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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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曾教授(Prof. Ray Chen)獲選美國國家發明
家科學院院士(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NAI)。
消息傳出，各界無不敬佩與讚譽，因NAI院士是學
界發明家最高的榮譽，陳教授因展現高度發明家精
神，其傑出的發明，增進人類生活品質、經濟發展
和社會福祉而獲此殊榮。

陳教授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也是 UT 第 1
位獲此殊榮的臺灣籍教授。

1980年畢業於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陳教
授於1982年來到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攻
讀碩博士，1988年獲電機博士。1992年迄今應聘於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從事光電通訊和生物科技的
專業研究。他指導過56名博士生、17名碩士生、帶
領41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多次獲得全美
研究大獎，發表逾900篇的學術論文及70個研究專
利，同時主持超過120個美國聯邦政府所支持的研
究計畫。陳教授同時是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美國光學協會和國際光電工程學會的會士
。

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之榮譽，除了檢視學者授權專利的
數量，其智慧財產權資產的價值和商業化也非常重要。陳教授成功
地從包括Intel Ventures在內的4家投資公司募集1,800萬美元的A輪
融資，用於聚合物光子器件專利，包括可變光衰減器、密集波分雙
工器、開關器和調製器。這項技術最終被Finisar公司收購，經該公
司持續將該技術的產品商業化，最終於2019年9月被納斯達克上市
公司II-VI Incorporated以32億美元收購。

陳博士IP組合中的另一項技術是噴墨列印技術，其中可塑形表
面可用於實現高品質的列印設備，如天線和RFID。這些設備本質
上重量輕，性價比高，非常適合機載和太空應用。美國民航局曾在
NASA製作的影片中強調這項技術。陳博士也率領團隊獲得美國國
防部及波音公司的計畫合約。

陳博士授予德州大學的 3 項專利已經授權給歐米茄光學

（Omega Optics Inc. www.omegaoptics.com），以協助開發晶元實
驗室生物感測器，該感測器目前處於技術準備級別（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6，在美國和國外銷售了多個原型。連同陳博
士團隊提交的其他專利，歐米茄光學（Omega Optics）目前正在尋
求合作夥伴、潛在投資者及台灣的生產基地，以通過FDA的批准
程式和製造要求。

陳博士的各項專利非常有商業化價值，且前景更加看好。陳博
士在UT任教期間能夠指導學生、專注研究、帶領創新研發，實在
是名副其實的發明家。

他受訪時表示，離開臺灣已整整40年，在他年輕的時代，台
灣並不富裕，不過許多胸懷大志的年輕人，赴四海拼搏。今日的臺
灣，經濟民生富裕，深切期盼年輕朋友們走出小確幸，擁抱廣濶的
世界，同時讓民主自由成為勇於冒險嘗試的基石。

臺裔教授之光 陳瑞曾博士獲選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

西南區管委會 「非法侵入」 文件簽名及與警方茶敍活動資料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9日舉行今年最後一個大型社區

活動，是籌劃已久的簽名公証 「非法侵入」証牌的表格、並與警
方代表見面並在飲品店茶敍討論社區治安議題。管委會在敦煌廣
場架設帳篷及桌掎，警方及社區義工現場幫助業主的登記簽名作
業；休士頓警局及負責此範圍事務的西區分局(Westside)，以及
中西分局(Midwest)、南吉順路分局(South Gessner)皆派員參加活
動。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其下治安委員會主席Peter Acquaro
、經濟及商業委員會主席David Peters、中國城治安小組委員會
召集人 Jonathan Shi 都在現場；為社區人士熟悉的州議員 Gene
Wu、哈瑞斯縣助理檢察官Mike Lester、以及社區領袖劉秀美、
積極於公共事務的業主王藝達等也紛紛到場。警方要員包括休士
頓警局副局長越裔的 Ban Tien、Westside 警察局的 Commander

Reece Hardy、Lt.Johnnie McGee等，其中還有廣受社區喜歡的警
馬隊伍，引得參與活動及路過民眾都輪流與小隊合照。

管委會李雄主席多次強調，所謂Trespass Affidavit 是一份針
對 「非法侵入」行為採取法律行動的聲明文件。當業主或產業代
表人簽署對非法侵入行為執法的文件，並經過公証後，警方便可
以對侵入私人產業甚至侵入搶劫或其他嚴重違法行為的侵入者進
入執法。否則，李雄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份聲明文件在警方檔案
中，警方可能將被迫將被補嫌犯放走；或是業者必須當時到現場
，警方才可以繼續在業者面前進行執法程序。而9日這次活動中
，業者簽署聲明文件後可以當場公証，這對業者及警方都是事半
功倍的效果。

活動從上午11時進行至下午2時，經過統計，此活動吸引了
商業業主前來簽署公証的 「非法侵入」証明文件共計約40份。

在場警方人員也指出經過宣導，社區人士也逐漸瞭解此步驟
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社區代表也表示西南區管委會及警方代
表能安排此活動，對社區包括商業業主們，都是受到歡迎的
貼心服務。
另在與警方茶敍活動中，管委會主席李雄、管委會中經濟及

商業委員會主席David Peters、社區領袖僑務委員劉秀美、區域
業主代表王藝達等，把握時間與Lt.Johnnie McGee 討論治安，包
括最近也為地方電視台所報導的一件重大案件，破案關鍵點是管
委會今年早先贊助安裝的監視錄影機錄到的資料。

針對此重要成果，Lt.McGee 表示這加強了警民合作打擊犯
罪的決心，也謝謝管委會一向的支持及贊助。管委會主席李雄則
表示，將繼續贊助安裝監視錄影機，也將繼續尋求任何對防範犯
罪有效果的行動。他也期待社區民眾更多的參與，支持警方及管
委會的努力。

此次活動由西南管委會全力籌劃贊助，提供受歡迎的點心及
與警方茶敍之茶飲的商家，包括有 Three Uncles Toast 及 Gong
Cha、Kum Fu Tea、Atcha、Yum Cha、Cafe 1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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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五年內退休醫護 充實基層醫療
國家衞健委：疫情防控重心從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

穩步復常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日前發布新冠重點人

群健康服務工作方案，將重點人群分為
三類開展健康服務。國家衞健委基層衞生健康
司司長聶春雷表示，對高齡患基礎疾病的老年
人提供分類分級服務，可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用
於最需要人群。分類標準由專家進行綜合研判
制定，主要是基於年齡、基礎性疾病情況、是
否接種疫苗，以及感染後的風險程度等因素。

分三類服務是為保健康防重症
根據分類，第一類一般人群，要加強健康教

育，沒有接種疫苗的，要動員他們及時接種疫
苗。第二類是次重點人群，要在一級服務基礎
上，加強居家觀察，及時提供用藥指導，發現有
基層解決不了的問題，要及時轉診。第三類人群
主要是風險較高的人群，年齡比較大的、80歲
以上的，且有基礎疾病的，不是很穩定，可能過
去也沒有加強免疫接種，對這類人群，發現有新
冠的情況，就要進行評估，根據需要及時轉到上
級醫院。重點是要保健康，防重症。

為基層機構提供必要設備條件
針對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可能面臨資源、人力

短缺等問題，聶春雷表示，要為基層提供必要設
備條件，特別是要將藥品和抗原檢測試劑盒配備
充足到基層，提前做好儲備。短期內可通過二三
級醫院下沉派人支持基層，還可招聘近五年來已

退休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崗位醫療衞生人員，充實
到基層機構緩解壓力。此外，還要發揮醫聯體、
醫共體作用，加強對成員單位發熱門診建設運行
情況的指導，要統籌醫聯體內的人員調配，暢通
雙向轉診通道，加強對基層的技術支持、培訓。

正指導各地加快發熱門診建設
聶春雷15日在北京表示，正指導各地加快

推進發熱診室（門診）建設。 聶春雷表示，國
家衞健委提出，2023年3月底，各地基層醫療衞
生機構發熱診室（門診）覆蓋率要達到90%。
“實際上只要地方政府重視，我想這個目標是可
以實現的，能夠有效提高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對發
熱患者的接診能力。” 他介紹說，2020年以
來，國家衞健委持續指導各地加強基層醫療衞生
機構發熱診室（門診）建設。截至2022年10月
底，全國鄉鎮衞生院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共建成
發熱診室（門診）1.94萬個，佔基層醫療衞生機
構的45%。另外，建設具有預檢分診功能的發熱
哨點2.2萬個，佔比是52%。

聶春雷指出，一些地方的基層發熱診室（門
診）也已經在發揮很好的作用。比如，北京340
多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已經提供正常的發熱診室
（門診）診療服務，浙江省基層開設的發熱診室
（門診）已經達到1,200多個，基本覆蓋城鄉基
層，為新冠和流感輕症患者就近看病就醫提供了
方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新聞發

言人米鋒15日表示，當前，中國疫情

防控的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到醫療

救治。社區、農村是醫療衞生服務的

最後一公里，家庭醫生、鄉村醫生是

群眾健康的守門人。基層醫療衞生機

構在推進感染者分級分類收治、風險

人群健康監測管理、老人和孩子等重

點人群醫療服務保障中發揮着重要作

用。在增加基層人力方面，短期內可

通過二三級醫院下派基層、招募近五

年內退休醫務人員以及將在其他崗位

的衞生專業技術人員充實到基層醫療

衞生機構。

◆◆國家衞健委國家衞健委1515日表示日表示，，可招聘近可招聘近55年來已退年來已退
休醫護休醫護，，充實基層醫療充實基層醫療。。圖為圖為1313日浙江省湖州日浙江省湖州
市吳興區八里店鎮衞生院市吳興區八里店鎮衞生院，，患者在發熱門診室患者在發熱門診室
就醫就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正）中國
工程院院士鍾南山15日在線上舉行的
“全國高校抗疫大講堂”主講時指
出，內地不會出現香港第五波疫情初
期重症和死亡。他並表示，內地網絡
上流傳的奧密克戎毒株“北強南弱”
的差異並不明顯。

料內地不會出現香港年初高病死率
鍾南山指出，在今年5月以前香港

醫管局共錄得9,241宗新冠死亡個案，
但5月以後至今，總錄得新冠死亡個案
為870宗。他表示，認為內地放開防控
會造成內地等比大量人員重症死亡的
擔憂是錯誤的。他引述來自香港政府
醫務衞生局數據顯示，今年1、2月
份，香港60—69歲人群第三劑疫苗覆
蓋率僅為9.78%和17.43%；70—79歲
為7.55%和12.94%，80歲以上人士則
分別為2.46%和4.14%。而在11月，上
述人群的第三劑覆蓋率則分別為
82.25%，78.02%和60.55%。

鍾南山表示，截至12月8日，內
地第三劑疫苗覆蓋率已達73%，18歲
以上第三針覆蓋率為85.9%，遠遠高於
年初時香港的疫苗覆蓋率。因此即使
內地放開防控，亦不會出現香港年初
大量人員染疫死亡的情況。

針對最近社會上流行的新冠病毒
“北強南弱”說法，鍾南山表示，廣
州流行毒株為BA.5.2；北方流行毒株
BF.7，從兩者關係而言，後者是在
BA.5.2基礎上的突變株。鍾南山說，
北方疫情病例顯示，潛伏期進一步縮
短，患者在感染翌日即出現傳染性。
大部分人在感染後無明顯症狀。部分
人出現咽乾、咽痛、乾咳、頭痛、發
熱等症狀，為輕型患者。

他強調，患者發熱溫度高、全身
疼痛的感受與醫學上的重症輕症的判
定是兩回事。總體而言，北方的BF.7
毒株與廣州的BA.5.2毒株沒有明顯差
異。

“什麼地方毒株比較弱，什麼地
方比較強，恐怕沒有根據，只是從個
例裏發現有這樣的情況。”

“實際上在廣州也有發熱很高
的、全身疼痛比較明顯的，在北京可
能會有一些明顯症狀，可能與氣溫等
有關，也可能與菌株進一步逃逸有
關。”鍾南山表示，不同的地方採用
的措施都不一樣，但不能有“北強南
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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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研發應用 入選“全球十大工程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

國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15日發布“2022
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包括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嫦娥探月工程、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應用、獵鷹重
型可回收火箭、港珠澳大橋、超大規模雲服務平
台、詹姆斯．韋布空間望遠鏡、復興號標準動車
組、太陽能光伏發電和新一代電動汽車在內的全
球十項工程成就入選。

據介紹，今年評選出的“全球十大工程成
就”，既包括與當前人類福祉息息相關的重大創
新，如“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新一代電動汽
車”，也包括推動人類向地球以外探索的巨大努
力，如“嫦娥探月工程”“獵鷹重型可回收火

箭”，都顯示出工程科技的重大價值，為人類文
明進步提供不竭動力。

中國工程院、科睿唯安公司與高等教育出版
社15日聯合發布《全球工程前沿2022》報告。
報告認為，2022全球工程前沿以“新技術”“新
材料”“新手段”“新理念”為總體特徵，具體
表現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和廣泛滲透，推
動越來越多的工程前沿呈現“智能+”發展模
式；研發並應用具有新功能、新特性、適應複雜
多變環境的新材料成為工程科技重要發展方向；
機器人成為各行各業轉型升級的新手段；綠色低
碳發展新理念引領工業流程再造、重塑全球能源
技術體系、提升交通與建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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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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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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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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貿發局：港明年出口料增5%
復常通關可期 利好因素尚待反映

新冠疫情下內地與香

港跨境陸路貨運受阻，拖

累香港出口表現，今年首10個月

總出口較去年同期減少4.4%。貿

發局早於第三季曾預測全年出口僅

得低單位數增長，15日再將全年

預測下調至-6%。貿發局研究總監

范婉兒15日表示，下調全年出口

預測主要是預計最快今年第四季與

內地復常通關，惟部分放寬跨境細

節近日才公布，利好因素料要到明

年3月方能反映。因應疫情緩和及

相關防控措施逐步優化，跨境陸路

運輸將於明年2月至3月期間回復

正常，故預測明年香港出口增長可

達到5%。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安永
15日發布《中國內地和香港首次公開募
股（IPO）市場調研》報告預計，今年香
港市場共有76家公司首次公開招股，集
資額1,076億港元。與去年相比，IPO數
量和集資額分別下降21%和68%。安永
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蔡偉榮15日表示，
美聯儲的加息速度和幅度或有調整，緊
縮政策也可能轉向、內地優化防疫措
施、港股估值仍處低位等利好明年IPO
活動，估計如無超大型IPO，明年香港
IPO集資額逾2,000億港元，有望排名全
球首三位。

籌資料超2千億 有望入三甲
蔡偉榮15日表示，今年下半年IPO

活動有所回暖，IPO數量和集資額分別佔
全年的74%和84%。年內共有9家中概股
回歸香港，其中有4家以介紹方式上市，
並未進行融資。

另外，為提升香港金融服務競爭力，
港交所在2022年10月刊發《特專科技公
司新上市規則的諮詢文件》，建議設置新
渠道以吸引更多特專科技公司赴港上市，
並徵詢公眾意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服務合夥人賴耘峯表示，科技進步需要沉
澱和積累，硬科技行業更是一條漫長和環
環相扣的生態鏈，港交所擁抱科技創新將
為科創企業提供可供選擇的上市路徑，利
好2023年香港的IPO活動。

A股專精特新企業佔IPO續增
內地IPO方面，該行表示今年A股

市場一枝獨秀，全球IPO數量和集資額
前兩位均為上交所和深交所。2022年A
股市場預計共有416家公司首次公開招
股，集資約5,849億元人民幣，IPO數量
同比下降15%，但集資額同比增長9%，
集資額連續兩年刷新年度紀錄。十大A
股IPO共集資1,466億元人民幣，佔全年
集資總額的25%，同比增加5%。前十大
IPO中有7家來自科創板，集資額佔前十
大的39%。兩家回歸A股的IPO位列前
兩名，集資額佔前十大的57%。

該行進一步指出，今年科創板全年
集資額超過主板，佔比超過40%，名列
集資額首位；創業板列IPO數量第一。
專精特新企業佔上市新股總數比例上
升，佔比為歷年最高。在國家政策的支
持下，這仍將是未來幾年的一大趨勢。
在上市新股中，專精特新企業超過百
家，其中科創板上市的專精特新企業最
多，佔當年全部專精特新新股的38%。

安
永
：
港
交
所
擁
抱
科
創
利
好
明
年
IPO

范婉兒表示，對於貿易而言最重要是貨物、貨
運，如果人流能夠復常通關，對洽談生意是

十分理想，假設農曆新年後，跨境貨運人手可較
充裕去配合，明年出口有機會增長5%。故貿發局
預計，明年出口增長表現由負轉正，算不上是較
為保守的看法。目前僅有貨運邊境重開，待人流
復常通關放寬後，上調空間更大，但實際執行情
況仍有待觀察。

出口東盟料續呈可觀增長
對於美國再加息50點子，范婉兒認為，市場

預期美聯儲將放緩加息，明年中或停止加息，惟
仍屬高息環境，令發達市場需求更慢。若對歐洲
及美國出口大跌，不排除會抵消對中國及東盟出
口的增長，其影響仍然存在。去年內地佔香港出
口總額近六成，今年首10個月香港對內地的出口
按年下跌8.8%，從內地的進口亦跌11.3%。香港
對東盟、台灣及韓國的出口均有升幅，分別錄得
12.6%、15%及13.5%。惟香港對日本出口按價值
下跌8.7%，主要由於期內日圓兌美元貶值近三
成，若以日圓計算，同期香港對日本出口則上升
10%。

此外，貿發局出口指數第4季降至29.7點，按

季下跌3.1點。貿發局大中華區助理首席經濟師曾
詩韻表示，由於全球需求放緩下，不明朗因素增
加，影響香港出口商情緒。展望未來，在2023
年，香港對東盟的出口預計將繼續呈現可觀增
長。2022年首10個月，經香港轉口至東盟的內地
貨物比上年同期增長3.4%，總值達1,910億港元。
同期，經香港轉口至內地的東盟貨物增長7.9%，
總值達3,330億港元。

中美貿易摩擦持續添陰霾
區外市場方面，香港對歐盟市場的出口難望

出現增長。歐盟的經濟增長料將極為有限，在俄
烏衝突持續下，當地能源價格高企的壓力仍會維
持。同樣，香港對美國的出口預計增長甚微，中
美貿易摩擦持續，也為香港的出口增長前景增添
陰霾。

行業方面，嶄新的3D實境動作遊戲及影視和
電玩衍生的周邊產品料將帶動玩具出口增長；隨
着眾多餐廳、酒店及辦公室恢復正常運作，家用
電器出口亦有望回升。此外，吸塵機械人和聲控
電燈開關等新產品對消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而
具有心電圖傳感器和血氧讀數等先進健康和保健
功能的智能手錶亦深受市場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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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

◆范婉兒(右)稱，如果人流能夠復
常通關，對洽談生意是十分理
想。旁為曾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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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隨著疫情趨緩，每年在佛
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的世界神明聯誼會，
12月25日將再次齊聚高雄，預計全台超過
800間宮廟壇堂3000多尊神明參加，將成為
疫情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級宗教盛會。

佛光山表示，為了共同揮別疫情陰霾
，迎接平安豐足的新年，舉行盛大而別開
生面的神明聯誼會，預計將有超過10萬名
各界信眾，共同參加這場 「仁和安康、富
樂吉祥」祈福法會，當天並有明華園、淡
水南北軒、鎮狩宮吳敬堂藝陣社、北港德
義堂龍鳳獅等國家文化資產國寶級演出。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自2016 年開始舉辦
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來，曾兩度創下世界紀
錄，在宗教無國界、神佛一家親的精神號
召下，各個道場、宮廟都在這一天奉請各
自的供奉主尊，從台灣甚至世界各地齊集
佛光大佛前的菩提廣場。

世界神明聯誼會受到疫情影響，在過
去2年活動規模和參觀人潮都有所限縮，而
今年因疫情趨緩，報名參加活動的宮廟數

已經超過800間，參與神明聖尊的總數也將
超過3000尊，其規模勢將成為疫情以來規
模最大的國際級宗教盛會。

除了共同主辦的高雄市政府、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和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為這場
宗教嘉年華活動帶來的豐富演出外，佛陀
紀念館也結合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自23日起在佛館南北長廊舉辦 「神氣文
創市集」，以寺廟工藝關係美學為主題，
現場展示華麗的字廟構件、神明禮器、寺
廟文創品和工藝職人現場表演。

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表示，因為
信仰，人們賦予物件、符號、儀式等相對
應的意義，在人與人、人與神之間搭建起
的關聯，這關係中的媒介就是工藝，因此
，今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不只是一項不
同信仰之間的調和劑，在祈福納吉的跨宗
教活動的同時，更希望藉著一系列的文化
與文創活動，為後疫情時代，創造人和安
康、富樂吉祥的氛圍。

（中央社）俗話說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一名男網
友表示，日前從村中長輩口中得知，自家周邊有幾棟房子，每隔
幾年就會發生 「男死女瘋」的事件，因該地是 「天然龍潭穴」，
老村長曾要求建商動土前必須祭拜，不料對方敷衍了事，最終才

導致憾事不斷重演，就算請來法師、風
水師也完全沒有效果。

原PO在臉書社團《靈異公社》發文
表示，近期爺爺過世，他在老家守靈期
間和不少村中長輩聊天，其中有一件事
讓他覺得特別毛。原來，大約20多年前
，他家隔壁是一座天然大型深水池，被
建商買下想要蓋 「販厝」，也就是老式

成屋，當時老村長特別提醒要祭拜過後才能動土，殊不知建商卻
當做耳邊風，一連蓋了8棟樓，過程還相當順利，完全沒有任何
異狀。

「住進去就知道了」，老村長講了這句話後，一晃眼20年
過去了，長輩表示，這區的住戶大概每3、4年就有中壯年男性
過世， 「最後面第8棟的中年女性會莫名奇妙瘋掉，每次都是7
、8棟在換人住」，目前已經換了4組住戶，買房的人大多來自
外地，在地居民完全不敢接觸，深怕一不小心會觸霉頭。

原PO好奇，究竟為何唯獨壯年男子入住後會接連過世，長
輩表示，該地為天然龍潭穴， 「蓋不得、會抓人」，尤其越後排
的房子 「越容易抓走」，就算請來風水師、法師也無法處理，
「除非7、8棟打掉，或者男性8字過硬才有辦法」。最後，長輩

也提醒，若有錢買房，記得先問問附近耆老以前有什麼故事，
「不要傻傻地直接買下去」。

（中央社）2022年彰化縣議員選舉，國民黨拿下27席、民
進黨得16席、民眾黨2席、無黨9人，國民黨仍穩坐第一大黨，
縣議會龍頭爭霸戰，現任議長謝典林、副議長許原龍可望連任；
民進黨彰化縣議會黨團15日召開黨團會議，則推舉5連霸議員賴
清美和6屆議員李俊諭角逐。

2018年彰化縣議員選舉，國民黨拿下27席、民進黨13席、
時代力量1席，今年選舉國民黨的席次不變，民進黨成長3席，
民眾黨首次拿下2席，25日宣告就職後，出席議員將進行正、副
議長投票。

藍營持續由議長謝典林、副議長許原龍搭檔角逐，謝典林已
4度蟬聯議長，許原龍3任副議長，從席次來看，預料這次正、
副議長選舉不會出現太大意外，兩人將繼續邁向5、4連霸。

儘管這次議員當選人國民黨1席、無黨1席因涉賄選收押中

，能否在宣誓就職前交保、如期參加就職
典禮，各界都在觀望，但從過去投票情形
，藍營向來和無黨議員友好合作，得票過
半不是問題。

國民黨彰化縣黨部主委蕭景田表示，
謝典林、許原龍擔任正副議長，不分黨派
，理性監督縣政，議事運作和諧，促進彰化縣政發展，議會國民
黨團雖尚未開會決議人選，但基本上都傾向支持連任。

民進黨雖席次成長3席，但也只有16席，儘管勢力不足與國
民黨抗衡，為展現團結氣勢，15日召開議會黨團會議，仍決議共
同推舉角逐正、副議長人選賴清美、李俊諭，今日將提報黨中央
。

賴清美表示，過去形勢不如人，民進黨議員也曾採取自己投

自己一票的方式，但近幾屆民進黨都推出自己人選，凝聚氣勢，
團結力量大。

綠營16名當選議員，新人、老將各半，共同推舉5連霸議員
賴清美角逐議長，李俊諭雖當選6屆，但2018年因參選溪州鄉長
而中斷、2022年再回鍋，搭檔參選副議長。會中並推舉議會黨團
3長，李俊諭擔任黨團總召，賴清美擔任副總召，莊陞漢擔任幹
事長。

蓋房觸禁忌入住 「男死女瘋」
在地人怕爆法師來也沒用

800間宮廟壇堂3000多尊神明
世界神明聯誼會12／25 登場

（中央社）南投縣政府開發埔里鎮福興農場溫
泉，並在園區親水公園廣場，斥資1163萬元打造親
子共融公園，15日舉行開工祈福儀式，施工期140日
曆天，預定2023年5月完工，屆時將成為全台唯一
以溫泉為主題的遊戲場。

福興溫泉親子共融公園以 「溫泉及水」為主軸
設計，結合親子空間和遊戲場域，規畫2處兒童遊戲
設施，包括A區溫泉地景區、沸騰區、挖掘區，B區
波浪遊樂區、隨波逐流攀爬區，並設置泡腳池與沖
水設施，提供遊客多樣性遊憩需求。

南投縣長林明溱率建設處長李正偉及同仁，昨
舉行親子公園開工祈福儀式，縣議員陳宜君、國民
黨南投縣黨部主委林儒彬等都到場見證。

林明溱指出，為讓家長有適合帶孩子遊憩放電的場

所，縣府在縣內人口較多的4大鄉鎮規畫親子公園，
去年啟用的名間親子生態園區廣受好評，每到假日
就有家長帶孩子前往遊玩；福興溫泉是未來埔里最
興盛的地區，設置親子公園最適合，未來配合溫泉
產業，可提供更多親子休閒活動。

陳宜君表示，感謝林縣長卸任前送給埔里鎮民
溫馨大禮，少子化及老年化情形日益嚴重，附近有
許多長輩會在公園散步休息，未來親子公園完成後
，孩子有可以玩水的地方；由於附近樹木不高，建
議增加遮陽設施防曬。

林儒彬表示，福興農場旁擁有能高瀑布的豐沛
水源，希望未來縣府善用自然資源，夏天規畫孩童
親水遊憩設施，冬季能夠泡溫泉，成為四季都適合
親子同樂的遊憩場所。

南投福興溫泉親子共融公園開工 有泡腳池
朴子醫院設東石院區
衛福部允盡快作業
（中央社）為擴大服務沿海鄉親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規畫在東石鄉
建東石院區，衛福部政務次長王必勝
看過預定地後，15日表示會盡快作業
，嘉義縣長翁章梁強調是好事，縣府
會全力配合中央推動，立委蔡易餘也
說土地獲得認同，在東石建醫院的理
想又往前一大步。

朴子醫院為解決東石、布袋、義
竹無醫院現況，因應老人就醫障礙問
題，提出興建東石院區計畫，目前已
選定東石鄉屯子頭一處2塊農田水利署
嘉南管理處土地為預定地，王必勝14
日與朴子醫院院長賴仲亮實地會勘位
於台61線旁的東石院區預定地後，初
步認為適合蓋醫院。

王必勝昨天指出，用地取得後會
把計畫報到衛福部，再送行政院核定
，東石院區初步規畫以開設門診，提
供洗腎、復健和長照日間照護功能為
主，目前時程未定，但會盡快來完成
。

翁章梁也說，嘉義縣醫療資源愈
多愈好，且實際上很多人看病還是有
交通的問題，透過病床重新計算，嘉
縣有機會多設一個醫療院所，服務當
地鄉親，是一件好事，縣府在行政程
序上會盡力處理，全力與中央配合，
加速推動。

根據朴子醫院的規畫，預定分期
在東石鄉興建2樓高的醫療大樓，第1
期蓋大樓，各樓層建築樓地板面積
727.27 平方公尺，總使用樓地板面積
1454.54平方公尺，2樓預留空間做為2
期工程使用，屆時會依照當時社區需
求及國家政策開辦其他病房或長照服
務。

至於朴醫東石院區預定地為農田
水利署嘉南管理處所有，目前嘉南管
理處原則同意撥用，待中央核訂取得
同意文件後會正式撥用，整體預算經
費初估是9500萬元。

彰縣正副議長爭霸
藍推老將拚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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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九合一選舉期間，網路社群出現
「鄭運鵬確診新冠肺炎病情惡化…進加護病房」

等大量假訊息，調查局資安站與高雄市調查處成
立專案小組追查，發現疑似大陸網軍透過 「Diss
纏綿」等18個粉絲專頁及約1552個假帳號，將假
訊息分享國內4000個社團，對我認知作戰，呼籲
國人注意。

調查局表示，近期網路社群出現大量傳播的
假訊息，其內容議題、樣態、規模及散布手法相
較以往案例，質與量已顯著提升，境外敵對勢力
疑藉創建無法識別真實身分之人頭帳號，利用結
構化、流程化之手法，將不實圖文訊息迅速、大
量投放於我國內社群，意圖操弄與國內疫情、政
治、選情有關之輿論，對我進行認知作戰。

調查局表示，高雄市調查處與資安工作站共

同成立專案小組積極溯源，發現有境外不法集團
涉嫌以四層分享架構之散播手法，截至10月間止
，透過操控 「Diss 纏綿」等 18 個粉絲專頁及約
1552個假帳號，將 「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鄭運
鵬確診新冠肺炎病情惡化…鄭運鵬進加護病房」
等爭議訊息大量散布至國內臉書社群。

該散播手法係以四層式架構，第一層為臉書
帳號 「潘○心」、 「王○靜」、 「賈○杉」與推
特 「郭○芬」、 「棟樑○畫棟」等32個拋棄式假
帳號，第二層為 「Diss纏綿」等18個臉書粉專，
第三層為該集團掌控之1552個假帳號，第四層為
上層假帳號轉貼分享之四千餘個社團，如上開帳
號及社團再對外轉發，散布規模恐達數十萬個帳
號。

捏造 「鄭運鵬進ICU」 假訊息
調查局揪陸網軍粉專打認知作戰

（中央社）國立中山大學
自行研發、台灣第一艘 MIT 迷
你潛艇8月時在小琉球海域寫下
人員入艙 3 時 40 分、水下自控
航行近 2 小時新紀錄，15 日在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重件碼頭舉
辦發表會，由校長鄭英耀親自
入艙掌舵，成功下潛並自駕航
行。該潛艇明年4月將挑戰更深
海域、更長的航行時間。

發表會邀請包括台灣海洋
科技研究中心、國防大學、台
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造船集團、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等合作單位到場見
證。
鄭英耀與海下科技研究所

教授兼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王兆璋兩人共同入艙
、下水示範。鄭英耀表示，
中山大學是MIT潛艇水下雙
載航行時數最高的機構，歷

來大專院校、法人、民間機構
都缺乏相關紀錄。團隊此次首
度於實海域、長時間由內部駕
駛潛艇，有別於以往仰賴外部
潛水員操縱潛航，意味著維生
系統、操控系統皆運行順利，
意義重大。

王兆璋表示，5年來連結多
單位攜手合作，證明團隊的判
斷跟方向完全正確，從無到有
的成功讓人感動。

中山大學研發長王朝欽表
示，今年6月團隊先於台船內海

碼頭完成第一次雙人維生系統
測試，水下歷時1小時31分。8
月時至小琉球的緩坡進行實海
測試，載人載具航行路徑水深
介於10米至20米間，寫下人員
入艙歷時 3 時 40 分，水下自控
航行近2小時的新紀錄。

計畫指揮官、中山大學海
下科技研究所所長陳信宏則說
，出海前就要規畫測試作業細
節與流程，鉅細靡遺的沙盤推
演、反覆演練修正。出海後，
安全風險遠遠高於港灣環境，
更需小心謹慎，所幸艙內控制
航行的目標順利達成，團隊相
當感動。

中山大學水下載具中心預
計明年4月再次實海測試，挑戰
更深海域、更長的航行時間，
為這艘第零代的 MIT 潛艇 2023
年退役做準備，下一代的潛艇
也準備進行研發。

中山大迷你潛艇
自駕2小時破紀錄

假扮律師接案 「騙扁小子」黃琪、律師郭上維被訴
（中央社） 「騙扁小子」黃琪，一再假

扮名人行騙，他涉嫌於2018、2019年間假冒
律師，接受男友的母親、刑案當事人委任進
行司法訴訟，他接受委任後，實際上將2件
案件交由 「真律師」郭上維處理，2人平分
訴訟費用，調查局依《律師法》將黃、郭2
人送辦，台北地檢署16日起訴黃、郭2人。

本名黃照岡的黃琪，17歲時以塔羅牌騙
倒了前總統陳水扁而聞名，之後因假裝頂新
小開魏宏帆盜刷黑卡被捕，出獄後仍一再假
冒名人行騙。而黃過去的一堆訴訟案件，多
委請郭上維律師處理，堪稱是黃的 「御用律
師」。

黃因涉嫌假冒台大前校長楊泮池、香港
首富李嘉誠祕書、投資界聞人宋學仁、藝人
張清芳，關說台大醫院病房、向中衛公司詐
騙口罩，甚至佯裝國泰集團千金蔡佳玲及律

師，騙男友母親投資房地產，詐騙約1.26億
元。北檢2020年起訴黃。

但調查局發現，黃琪在2019年間，假冒
國泰集團千金蔡佳玲，與林姓男子交往，並
向林母聲稱可幫忙取得國泰集團 VVIP 身分
，取得優惠利率，或邀約投資不動產名義詐
騙。

黃還向林母佯稱 「她」當過檢察官，擔
任列支敦士登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協助處
理工程糾紛訴訟。另調查局發現，黃明知不
具律師資格，卻於2018年向一名刑案當事人
接案。

事後，黃將林母及刑案當事人的2起案
件，交給跟他關係密切的律師郭上維處理，
黃對外收取高額律師費用，但給郭的律師費
，只有一般數萬元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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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近年來使館對認證文件的
要求越來越嚴格，申請人稍有
不慎，就會導致文件被退件，
甚至影響到州政府和國務院的
認證也有作廢的風險，前功盡
棄。請大家辦理的時候特別注
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格式不對，導致拒收
《委託書》和《聲明書》都有
固定格式。 《委託書》應包含
以下基本要素：委託人及受託
人基本情況，委託原因、委託
事項、委託權限、委託期限、
受託人可否轉委託。必須特別
指出，委託期限一般不超過 5
年。從2018年起，領館要求有
明確的委託截止日期，不再接
受“委託期限：到上述委託事
宜辦妥為止”的表述。如果準
備的文書缺少以上要素，就會
被拒收。
二、真實性存疑，導致拒收
為保證文書真實性，領館拒絕
接受有錯別字或私自塗改的文
書。
三、公證詞不當，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提供的文書只有美
國公證員的蓋章簽字，沒有規
範 的 公 證 詞 （Acknowledge-
ments），而導致文件拒收。
四、文書不完整，導致拒收
按規定，當文書超過兩頁時需
蓋騎縫章以體現文書完整性。
如果沒有，文件可能被拒收。
請特別注意：拿到州政府或國
務院的認證後，複印時絕對不
可以拆開訂書釘再重新裝訂！
因為一旦拆開，領館將質疑文
書的完整性。
五、文件內容混亂，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將多份不同類型的
文件裝訂成一份文件認證。比

如《委託書》中有《聲明書》
，或在《委託書》後面附上護
照、綠卡、駕照或房產證、護
照、身份證等各種證件複印件
，這種情況一般不被允許。國
內主管部門已明確要求當事人
將文件分開辦理認證。
正確做法是：《委託書》單獨
做一份認證，《聲明書》單獨
做一份認證。國外出具的身份
證件（如美國護照）單獨做一
份認證，用於身份證明。國內
各部門出具的材料(如房產證、
身份證，出生證等），領館不
予認證。
六、時間過長，導致拒收
如果公證日期或第一級政府認
證日期到遞交領館日期超過 6
個月，領館一般不予認證。另
外，當州務卿更換超過一段時
間後後，前一任州務卿的簽字
認證的文件領館也不再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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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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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羅小鎇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有誰願意回應，接受真光？】，先對慕

道友，然後對已信主的人。

單牧師準備了电子小燭光，要送給每

一位舉手回應的人。

聚會末了，單建琴牧師也為四位姊妹

們願意信主耶穌，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施洗歸入基督名下。

在午餐後，Mona 和我一起派發號角

150份，福音版80份，中信月刊60份給長

備們輩們，約有230位出席。

施洗約翰為真光作見證

約翰福音一章

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

神。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3 萬物是藉著

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

造的。 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 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

翰。 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

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

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9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13 這等人

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

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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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來信：

轉貼福遍教會朱超蓮姊妹Cecilia Lau
信：

潘師母，

懷念過去跟先生Daniel (劉應德)去和

你們一起為號角服事的日子。妳對主的忠

心，對人的愛心真是我們的好榜樣。感謝

主！

祝妳聖誕、新年蒙福。主的恩典滿

滿！

轉貼JoyPan回Cecilia Lau信：

Cecilia,
我也衷心感謝你們夫婦愛心忠心數十

年在號角月報幫忙寄報啊！

主都看見，主必記念你們愛神愛人的

心，雖然潘牧師，劉弟兄都做完主工，回

天家與主暨眾聖徒歡聚...
現在我們活著在世上繼續事奉主，直

到見主面。

敬祝

聖誕快樂

新年蒙福

1 2 - 3  ( 週六 ) 
10:00am-1:00pm我

們將角聲義工感恩

餐會交在天父手

中，相信主耶穌您

就在我們中間，您說：「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她）。」謝謝主耶穌喜悅

我們愛您的心。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角聲同工，輔導中心老師，號角月報

寄報，派報義工，號角月報作者，策畫委

員，會計，踴躍出席，感恩餐會由總監/角
聲社區中心主任Nancy 主持。共有24位出

席。 感謝大家歡聚北海道日本料理

店。彼此認識，彼此聯誼。

初期寄號角義工少，感謝西南國語教

會蔣雁弟兄和我一起做寄發完號角月報，

他才再去上班，神賜福他。

88歲任大姊寄報義工分享：先生去世

後，我妹妹來看我，鼓勵我要去做義工，

她向潘師母說:要找我大姊去做寄報義工

啊！我很快樂做了八年！

12-15（星期四）今天感恩天父上帝賜

給我們美好的天氣，陽光普照，早上9時
筆者出門去接徐大姊與趙欣去福遍中國教

會「長輩中心」慶祝2022聖誕節聯歡會。

時間是上午10時至1時舉行。地點是一期

禮拜堂。長輩們個個歡喜踴躍赴會，一起

歡樂慶祝聖誕節。

除了推出【明亮晨星】廣播劇之外，

還邀請了單建琴牧師分享福音信息主题：

【起来迎接真光】

 單建琴牧師分享信息最後，她呼召

迎✽接✽真✽光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恩 典 和 真

理是融合在一起

的。有了恩典就

有真理，有了真

理就有恩典。沒

有真理的恩典是

縱容；反之，沒

有恩典的真理是

教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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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

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翰福音 1:14,17 
12/15/22 英文金句

Jesus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John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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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12/15/22 金玉良言

有時候，慈愛的天父沒有給你想要的。

不是因為你不配，而是你值得擁有更美更

好的。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

華使我安然居住。詩篇 4:8

　郭文仁牧師

我出生在中國一個偏遠的山區，爸爸

是教師，因和媽媽下鄉接受思想改造，生活

非常貧困。媽媽懷我時，因為已有了哥哥，

她本想把我打掉；但是爸爸堅持要這個孩

子，我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來。

父母都很疼愛哥哥和我。後來爸爸回

廣州重拾教鞭，他的同事和學生都愛逗我，

誇我可愛乖巧。加上我在學校成績很好，

是班裡科代表，文章常被老師表揚，媽媽

認為我將來必然出色，我像活在聚光燈下，

自我形象很好，不知不覺變得驕傲自負。

自負背後

我讀的是重點小學，有很多機會接待

外國訪問團，與他們的孩子交流。當時一般

人都有崇洋心理，又因我的外語成績很優

秀，我的理想是先進南京大學外語系，然後

出國留學，父母和老師都鼓勵我在這方面發

展。高考前半年，南京大學來我們學校做評

估，預先錄取了我，只等高考成績達到某個

分數，就可順利入學。

不幸的是，高考我竟意外落敗，而且

栽在平日最引以為榮的政治科上。我在政治

科上一向名列前茅，是科代表，又輔助同

學，想不到高考成績竟然比接受輔導的同學

還差幾分。就因為兩分之差，我不能進南京

大學。放榜之日，我人在香港，爸媽不敢告

訴我，怕我經受不起。果然，我知道以後立

刻跑進臥室伏地大哭，讓爸媽看了都傷心難

過。

後來我通過爸爸的關係進了廣州外語

學院，第一年仍很傷心，不能接受失敗的事

實，覺得自己是那麼優秀，怎可能考不上？

可是有時又很自卑，懷疑自己是不是真那麼

優秀，在理想與落差的矛盾之間不斷徘徊。

矛盾掙扎

另一個矛盾是，我自己雖有軟弱，卻

看不起有宗教信仰的人，認為他們性格軟

弱，需要一根救命草，所以才信有神。當

時我滿腦子是唯物思想，不信有神，只是

對於唯物論的道德論有點存疑。唯物論說，

道德是主觀的，是由組成社會的個體聚在一

起，其中有社會階層在長期認知發展和社

交過程中形成的價值系統，是相對而不是絕

對的；世間並沒有絕對的道德準則和良善，

每個社會形成的過程不同，所以他們道德的

著重點未必一樣。可是在老百姓心中卻又相

信「人之初，性本善」，這兩種說法都和我

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無法吻合。好比說，我覺

得自己不壞，但裡面卻有驕傲和謊言，還會

透過它們來做好人；於是，謊言倒成了許多

人的真實，每天都講幾句謊話。有時雖不是

宣之於口，但是會做一些甚麼動作和暗示，

讓人覺得我們好一點；有時又為了打圓場，

或為了維護脆弱的自尊心，就把事實稍微扭

曲。我了解自己的潛意識裡，與我在課堂和

在生活中所學到和所聽到的不盡相同。

不再驕傲自負

Mona和思牡派發號角月報與美南福音版
暨中信月刊。

那個時候，我很少自我反省，批評和

指責別人倒輕而易舉；誰做錯了甚麼事，誰

在道德上犯了甚麼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雖然我不覺得自己完美，但相信我絕不是罪

人，只是有時不那麼真而已。

一個與眾不同的外教

大一下學期，我漸漸適應，我的自信

又回來了。大二那年，遇到一位教我們「美

國社會與文化」的美籍教授，覺得他與眾不

同，非常謙虛，和藹可親，一點沒有教授的

架子。上第一節課時，他告訴我們他出身寒

微，父親是伐木工人，以前怎樣刻苦幹活。

他的話讓我發覺，做人原來也可以活得這

樣坦蕩，悠然自得，不必刻意地抬高自己。

有一次上課適逢聖誕節前夕，他給我們講聖

誕節的由來，借我們一本聖經看。我想多了

解一下聖經，下課後就向他借。他對我說聖

經是上帝的話，但我不很明白。後來和他們

夫婦接觸多了，看到他們夫妻恩愛，家庭溫

暖，自己有兩個兒子還領養了兩個女孩，真

有愛心，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我畢業後不久結婚，夫婿先回美國，

我留在國內辦理出國手續。這段期間，他們

常邀請我到他們家中作客。他太太會彈電子

琴，領我們唱優美的詩歌，然後教我們聖

經。我雖不信他們的宗教，但很喜歡這種充

滿愛和溫暖的氣氛，這與我們中國社會上的

風氣很不一樣。當時的中國社會價值觀很混

亂，以經濟掛帥，大家都向錢看，人與人之

間沒有愛心，彼此都唯利是圖，爾虞我詐，

互不信任，甚至心懷仇恨，彼此攻擊，沒有

道德底線，使我這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人也

漸漸感到不很適應。

有一次，這位外教要我們寫一件困擾

內心的事，我就想起小時候媽媽要做手術，

爸爸帶我和哥哥去醫院看媽媽，卻聽到他們

和外公外婆談及給紅包的事，說希望給了紅

包就能有一個好的醫生做手術，並有特別的

照顧等。當時在國內給紅包已成了慣例，是

生活的一部分；但小小年紀的我卻想到，醫

生不是要行醫救人嗎？怎麼也要紅包？後

來和這位外教談到這事，他用中午休息的時

間給我輔導，叫我看聖經彼得前書一章 18
至 19 節：「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

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

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

玷污的羔羊之血。」他說在我們生活中有許

多做法都是祖先流傳下來的，大家一代接一

代這樣做，變成了風氣習慣，但並不表示這

樣做是對的。要突破就必須靠上帝，憑著基

督的寶血，不是靠金銀錢財。我當時並不完

全了解他的話，但是開始思考。

看到自己的不是

一次，有一位常到外教家的學長對我

說：「小鎇，我看妳借（外教的）書看，很

享受唱詩歌，又和教授談得那麼起勁，給妳

一個建議：如果妳想信耶穌，就得及早把握

機會，否則像我一樣，以前曾有感動相信，

後來因有很多事跨不過，就一再耽延，甚至

猶疑和否定。現在我要找回那一刻的感動也

不容易了！世上有太多東西纏累著我。」

那個星期，2000 年 12 月 6 日下午，

家人都外出，我一個人在家看《遊子吟》，

讀到一位牙科醫生生第一個孩子時難產，她

感覺自己離開了自己的軀體，升上空中，看

見下面有一群醫生、護士圍著她的病床，忙

著搶救。忽然她聽到一個聲音說：“Don't 

worry. You will be alright.”（別擔心，沒事

的。）後來她就回到自己的身體，醒了並漸

漸好起來。當時，我心裡驀地燃起一個盼

望，假如在我有生之年能有一位這樣大能的

神保護我，該多麼好！很奇妙，就在這個時

候，我感到上帝的愛臨到，卻又同時看到自

己有很多罪。過去我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罪

人，但此刻，上帝卻讓我看到過去種種的不

是：任性、自負、詭詐。過去我說過不少謊

話，沒有尊敬父母……，這一幕幕像電影一

樣讓我看到自己的罪，才恍然覺悟耶穌基督

是我的救主，祂降世就是要為我代死贖罪；

可我過去多麼無知！不但不信，還自以為是

與基督徒辯駁。這時我心裡充滿愧疚，對上

帝說：「對不起！」當時我不懂禱告，不知

怎樣稱呼上帝，只懂說「對不起」，心裡很

希望成為基督徒。於是致電教授夫婦，把當

時的心路歷程告訴他們。12 月 8 日教授夫

婦引領我做決志禱告。

家人反對

但是我的家人齊心反對我信耶穌。外

公是八路軍出身，14 歲在半被逼的情況下

離家從軍，輾轉隨軍隊學做通訊員，後來腳

部受傷。外公很疼我，常告訴我他從軍時的

經歷。可我信耶穌以後，我們的關係就很

僵，瀕臨破裂。外公對我期望甚殷，希望我

出人頭地，他覺得我信耶穌以後只會想做

一些慈善事業（這是他當時對基督教的印

象），不會力爭上游。他很氣我「中了毒

教」，失去理想，說：「妳要再信下去，我

跟妳斷絕關係！」後來他竟茶飯不思，健康

漸走下坡。家人都說：「公公那麼疼妳，妳

忍心令他傷心，給他這麼大的打擊嗎？」外

婆的母親是基督徒，她說：「我從小跟媽媽

去教會，還在詩班唱詩。媽媽囑咐我不要拜

偶像，只相信主耶穌。雖然之後由於環境不

許可，沒去教會，但我仍是基督徒。」又說：

「妳只要心裡相信就可以了，像我一樣。要

知道家人始終是妳的家人，用不著傷他們的

心。」除了苦勸，家人還請來介紹我們夫婦

認識的泌尿科名醫、我老爺的老師來勸我，

給我很大壓力。

生命改變

2001 年一個春夏間的早上，我有感動

寫一封信向父母道歉。我想到自己過去是怎

樣的驕傲任性、對父母不恭不敬、不懂得感

恩、對父母為我所付出的一切都視為理所當

然等等，一一認錯。當時我還未出國，不習

慣當面說「對不起」，覺得不知怎樣開口，

所以用書信表達。怎料寫到一半，筆沒有墨

水了，找不到別的筆，可我心中的感動停不

了，又怕稍後忘記了要寫些甚麼。我向上帝

禱告，求祂讓那筆可以繼續寫下去，天父果

然答應了。我寫了兩頁紙，除了道歉，還感

謝父母的養育之恩。寫畢，不敢當面呈給他

們，於是放進信封用茶杯壓著，然後出門，

免得見面尷尬。

到了晚上我才敢回家。媽媽告訴我，

她早上已看到信，但沒空去讀，拿起來就匆

忙趕去東山和父親會合辦事。那天東山區剛

好停電（平常是很少停電的），她和爸爸二

人就點起蠟燭來看我的信。媽媽覺得這事很

不尋常。看後爸爸說：「也許這就是女兒相

信的那位耶穌改變了她。」是的，主耶穌改

變了我。之後，家人的態度漸趨溫和。上帝

不獨改變了我，也改變了我家人的心。

（文載自［中信］）

福遍中國教會「長輩中心」慶祝2022聖誕
節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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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我们知道：美国依然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国

家，没有之一；但美国也是一个经济危机频发的

国家，每过10-15年，都要来一次巨型经济危机

，让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受伤害。

这时候问题就来：一个经济危机频发的国家

，为什么成长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如

何解决掉历史上的数十次危机，越挫越强的？

下面我们就来捋一捋。

11929年大萧条，解决手段是战争

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是：1920年代末的

美利坚，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大

量商品销售不出去，只能毁掉和掩盖；我们历史

书中常常提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时，

将牛奶倾倒入河、把鸡蛋就地掩埋的案例，就发

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生产过剩、商品销售不出去，大量的企

业不得不解散工人、停工破产，以至于有大约

3400万人失业（占美国当时总人口的28%），造

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爆发后：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阻止

了危机进一步恶化，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在

罗斯福新政后的5年（1939年），美国失业率和

1929大萧条时，基本上一致。

而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则是二战。

二战爆发后：美国通过源源不断地向英法苏

，甚至日本销售武器、钢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

；让停工停产的企业订单爆满，让失业降薪的劳

工重新回到岗位；生产过剩的美国，立刻变得供

不应求，经济马上就欣欣向荣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更把原来英法控制下的几

十个国家，变成了自己的产品倾销地，肆意收割

；美元也成为了全球货币，让美国可以轻而易举

地收取世界贸易的铸币税。

1973-1982年美国大滞涨，解决手段是IT计算机

革命和“石油战争”

1973-1982年，由于美元肆意超发和中东国

家两次大规模提升油价，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滞涨

。

在1973-1982的10年间，美国中产阶级收入

只提升了49%，物价却上涨了110%，老百姓怨

声载道，各种社会集会和暴烈活动层出不穷，白

宫统治秩序遭遇挑战。

但最终，美国通过三个手段，解决了大滞涨

：白宫和中东王爷们达成协议，美国为沙特、阿

联酋提供军事保护，换来中东石油和美元挂钩。

这样，巨量的超发美元就可以进入石油期货

中进行牟利蓄水，不再冲击国内物价。

④1970年代末，美国IT计算机革命爆发，

巨量超发美元流入苹果、微软、甲骨文等初创科

技企业，既浇灌了美国IT计算机产业的快速成

长，推高了美国的生产力；也同样给超发美元提

供了一个蓄水池，让它们不在霍霍物价。

④1979年开始，美联储传奇人物保罗.沃尔

克，力排众议、激进加息，将美国基准利率短时

间提高了3倍，从5%一路拉升到了20%，以回收

部分超发的货币，压制通胀。

经过美元挂钩石油、IT计算机革命、激进加

息三板斧，美国通胀率迅速从1970年代的10%，

降到了1980年代的4%左右；美国经济进入了至

今让山姆大叔怀念的“里根时代”。

1987年美国大股灾，解决手段是：收割苏联解体

和东欧巨变的红利

1987年10月19日，美股发生史上最大崩盘

，单日跌幅22.6%，震惊世界。87年大股灾后，

美国经济逐渐陷入停滞，GDP增长率年年滑落，

到1991年更转为了负增长。

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遇到了苏联解体和苏

东巨变的大利好。

1991年以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采用激进的

休克疗法，歇斯底里的要经济转型，它们无底线

地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并热烈欢迎华尔街资本

抄底它们的优质资产。

于是，不放一枪一炮，一个面积和人口都2

倍于美国的超级市场，向山姆大叔全面开放了。

在这个超级市场中，美国企业不仅可以肆意

倾销商品，还可以用美元计价、抄底俄罗斯和东

欧国家的优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石油、天然气

、稀有金属、粮食，以及破产清算的国有企业等

等。

当时美元抄底东欧国家优质资产有多疯狂？

疯狂到价值100万美元的汽车制造厂，华尔街资

本集团2万美元就搞到手了。

靠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红利，美国一顿

猛吃，换来了1990年代的强劲增长。

有人说，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歌猛进，是

IT互联网革命带来的；这种说法，显然夸大了美

国自身的努力，刻意隐瞒了华尔街资本对俄罗斯

和东欧国家的收割。

2000年互联网泡沫，解决手段是：我们加入了

WTO

2000年，由收割东欧和IT互联网革命带来

的美国黄金十年（1991-2000）接近尾声；大量投

机资金和超发美元涌入股市，引发了互联网泡沫

破裂，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之中，GDP增长率

从1990年代的平均4%，暴跌到1%。

正当美国愁眉苦脸，寻求出路时 ，我们入

市了，正式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一个拥有12

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向美国（有限度）开放了。

这时候，美国资本就拿着巨额超发的美元来

到中国，或者投资建厂，或者收购优质企业，南

孚电池、双汇集团、雨润食品等一批实体龙头；

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大鳄，被华尔街控股了

。

靠着和我们亲密合作，美国又过上了几年的

好日子，直到2008雷曼金融危机的到来。

2008雷曼金融危机，解决手段是：以苹果、

谷歌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革命”的

爆发。

雷曼金融危机，各位头条看官想必都比较熟

悉了，它爆发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但核心的

原因就是一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巨量

投机资金和超发美元，重点流向了两个地方，一

个是中国市场，另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房地产。

在 2001-2008 年之间，美国房价被投机资

金和超发美元推涨了1倍，制造出了巨量的泡

沫；这个泡沫又被聪明的华尔街上了奇高的

杠杆，和美国顶尖的投行、保险公司、商业

银行、养老基金密切绑定，形成了一损俱损

的利益链。

而当2008年美国房价泡沫破裂时，危机沿

着利益链，传遍了美国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是整

个全球金融生态，引发了世界级的金融危机。

雷曼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它让美国连

续两年（2008-2009）GDP负增长，失业率也飙升

到了10%。

侥幸的是：2008年雷曼金融危机爆发的同时

，以苹果、谷歌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

革命开始进入爆发期。

这时候，从美国房地产抽出的超发美元和投

机资金，又争相购买苹果、谷歌的股票，助力苹

果、谷歌等美国高科技公司，迅速抢占全球市场

，攫取巨额利润。

这也是美股近10年，气势如虹的真正原因

。

通过以上“美国五次经济危机的具体描述”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美国经济危机本质上只

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过剩，另一种是资本过剩，

也就是我们文章中所说的“超发美元”。

而通过以上“美国五次经济危机的消匿过程

”，我们也可以发现：白宫精英解决经济危机的

五大套路。

④，通过外部战争创造新需求，同时解决生

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美国通过二次世界大战起家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由于美国“东西皆大洋、南北无强国”的地

缘优势，让它可以远离欧亚战争炮火的波及，又

能为欧亚大陆的参战国家，提供源源不断地的武

器、钢铁、粮食和其他大众消费品，从而为国内

资本和工业集团带来了巨量的外部需求：美国制

造工厂为参战国提供商品，华尔街资本集团，为

参战国提供贷款。

④，通过新技术革命创造新需求，并解决掉

资本过剩问题：新技术革命往往能创造出新的产

品，革命性地带来新的需求，且前期利润丰厚；

这就会让过剩的资本，或者说超发的美元，争相

融入新技术产业投资。

新技术产业投资，不但能够制造出新商品、

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还能够消除“因为美元超发

而引起”的高通胀，一鸟双吃，颇为高明。

④，通过海外新市场的开拓，转移过剩的生

产：这个是帝国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老套路了。

从大英帝国暴打鸦片战争，逼迫清王朝开放

市场，以倾销英伦三岛过剩的纺织品；到美利坚

合众国赢得冷战，兵不血刃地进入东欧和俄罗斯

市场，让每个斯拉夫人都用上了微软操作系统和

英特尔芯片。

将近200年间，倾销的商品千变万化，但转

移生产过剩的手法，却始终如一。

④，通过货币化别国的资产和世界大宗商品

，转移过剩的资本（或者说超发的美元）：无论

是1970年代美元挂钩石油，让全球几乎所有的

大宗商品都用美元计价和结算；还是1990年代

，美元抄底东欧和俄罗斯的优质资产，用1/50的

价格买到了一个汽车制造厂。

它的本质都是：用廉价的超发美元，去收

割全球的优质资产；在美国国内，超发美元除

了推涨物价之外，毫无用处；然后到了海外，

超发美元转瞬间却成了香饽饽，拿着超发美元

，可以买到真金白银的黄金、石油、稀有金属

、粮食、房屋、头部企业等珍贵商品和优质资

产。

既然白宫精英对于解决经济危机，有着丰富

的经验和娴熟的套路，那么这次疫情危机，美国

可能会如何做呢？

通过外部战争创造新需求？我的回答是：这

个极有可能，只是如今美国经济规模已如此之大

，超发的美元和过剩的资本已达到10万亿美元

量级，小打小闹的战争，可能并不足以让美国安

然度过这次经济危机。

通过新技术革命创造新需求？我的回答是：

这个可能性不大，美国目前并无明显新技术革命

的迹象；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核聚变、量子通

信等都还在孵化阶段，远水解不了近渴。

电动汽车算强算一个，但在电动汽车领域，

美国并没有像IT互联网一样的独霸优势，全球

最发达且成熟的电动汽车供应链在中国；这就让

美国电动汽车革命，能够创造的新需求和吸纳的

超发美元规模，极其有限。

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市值最高时，也才

1万亿美元左右，还赶不上老牌产业巨头苹果的

一半，目前更只有苹果的1/3。

通过海外新市场的开拓，转移过剩的生产?

我的回答是：这个套路，美国已经用到极致，除

了伊朗、古巴等少数国家，美国商品可以自由地

进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

通过海外新市场的开拓，转移过剩生产的路

，已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

通过货币化别国的资产和世界大宗商品，转

移过剩的资本（或者说超发的美元）？我的回答

是：这个套路，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是一喜一

忧。

忧的是：俄罗斯已经将本国的石油、天然

气和其他优质资产，与美元脱钩；中东产油国

也表达了将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部分）石油

交易的意愿，美元货币化世界大宗商品的能力

在消弱。

喜的是：经过俄乌冲突的打击，欧盟整体经

济实力将加速衰落，欧元国际能力大打折扣；这

时候，美元就可以趁虚而入，货币化欧盟的优质

资产，收割欧罗巴。

当然了，以上结论，仅仅是我根据历史经验

，对“美国会如何解决这次疫情危机”所作的一

种推演，仅供大家讨论。

至于美国到底会如何度过这次疫情危机，就

需要我们长期仔细观察了。

美国解决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用了什么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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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了解到“私家侦探”获利高后，陈某甲成为

其中一员。一天，闵某通过网络搜索，联系到陈

某甲，要求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郭某。陈某甲则

伙同于某等人非法获取郭某的个人信息提供给闵

某，没想到，这给郭某带来杀身之祸……2022年

12月7日，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这起“陈

某甲、于某、陈某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2020年，陈某甲决定从事“私家侦探”活动

后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可找人、查人，并注册了昵

称为“专业商务调查”的微信号承揽业务。2020

年12月，闵某（另案处理）通过网络搜索，联系

到陈某甲，要求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郭某，并将

郭某的姓名、照片、手机号码等提供给陈某甲。

2021年1月、3月，陈某甲将郭某的手机号码交给

他人（网络用名，正在进一步侦查确认），通过

该人获得郭某的手机定位后，伙同于某等人在山

西省吕梁市柳林县采取蹲点守候的方式，确认了

郭某的具体位置，提供给闵某。2021年6月，闵

某再次联系陈某甲要求帮助寻找其妻子。6月17

日，陈某甲又采取同样的方式获得了郭某的手机

定位信息、快递地址信息。

6月18日，陈某甲与于某、陈某乙三人驾车

到达柳林县，与闵某一起蹲点守候到6月23日。

郭某出现后，陈某甲等三人驾车离开。当日13时

左右，闵某将郭某杀害。闵某先后支付陈某甲

39500元。陈某甲分给于某9000元、分给陈某乙

6000元。

柳林县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闵某涉嫌故意杀人

案时，发现陈某甲、于某、陈某乙虽然不能认定

为闵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公安机

关以陈某甲、于某、陈某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提请批准逮捕。

2021年8月5日，柳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

为，陈某甲、于某、陈某乙出售公民行踪轨迹信

息，被他人用于犯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

果，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

依法对三人作出批捕决定。10月22日，检察机关

将三名被告人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

诉，并提出量刑建议。

2021年 12月 25日，柳林县人民法院采纳检

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认定三名被告人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甲、于某

、陈某乙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并

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行踪轨迹信息可以直接定位

特定自然人的具体位置，与公民的生命、健康

、财产、隐私等息息相关。生活中，要注意提

高对快递地址、手机号码、定位信息等个人信

息的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防止被不法分

子窃取利用。

为找到离家出走的妻子，他雇了个“私家侦探”……

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人员李某制作

了一款可以窃取安装者手机内的照片的软件，在

暗网某论坛售卖。此后，为炫耀技术、满足虚荣

心，李某又将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以此

窃取安装者手机相册照片1751张……2022年 12

月7日，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这起“李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2020年6月至9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

件开发人员李某制作了一款可以窃取安装者手机

内的照片的软件。当手机用户下载安装该软件打

开使用时，软件就会自动获取手机相册的照片并

且上传到李某搭建的服务器后台。李某将该软件

发布在暗网某论坛售卖，截至2021年2月9日，

共卖得网站虚拟币30$，但李某并没有停止窃取

。作为软件开发人员，想要炫耀技术、满足虚荣

心的李某又将该软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

发布在某论坛供网友免费下载安装，以此方式窃

取安装者手机相册照片1751张。其中，含有人脸

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等1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

2020年9月，李某又用虚拟币在该暗网的论

坛购买“社工库资料”并转存于网盘。2021年2

月，李某为炫耀自己的能力，明知“社工库资料

”含有户籍信息、车主信息等，仍将网盘链接分

享到有150名成员的“业主交流”QQ群。据调查

，去除无效数据、合并去重后，该“社工库资料

”包含公民个人信息共计8100余万条。

2021年3月9日，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经

侦查，因“社工库资料”内容庞大且存储于境外

网盘，未查到有人下载使用。

2021年8月23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依法公

开审理。庭审中，辩护人提出，一是本案未对涉

案8100余万条信息的真实性核实确认，数量认定

依据不足。二是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利用

黑客软件窃取照片的事实，还主动交代公安机关

未掌握的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至

QQ群的事实，对于该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犯罪

办案检察官认为，司法鉴定机构去除无效信息

，合并去重进行鉴定，鉴定出有效个人信息8100余

万条，信息数量客观、真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对批量公民

个人信息具体数量的认定规则，且公安机关抽样验

证，随机抽取部分个人信息进行核实，能够确认涉

案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并且，公安机关抓获李某前

已掌握其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到

QQ群的事实，与其利用黑客软件窃取照片的行为

属同种罪行，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

最终，奉贤区法院经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涉案信息动辄上

万乃至数十万条，在海量信息状态下，对信息逐

一核实在客观上较难实现。所以，实践中允许适

用推定规则。对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采取抽样方

式进行验证。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对批量公民个

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

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检察官提醒，人脸信息是具有不可更改性和

唯一性的生物识别信息。人脸识别技术给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被犯罪分子窃取利用或者

制作合成。生活中，要谨慎下载使用“颜值检测

”等“趣味”软件，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造成合

法权益受损。

下个软件测颜值？
小心有人在盯着你的人脸信息

为了多挣些钱，他想出了拆解废铅蓄电池进

行贩卖的赚钱路子，结果不仅污染了环境，还害

人害己，被判刑罚及从业禁止。近日，经陕西省

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分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

人董某、饶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一年二个月

，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3万元、1万元；同时

判决董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危险废物处置

相关活动。在民事判决部分，法院判令二被告人

进行生态修复，并对污染环境行为通过市级媒体

向公众赔礼道歉。

2021年5月，董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购买废铅蓄电池放置在其租赁的厂区

内，并雇用饶某等人在厂区内进行非法拆解。饶

某在明知董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仍为其联系购买废铅蓄电池的相关事宜，并组织

工人进行拆解。

不久，生态环境部门根据群众的举报线索，

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现

场查获大量被拆解的废铅蓄电

池。经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相关

机构称量认定，上述被拆解的

废铅蓄电池重达90.98吨。后经

检测，违法现场两处土壤铅含

量分别超过第二类居住用地正

常值的7.6倍和1.1倍，已造成环

境污染。

庭审现场

2021年8月，公安机关将董某

以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秦岭南

麓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

检察官经审查发现，董某虽然

是非法拆解废铅蓄电池生意的

经营者，但购买废铅蓄电池的

事宜均由饶某具体经办，饶某涉嫌污染环境行为

的共同犯罪，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成功追

诉漏犯饶某。

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董某、饶

某的行为不仅涉嫌刑事犯罪，还污染了环境，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在对董某、饶某提起公诉

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人进

行生态修复，并对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向公众进行

赔礼道歉。因董某作为特定行业的经营者，在明

知自己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然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该院在量刑建

议中提出，禁止董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危险废

物处置相关活动。

11月23日，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指

控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同时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

私拆废旧电池污染环境
二名被告人被判从业禁止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董事會主席李雄休士頓西南管理區董事會主席李雄
發表年終談話發表年終談話，，將推出將推出20232023年總體規劃年總體規劃

華美銀行與洛杉磯湖人隊攜手十六年共同舉辦感恩季回饋社區系列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董事會主席李雄，於日前發表年終談話,表示我們
在實現2022年的使命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
來年的持續改進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雄主席說：節日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好
！臨近2022年尾聲，祝大家12月平安、健康、快
樂、繁榮，並期待新的一年更加美好。在過去一
年裡，我們的社區在經歷了大流行病的所有挑戰
後全速回到正軌。 西南管理區（SWMD）恢復參
加許多社區活動，結識新老朋友。 三月，我們舉
行了年度標誌性活動之一的“打擊罪案大遊行”
，以促進社區與警察部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
表彰傑出警務人員的不懈努力和勇敢努力。 七月

，經過幾個月的籌劃。 SWMD 舉辦了第三屆年度
“自由節”，這是我們區的另一項標誌性活動。
數千人參加了以各種表演團體、供應商和攤位為
特色的戶外活動，以及晚上的煙花表演，成功地
為我們多元化的社區營造了慶祝獨立日的節日氣
氛。 我們將繼續計劃每年舉行一次更盛大、更歡
樂、更適合家庭的慶祝活動。 我們的主要目的包
括促進地區和社區的所有業務。 秋季前，SWMD
增加了兩名新的董事會成員，董事Don Wang宣布
退休。 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副主席小約翰·R·霍
爾姆斯 (John R. Holmes Jr.) 將離開德克薩斯州尋
找職業機會。 對他們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和對區
的奉獻，我深表謝意。 董事會成員都是志願者。

我們根據建設更美好社區的願景和期望貢獻時間
和精力。 我們一直希望更多的社區成員能夠通過
各級志願服務加入到這項工作中來。 SWMD 已經
開始計劃明年在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 環境與設
計，經濟與商業。 SWMD 將在 2023 年推出總體
規劃，以指導該地區的長期發展。 我們將精心準
備，為西南管理區社區帶來更加繁榮、安全、美
好的未來。 我們要求我們的社區與我們一起加入
。 沒有你，我們的目標將無法完全實現。 致以最
誠摯的問候！

「西南管理區」董事會主席 李雄

（本報訊）佳節來臨之際，華美銀行再度攜手洛杉磯湖人隊
，共同舉辦 「感恩季」（A Season of Giving）年度回饋社區系列
活動，這也是兩間機構共同舉辦此項活動的第十六年。繼11月
舉辦的感恩節大餐和感恩節火雞派發活動之後，12月15日下午
，兒童節日派對在湖人隊訓練中心UCLA Health Training Center
歡樂展開。勒布朗·詹姆斯（音譯，LeBron James）、安東尼·戴
維斯（音譯，Anthony Davis）及湯瑪斯·布萊恩（音譯，Thomas

Bryant）等湖人隊球員、湖人隊啦啦隊員與華美銀行義工一同與
來自免費課後輔導機構After-School All Starts和非營利特許公立
學校 Alliance College-Ready Public Schools 的青少年提前慶祝聖
誕節的到來。到場的孩童與明星球員一起製作聖誕裝飾、互動合
影，共同度過了一個幸福溫馨的午後時光。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兼全球企業事務部主管Travis Kiyota表
示： 「華美銀行很高興能夠贊助參與洛杉磯湖人隊的 『感恩季』

系列活動。通過這項富有意義的合作項目，我們得以向當地社
區略表感激之情，讓我們有機會為社區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協助他們邁向成功。」

11月12日下午，湖人隊與華美銀行共同在洛杉磯消防局霍
奇肯紀念培訓中心（Frank Hotchkin Memorial Training Center
）舉辦了2022年 「感恩季」的首場活動。曾為湖人隊效力奪
得冠軍的羅伯特·霍里（音譯，Robert Horry）、湖人隊啦啦
隊員，以及華美銀行義工一同為200名來自當地多個社區組織
的賓客提供豐富的感恩節晚餐，並設有各類遊戲互動環節，現
場氛圍其樂融融。

此外，為了將節日的祝福送至更多社區，11月16日中午，
NBA史上連續出場最多的湖人隊退役球員鐵人格林（音譯，
A.C. Green）、退役球員羅伯特·霍里、獲得2009和2010年度
冠軍的退役前鋒歐登（音譯，Lamar Odom）與華美銀行義工
在救世軍洛杉磯紅盾社區中心（The Salvation Army – Red
Shield Community Center）為300個家庭發放感恩節火雞與食

物。
洛杉磯湖人隊社區關係主管Matt Makovec表示： 「我們通過

這項由華美銀行贊助支持的年度 『感恩季』活動向在過去一年中
支持我們的民眾和球迷表示感謝。希望所有前來參加活動的民眾
都能與湖人隊現役和退役球員以及湖人隊啦啦隊員創造一個永生
難忘的美好回憶。」

洛杉磯湖人隊和華美銀行攜手十六年洛杉磯湖人隊和華美銀行攜手十六年，，舉辦舉辦20222022年年 「「感恩季感恩季」」 回饋回饋
社區系列活動社區系列活動。。繼繼1111月舉辦的感恩節大餐和火雞派發活動之後月舉辦的感恩節大餐和火雞派發活動之後，，兩兩
間機構近日在湖人隊訓練中心舉辦兒童節日派對間機構近日在湖人隊訓練中心舉辦兒童節日派對，，與當地社區共慶佳與當地社區共慶佳
節節。。

勒布朗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音譯音譯，，LeBron JamesLeBron James）、）、安東尼安東尼··戴維斯戴維斯（（音音
譯譯，，Anthony DavisAnthony Davis））及莱莱斯及莱莱斯··布莱恩布莱恩（（音譯音譯，，Thomas BryantThomas Bryant
））等湖人隊球員等湖人隊球員、、湖人隊啦啦隊員與華美銀行義工一同與來自免湖人隊啦啦隊員與華美銀行義工一同與來自免
費課後輔導機構費課後輔導機構After-School All StartsAfter-School All Starts和非營利特許公立學校和非營利特許公立學校
Alliance College-Ready Public SchoolsAlliance College-Ready Public Schools的青少年提前慶祝聖誕的青少年提前慶祝聖誕
節的到來節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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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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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景德
鎮陶瓷紅木家具在中國城敦煌
廣場二樓大展銷。三年疫情之
後首次景德鎮陶瓷來到休斯頓
巡展，折扣高達 90% OFF 以上
，美價美物，美不勝收！

此次精品展有幾套氣派恢
弘的紅木傢俬，五人、十人組
仿明式、仿清式沙發組，紅木
餐桌、圈椅、書桌、茶臺等。
經過長期的推敲、改進，這些
仿古紅木家具按照人體功能比
例尺度，能符合人體使用功能
上的要求，具有很高的科學性
。以椅子為例，其中的彎背椅
、圈椅均契合人體需要，坐感
舒適。這些造型優美、 莊重典
雅的紅木家具，在變化中求統
一，雕飾精細，線條流暢。既
有簡潔大方的仿明式，又有雕龍畫鳳、精心雕琢的仿清式，適
合不同人的審美需求。紅木家具結構嚴謹，做工精細，大都採
用榫卯結合，做法靈妙巧合，牢固耐用，從力學角度來看具有
很強的科學性。這些紅木家具，都是由工藝師們一刀一鋸一刨
完成的，每落一刀都花費工藝師的心機，同時還要講究整體藝
術上的和諧統一， 集實用、觀賞、保值於一體。再加之紅木
資源有限，紅木的生長週期又非常長，有的可達幾百年，因此
，物以稀為貴的紅木家具將越來越具有獨特的魅力。因為現在
中國還未完全開放，供應鏈不暢，如此精美的紅木家具不多見
，請大家趕快抓住機會，把你喜愛的紅木家具搬回家，讓你的
家居從此與眾不同！

此次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展帶來了大量的陶瓷精品，此次
展銷目前還有幾百件景德鎮瓷器等待有緣人，件件都是精品，
其中就有著名工藝美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藝
大師王錫良的弟子，王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珠山八友”之
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
上能拍出幾百萬的高價。但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問世
，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場上炙手可熱。此次展銷就有王
錫良弟子曹文選的幾件作品，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細
，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
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開光瓷板畫、
景德鎮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精品，讓你
愛不釋手。

本次展銷還為大家帶來了各種紫砂花盆，盆上均繪有圖畫
或詩文，有花卉蟲草、田園風光，高雅脫俗，用筆不凡。紫砂花
盆採用上等紫砂燒製，手工繪畫，而且器型各異，有方形的、圓
形的、鏤空的，還有套盆，您將新鮮名貴的花草種在紫砂花盆裡
，既淨化居室的空氣，又可隨時賞玩花草，還可讓您的家居平添

許多風雅之氣。
聖誕新年到了，景德鎮瓷器是送禮的最佳選擇，每天從早上

9點到晚上9點，全天營業開門，折扣最高達90% off以上，機會
難得，不可錯過！

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居廠家直銷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35，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
敦煌超市)

電話：346-401-2011

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90% OFF大展銷，聖誕新年送禮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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