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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總領事接受遠見雜
誌專訪，暢談台灣高科技產業投資美國德州的
風潮

12月，眾人目光聚焦亞利桑那州台積電首
度移機，12小時車程外的德州謝爾曼市（Sher-
man），台灣另一家半導體大廠環球晶，斥資
50億美元投資興建的12吋晶圓廠，也即將動土
開工。

「6 月底才公佈，12 月就動土，這次真的
很快，」休士頓台北辦事處處長羅復文觀察，
這波全球投資美國熱潮，以德州為最。

美國製造強勢回流，更帶動 「邊境工作」
與 「邊境游牧族」的新生活型態。羅復文形容

， 「跨境的新經濟」正在德州流行。
事實上，除了稅制、水電等基礎建設穩定

，德州高教人才充足，也是吸引這些龍頭大廠
投資的關鍵。德州境內，休士頓大學、全美第
二大公立大學系統德州大學，都是排名前面的
名校，知名的 UT（德州大學系統）分校，就
位於奧斯汀。

一位當地台商透露，亞利桑那州人才相對
難找， 「前陣子，台積電還專程到德州幾所大
學辦徵才說明會。」羅復文分析，德州每年就
有數萬名工程師，從農業、能源、機械到高科
技都有。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總領事接受遠見雜誌專訪
暢談台灣高科技產業投資美國德州的風潮

申辦個人健康保險所需準備資料

2023 活出職場頁智慧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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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縮核檢範圍 拓抗原檢測
中國要求醫療機構按服務人口兩成上限儲備快測試劑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國務院聯

防聯控機制7日發布

《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以下簡稱“新十條”）進一步縮小核酸檢測的範圍，並

提出根據防疫工作需要，可開展抗原檢測，8日就緊跟着

發布新冠病毒抗原檢測應用方案，提出地級市/區縣要按轄

區長者數量及每周抗原檢測頻次，免費為長者發放抗原檢

測試劑，居家長者和養老機構長者應當每周開展2次抗原

檢測，也可以隨時自主進行抗原檢測。抗原檢測以基層醫

療衞生機構為單位進行儲備，每家基層醫療衞生機構按照

服務人口總數的15%-20%儲備抗原檢測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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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方案還指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衞生

健康部門要制定抗原檢測陽性結果報告相
關規定，通過開發APP小程式、完善信息系統
功能等方式，方便各類人員進行抗原檢測結果
報告，要將報告具體途徑通過多種方式向社會
公布。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發現，北京“京抗
原”小程式已開始啟用，包括自測上報、團體
掃碼上報、健康狀態上報、抗原自測教程等。
目前，該小程式已在部分高風險地區應用。

抗原檢測適用於自主檢測人員
在“新十條”發布前數日，北京等地已逐

步減少社會面核酸檢測的頻次，並在社區抗疫
的實際操作中廣泛使用到抗原檢測，不少居民
手中仍有社區分發的抗原試劑。8日發布的方案
進一步明確抗原檢測的應用，抗原檢測適用於
有自主檢測需求人員；人員密集場所的人員如
大型企業、工地、大學等；居家長者和養老機
構中的長者。在長者抗原檢測應用上，方案指
出，長者均可自主購買抗原試劑，其所在的地
級市/區縣，要按照轄區長者數量及每周抗原檢
測頻次，免費為長者發放抗原檢測試劑。長者

應當每周開展2次抗原檢測，也可以隨時自主進
行抗原檢測。

輕症陽性長者可居家服藥治療
長者是重症高風險人群，但方案並沒有要

求抗原陽性長者一定要前往醫院治療。針對長
者抗原陽性的處置方面，方案規定應由其家人
或者養老機構向所在地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報告
抗原檢測陽性結果。無症狀或症狀輕微時，居
家長者按照居家隔離人員用藥指引，在轄區基
層醫療衞生機構簽約服務醫務人員指導下，選
擇適宜的藥物進行居家治療。養老機構選擇相
對獨立的房間，按照居家隔離人員用藥指引，
在內設醫療機構醫務人員指導下，選擇適宜的
藥物進行治療。不過，方案要求，無論是居家
長者還是養老機構長者，症狀加重時，都應當
及時前往三級醫院就診。

抗原試劑價格幾日翻數倍
“新十條”發布後，不少地區民眾已從

“排隊核酸”改為搶購抗原試劑。目前，在
北京等疫情較嚴重的地區，抗原試劑價格飆

升，短短幾日已呈價格翻數倍的趨勢，而且
很難買到。不少民眾通過團購，但價格仍較
“新十條”發布前有較大增長。在抗原試劑
儲備方面，方案強調各地政府，大型企業等
人員密集機構，社區及養老機構，要配備、
儲備抗原試劑。

優化措施不斷細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為了推進優化防

控措施落地，從上周起，媒體加大對防疫調整
的報道力度。新華社在星期一發表的一篇時評
中，明確提出“抗疫最困難的時期已經走
過”，專家和學者近來也紛紛發聲，力挺放鬆
防疫政策，防疫專家做病毒科普工作。

政府的優化措施也在不斷細化。本周以
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陸續推出包括“新十
條”、《關於進一步優化發熱患者就診流程的
通知》等在內的六個文件，內容涉及居家隔
離、醫療分流、抗原檢測等細項，為優化防控
編制更有序細密的規則網絡。

除抗原自測外，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8日亦
下發居家治療指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大象新聞及記者
張聰報道，12月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
鍾南山在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年會開幕
式上致辭表示，現在新冠疫情還沒有
停，疫情還在中國不同的地方出現。現
在我們不能用2年前的一些方法來看待奧
密克戎，因為現在病毒傳染性極強，但
是致病率大大減弱。

鍾南山認為，“呼吸人”有責任為
國家政策貢獻看法和力量，順應當前形
勢，能夠更好地優化防控政策，使得我
們國家真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經濟要
穩住，發展要安全。

張伯禮：乙類管理條件日趨成熟
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

名譽校長張伯禮8日也表示，在新冠病毒
全球流行近3年後，隨着病毒的不斷變
異，其致病力逐漸減弱趨勢明顯。他認
為，新冠肺炎回歸乙類管理的條件日趨
成熟，但降級管控的舉措是疫情防控的
重大調整，應堅持穩中求進、走小步不
停步，適時有序作出調整。

“將新冠肺炎回歸到乙級管理，可
以將大量的醫療資源從方艙醫院中釋放
出來，回歸到正常的診療中；在搶救新
冠患者中，可以將精力重點放在重點人
群上；也可以為未來進一步優化防控措
施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據，做到有法可
依。”張伯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把
新冠肺炎降級管控的舉措，是疫情防控
的重大調整，相信主管部門一定會根據
病毒變異及疫情變化綜合研判，以變應
變，適時有序作出調整。

◆◆““新十條新十條””第五條措施提出第五條措施提出““保障民眾基本購藥保障民眾基本購藥
需求需求”，”，各地藥店要正常運營各地藥店要正常運營，，不得隨意關停不得隨意關停。。不不
得限制民眾線上線下購買退熱得限制民眾線上線下購買退熱、、止咳止咳、、抗病毒抗病毒、、治治
感冒等非處方藥物感冒等非處方藥物。。圖為圖為1212月月77日北京一家藥店的日北京一家藥店的
工作人員在整理藥品工作人員在整理藥品。。 中新社中新社

◆◆廣州各區鼓勵市民自備抗原檢測試劑盒廣州各區鼓勵市民自備抗原檢測試劑盒。。圖為圖為66日下午日下午，，海珠區一家藥海珠區一家藥
店店，，抗原檢測試劑盒放在顯眼位置抗原檢測試劑盒放在顯眼位置，，市民前來購買市民前來購買。。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穩步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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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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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檢疫令縮至5日港股急彈635點
科技濠賭零售餐飲股全線漲 莎莎永利升兩成
內地進一步優化防疫的“新十條”措

施出爐，香港8日公布進一步放寬防疫措
施，市場憧憬經濟市道會從目前低位反彈，港股8
日結束兩日跌市，急彈635點，全日報19,450
點，收復周三跌市失地，重上19,000點大關。科
指領漲全日大升6.6%，收報4,270點，惟成交額
縮減至1,610億元（港元，下同）。特區政府宣
布9日起新冠確診者隔離令及密切接觸者檢疫令
縮短至5日，科技、濠賭、零售、餐飲股都受鼓
舞，其中莎莎勁升20%，永利更升22.4%、金沙
升一成，翠華升17.2%，阿里健康升16%。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華盛證券經紀部董事李偉傑預計，港
股短期會在150天線水平，即接近

19,300點位置繼續做上落整固。若最終
確定明年首季及次季，與內地有機會進
一步通關，這將可繼續支撐港股，並在
1月稍後時間挑戰250天線，即近20,600
點位置。輝立證券董事及輝立資產管理
基金經理黃瑋傑亦指出，港股後市仍有
動力向上，250天線暫時是目標，但他
不建議投資者太進取，應該以“逢高減
磅”的策略來投資，主要因放寬防疫限
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未會太快反映在
企業的實際業績上。

累升逾5000點 二萬關阻力大
香港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

志表示，內地防疫措施適度放開令市場
產生對經濟恢復增長動力的預期，是內
地和香港股市近日走出獨立行情的原
因。

他分析，港股從10月31日的階段
性底部反彈已累計升5,140點，修正幅
度較大，已反映了市場的憧憬。在宏觀
面未有實質數據公布前，相信港股目前
的反彈修正已基本到位，恒生指數短期
內要升穿20,000點水平會有難度。往後
要留意下周美國宣布加息幅度，港股會
否出現變盤。

國指8日升3.6%，收報6,666點。

ATMJ等重磅科技股見炒作，其中重磅
科技股中，阿里巴巴大升5.1%報89.4
元，騰訊升5.7%，美團升6.5%，京東
升5.5%。視頻股有買盤掃入，快手挾升
11.1%，嗶哩嗶哩更急升22%。據內地
媒體指，三體動畫官方宣布，《三體》
動畫將開播，當中發行商包括嗶哩嗶
哩。

內地准居家隔離 利網上醫療股
內地容許部分感染者作居家隔離，

網上醫療股獲追捧，阿里健康升16%，
是升幅最大藍籌，平安好醫生亦升
13.3%。連帶內地影視娛樂股也造好，
IMAX中國升16.6%，貓眼娛樂及阿里
影業齊升逾一成。

政府宣布由周五起，確診者隔離令
及密切接觸者檢疫令將由現時7天縮短
至5日。憧憬香港進一步放寬防疫措
施，本地餐飲及零售股有買盤吸納，莎
莎升近兩成，翠華升 17%，譚仔升
11%。

澳門再優化防疫措施，加上花旗看
好，博彩股造好，永利升22%，美高梅
及澳博均升一成以上，澳門勵駿更炒高
26%。此外，珠海及長沙不再檢查旅客
的核酸陰性證明及健康碼，內地航空股
及機場股延續升勢，美蘭空港升7.5%，
國航及南航也升超過半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不少企業
目前正面臨全球經濟復甦脆弱、供應鏈受阻等
多重挑戰，不過滙豐最新發表一項面向全球中
型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受惠技術創新和內需
增長等有利因素的推動，內地企業對明年的業
務增長仍然抱有信心，有77%內地受訪企業預
計明年收入將有望實現增長，另有75%的受訪
企業計劃拓展新的海外市場。

滙豐在今年9月底至10月下旬，於全球
14個市場訪問了2,100多間年收入在1,000萬
美元至5億美元之間的中型企業。調查顯示，
超過四成的內地受訪企業認為技術創新帶來的
效率提升，以及持續增長的內需是推動他們增
長的兩大主要動力。

63%看好明年國際貿易環境
從國際業務來看，有63%內地受訪企業

繼續看好明年國際貿易環境，而受此預期推
動，有75%的受訪企業計劃開拓新的海外市
場，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64%，不過亦有38%
的內地企業認為明年開展國際貿易的難度將會
加大，惟該比例仍低於全球平均為51%的水
平。

明年續需控制成本
滙豐中國副行長兼工商金融總監馬健表

示，該行調查顯示，內地企業正積極部署未來
一年的發展，計劃明年開展併購或是尋求外部
投資來支持業務拓展的企業分別達四成左右。
該行又指，在期待增長的同時，受訪內地企業
也深知明年業務不乏挑戰，包括需要進一步控
制和降低成本、確保有優質的供應商，部分企
業擔心其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需求可能不足，而
受訪企業正通過多項舉措來積極應對，其中有
45%指未來一年將投資重點聚焦於拓展新市
場、42%將投資銷售渠道、41%將致力於提升
員工技能、38%計劃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內地及香
港逐步優化防疫措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報
告預料內地與香港可望於明年第二季恢復正
常通關，加上香港息口有望於同期見頂，預
期屆時會即時帶動住宅及零售物業銷售，香
港住宅樓價會在明年第二季見底，2023年全
年升5%，並預期香港地產股股價將開始反
彈。

受加息等影響，香港樓價今年持續向下，

大摩預料今年樓價累跌15%，為2008年以來最
差。

樓價下跌與加息、人口減少、控關及經濟
疲弱等因素有關，又預期樓市在未來3至6個月
將維持弱勢。

不過，隨着內地及香港近日逐步優化防疫
措施，大摩預期內地及香港兩地將於明年第二
季恢復正常通關，成為明年樓市催化劑，預料
會即時帶動住宅及零售物業銷售，其中新盤成

交量預料將反彈 28%，二手成交亦會回升
15%。該行預期香港樓價會在明年第二季見
底，全年上升5%。

大摩同時預期明年零售銷售額上升9%，惟
仍較2018年水平低21%，同時零售租金增幅會
滯後。寫字樓方面，因空置率高企及供應充
裕，正常通關的利好效應相對緩慢及逐步，同
時環球經濟衰退及在家工作，對寫字樓需求帶
來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隨着內地及香港持
續優化疫情防控措施，明年投資市場或現曙光。信安香
港投資策略部主管陳曉蓉8日形容港股最差情況已過，
建議投資者2023年首季或可考慮減持現金比重，減少股
票的低配，並增加債券及另類資產的配置，分散投資組
合風險。

陳曉蓉8日於記者會上表示，恒指自2021年高位跌
幅已達52%，本季度內表現也顯著反彈，加上內地“清
零”政策逐步調整，消費、經濟等有望逐步改善，明年
中國經濟增長或介乎4%至5%，故對兩地股市看法維持
中性，建議投資者2023年首季或可考慮減持現金比重。

大摩料港樓價明年次季見底
信安香港：明春可考慮減持現金

◆◆ 特區政府進特區政府進
一步放寬防疫一步放寬防疫
措施措施，，令港股令港股
大升大升，，重上萬重上萬
九關九關。。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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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了加速台糖、台電、台
灣中油、台水等所屬國營事業人力新陳代
謝、改善人力結構並傳承核心技術及經驗
，經濟部統籌舉辦新一年度新進職員甄試
，合計總錄取人數將達1194名。

經濟部指出，本次甄試共計招考22個
類別，原公告暫定錄取人數共計891名，但
綜合考量、經用人機構依據實際業務需求
提報後，共計增列303名，增額後本次甄試
錄取總人數為1194名，以今年首節實際到
考人數12330人計算，錄取率將由7.23%提
升至9.68%。

增列錄取人數類別以電機 （一）97名
最多，另外機械36名、企管35 名，資訊、
土木、儀電也有逾20名以上；初（筆）試
已於10月23日舉行，起薪則依各所分發公
司規定辦理，目前月薪約落在 39K~41K 之
間。

此 名 額 增 列 消 息 一 出 ， PTT
Gov_owned 版鄉民紛紛表示： 「錄取率又
上來了 XD」、 「錄取率一整個暴增」、
「化工直接增額到上限，真的是門越開越

大」、 「有能力在外面掙錢，就別來國營
受氣」、 「台電增這麼多是怎樣？」、
「每年一堆重考刷單位，呵呵」、 「好的

電機人才外面都在搶，誰跟你領這死薪水
」、 「能去台積來國營幹嘛？」、 「電機
閉著眼睛都會上吧，外面好工作比較多」
。

不過進一步透過《KEYPO大數據關鍵
引擎》輿情分析系統，觀察 「國營事業招
考」近一年（2021/12/08 - 2022/12/07）熱
門關鍵字，可以看到 「穩定」、 「薪水」
、 「薪資」等一詞上榜，顯示國營事業整
體的穩定性之優點，仍吸引不少人報考。

（中央社）高市府民政局8日晚間於高雄大寮享溫馨囍宴會
館舉辦 「高雄市110年度宗教團體捐資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績優
表揚大會」，經過統計，該年度捐資達100萬以上的宗教團體共
計101家，總計捐資金額高達9億2549萬4127元，高市府感謝宗

教團體對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鼎力支持
。

高市府祕書長郭添貴表示，除了感謝
宗教團體慷慨解囊、熱心公益外，也感

謝他們配合市政建設與活動推展，尤其遭逢新冠肺炎疫情侵襲時
，各宗教團體主動捐贈防疫物資，且提供場地作為市府疫苗接種
站，讓民眾得以在自家社區方便接種疫苗，另外，去年10月城

中城災後重建時，許多宗教團體提供罹難者及受傷警消慰問金及
救助金，舉辦祈福法會安撫人心，讓民眾感受宗教慈悲與溫暖。

高市府民政局表示，為了鼓勵宗教團體積極興辦公益慈善或
社會教化事業，發揮宗教教化功能、增進社會福祉，每年均邀請
轄內績優宗教團體觀摩學習國內其他特色宗教景點並辦理表揚大
會，期望宗教團體持續配合市府減香、減金及減炮等優質環保宗
教政策及支持市府各項政策發展，讓高雄成為宜居的幸福城市。

宗教團體捐資作公益
高市府辦表揚大會

（中央社）積極在電車領域佈局的光陽Ionex，10月份一口
氣推出七款新車後，不僅點燃了新車買氣，11 月份更繳出了
1036台的佳績，寫下Ionex品牌銷售歷史新高，並三度站上國內
電動機車市佔第二名。而12月份也才剛開始，光陽也公布Ionex
市佔已爆衝至16.9%，買氣依舊暢旺！

而為延續這股氣勢，並提供Ionex車主更優質穩定的換電品
質，光陽再創業界之先，以 「分流換電」概念，針對Ionex高用
量車主，推出 「優時省」高哩程資費方案，提供車主更加經濟的
選擇。

此次推出的 「優時省」方案，共有999元與1499元兩種資費
選擇；999方案每月基本費999元，提供1,400Ah可用安時，預估
可騎乘距離約1,820公里，換算每安時約0.71元，如果超量，則
每安時以1.7元計價；另外，1,499元方案則提供1,700Ah可用安

時，可行使里程約2,210公里，平均每安時
約0.88元，超量部份則以每安時2元收費。

至於 「優時省」的方案時段，999方案
提供 00-07、09-11、22-24 等三個換電時
段，而1,499方案則除了上述三個時段之外，多了14-16時段，
也就是說，車主只要方案規定的時段內換電，即以該方案的優惠
方式計費，但如果在提供的時段以外換電，則每安時會多收2元
的換電服務費。上述兩種方案皆無需綁約，隨時可加入或退出。

光捷總經理張森憲表示，Ionex 「優時省」具備 「更多可用
安時」、 「時段優惠計價」及 「高里程最優惠」等三大特色；舉
例來說，如果以每安時跑1.3公里計算，1500安時的使用量，可
騎乘里程約1950公里， 「優時省」999方案約需月繳1169元，競
爭對手約需月繳1719元，每個月約有550元的差價，如果用量高

達4500安時，換算里程約5850公里， 「優時省」999方案約需月
繳6269元，競爭對手約需月繳8619元，價差則更加明顯！

張森憲特別強調，透過光陽的大數據分析，有時換不到滿電
，常常不是因為電池不夠，而是換電人潮過於集中，而 「優時省
」高哩程資費方案的核心精神，就在於 「分流換電」，因此，光
陽希望提供離峰優惠，平衡換電需求，以創造更優質穩定的換電
服務！

國營事業錄取名額增列303名！
電機人數增最多 網虧 「能去台積來國營幹嘛？」

（中央社）台灣狐蝠被農委會公告為第一級
「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全台族群數推估約200隻

，其中以棲息在花蓮縣最多，約占4分之1，縣府推
動狐蝠棲地保育計畫，公告保育指南涵蓋校園教育
、環境改善到樹木修剪等，優化狐蝠棲地，並編印
保育指南摺頁，提供相關單位遇見台灣狐蝠的通報
流程，請全民一起守護狐蝠。

台灣狐蝠是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縣府最新資
料，全台現約有200隻，其中花蓮、龜山島與綠島穩
定分布，花蓮估計有50隻，是台灣本島最重要的棲
息地，花蓮市美崙溪畔、北濱公園及明禮路瓊崖海
棠綠色隧道等處，都是台灣狐蝠穩定出沒的區域。

縣府農業處長陳淑雯說，縣府跨局處與林務局
花蓮林管處合作，並從校園推廣做起，宣導正確保
育、通報觀念，藉由環教過程保護狐蝠，且最新編
製 「花蓮台灣狐蝠棲地保育指南」，內容有物種介
紹、遇見台灣狐蝠的通報流程、樹木修剪也建議修

剪直徑5公分內的枯枝與交叉枝，避免斷頭式修剪，
讓狐蝠可供食物及躲藏處。

她說，保育指南會放在公共場所供民眾索取，
也會公告在網路上，並滾動式更新內容，也會持續
辦理狐蝠生態導覽與講座，讓民眾對這個珍貴物種
有更深入的認識。

陳淑雯也指出，透過跨局處合作，縣府近年進
行美崙溪水環境改善工程、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等
計畫，都將台灣狐蝠棲息地與利用植物納入施工考
量，也籌備劃設 「美崙溪二級海岸保護區」，將台
灣狐蝠與陸蟹設為保護標的，禁止騷擾、傷害、捕
捉，等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等營建署核定
後即可正式公告畫設。

陳淑雯提醒，觀測台灣狐蝠，以 「不接觸、不
餵食、不干擾、不用燈照」為原則，若發現台灣狐
蝠狀況異常，先拍照記錄後，即時通報花蓮縣政府
農業處，靜待專業人員前往處理。

新北地方分票耳語 議員候選人紛喊搶救
台鐵旅客回流 防疫續給力
冷光儀15秒得知落菌數

（中央社）防疫政策逐步鬆綁之
後，交通人流大增，防疫更是不能鬆
懈！交通部台鐵局今（9）日表示，針
對旅客出入往返頻繁的車站，尤其是
位於都會轉乘中心的台北車站，已藉
由優質的機具器材如消毒除塵機、蒸
氣洗地機、ATP冷光儀、智慧廁間偵
測系統等，讓旅客更安心進入後疫情
時期。

交通部台鐵局台北運務段段長梁
育裕表示，解封之後台鐵乘車人數逐
步增加，11月已有55.8萬人次，比前
一個月增加8％，以全年度而言回流2
到3成。

因應各項管制開放，人潮及活動
恢復，負責台鐵清潔的信實集團台鐵
服務處處長趙雪吟表示，疫情期間清

潔消毒頻率都是高於交通部要求的規
格，重點清消區域主要就是 「迎客面
」也就是旅客容易接觸到的地方，如
車站大廳、售票機、手電扶梯、廁所
等，特等站每半小時一次，每2小時整
個站體清消；清消之後再以ATP冷光
儀檢測落菌數，15秒後就可得知結果
標準落菌數須在300CFU／g以下，今
日清潔人員實測擦拭完售票機後，落
菌數是30CFU／g，合乎標準。

另今日現場展示使用的消毒除塵
機、蒸氣洗地機等，則是用於空間較
大的場站如台北車站、板橋車站、南
港車站等。其中台北車站清潔人員共
80人，若遇到耶誕節、跨年等大型活
動，還會再額外增派人力。

光陽新資費 「優時省」 分流換電
提供車主Happy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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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選舉剛結束，各縣市議會緊接展
開正副議長之爭，國民黨花蓮縣黨部9日完成參
選意願及資格審查，現任議長張峻爭取連任，但
有黨內排黑條款增變數，副議長則有3人表態參
選；另外無黨籍原住民資深議員笛布斯．顗賚也
率先爭取參選副議長，她強調，會努力成為 「第
一位原住民副議長！」

花蓮縣議會有 33 席議員，國民黨拿下 18 席
，民進黨3席，無黨籍11人，民眾黨1人，其中
10席是原住民籍。國民黨稍早發出意見徵詢表昨
回收，黨內有吳東昇、吳建志、張正治3位議員
有意選議長；黃馨、吳建志、林正福3人爭取副
議長，現任議長張峻未繳回調查表，但透過祕書
表示爭取連任議長。

張峻在議員任內捲入LED路燈採購弊案，被
依貪汙治罪條例判刑7年8月，全案上訴中。張

峻被國民黨部祭 「排黑」限制，黨部表示，張峻
因 「程序與資格要件不符」取消資格。不過，張
峻強調自己不是黑金，官司也未定讞，他會積極
爭取黨內外支持。

此外，在議會號稱小辣椒的5屆資深議員笛
布斯也加入副議長之爭，她說， 「論資歷、議事
運作，我應該比所有人都有資格」，無黨籍加上
她有10席，無黨在議題或者議事運作都能持平處
理，她也不考慮跟任何人搭配，就是爭取大家的
支持。

距離正副議長改選仍有半個月，政壇人士分
析，目前選情暗潮洶湧，國民黨參選者已浮出檯
面，黨部下周開座談會後，提出正副議長推薦名
單，也有無黨籍議員私下動作串聯不斷，另外民
進黨以及民眾黨如何 「投票」，也可能牽動選情
。

花蓮議長張峻連任陷僵局
5連霸議員笛布斯參選副議長

（中央社） 「2022 鶯歌藝
術季」將在12月17日至25日登
場，將推出聆 「聽」漫遊、匯
「聚」之門、來 「唱」鶯歌、

微笑音 「樂」市集等四大系列
活動，其中新北市美術館的公
共藝術計畫之一《聲紋》將在
活動首日搶先上線，藝術家
Yannick Dauby、蔡宛璇、許雁
婷、楊雨樵將三鶯地方文化之
聲轉化為導覽性的藝術作品，

盼帶領民眾漫遊三鶯，也認識
未來的新美館。

文化局指出，鶯歌藝術季
邁入第3年，今年以 「來唱鶯歌
」為主題，結合流行音樂表演
、光影藝術、漫遊三鶯藝文景
點、實境遊戲、工藝美食市集
等活動，主場將在陶瓷博物館
登場，屆時將有藝術家創作的
光影牆，大廳也會舉辦演唱會
，邀請知名樂團、歌手表演。

鶯歌藝術季也將推出主題
走讀遊程，帶民眾巡禮三鶯藝
文景點，體會在地美學文化，
並連續2周舉辦理微笑音樂市集
，匯聚24場音樂表演、40個攤
位。

文化局表示，雖然新美館
主體工程尚未完工，但市府也
邀請藝術家透過田野紀錄或虛
構等敘事手法，設計出一系列
有導覽性質的聲音作品，將在
館舍落成前，同步在新美館官
網及 2022 鶯歌藝術季線上開放
體驗。

文化局說，《聲紋》作品
將引領民眾探索三鶯地區、大
漢溪流域的歷史人文、產業變
遷、生態現象和族群語言等多
元面向，音檔內容收錄三角湧
河畔聲景、鶯歌傳統產業的場
景殘音、地方耆老口述紀錄、
南靖部落族群與歌謠，以及台
灣第一張商業黑膠唱片僅存的
客家八音。

鶯歌藝術季 新美館邀你聆聽三鶯
蘭陽媽祖文化節 預算遭砍550萬元

（中央社）宜蘭縣議會9日三讀修正通
過縣府所提的明年度總預算案，宜蘭縣歲出
近 279 億元，議會決議刪減 600 萬元，其中
蘭陽媽祖文化節 1000 萬元預算，就被砍掉
550萬元的一般事務費，國民黨籍議長張建
榮強調，刪除這筆預算是各黨共識，蘭陽媽
祖文化節不要由縣府主辦，才能建立真正的
文化節。

被議會決議刪除的600萬元，有祕書處
新聞科的50萬元新聞業務費，以及蘭陽媽祖
文化節550萬元一般事務費，這筆預算主要
用在縣府行政相關支出上，保留的450萬元
委辦費，則是補助宮廟的預算。

議會預算昨審查，藍綠兩黨、在野問政
聯盟協商，決定刪除媽祖文化節一般事務費
，主因在於全台的宗教活動多由民間主辦，
縣府的定位是協助、指導，資源應該挹注給
民間。

無黨籍議員黃定和表示，媽祖文化節的
委辦費沒有問題，一般事務費被刪除後，也
可追加委辦費預算。國民黨議員陳鴻禧表示

，既然是媽祖文化節就回歸給廟方或學術界
，成為常態性宗教活動也行，如由縣府主導
「好像四不像」。

張建榮表示，刪除一般事務費是各黨協
商的共識，全國的媽祖節都是給廟宇主動參
與，廟宇也有能力、可投入更多資源，縣議
會希望可以委託給廟方，建立一個真正的文
化節。

縣府祕書長林茂盛表示，對於議會刪除
媽祖文化節的一般事務費，縣府予以尊重，
明年追加減預算時，將再提出追加預算並爭
取議員支持；祕書處新聞科的新聞業務費被
刪除部分，縣府也會從相關預算中協助活動
的行銷。

明年度宜蘭縣總預算案歲入為 279.2 億
餘元，債務舉借為 125.3 億餘元，收入合計
404.5億餘元；歲出計278.9億餘元，債務償
還計125.6億餘元，支出合計404.5億餘元，
歲入無刪減，歲出刪減600萬元，修正結果
歲入大於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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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有一些申請人由於種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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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
vice) 註冊。註冊並不意味著就
立刻要服兵役。只有在美國出
現徵兵的情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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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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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有犯罪記錄，不一
定不能申請入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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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於 2022 年 9 月 28
日發布新政，由於審理綠卡延
期的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
期收據上自動延期的12個月，
從 2022 年 9 月 26 日起，美國
移民局 (USCIS) 將自動將永久
居民卡（也稱為綠卡）的有效
期延長至 24 個月。所有正確
遞交的延期綠卡申請都會收到
移民局自動延期24個月的收據
通知。
2. 美國移民局 2022年5月初
宣布，將延長工作許可自動延
期的時間至最多 540 天，取代
現有的 180 天，以緩解當前勞
動力短缺和移民局案件積壓的
問題。
3. 美國移民局 2022 年 8 月 23
日宣布今年財政年度H1b工作
簽證名額已滿。今年抽取的名

額已經達到國會規定的 H-1B
簽證常規的 65,000 個名額上限
和 20,000 個美國高學位豁免
（又被稱為碩士上限）名額上
限。 2022 年 4 月 14 日，美國
移民局宣布，超過 48,000 名雇
主提交了 483,927 份 H-1B 註
冊，其中 127,600 人在首輪抽
籤中籤。大約 31% 符合條件的
註冊申請是擁有美國碩士或碩
士以上高級學位人士。美國移
民局今年於 3 月 1 日到 18 日東
部時間中午 12 點註冊今年的
H1b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4.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
移民法庭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的
案件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
移民積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5. 移民局在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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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移民局於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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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批准綠卡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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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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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24 之間
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
意向書(NOID)和N14,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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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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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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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諮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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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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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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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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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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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珍維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美秀姐妹說：「每晚我和敏敏和媽

媽，還有照顧媽的護工，我們用iPad視頻

一起唱詩歌讚美主，她好喜樂，一邊拍手

一邊唱，敏敏和婆婆一邊講過去的事，又

問婆婆你還記得嗎？」意思是想給她開開

心，現在只有回想過去的一切，人生就是

這樣，還是每天靠主得力，仰望我們的天

父度日。

筆者陪伴美秀姐妹，她女兒敏敏也在

家，大兒子媳婦也帶來炒飯，炒牛肉河粉

回來看望美秀媽媽，我們彼此用餐完，爾

後，我們同心禱告，我為他們禱告結束。

求主賜給美秀姐妹出人意外的平安！

8:20pm離去。美秀姐妹（印尼華裔）

是號角寄報派報義工，自先生去世後，我

邀請她來做號角義工，她做了近20年寄

報，派報，她的兩個兒子暨女兒也曾在我

們最需要人幫助時出現幫助寄報。

美秀姐妹也是我得力同工，一起去醫

院，療養院，老人公寓，居家等探訪，作

安慰使者。求主扶持安慰她喪母的哀慟。

12/7 感謝神，今天西南國語教會葉步

勇弟兄分享的禱讀聖經經文是

腓立比書4章6-7節「應當一無掛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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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這也是12/5我去探訪美秀姐妹，得知

道她遭喪母慟，送給美秀姐妹安慰的金

句，為她禱告時求主耶穌賜給美秀「出人

意外的平安！」

12/6當日筆者自己讀聖經靈修時又再

次出現，今天是天父上帝第二次給我的金

句應許回應，特別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只有說：阿們！阿們！阿們！

昨天 1 1 / 2 2下
午4時周艾淇牙醫

師太太愛心贈送蔬

果，牛肉，豬肉，

魚片，蝦一盒，小

排骨，沙琪瑪，小餅，鳳梨酥，白蘿蔔，

白花菜，長江豆等等，也贈送同樣一份食

物，糕點給周牧師師母家，說是給我們過

感恩節快樂，放在迎主教會，請我記得去

拿。去年周醫師娘也是愛心贈送很多食

物，蔬果，點心等。願天父報答她們夫婦

的愛神愛人的心。

晚上5:15pm我載迎主教會周武籐牧

師劉美師母同去探望朱建忠牧師師母，分

享2/3愛心食物，蔬果，甜品給建忠牧師

師母暨兩個女兒，小女兒很愛鳳梨酥，沙

琪瑪等，我們有美好交談，分享，抹油

禱告。離去已是11:20pm，送周牧師師母

他們回中國城，我再回自己家已是半夜

12:30mn。
11/23 昨下午去惠康超市買魚時，站

在我身旁戴口罩的太太，我回頭看她，沒

想到竟是多年未見的雷姊妹，她告訴我她

先生2018年8月安息主懷。她說自己也近

80歲了，她們家離中國城懷恩堂，永生神

基督教會很近，作禮拜方便，故沒有開車

到西南國語教會了。

12/3粉絲驚喜遇見思牡

下午1 : 4 0 p m去王朝商場內找朋友

Sue，她做“萬德福保險”的，沒想到有

五位客人在等約見她，我只有再等下去，

有位說粵語太太玉潔，看見我問我：「你

是不是在美南日報寫「思牡札記」的潘思

牡啊！我喜歡看你寫得，每週六都去拿，

已看很多年了」她又向她帶來的兩位妯娌

介紹我是寫專欄的作者潘思牡，她說自己

尚未信耶穌，但是喜愛看「思牡札記」

哩！說是我的粉絲，我們一起歡喜拍照留

念。離去前我也送她們三位朋友一人一份

號角月報。

文字宣道 無遠弗屆
12/5 (週一) 安慰使者

下午下班後，5:15pm回家途中去探

望美秀姐妹，她說：「媽媽11/17回天家

了」，她心裡難過，自責三年因為疫情不

能回印尼陪伴母親，我說要感恩了，上帝

賜你母親高壽96歲，沒有痛苦，平安回天

家，主召我們回天家，要歡歡喜喜的回天

家去！雖然不捨母親的離世，但相信有一

天我們要再相會在主台前。我給美秀姐妹

一個hug （擁抱）。

出人意外的平安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一個沒有

需要的人永遠

經歷不到神的

作爲。不要把假

神當真神來拜，

不要把真神當

作無神來看待。

耶 和 華

(LORD) 是我的

牧者，祂比我們

還知道我們的

需要。 
「我來的時候，爲何無人等候呢？我

呼喚的時候，爲何無人答應呢？我的膀臂豈

是縮短、不能救贖嗎？我豈無拯救之力嗎？

看哪，我一斥責，海就乾了；我使江河變爲

曠野；其中的魚因無水腥臭，乾渴而死。」

以賽亞書 50:2
 12/08/22 英文金句 :
Esteem her, and she will exalt you. She 

will bring you to honor, when you embrace her. 
Proverbs 4:8

高舉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懷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榮。箴言 4:8 
12/08/22 金玉良言 :
阻止我往前邁進的，不是路上的那些

大小石頭，而是在我鞋子裏的那一粒碎小石

塊。人生旅途也是如此，不要受制於人的一

句負面言語而悶悶不樂，要操之在我，不受

情緒的綁架、活出自由、釋放、喜樂的人生。
　郭文仁牧師

◎林淑華

在掌聲中前進

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考試成績都

經常保持優秀，得到老師們的讚揚。我的家

鄉是廣東省新會縣官田鄉，窮鄉僻野，人口

稀少。我是家鄉罕見的女大學生，大學畢業

後，留校當老師，在華南師範大學任教 30
多年，離職前是副教授，學生們聽了我的課

都熱烈鼓掌，人們都說我是「在掌聲中前

進」。

我在國內受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也

向學生宣傳了幾十年無神論。要我信耶穌是

不可能的。1987 年我移民美國，二女兒和

二女婿都信了耶穌，但我堅決不信。

二女兒和二女婿

12 年後，1999 年 5 月我母親病危，二

女兒夫妻倆到她床前禱告，求主耶穌救我的

母親，沒想到母親竟然轉危為安。

2000 年 10 月，我發現自己大便有血，

醫生懷疑我患直腸癌。二女兒夫妻倆又為

我禱告，求主耶穌救我。二女婿讀約翰福

音十四章 27 節，主耶穌說：「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

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經過他們禱告，我心裡從

害怕轉為平安，充滿了盼望。後來醫生確

診是腸瘜肉，並用激光鏟除後，很快康復，

一切平安。

信靠耶穌

我感謝主耶穌的救恩，不僅挽救了我

的肉體，更挽救了我的靈魂。2000年 11月，

我接受了主耶穌作我個人的救主，作我生命

的主，得著永生。這是慈愛的上帝賜給我

的一份無價禮物。決志信主耶穌後，劉師

母帶領我完成每週一次的《初信成長八課》

的學習。

我感謝天父，因愛我們，就賜下祂的

獨生子耶穌基督擔當了我們所有的罪，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代我們接受上帝的審判，為

我們流血捨身，洗淨我們的罪孽。耶穌基督

死後被埋葬，第三天復活，成全了救恩，叫

所有信祂的人成為上帝的兒女，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我們的主是慈愛的，祂不但願意

我們在今生今世蒙福，而且願意我們永遠

幸福快樂。今後，我不但要領受上帝的愛，

而且還要奉獻更多的愛給別人。主耶穌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

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十

27）我覺得一個被愛而又

能愛的人，才是幸福快樂

的。

信主耶穌後，我有

甚麼改變呢？以前我是

驕傲自大的，想起自己學

業和事業上的成就，總不

免沾沾自喜。信主耶穌以

後，我知道聰明是上帝所

賜的，沒有甚麼了不起，

就當用謙卑的心去對待

一切。

邪靈攪擾

我是獨生女，母親隨家鄉風俗拜觀音

菩薩。她 27 歲時，父親拋棄了我們，母親

沒有再嫁，一個人孤獨地將我撫育成人，

直至大學畢業。母親 94 歲去世，從未離開

過我，母女情深非言語可以表述。在母親生

前，我是出名的孝女；母親去世後，我感念

她的養育之恩，在家中設了供檯，擺上母親

的大照片。每逢她的生日、祭日和農曆的春

節、端午、中秋，我都要為她獻上三杯茶、

燒雞、燒肉，或粽子、月餅，按著節令一一

供上，並磕頭跪拜，祈求神明保佑母親，也

祈求母親保佑我。

2000 年底我信耶穌後，沒有再燒香磕

頭，但仍然擺上祭物，深深鞠躬，無形中母

親仍是我的偶像。後來我明白，我信主前後

受過幾次邪靈攪擾，與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因上帝藉聖經告訴我們：「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二十 3）
1994 年，我們住在波士頓，一天晚上，

我看見一個高大黑影站在床前，以致後來

無神論者遇鬼記

【我與神更親近】
我結婚 42 年，人生道路雖說漫長，可

是一回頭就是 42 年餘載；試問時間是快還

是慢。人生到底有幾個 42 年，當我回想往

日的點點滴滴，真的能寫出一篇文章來喔；

可惜我不是作家，要是作家好的無比，心中

就沒有遺憾。

且沒有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大事，可

也有信主的見證。現在才後悔沒有去寫日

記，讓日記記下來每一天，當心情舒暢時就

會去翻出日記來看一看知道每天都作些什

麼事情是多麼的好。可惜用腦袋來回想，不

能有那麼的周全。想起一點寫一點沒那樣的

含義。之所以後悔來不及；過一天就沒了一

天啦！而今沒有回頭日。

算了，既然成為過來的人，就不要想

太多嘍！感謝主！保佑我們家人都平安健

康的度神賜每天好時光！祈求天父上帝保

佑我家人在靈命的日子裡與主更親近，要常

在主裡面；主也常在我裡面。把天父上帝在

我家擺在頭一位，讓神在我家居首位，我的

家就是神的家，主就是我們的家人！

因為我信主有46年，比結婚年歲更大，

我時常數算主賜給我的恩典我都難以回報！

我為自己身邊而知足！雖然我的道路有點坎

坷，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樣的理想；在說人

在這個世界也就是過路客。

太好了會忘記自己是誰，嘀咕了我們

在世界裡走一趟要回到天上。人的一生什麼

事都沒有十全十美；心知足討神會喜悅！知

足者常樂！感謝讚美主！阿們！

我不敢一個人獨自進房間，

一定要丈夫相陪。

2000 年 6 月，我們遷

到加州，我又聽到聲音。

一位同學來看望我們，說

我們家風水不好，要改建

或搬家。於是不久我們就

搬到朋友家，但是可怕的

怪事仍沒離開我。

2008 年的一天半夜，

我要去廁所，在走道上又

遇到邪靈攪擾。我非常害

怕，和丈夫商量明天搬到

紐約女兒那裡去；但丈夫

說，兒子這裡有三個孫需

要幫忙照顧，哪能說走就

走？第二天他就做了一個

木箱，解決了我夜間去廁

所的問題。

此外還有好幾次，叫我這個前無神論

者精神常常處在緊張、懼怕的狀態之中。

牧師驅魔

丈夫去世後，我一來是觸景傷情，二

來也是非常害怕邪靈再來攪擾恐嚇我，於是

去東部兩個女兒家住了一年。新澤西州教會

的彭牧師和師母要我跪下，為我禱告。我們

教會的劉牧師和師母也到我們家裡，奉基督

耶穌的名破除偶像，並在每一個房間禱告，

求主的寶血潔淨，遮蓋，驅除魔鬼撒但的一

切攪擾。我拆除了供檯，將母親和丈夫的照

片掛在牆上，雖常常思念他們，但再也不祭

不拜了。主耶穌基督與我同在，給我巨大的

信心和力量，這場屬靈的爭戰，我是靠主耶

穌得勝了！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上帝賜給我一個溫馨、幸福

的大家庭，我有四個孝順的好兒女；11 個

尊敬我、聰明又可愛的孫兒、孫女；媳婦和

女婿對我也尊重和孝敬。我還曾有非常疼愛

我的母親和丈夫。每個星期天，我與兒女和

孫兒、孫女們去教會做禮拜，和弟兄姊妹一

起聚會、查經，一起高興地唱詩歌讚美我們

慈愛的上帝。感謝主使我能生活在這個互

敬、互愛、溫暖、幸福、和諧的大家庭裡。

人生短暫

我與丈夫是在 1987 年 2 月移民來美國

的。他在中國接受了幾十年的無神論教育，

要他信靠主耶穌是很困難的。來美後，他曾

系統地閱讀了一遍聖經。二女兒夫婦也經

常與我們一起學習聖經，一起禱告。有時，

我們也會一起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小女兒

接受浸禮時，也請父親一起去參加。雖然他

對基督信仰還有許多疑問；但他經常帶著追

求真理的態度，與劉牧師、師母及其他基督

徒討論問題。我想若不是因腦中風而突然去

世，他會有更多的時間尋求真理。當他在急

診室搶救的彌留之際，範牧師、師母，劉牧

師、師母都來醫院為他一遍遍地禱告。他走

的時候很安詳。

丈夫的突然去世令我非常悲痛；但我

化悲痛為力量，漸漸從悲痛中平靜下來，身

體也逐漸得到恢復。我

要堅強地活下去，多做

榮神益人的事。由此，

我也深切地感到：要抓

緊時機，在親人、朋友

間傳揚福音是多麼刻不

容緩的事情！生命是短

暫的，也不能掌控在我

們自己的手中。親愛的

弟兄姊妹，切不可貽誤

了時機，那將會是人生

的一大憾事！

我在 2009 年接受浸禮。十字架的路並

非一帆風順，可能充滿坎坷和艱辛，但這是

我與上帝相連的唯一途徑。主耶穌說：「我

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

的更豐盛。」（約翰福音十 10）主耶穌不

但賜給我們永生，而且使我們獲得更豐盛的

生命，活得多姿多彩。主的話是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使我們在黑夜裡走路不致迷

失方向。

人生短暫，我不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歲

月還有多久，但願意把餘生交託給主耶穌，

服從祂的安排。我只敬拜創造宇宙萬物的獨

一真神，要更加努力學習聖經，因為聖經是

上帝對我們的啟示和對我們說的話。同時，

求上帝賜給我智慧和力量，作祂所喜悅的門

徒，多向親友、鄰居傳福音，成為別人的祝

福。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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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國的公司形式有S Corp、LLC 和 Partnership
，這些公司形式是有限責任而且不繳公司稅，但
是稅表是要報的。股東或夥伴或成員，從公司拿
到的是 K-1，K-1 報在個人稅表的 E 表和 1040 表
的第17行。
一， LLC和Partnership

LLC：股東沒有身份限制，外國人也行。這種
公司形式分為一個人的LLC和兩個及以上合夥人
的 LLC，一個人的 LLC 稅務申報相對簡單，每年
只要在4月15日之前，在報個人稅的時候一起報
自僱稅就可以了，只要報1040表和Schedule C。如
果 是 兩 個 及 以 上 合 夥 人 的 LLC， 就 報 1065 表
（Partnership）。特別要指出的是，美國有些州，
比如加州和亞利桑那州，夫妻兩個人組成的LLC，
可以當作一個人的LLC，當你申請公司稅號（EIN
）時，可以向稅務局申請為一個人LLC或者是合
夥 人 LLC。 LLC 的 最 大 優 點 是 適 合 控 股 公 司
Holding Company，比如房地產物業或設備租賃業
務，這樣LLC就沒有必要繳自僱稅的15.3%。如果
成立 LLC 經營業務，那麼你是作為自我僱傭
（self-employed），必須要交15.3%的自僱稅。這
就意味著，參與 LLC 公司實際運營的合夥人的
K-1都要交15.3%的自僱稅。

LLC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利潤分配較靈活。比
如說，老張和小王合夥辦了一個LLC公司。老張
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有了一些積蓄，就拿出４
萬美元投資。小王剛剛從學校畢業，有技術有乾
勁有時間，可是沒有多少積蓄，所以只能出資１
萬美元，但是呢，承擔公司90％的工作。大家說
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利潤雙方平分。如果
是 LLC，就可以這麼辦。如果是 S Corp 的話，就

不能這麼辦，必須是按股東比例，老張４萬：小
王１萬，那就是４:１，所以利潤分配的時候就是
80％:20％。 S corp在這方面不如LLC靈活。
3. S Corporation

S Corp：有很多客戶出於省稅的考慮，選擇開
S Corp，而放棄LLC。上面說過，成立LLC，你是
作為自我僱傭的，必須要交15.3%的自僱稅。就是
說，LLC的全部淨收入都要交15.3%的自僱稅。如
果成立 S Corp，只有支付給自己（又當老闆，又
當員工）的那部分工資才要交15.3%的自僱稅。其
餘收益，作為公司一般收入(ordinary income)，不
用交自僱稅。這樣一來，就節省了非常多的自僱
稅。

比如說：老張開了一家電腦諮詢公司。根據
業界的平均工資標準，老張開給自己的工資是５
萬美元。老張這一年的全部收入是８萬美元，５
萬給自己支付了工資，剩下的３萬作為S Corp的
一般收入(ordinary income)。如果老張開的是 S
Corp公司，那老張只要繳納(50,000*15.3%)=$7,650
的自僱稅。如果老張開的是LLC，那麼他的全部收
入８萬美元都要交自僱稅，也就是(80,000*15.3%)=
$12,240。 S Corp 公 司 ， 為 他 節 省 了 (12,240-7,
650)=$4,590的自僱稅，這還是相當可觀的。

有的朋友就會問了，那我能不能給自己開很
低很低的工資來避稅呢？美國的國稅局（IRS）也
注意到這個問題了，所以，他們根據行業標準制
定了合理的工資標準。如果國稅局認為你給自己
的工資太低了，不合理，他們會採取措施讓你重
新調整工資。關於Payroll Tax，雖然S Corp可以幫
你省很多自僱稅，但是，選擇 S Corp，你每個季
度都要做payroll tax，這對於外行人來說是非常頭

痛的事情。因為一旦出錯或者延誤，就會吃利息
和罰金。
S Corp和LLC的區別在哪裡？要成為S Corp的股
東有一些限制。股東人數不能超過100人。而且
股東必須是綠卡（美國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不
可以是 non-resident alien，也就是說，沒有取得
綠卡的時候，是不能成為S Corp股東的，這一點
，對於很多尚未取得身份就想在美國創業的中國
留學生來說，是要注意的，並且 Partnership、C
Corp或者LLC不能夠作為股東入股。 S Corp股東
間的利潤分配完全按照股份比例進行。
4. C Corporation

C Corp：與LLC、S Corp不同，C Corp公司
的本身是納稅實體，需繳公司稅，我們可以利用
個人和C Corp公司稅率差異，進行收入分配，俗
稱（倒賬）。比如個人稅率是37%，C Corp公司
稅率是21%，轉移$20,000個人收入到C Corp公司
將節省 $3,200的稅。 C Corp維持起來比較麻煩，
因為要遵循固定的程序運營。比如：年度會議
（annuel meeting），但是扣除（deduction）政策
最寬鬆，如果有收入的話，最省稅。此外C Corp
公司稅收的最大缺點是雙重徵稅，公司不但被徵
收入稅，股東收到的任何股息（利潤分配）也要
徵稅。
關於自僱稅的說明：

自僱稅比例是15.3%，它是由兩部分組成的，
一個叫做Social Security，稅率是12.4%，另一個叫
做 Medicare，稅率是 2.9%，兩個加起來正好是
15.3%。 12.4%的部分上限到$128,700 (2018年)，再
高的就不收了。 2.9%部分，上不封頂。

另外補充一點，每個州LLC和S Corp的年費

都不同。公司註冊在哪個州是有不同的，涉及到
更多的稅務籌劃，這就和為什麼一些很有名的公
司註冊在百慕大、英屬維京群島一個道理。比如
新澤西州，S Corp每年最少要交minimum的cor-
porate business tax $500，然後年費$50，總共最少
每年要交$550，如果LLC的話，就只有年費$50，
沒有corporate business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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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2
C Corp和S Corp的不同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於 9 月
27 日宣布，到 2023 年，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的 B 部分標準每月保費將降至 164.90 美元，比
2022 年減少 5.20 美元。

保費下降是在 2022 年的該計劃歷史上最大幅
的增長之後出現的。 B 部分涵蓋就診、診斷測試
和其它門診服務。

明年的保費下降與今年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
Xavier Becerra 的聲明相吻合，即因為 Medicare 在
新的阿爾茨海默氏症藥物 Aduhelm 上的支出不會
像預期的那樣高，Medicare將其所節省的錢，通過
降低B部分的保費和免賠額的方式傳遞給它的受益
人。

CMS 還宣布了那些因收入而支付更高月費的
Medicare B 部分參保者的保費也將會相應下調。
比如說，個人年收入超過 97,000 美元的 B 部分參

保者將支付比標准保費更高的費用，多少取決於
收入。

大多數 Medicare 參保者必須支付 B 部分保費
，無論他們是否擁有原始 Medicare 或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B部分免賠額相應降低

2023 年的年度 B 部分免賠額也減少了 7 美元
，降至 226 美元。從 7 月 1 日開始，作為 B 部分
醫療設備福利的一部分，通過泵服用胰島素的
Medicare 參保者將無需支付免賠額。根據 2022 年
新的《減少通貨膨脹法案》，明年胰島素的成本
分攤上限為每月 35 美元。
A部分成本增加

雖然大多數 Medicare 參保者不需為 A 部分支
付每月保費，該部分涵蓋住院醫院、專業護理機
構、臨終關懷和一些家庭保健服務，但每次住院

患者都要支付一定費用（即
免賠額）。
2023 年，A 部分的免賠額
為每次住院 1,600 美元，比
今年增加 44 美元。對於那

些因工作時間不夠長而需要交納A 部分保費的人
，每月保費也會上漲。到 2023 年，A 部分的全部
保費將為每月 506 美元，增加 7 美元。受益人是
否必須支付全部 A 部分保費取決於他們或他們配
偶的工作經歷。擁有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受
益人需查看所選計劃的住院費用部分。

CMS宣布的這項關於降低 B 部分保費和免賠
額的決定對於因通貨膨脹而面臨成本上漲的老年
人來說是個好消息。減少他們的醫療保險費用，
加上社會保障的預期生活成本調整，將為美國老
年人提供急需的經濟救濟。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可對明年的 Medicare 計劃進行任何更改的
Medicare 開放註冊期將開始於 10 月 15 日 2022 至
12 月 7 日 2022 結束。如果您有想了解 或更改

Medicare 計劃的需求，歡迎聯繫瑞源保險事務所
免費諮詢。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險、

房險、醫療保險、Medicare Advantage，Medi-
care Supplement和PDP（處方藥計劃）、人壽保險
、年金、長期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
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
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
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
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
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FO@BENE-
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
，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歡迎個人轉發。

2023 年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費將會下調

（本報記者秦鴻
鈞）時代再進步，每
天填飽肚子的麵包仍
是每天少不了的口糧
。儘管物質豐盛可以
每餐大魚大肉，在營
養平衡的原則上，適
當的米麵仍是維持我
們生存之必需。來自
中國大陸的 「三個叔
叔手工吐司」北美地
區 首 家 旗 艦 店 ， 今
（12 月 10 日，星期六
）在休士頓中國城 「匯康廣場」正式
開始試營業，誠邀各界前來品嚐來自
中國的知名品牌吐司，試營業期間一
律15% off 優惠各界。

熟悉中國的對 「三個叔叔手工吐
司」絕對不陌生，這在短短幾年內在
中國大陸開花結果，連續開設四百多
家的旗艦店絕對有它走紅的本錢。他
們的吐司口感溫潤一流，比美式的吐
司在 「質地」上絕對高明太多，難怪
昨天在媒體招待會上，所有出席的記
者皆嚐了說不出話來。連 「吐司」的
品質也 「天外有天」！難怪 「三個叔
叔手工吐司」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紅
遍全中國，現又進軍美國來。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有
卅多種各式口味的吐司，現試
營業期間，先推出以下八種：
招牌奶酥吐司、蔓越莓吐司、
椰香提子吐司、叔叔皇冠吐司
、北海道牛奶吐司、巧克力吐
司、招牌紅豆吐司、招牌肉鬆
吐司等。歡迎前往品嚐，必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不
僅口感一流，連包裝也是一流
，各個吐司放在厚紙袋 內出售
，拿著就走，簡直光看外觀就
氣派不凡，更別提入口的滋味有多吸
引人了。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家

休士頓店的地址：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H, Houston TX 77036 ( 馬路邊邊
的對面）營業時間：10am- 8pm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 北美首店休斯頓店今正式試營業
誠邀各界前來品嚐來自中國的知名品牌吐司

中華公所感恩餐會非常的
殊勝，感謝賴李迎霞主席邀請
我來做演講者參加這個感恩餐
會

每個長輩年輕的時候移民
來異鄉 是不容易的 很多考驗
很多波折 很多辛酸 很多眼淚
因為你們曾經走這些過程，你
們理解生活打拼實在是很不容
易、很辛苦 我可以深深地感受
在座的長輩們為我們僑團這幾

年的努力付出和服務社區為了
就是讓我們華人的下一代鋪路
未來能夠在休士頓這裡有更好
的生活環境跟事業的發展。

再次感恩在座的主席會長
們一直都在培養提拔很多傑出
的年輕人。 給他們機會、給他
們因緣磨練，累積經驗 浪他們
的人生的道路上能走得寬 走的
順 走的遠 走得好 有成就 感恩!

圖為圖為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三個叔叔手工吐司」」 的總裁梁真的總裁梁真（（左三左三））與與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休士頓西南區管委
會會」」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右三右三 ）、）、 「「百利公寓百利公寓」」 東主王藝達東主王藝達（（右一右一 ））等人昨合影等人昨合影
於媒體招待會上於媒體招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三個叔叔手工吐司」」 總裁梁真總裁梁真（（右右））與與 「「休士頓西南管委會休士頓西南管委會」」 主主
席李雄席李雄（（左左））合影於媒體招待會上合影於媒體招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該店的招牌之一圖為該店的招牌之一：： 「「叔叔皇冠吐司叔叔皇冠吐司」」 。。

圖為圖為 「「招牌原味吐司招牌原味吐司」」 。。

圖為圖為 「「三個叔叔手工吐司三個叔叔手工吐司」」 的氣派不凡的包的氣派不凡的包
裝裝。（。（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蕭老師在中華公所感恩餐會主講蕭老師在中華公所感恩餐會主講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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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20232023年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年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JCCAA））獎助學金即日起受理申請獎助學金即日起受理申請

圖文：秦鴻鈞

馮啟豐在白領居專題演講“我的美國夢

（本報訊 ）休士頓台大校友， 「美南華
文作協」會友王力仁先生，慟於12月7日
中午，因二次中風，左頸動脈及腦血管阻
塞導致腦死辭世，距其生年1947年7月25
月，享年76歲。

王力仁夫人林琴表示：王力仁在上星期
五（12月2日）中午二次中風，左頸動脈
血塞，腦中也有血塊，醫生說太危險無法
動手術，星期天就告知家屬決定是否繼續
Life support,星期一開始就沒有用機器輸液
救人。在安寧病房待了兩三天，在12月7
日離開了我們。

林琴表示：事情發生太突然，家中事都沒有交待安排，星期五早上他還開車
，我們去銀行，他還說等下中午去吃燒餅油條，在銀行他說左眼看不清很亮，頭
痛，出銀行時在門口摔倒在地，他還不肯去醫院說要回家，但我還是送他去醫院
。誰會想到去了醫院，卻再也回不來了。

王力仁喪禮謹訂於 12 月 16 日（下周五）下午三時至七時，在永福殯儀館
（8514 Tybor Dr. Houston TX 77074 )瞻仰遺容，並於次日（12月17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在永福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

「喪訊」

高盛高盛CEOCEO預測明年經濟進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合理預測明年經濟進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合理

（
本

報訊）休士頓客家會、淡江大
學校友會會長馮啟豐，11月20
日下午在 「僑教中心白領居」
作專題演講： 「我的美國夢」
。馮啟豐1992年來美唸研究所
，994 年搬至休士頓，第 1 個
加入的僑社就是休士頓客家會
，28歲就出來擔任客家會理事

，在休士頓僑社服務已27年，
看得很多也學習很多，更曾擔
任過許多社團的會長及重要幹
部. 我很願意出來跟僑青分享:
「我的美國夢」-如何從職場

變換跑道？從一個電腦程式設
計專業變成寶石鑑賞及能量專
家，成功創業在美國珠寶業佔
有一席之地！人生要懂得飲水
思源，薪火傳承，分享才是王
道!

（本報訊 ）一年一度的美南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助學金即日起接受
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 2/28/2023。所
有校聯會的獎助學金將分類進行甄選
分發,以下是 2023 年度校聯會提供給
在學高中 12 年級學生、大學和研究
所學生的各項獎助學金:

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校聯會優秀學生獎學金: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社區服

務)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社區服

務)
校聯會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

金
校聯會音樂獎學金: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紀念音樂獎學

金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
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金
校聯會助學金: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
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李怡德博士助學金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助學

金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
舒喬(Joel E. Schmieg)先生紀念獎

學金
有關各項獎助學金的詳細資料和

申請書,請參閱校聯會網頁(www.jccaa.
org)。校聯會將於 2023 年 5 月公佈所
有獎助學金得獎名單,並訂於 2023 年
6 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頒
獎儀式。若有任何問題,請洽獎學金聯
絡 人 戴 珮 青 (281-536-5132; jccaas-
cholarships@gmail.com)。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高盛 (Gold-
man Sachs) 首席執行官大衛所羅門預計股市
將在2023年繼續下滑，並認為經濟衰退打
擊美國經濟的可能性約為三分之二。所羅
門週二在華爾街日報CEO理事會峰會上表
示，他預計股市以及石油和房地產（商業
和住宅）將走低，而美元明年有望小幅上漲。

與此同時，所羅門將美國經濟“軟著陸”或通脹放緩但不會
使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僅為35%。我會定義軟著陸，因為我們的
通脹率回到接近4%的通脹率，也許我們有5%的最終利率和1%的
增長，所羅門說。我認為我們有可能應對這樣的情況。但我也認
為，我們很可能會出現某種形式的衰退，所羅門補充道。

所羅門的個人觀點明顯不如其公司經濟學家的普遍預測樂觀
，他們認為美國經濟“勉強避免”衰退，明年股市收盤持平。由
David Kostin領導的該公司股票策略團隊在上個月發布的未來一年

展望中表示，他們預計標準普爾500指數將在2023年收於4,000點
。基準指數週二收於3,941點。在採訪結束時的問答環節中，當被
問及10年期國債收益率時，所羅門表示，他的看法取決於能否避
免經濟衰退。所羅門說如果沒有實現軟著陸，你就會看到政策逆
轉，然後你會看到利率保持不變或更低。所羅門認為，隨著美聯
儲試圖降低由廣泛的財政刺激和東歐戰爭的“黑天鵝”效應引起
的通貨膨脹，處於高利率時期並不令人意外。高盛預測美國央行
的關鍵政策利率，即聯邦基金利率，將在明年年中左右達到5%至
5.25%的峰值。 然而，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不會在2023
年開始降息。

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大衛所羅門於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大衛所羅門於20222022年在加州比佛利山莊舉行的米年在加州比佛利山莊舉行的米
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上發表講話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上發表講話。。股市將在股市將在20232023年繼續下滑年繼續下滑，，並認為經濟並認為經濟
衰退打擊美國經濟的可能性約為三分之二衰退打擊美國經濟的可能性約為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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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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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同源會68週年慶晚宴熱鬧非凡（上）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
三三 ）、）、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
（（左三左三））與出席晚宴的執法人員合與出席晚宴的執法人員合
影影。。

晚會中州議員吳元之晚會中州議員吳元之（（左左），）， 「「同源同源
會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右右 ））頒獎頒獎Betty GeeBetty Gee
(( 中中 ），），她最近榮獲她最近榮獲 APAHAAPAHA 的的 20222022
年終身成就獎年終身成就獎。。

晚會中表彰社區的執法人員晚會中表彰社區的執法人員。。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首先在大會上致詞會長趙婉兒首先在大會上致詞。。

晚會中州議員吳元之晚會中州議員吳元之（（右右 ）） 「「同源會同源會」」 會會
長趙婉兒長趙婉兒（（左左））頒獎褒揚頒獎褒揚Linda WuLinda Wu （（中中 ））
多年來對同源會的貢獻多年來對同源會的貢獻。。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左左））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右右 ））頒獎頒獎Tammy SuTammy Su（（中中））在華埠小姐獎在華埠小姐獎
學金選美大賽學金選美大賽5050周年慶的成就周年慶的成就。。

（（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 「「同源會同源會」」 趙婉兒夫婦趙婉兒夫婦、、僑僑
教中黃依莉副主任教中黃依莉副主任，（，（前排左起前排左起））吳元之州吳元之州
議員夫婦議員夫婦、、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伉儷羅復文處長伉儷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等嘉賓在會上合影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等嘉賓在會上合影。。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伉儷在大會上會長趙婉兒伉儷在大會上。。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左三左三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羅復
文處長文處長（（左二左二））,,與社區執法人員在大會上與社區執法人員在大會上。。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後排右二後排右二））
、、德州首席律師李中原德州首席律師李中原（（後排左二後排左二））和休和休
市高階警官在大會上市高階警官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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