
，遂由檢警介入調查。

判決指出，張晉維任職時，因偵查績效壓力，找來
友人余孟修共同謀議毒品、金融黑吃黑，並與周聖倫、
黃民欣假裝辦案緝毒，再調包毒品手法運作，前後分別
A走75公克K他命、115公克K他命及250公克大麻。
張、周、黃平分獲12萬6000元、3萬元、6萬5000元贓
款；蘇員則參與過一次，獲5000元。

法院審理時，張、周皆主張自首，今天上午宣判，
審判長劉桂金表示，案件最大爭點在於自首，因嚴重影
響減刑利益，但全案在第一時間偵辦時，並未查扣4名
員警手機，導致許多資訊被刪除，且大部分無法鑑識還
原，另外，周、蘇製作自首筆錄時，警方未即時陳請檢
察官指揮偵查，具違反偵查程序情形，導致爭點陷入不
明。

法院為查明真相，重新大動作調查，傳喚44名員
警連時任基隆市警察局長、現任警政委員林炎田也包括
在內。劉桂金說，許多到場證人證詞復有相互矛盾、反
覆，耗費大量司法資源釐清事實，最終張、周才不再主
張自首，並依調查證據結果審判。

劉桂金指出，張、周、黃犯罪後自首，自動繳交全
部所得財物，並供出共犯等，依貪汙治罪條例第8條規
定，得減輕2分之1或3分2刑責，甚至免刑。另外，蘇
員雖在車上目睹毒品調包，客觀上難認定在案件中有行
為分擔，且據檢方證據尚難證明有犯意聯絡，諭知無罪
。

基隆警黑吃黑案多數證據遭刪基隆警黑吃黑案多數證據遭刪
審判長批警違反偵查程序審判長批警違反偵查程序

喬友大火消防員陳志帆殞命
家屬捐逾百萬器材讓愛不止息

（中央社）喬友大火4死22傷，留下傷痛，彰化東區消防分
隊陳志帆執行任務，奮不顧身就地安置民眾免於危難，後續成功
救援民眾8名，自己卻英勇殉職，才33歲；30日陳志帆的父親陳
貴森和妹妹陳裔筑把志帆奉獻的愛再延續，捐贈價值104萬元的
熱顯像儀和發光繩索等，希望不要有人再被濃煙所困。

陳志帆在6月30日執行彰化市中正路喬友大樓火警任務，民
眾數名不幸濃煙急竄阻斷來路，奮不顧身投入救援的他，最後卻

因氧氣瓶用罄
犧牲了，讓火
神也流淚，他
的英勇，至今
讓人感傷、懷
念。

陳志帆的父親陳貴森和妹妹陳裔筑也都是義消，陳志帆更是
因為爸爸總是救人於水火，無私奉獻，追隨父親腳步，投身消防
工作。

陳貴森說， 「消防工作是他真心願意去奉獻，覺得有意義的
志業」，一家人也特別了解，消防人員搶救災害的危險性，志帆
犧牲了，但愛不熄滅，為提升消防員的救災安全，特別捐贈個人

式熱顯像儀23組和發光繩索2組、N95口罩400個及降溫背心10
件等救災器材。

陳貴森說，火災搶救現場中，最大危害就是濃煙，在濃煙密
布的火場中搜索時，紅外線熱顯像儀可探測火場中的溫度，讓消
防員快速掌握火場並順利搜尋起火點。希望在消防弟兄善用之下
，結合舊有的消防救援裝備，能讓民眾生命受到更多保障，保護
消防同仁執勤上更安全。

彰化縣消防局局長施順仁代表接受捐贈，感謝家屬善行義舉
，發揮無私大愛，獲贈消防救災器材，對第一線消防搶救人員，
除可增加救災效率外，更能確保救災同仁安全，提升士氣。政府
資源有限，民力無窮，透過捐贈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一起做消防
人員最堅實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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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聖誕的鐘聲已經清脆敲響，新年的腳步
已經翩然而至。我們在此辭舊迎新之際，為
大家盤點2021年度十大移民新聞。

1. 美國移民局於2022年12月22日在
聯邦公報上正式宣布撤銷H-1B按薪資抽簽
的新政。2021年1月8日，移民局公布H-1B
按薪資抽簽的新政將於2021年3月9日生效
。但在2021年2月8日，移民局宣布將此新
政延期到2021年12月31日。2021年3月19
日，美國商會在北加州地區法院就新政的有
效性提起訴訟，法院在2021年9月15日撤銷
該新政。

2. 美國移民局最近為今年的H1b工作
簽證進行了第三次抽簽。雖然2021年3月30
日移民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收到了
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H-1B名
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二次抽簽結束
後，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財年的名
額上限，所以進行了第三次抽簽。

3. 美國公民護照過期也可回美，年底
前無需換發新護照。 美國務院12月21日晚
間發表聲明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各
地美國使領館暫時關閉或縮減護照換發服務
，造成民眾換發護照面臨耽擱，海外的美國
公民2022年3月31日前，可持2020年1月1
日或之後過期的美國護照入境。護照過期也
可以回美國的條件為：美國公民目前正在國
外尋求直接返回美國，美國領土，或在其他
國家轉機後返回美國或美國領土。過期護照
原有效期為10年或如果簽發護照時年齡在15
歲或下，護照的有效期為5年。護照在申請
人手中且沒有損壞。

4. 移民局在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表
示，2022年9月30日前暫停移民體檢醫生的
簽名日期必須在材料遞交前60天之內的要求
。

5. 根據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
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
翻倍。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
的局面。

6.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
遞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
。移民局批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
到社會安全局，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
安全局申請的舟車勞頓。

7.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自2021
年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申請的打
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
適用於已經提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
指模預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
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年5月17日起，這
些類別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模
費用。

8.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移民政策
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恢
復DACA。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
土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停止為修建邊
境墻提供資金。為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
移民的渠道。各類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的速度
和批準率在拜登入主白宮後有顯著的改善。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
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1日
到2022年1月15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
(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上訴（290B
）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給予
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接
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
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
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
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
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
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
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
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
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
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

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
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
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
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下午5點)在電
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
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
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
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
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
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
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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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點年度十大移民新聞盤點年度十大移民新聞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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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挺

◎ Dr. Shih 施以諾博士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載，世人足以再次證實這位嬰孩的身份，

就是救主基督！ 
{路加福音}二章記載天使的宣告：天

使對牧羊人說的「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

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

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

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聖經{以賽亞書}9章6節『因有一嬰孩

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

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

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今天許多人活在恐懼不安的情況下，

輾轉難眠，嚴重者罹患憂鬱症，躁鬱症，

精神異常等。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在黑暗裡行，並要得著生命的光。盼望我

們都來仰望祂，投靠祂，接受祂作你我個

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祂必救我們脫離黑

暗的權勢，引導我們進入耶穌基督祂的光

明國度。

12月23日（星期四）

轉載《聖誕靈修默想四》與讀者共

享：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

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2:12） 
默想一：主耶穌的降生以嬰孩、包著

布、馬槽作記號代表什麼？充分顯明了祂

的降卑。耶穌基督本是創造萬有的主宰，

卻為了人類的需要而降世為人。祂降生的

時候，身上包著粗糙的布，卧在冰冷、簡

陋又有味道的馬槽中，這是何等大的委屈

與犧牲。主耶穌降卑行動也正彰顯了祂的

愛。今天我們也當效法耶穌的榜樣，謙卑

地順服神。 
默想二：你讓人認出你是基督徒的記

號是什麼？是胸前的十字架項鍊？還是車

尾有關耶穌的貼紙？不管是任何形式的記

號，主要的是，你的記號能使人尋找到主

耶穌基督嗎？盼望每位基督徒，不只迎接

主耶穌進入我們心中。也接納那些無處容

身的人，帶給他們溫馨，同時隨著聖誕詩

歌的飄揚，將平安的福音傳給人。 
禱告：父神，讚美袮。因透過耶穌基

督的降生把袮的愛表露無遺。感謝袮在耶

穌基督裡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恩惠。主的

降生不僅是尋找人，也是拯救人；袮不僅

賜生命，也給平安。求袮使用我，在動盪

不安的世界裡，讓我成為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將屬天的『平安夜』帶給周圍的人。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沈德來牧師）

12月22日（星

期三）

下午3pm我們

在迎主教會内準備

聖誕禮物包，內

有：號角月報與中信月刊，2022年曆，耶

稣傳CD。

4pm-5pm筆者和迎主教會周武籐牧

師劉美師母(號角義工)暨吳媽媽、矯伯伯

（永生神基督教會）、國宏姊（福遍中國

教會）、角聲同工Mona同去社區公園派發

聖誕禮物包，有華人、墨西哥族裔老少在

公園打球、盪秋韆、走路運动、溜狗、幼

童騎小車等。

我們和公園內朋友互道聖誕新年快

樂！交談鼓勵，有位老墨先生帶孩子們來

盪秋韆，筆者向他們打招呼聖誕快樂！自

我介紹說：我是JoyPan,我來自台灣，居住

在休士顿有28年了，他聽我說來自台灣，

他告訴我，我的老闆是台灣人.....
Mona也問候老墨先生好，他說他們家

就在公園附近，他還用手指給我們看哩！

Mona問他有去教會嗎？他說是天主教徒，

但少去教會，也不知道怎樣帶孩子信耶

稣？

他很高興我們送給他耶稣傳CD,他說

可以在聖誕節期在家中一起和孩子們觀

賞。

接著我們開車去中國城惠康超市、百

佳超市、向各商店、何處覓餐廳、味佳香

餐廳、小熊川菜餐廳、緣份餐廳、足底

按摩店、美髮店、廚俱店等派發聖誕禮物

包。祝福他們聖誕快樂！生意興隆。晚餐

小淑邀請周牧師師母和筆者我們一起在

Café East 3自助餐共享美好時光。感謝她

的愛心。我們也贈送聖誕禮物包給經理暨

數位華人女服務生，她們多年來喜愛看我

送給她們號角月報與美南福音版等。我也

常帶客人去此餐廳，她們都很高興見到

我。

聖經{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多處經文，

時常在聖誕節期時被引用。透過路加的記

人間天使傳報佳音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天使們歡喜做聖誕禮物包

一個人的平

安，總跟隨在恩

典 ( 恩惠 ) 之後，

我們惟有先領受

恩惠，才能領略

真實的平安。 
「道成了肉

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地

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福音

1:14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幷主耶

穌基督歸與你們。」哥林多前書 1:3 
 12/23/21 英文金句 :
Let us then with confidence draw near 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 of need. Hebrew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

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

的幫助希伯來書 4:16
 12/23/21 金玉良言 :
一個人太講理，容易與人産生矛盾、

磨擦；太講情，則容易被情緒所左右；只

講理是一個盲點，只講情是一個缺點。講

理之前先講情是人際關係的關鍵之一。

　郭文仁牧師

人生的希望在哪裡？

 吳媽媽，國宏姊準備禮物包

十二年前，我在國內的一所大學就讀

英文。我外語天賦有限，學英語是件相當痛

苦的事。看到周圍的同學都很輕鬆，我對學

校生活的看法變得相當負面，也變得急躁、

孤僻、獨來獨往，對別人的成績也心懷嫉

妒。後來，一個來訪的韓國人不斷地向我

傳福音，出於對基督精神的認同，也出於

對他執著的感動，我慢慢接受了耶穌基督。

韓國人走後，我的日子又回到從前。

不過奇妙的是，接受基督後，不知不覺中

我對人的態度在不斷轉變，逐漸變得柔和

並有耐心起來，開始考慮他人而不再是那

麼自我中心。也許是因為人際關係的轉變，

我的學習也慢慢不再覺得辛苦，往後幾年

開心很多。有時我想：信了主耶穌的確有

點不一樣，至少成績好了不少，也少和人

吵架了。後來我也去過幾次教會，但最多

只是在聖誕節時去看看熱鬧。

聖經的陪伴
一九九九年，我大學畢業。一開始找

了幾份短工，由於社會經驗不足，都沒做幾

天就被「炒了魷魚」（辭退）。記得那年暑

假，我突然收到一家出版社來電，叫我去面

試，而那出版社幾星期前才給我發信婉拒。

面試很順利，從九月起上班，職位是見習

編輯。我們新同事被分配到同一個辦公室，

天天無所事事，打牌聊天，也沒人管。我非

常奇怪這個單位的用人方式，招來一大堆人

白發薪金卻不給活幹。同事中有一個作家，

是基督徒。有一次和她提起信仰的問題，

她稱我是「慕道友」，只是信了耶穌，沒

有受洗。我當時也疑惑了，我到底算是「基

督徒」，或僅是個走在「聽道」路上的人？

至於有沒有找到「道」？是不是上帝的「兒

女」？我卻沒了信心。後來我去了上海的

兩會書店，買了一本《聖經啟導本》，希

望從這本被稱為「聖經小百科全書」的冊子

中找到答案。

很快，這種閒雲野鶴般的生活就停止

了。半年以後，這出版社由於經營混亂，嚴

重虧損，我這個見習生也被掃出門，回到家

中，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我覺得前途未

卜，未來一切全是未知，於是每天晚上以翻

讀聖經來打發時光。讀聖經成了件很令人快

樂的事情，因為我的內心能得到片刻的安寧

和平靜。就這樣看了一個冬天，又看了一個

春天，直到又一個夏天，還是沒有找到工

作。在臨近絕望的時候，我突然神奇般地得

到了一份在大學的教職工作。那時候的我只

是一個普通的本科生，成績平平，能直接進

入高校，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上帝美妙的

安排使我完成了在事業上的一大跨越。我當

時非常地感謝主，在「死亡線」上拉了我一

把，看來我還算得到上帝的照顧。

空虛的生活
進了學校，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學歷

達標。當時高校的基本要求是碩士畢業，所

以我必須盡快考上碩士。一邊工作，一邊備

考，相當辛苦。特別是工作的校區在遠郊，

每天早晨五點多就要起床趕班車去學校上

課，晚上又要復習功課到很晚，經常處於睡

眠不足的狀態。出於習慣，我還是會經常看

看聖經，但依然困惑是否還在尋找基督的道

路上。記得有一次在網絡上和一個不知名的

網友聊天，我說：「追尋基督是一輩子的事

情，而且覺得未必能夠找到。」他似乎對我

的說法非常困惑，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

意思，或者無法理解你所謂追尋是甚麼；因

為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你要想找到基督，

可以去教會。」他的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但我依然不去教會。

我後來勉強考入了上海外國語學院，

十二年來愛一直在身邊

心裡很喜歡，因為圓了所謂「名校夢」；但

這種良好自我感覺很快就被空虛的生活所取

代。我漸漸也不抽時間看聖經了，覺得那本

書已經看了很多遍，再也沒有甚麼新意。每

天除了讀書，偶爾會在原來上班的高校教幾

節英文課，有太多的時間無處打發。不久我

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常在宿舍和人拼酒量，

喝得爛醉。有時候喝完酒騎車回家，一路上

連紅綠燈都分不清，還不斷向室友吹噓說自

己能如何保持清醒，嘲笑他們的醉態。

從二○○三年開始，我有很長時間都

過著空虛的生活，期間也經歷過幾次失敗的

戀愛，發覺越來越無法在生活中得到平靜。

每天把無聊掛在嘴邊，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碩士畢業，我又回到原來的高校做原來的工

作，生活像是走了一圈，覺得一切都沒變，

只是自己老了很多。絕大部分同學都已成家

立業；而我卻過著如複印件般的生活。在萬

般無奈的情況下，我選擇去留學。從考試到

申請，前後也有三年多時光。這段時間，現

在覺得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因為沒有信

仰，沒有目標，隨著肉體過著世俗的生活。

為了彌補空虛的精神，我曾經熱衷研究過異

教、方術和命理；卻發現看得越多，對命運

的感覺越發的恐懼。

走進了教會
我的留學之路也是崎嶇不平。第一年

申請，我花了幾萬元準備材料，結果卻是收

到十幾封婉拒信。第二年申請時，改變策

略，事前做了相當多準備工作。到了二月

底，我首次進了候補名單，三月有了首個面

試。我當時相當的緊張，因這可能是我出國

的最後一次努力了，如果還是出不去，就只

能在上海老老實實地做著毫無生氣的工作直

到退休。三月的一個晚上，我無法入眠，輾

轉反側。我起身走到窗前，無意中看到了放

在架子上的那本聖經。我發現已經有很多年

沒有打開它了，聖經上積了厚厚的一層灰，

綠色的封皮被太陽曬得褪了色。這時候我突

然想起，十幾年來，我好像從來沒有禱告過；

於是我又生硬地嘗試禱告。在這個時候，我

才明白在命運的力量下，人是如此的渺小和

無助，人只有從主耶穌那裡才能得到真正的

平安。如果沒有主耶穌的看護，我其實一無

所有。困惑和空虛不是在於生活中的得失；

而是在於與上帝關係的中斷。

後來我到了美國，開始常去教會，終

於知道我一直在找的生命糧和永恆活水，其

實十二年來就一直在身邊。我因為軟弱而沒

有看見上帝；然而祂卻一直靜靜地守候在我

身邊，像父親，又像朋友，默默地給我力

量，給我教導，不離不棄，陪伴我走在那條

通往窄門的艱難小路上。

（文載自［中信］）

 四人相聚：小淑，思牡，周牧師母

陳先生是ㄧ位傳道人，從人的角度來

看，他曾有很不堪的過往，他年輕時曾經打

架、鬧事、賭博、沾毒，實在跟現在的神職

人員形象很不搭調，他是在獄中接觸到信仰

才痛改前非，並在後來成為了ㄧ位傳道人。

但他完全不介意提起自己的過往，甚至時常

引用「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這句話來

作為自己生命的註解，引導更多人體會信仰

的真善美。

陳先生是個正向的例子，有另一個故

事說道ㄧ位 X 小姐，她是個幹練的職場主

管，過去曾有ㄧ段不愉快的婚姻，這段婚姻

讓她耿耿於懷、敏感不已，只要有人無意間

談起婚姻與愛情，她都會報以睥睨的眼神，

若有人關心起她過去的婚姻，她更是會爆氣

不已，解讀為是別人在揶揄她，並火力全開

的要對方閉嘴。如此動輒暴跳的反應，讓大

家對她敬謝不敏，甚至連帶影響到她在職場

上的形象與評價。

平心而論，人都不完美，誰沒有「過

去」呢？我常喜歡這樣說：每個人都有過去，

關鍵在於這些過去有沒有過去。

可不是嗎？有的人選擇讓自己某些難

堪的過去成為「過去」，坦然以對、記取教

訓，這些過去反而成為未來變相的利多；也

有些人在面對自己某些難堪的過往時，卻始

終「過不去」，變得敏感而易怒。

每個人都有過去，關鍵在於這些過去有沒有過去

親愛的朋友，也許我們都有某些令自

己尷尬的過去，也許是學歷、經歷、錯誤、

人際衝突……，有些可以不必再提，有些

卻可能難以迴避，端看您用怎樣的心態去面

對它們。讓某些過去正式成為過去，別再

糾結它們，別再讓它們繼續影響您的未來，

因為您的人生值得有更璀璨的發展。

【金句分享】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人擠人，難免彼

此撞傷。受傷後，要緊能復原，不要讓傷口

潰爛流膿。活著，就要活得健康、快樂。

說的輕巧，問題是怎樣使受創的心靈

早日復原？要放下過去，忘記過去，繼續前

行。不要執著，越執著，你越痛苦。愛得越

深，傷得越深，就是這個道理。「以別神代

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篇

十六 4）
人生每個階段，無論健康疾病、富有

貧窮、受歡迎遭排斥，都要過去，都是路上

景物而已，不是人生終極目標。上帝才是目

標，天堂是我家。

要對自己說：一定要好起來！對上帝

說：求 醫治我！然後憑信心前行，不要回

頭；因為「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

的國。」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

標竿直跑。」耶穌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是的，夠了！不要擁抱沉重的歷

史包袱，要靠主喜樂。（路加福音九 62；
腓立比三 13 至 14；馬太福音六 34）

也許，失去地上的快樂後，我們的生

命才有空間盛載天上來的喜樂。

（文載自［中信］）

◎白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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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上周三中午舉行聖誕餐會美南新聞上周三中午舉行聖誕餐會
並頒發感謝狀給十年以上資深員工並頒發感謝狀給十年以上資深員工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聖誕節餐會現場的熱鬧歡愉景象聖誕節餐會現場的熱鬧歡愉景象。。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右右）、）、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左左））
頒發感謝狀給資深員工頒發感謝狀給資深員工VictorVictor（（中中）。）。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右右 ）、）、朱勤勤社朱勤勤社
長長（（左左 ））頒發感謝狀給董事長助頒發感謝狀給董事長助
理理Jennifer LopezJennifer Lopez （（中中 ）。）。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右右）、）、朱勤勤社朱勤勤社
長長（（左左））頒發感謝狀給董事長助頒發感謝狀給董事長助

理邱如惠理邱如惠（（中中）。）。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右右）、）、朱勤勤社朱勤勤社
長長（（左左 ））頒發感謝狀給總編輯蓋頒發感謝狀給總編輯蓋

軍軍（（中中）。）。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右右 ））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
（（左左 ））頒發感謝狀給副社長秦鴻鈞頒發感謝狀給副社長秦鴻鈞

（（中中）。）。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右右））朱勤勤社朱勤勤社
長長（（左左 ））頒發感謝狀給副社長頒發感謝狀給副社長

朱幼楨朱幼楨（（中中）。）。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餐會上致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餐會上致詞，，表達他表達他
們的感激之情們的感激之情。。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餐會上致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餐會上致詞，，表達他表達他
們的感激之情們的感激之情。。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左四左四））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右四右四））頒發感謝狀給頒發感謝狀給((右起右起））總編輯蓋軍總編輯蓋軍、、
董事長助理邱如惠董事長助理邱如惠、、副社長朱幼楨副社長朱幼楨、、秦鴻鈞秦鴻鈞、、董事長助理董事長助理Jennifer LopezJennifer Lopez，， 及及VictorVictor等人等人。。

台北台北101101 2121日宣布日宣布，，跨跨
年煙火大秀設計總時長年煙火大秀設計總時長360360秒秒
，，預估跨年期間人潮超越百萬預估跨年期間人潮超越百萬
。（。（中央社檔案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曾智怡台北中央社記者曾智怡台北
2121日電日電））即將跨年即將跨年，，台北台北101101
今天宣布今天宣布，，跨年煙火大秀設計跨年煙火大秀設計
總 時 長總 時 長 360360 秒秒 ，， 將 融 合將 融 合
T-PADT-PAD 燈網動畫燈網動畫，，與與 11 萬萬
60006000發煙火共同串聯演出發煙火共同串聯演出，，
預估跨年期間人潮超越百萬預估跨年期間人潮超越百萬。。

台北台北101101下午舉行跨年煙火大下午舉行跨年煙火大
秀動畫記者會指出秀動畫記者會指出，，今年煙火今年煙火
除延續去年除延續去年 「「360360度立體特效度立體特效
輪狀煙火輪狀煙火」」 ，，更設計全球首次更設計全球首次
在高樓架設展演的在高樓架設展演的 「「動態展翅動態展翅
煙火煙火」」 與與 「「高空愛心煙火高空愛心煙火」」 ，，
並將並將44度把度把T-PADT-PAD燈網融入燈網融入
跨年煙火大秀的整體規劃中跨年煙火大秀的整體規劃中。。

台北台北101101預估預估，，跨年煙火跨年煙火

期間來客數將超越百萬人期間來客數將超越百萬人；；近近
期策展活動也發揮人潮效益期策展活動也發揮人潮效益，，
人流已超越今年人流已超越今年44月本土疫情月本土疫情
前水準前水準。。

董事長張學舜致詞時說董事長張學舜致詞時說，，
這次煙火主題為這次煙火主題為 「「迎向美好未迎向美好未
來來 」」 ，，主因人類近兩年受主因人類近兩年受
COVID-COVID-1919（（20192019 冠狀病毒冠狀病毒
疾病疾病））疫情影響疫情影響，，全球人類尚全球人類尚
未恢復正常生活未恢復正常生活，，尤其跨境旅尤其跨境旅
行不容易行不容易，，人們產生壓抑感人們產生壓抑感，，
盼藉此跨年煙火向世人傳達療盼藉此跨年煙火向世人傳達療
癒人心氣息癒人心氣息。。

張學舜指出張學舜指出，，101101團隊運團隊運
用半年時間企劃煙火細節用半年時間企劃煙火細節，，回回
想初規劃時想初規劃時，，台灣仍存在疫情台灣仍存在疫情
侵擾侵擾，，籌措資金並不容易籌措資金並不容易，，尤尤
其感謝觀光局其感謝觀光局、、台灣證券交易台灣證券交易
所所、、中國信託中國信託、、中華電信中華電信、、陽陽
明海運等企業單位支持這項公明海運等企業單位支持這項公

益性質活動益性質活動。。

台北台北101101補充補充，，跨年煙火跨年煙火
秀支持單位還包括義美食品秀支持單位還包括義美食品、、
FoodpandaFoodpanda、、韓國遊戲廠商韓國遊戲廠商
NCSOFTNCSOFT、、KIAKIA汽車總代理汽車總代理、、
客委會等客委會等1010家家。。

長達長達360360秒的跨年煙火展秒的跨年煙火展
演共分演共分44個章節個章節，，其中第其中第33章章
為為 「「關懷世界關懷世界、、祈福人類祈福人類，，擁擁
抱幸福共好美好未來抱幸福共好美好未來」」 ，，並首並首
次呈現高空愛心次呈現高空愛心，，傳達世界共傳達世界共
好理念好理念。（。（編輯編輯：：康世人康世人））
11012211101221

101101跨年煙火秀跨年煙火秀360360秒秒 全球首次展演全球首次展演 「「高空愛心高空愛心」」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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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I 50-Plus 和家庭護理人員
現在可以獲得更多中文、韓語和越
南語的護理資源

作者：特約撰稿人 根據 AARP
樂齡會的數據，超過五分之一的美
國人 (21.3%) 是家庭護理人員 — 據
估計美國有 5300 萬成年人在過去
12個月裏有過為成人或兒童提供照
料。在這一群體中，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 (AAPI) 護理人員依靠非
英語材料來幫助他們照顧親人。 為
響應 AAPI 社區對家庭護理人員提供
更多非英語材料的需求，AARP樂齡
會 最近擴大了繁體和簡體 中文、韓
語和越南語的護理資源庫。這些資

源可在 AARP 網站上找到，包括財
務和Medicare醫療保險

手冊，以及有關藥物知識和為
所愛的人準備住院等主題的健康視
頻。

AARP 已與多個國家和地方社區
組織合作 — 亞太社區衛生組織協會
(AAPCHO)、亞裔美國人聯合會、 船
民 SOS (BPSOS)、 華 人 社 區 中 心
(CCC)、全國韓裔美國人服務與教育
聯盟 (NAKASEC) 和老年人自助 —分
發和推廣這些護理資源。這些非營
利組織為 25 個州的 AAPI 長者們提
供服務。

『護理人員不應該獨自經歷完

成護理過程，尤其是我們的 AAPI 護
理人員，他們通常在數據方面代表
性

不足下，不獲得足夠的服務資
源。』 AARP 協會多元化、公平和
包容、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受
眾

策略之副總裁 Daphne Kwok 說
。 『資源的可及性在健康公平方面
起著關鍵作用，因此 AARP 很自豪

能夠通過我們的州辦公室和為
全國各地的 AAPI 長者們服務的社區
合作夥伴創建和分發額外的材料。

提供語言資源是朝著正確方向
邁出的一步，希望我們擴展的材料

有助於為我們的護理人員及其家人
提供更強大的基礎設施。』

AARP 已為社區服務 60 多年。
他們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無黨派
組織，致力於讓 50 歲及以上的人士

能夠選擇他們隨著年齡增長的
生活方式。要成為他們旅程的一部
分並學會更多護理資源，請在
Facebook (@AARPAAPI) 和 Twitter
(@AARPAAPI) 上加入 AARP AAPI 社
區。

# # #
關於 AARP樂齡會: AARP樂齡會

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
織，致力於幫助和激勵50歲或以上

的人群享有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AARP 樂齡會在全國范圍內擁有近
3800萬成員，它鞏固並加強社區，
倡導對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健康保
障，財務穩定和個人成就感。AARP
樂齡會還發行全國最大的發行出版
物 ： 《AARP 樂 齡 會 雜 誌 》 和
《AARP樂齡會簡報》。了解更多信
息，請瀏覽中文官網 chinese.aarp.
org或關注AARP樂齡會微信公眾號
。

關注我們@AARPAAPI 以獲取更
多新聞和視頻

AARPAARP 樂齡會為樂齡會為 AAPIAAPI 社區擴展護理資源社區擴展護理資源

美國醫務總監和醫學專家發表關於美國醫務總監和醫學專家發表關於 COVID-COVID-1919
疫苗進展的講話疫苗進展的講話：“：“抗擊疫情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可以做到””
Vivek Murthy 博 士 、 Adelaida

Rosario博士和沈愛梅醫學博士為華
人社區分享有關COVID-19疫苗安全
性的信息

作者：特約撰稿人
為支持拜登-哈裏斯政府的“抗

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公共教育
推廣活動，以提高人們對 COV-
ID-19 疫苗的信心並鼓勵接種疫苗，
TDW+Co 公司與美國衛生與公共服
務部合作，為亞裔美國人、夏威夷
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 (AANHPI) 媒體
於6 月 10 日星期四舉行了線上新聞
發布會。

在線上活動期間，來自不同州
的醫學專家提供了他們的疫情經驗
，以及最新的、值得信賴的 COV-
ID-19 疫苗信息。特別演講者包括：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醫務總監Vi-
vek H. Murthy醫學博士；美國衛生
與公眾服務部醫務辦公室Adelaida
M. Rosario博士；來自舊金山東北醫
療服務 (North East Medical Services,

NEMS)的沈愛梅醫學博士。
在現場提問環節，醫學專家回

答了有關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問題，如何確保安全，防止
新冠進一步蔓延，和AANHPIs面臨
的健康衛生不公平。

COVID 給數百萬美國人帶來了
巨大的痛苦，但 COVID-19 疫苗給
許多家庭和社區帶來了希望。截至
6月10日，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報告
說，現在有1.72億居住在美國的人
已完全接種疫苗。其中，至少6.1 %
的亞洲人（非西班牙裔）和0.3 %
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群體
至少接種過一次疫苗，估計有626
萬人。

“僅在美國，我們就已接種了
3 億多劑疫苗。這為我們積攢了大
量的疫苗經驗，”醫學博士、工商
管理學碩士、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
部醫務總監 Vice Admiral Vivek H.
Murthy說到。 “而我們在這些經驗
當中看到了兩件事情：第一，疫苗

在預防 COVID 方面仍然非常有效。
第二，它們還保留了非常強大的安
全性。”

AANHPI 社區在疫情期間面臨著
獨特的挑戰，包括由於語言障礙、
對計算機技術的熟悉程度低、錯誤
信息以及對疫苗或疫苗背後的科學
的誤解而難以獲得有關 COVID-19
和疫苗的信息.

“作為一名科學家，最讓我擔
心的是缺乏關於 AANHPI 人群的分
類數據，”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醫務辦公室中尉Adelaida M. Rosario
博士說。“缺乏針對我們多元人種
的特定數據掩蓋了由社會經濟、健
康和可及性所造成的不平等現象。
這樣會讓我們的多族裔社區不被看
見，讓人覺得隱形。”

醫學專家們一致同意以下的
CDC指南盡快接受疫苗註射，來保
護能到你的家人，親人和社區。所
有 12 歲及以上的人現在都有資格接
種 COVID-19 疫苗。

“我們兒科醫生建議家中有 12
歲及以上孩童的父母應該盡早帶孩
子接種疫苗。 這是確保學生和老師
安全的最佳方式，” 沈愛梅醫生說
到。“打疫苗的好處要遠遠大於潛
在的風險。”

沈醫生也提到關於疫苗副作用
的問題。“有副作用是正常的，這
樣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免疫系統有效
果。”她說，“副作用因人而異，
有些人會出現手臂酸、低燒等癥狀
，但是這些都是暫時的情況。”

現場的醫學專家分享說，人們
對疫苗有疑問是正常的。 但現在這
些疫苗已經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
醫生鼓勵大家與您信任的人進行可
信的對話，以便消除疑慮。

“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沈
醫生說。“隨著政府出示更多的證
據，我們所有醫護人員全部都接種
了疫苗，就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
了更好地幫助病人。”

除了沈醫生為華人媒體朋友主

持了這次問答會之外，其他會議還
由來自全美各地的菲律賓裔、韓裔
、日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
民、南亞裔和越南裔醫生主持，他
們提供了基於事實的信息來解決各
自社區的疑慮，並提高對疫苗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認識。

有關疫苗的更多信息
在接種任何疫苗之前，請務必

咨詢您的保健醫生。如果您正在尋
找其他資源，請向您信任的當地領
導人求助。如果您可以上網並能夠
在線搜索信息，請訪問CDC等可信
來源、訪問vaccines.gov或將您的郵
政編碼發送至 438829以查找您附近
的疫苗點。抗擊疫情，我們可以一
起做到。

# # #
關於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

HHS COVID-19 公共教育推廣活動 (
wecandothis.hhs.gov ) 是一項全國性
舉措，旨在提高公眾對 COVID-19
疫苗的信心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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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來襲重磅來襲，，擁抱春天售票開始擁抱春天售票開始！！
20222022擁抱春天將於擁抱春天將於11//2323 下午下午66::3030在在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隆重上演隆重上演

錢進巴拉圭開拓中南美洲最佳門戶！

（本報訊）屆時休斯頓藝術家們將會為觀眾們呈現一台全新並精彩紛呈的節目。中國最著名的嗩吶演奏家，水滸傳電視
劇原吹郭雅志也將助陣，和休斯頓觀眾共慶虎年！

擁抱春天晚會入場券正式開始發售。以下為售票細節：
1: 今年票務由Stafford Center負責打印，所以將分批出售。
2: 第一批發售共200張，其中$50票面50張，$30票面100張，$20票面50張。
3: 第一批發售的入場卷如一次訂購10張以上，有大幅度優惠如下： $50票面30%off, 售價$35; $30票面20%off,售價$24. $20

票面10%off，售價$18。此優惠只對第一批票有效。
接龍後請在第二批票發售前付款，否者優惠將失效。付款方式為：
quickpay 到 cccquickpay@gmail.com memo請註明購票數量和購票單位，留下聯繫電話或者直接送支票到中心辦公室並附

上接龍號碼
中心將於1/9/2022上午集體發放入場卷

（本報訊）想要進入南方共同市場嗎？那你絕對要認識臺
灣南美洲唯一友邦國──巴拉圭

巴拉圭產品具有少量多樣的優勢，能在轉口貿易的衝擊下
突破重圍，近10年來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維持4%以上，不僅幣值
相對穩定，經濟層面更是在拉丁美洲的國家中表現亮眼

「巴拉圭臺商投資環境報告」，為你彙整巴拉圭經濟動態
，及僑臺商發展等多元面向分析，助你錢進中南美洲一臂之力

#立即前往下載
僑臺商專區 http://Business.Taiwan-World.Net
點選 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巴拉圭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https://bit.ly/30By1jG
歡迎踴躍下載參考運用！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因Omicron變種株
快速席捲全美，部分航空機組人員也遭感染，
導致航空人力不足，上週聖誕假期以來，航空
公司被迫取消超過2800趟的航班。截至上週一
，Omicron已在全美新增病例中佔比達73%。自
12月24日起至27日，美國耶誕長假航空交通連
續四天大亂，週一(27 日) 另有超過1000個航班
遭取消或延後，顯示冬季風暴來襲，使原本就
因為 Omicron 確診病例激增而短絀的航空業人
力更吃緊。航空股、旅遊股因此而挫跌。

自24日起至27日，美國耶誕長假航空交通
連續四天大亂，週一 (27 日) 有超過1000個航班
遭取消或延後，顯示冬季風暴來襲，使原本就

因為 Omicron 確診病例激增而短
絀的航空業人力更吃緊。

資料顯示，週一截至美東下
午1點，美國共有1000 多個航班
遭取消。各家航空業者中，阿拉
斯加航空集團受到的影響最大，
位於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遭遇
大雪，溫度驟降，導致 137 個航
班遭取消，相當於預定航班的
20%。

Omicron變種病毒蔓延，打亂
航空業排班並導致人力短缺，聯
合航空 UA 因而在週一取消約
2.9%預定班機，美國航空AA、達
美航空 Delta 取消率各約 2%，替

聯合航空等經營區域航線的天西航空Skywest在
週一取消259個或11%航班，另外有12%班機延
誤。 各大航空公司紛紛制定規範降低員工染疫
風險，例如聯合航空強制員工接種疫苗，達美
航空對未接種者每月額外收費。根據業者，大
多數員工都已經接種疫苗。

Omicron變種病毒蔓延，打亂航空業排班，
聯合航空UA因而在週一取消約2.9%預定班機，
美國航空AA、達美航空Delta取消率各約2%，
Skywest 在週一取消 259 個或 11%航班，另外有
12%班機延誤。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福奇Fauci週一表示，政

府應該考慮針對國內旅行制定疫苗接種規範，
避免飛機上病毒傳染。美國一些州的新增冠病
確診病例在奧密克戎 Omicron 變種毒株的推動
下屢創新高，假日航空旅行又持續受阻之際，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表示，聯邦政府應該
考慮把接種冠病疫苗列為國內航空旅行的一項
強制規定，規定乘搭國內航班的人須接種冠病
疫苗是合理的。福奇說：把疫苗列為一項規定
時，更多人就會有接種疫苗的動機。他後來接
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訪問時則表示，民眾應
考慮避免在跨年夜舉行大型聚會。拜登僅表示
，他對縮短人們的自我隔離天數持開放態度。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上週發布將醫護
人員的隔離天數從10天縮短為七天。

在 Omicron 變種毒株的推動下，假日航空
旅行持續受阻之際，福奇表示，聯邦政府應該
考慮把接種冠病疫苗列為國內航空旅行的一項
強制規定，規定乘搭國內航班的人須接種冠病
疫苗是合理的。

目前美國航空旅客登機時必須配戴口罩且
除了飲食需求以外，全程必須一直戴口罩。國
際旅客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和新冠病毒篩檢
陰性才能登上飛往美國的航班，同樣必須戴上
口罩。研究顯示，接種三劑疫苗的人面對Omi-
cron變種病毒擁有保護力，但突破性感染情況
也愈來愈常見。與此同時，嘉年華郵輪船上有
一小批遊客的檢測為陽性，已經隔離，消息促

使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對將近70艘郵輪
啟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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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測為陽性，已經隔離，消息促使美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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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航空AA、達美航空Delta取消率各約2%，
Skywest 在週一取消 259 個或 11%航班，另外有
12%班機延誤。

在 Omicron 變種毒株的推動下，假日航空
旅行持續受阻之際，福奇表示，聯邦政府應該
考慮把接種冠病疫苗列為國內航空旅行的一項
強制規定，規定乘搭國內航班的人須接種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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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嘉年華郵輪船上有一小批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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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绿蜂胶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亚太区唯一合法总代理商★ 北美免费长途: 1-866-690-488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订购网址: www.bpropolis.com  Email: service@bpropolis.com

官网限时抢购享全网最低价巴西唯一获得
国际HACCP食品
安全认证的绿蜂胶 活动详情请致电:1-866-690-4888

tmtm

BOXING
DAY

SALE 特价蜂暴

For delicious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喔！全素全素

天氣冷 吃火鍋囉
 TIME FOR     HOTPOT 牛頭牌全系列商品 ‧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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