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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修正日期: 民國 104 年 09 月 11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中央選舉委員
會 > 選舉行政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年滿二十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有選舉權。
第 3 條

前條有選舉權人,曾在中華民國自
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現在國外
,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得依本辦法
之規定,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
地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申請總
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

前項選舉人原戶籍地因行政區域

調整或原戶政事務所劃分為二所以上,
致變更其管轄戶政事務所者,收件之戶
政事務應代為移轉。

第一項居住期間之計算,依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條規定,以戶籍登
記資料為依據。
第 4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應備具
下列書件,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在國
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
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公告之
日起至投票日前四十日止,寄達或送達
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地鄉(鎮、
市、區)戶政事務所:
一、申請書。
二、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
含護照號碼、姓名、出生日期、發照
日期、效期截止日期)影本一份。

三、書明申請人姓名及收件地址之免
貼郵票回郵信封。但有指定國內代收
人者,回郵信封應書明代收人姓名及其
收件地址。

前項公告應於總統、副總統選舉
公告發布之日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得委託他人辦理並檢附委
託書及前項各款書件向申請人最後遷
出國外時之原戶籍地鄉(鎮、市、區)
戶政事務所辦理。申請書格式、委託
書格式,如附式一、二。

第一項申請以郵寄辦理者,其寄達
日期以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收
件日期為憑。
第 5 條

戶政事務所收到前條申請書件後,
應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完成查核,並將查
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件寄交申請人;
申請人如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通知書

逕寄該代收人。戶政事務所寄發上開
查核結果通知書掛號郵件,並應保存執
據備供查考。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戶政事
務所應不准予登記,並在查核結果通知
書上註明:
一、不符第二條、第三條規定之總統
、副總統選舉人資格者。
二、未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申請
者。
三、未備具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
書或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資料影本者。
四、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符
而未提出佐證文件者。
五、非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
地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申請者
。
查核結果通知書格式如附式三。
第 6 條

經戶政事務所完成查核准予登記
之申請人,應由受理登記之戶政事務所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編入總統、副總統選舉人名
冊,並註記僑居地。
第 7 條

戶政事務所於受理申請登記作業
完成後,應於投票日二十八日前填造申
請人數及准予登記人數統計表,送由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彙整後於投
票日二十五日前彙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統計表格式如附式四。
第 8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宣導事項,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負責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國人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登記辦法

春節將至，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將於一月廿
九日中午舉行新春餐會，歡迎會員，空軍袍澤，眷
屬以及僑界人士參加。

繼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大鵬聯誼會已有兩年未
舉辦新春聚餐，兔年迎新，今年恢復春節團拜，凡
是空軍眷屬，或曾經服役空軍人士參加大會，支持
空軍，愛好空軍的僑界也都熱烈歡迎加入。

經過數年中斷的春節聚會，聯誼會有些資深會
員已然離世，會長鄭勵和理事會都表示，希望空軍
弟兄們利用過年相聚一 堂， 把手言歡，慶祝兔
年來到，珍惜每次的聚會。

春節聯誼會中將有精美午餐，團拜，禮物分享
以及來自台灣空軍總部致贈的桌曆贈送， 出席者
每 人 餐 費 廿 五 元 ， 報 名 請 聯 絡 鄔 逸 卉
832-818-5566.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春節活 動，一月廿九
日，中午十一時卅分報到，十二時入席，地點在新
皇宮 New Palace，地址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
ford TX 77477, 281-881-8745.

空軍大鵬聯誼會 春宴迎接兔年到

我從沒想過，人生的選擇
可以如此戲劇，從文到商，再
由商轉工，只是恰好在最合適
的時機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

每年有近四十萬中國留學
生怀揣夢想從國內來到美國深
造。然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
畢業生能留下來繼續工作，而
其中，找到滿意工作的，不足
百分之一！

背 景 ： UTD 18Fall Busi-
ness Analytics 研究生，原輔修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專業
，預計將於2020年秋季畢業。
在暑假期間，接觸到快捷培訓
(LaneCert Inc)培訓學校，在與
老師溝通後，理性分析，權衡
利弊，決定放棄雙學位，半工
半讀狀態下從零開始學習“思
科認證網絡專家（CCIE）”，
並在網絡工程師的道路上越走
越穩。
01，我的故事：放棄UTD雙學
位，選擇CCIE。

研一到研二的過渡期間，
我曾一度迷茫，語言表達比不
過本地，編程背景拼不過印度
同學，商科就業起薪低又很難
拿到身份，在面試數家公司後
，我開始糾結是畢業回國還是
繼續留美打拼。

相對於國內不穩定的就業

環境，高額的生存成本，以及
整體偏低的工資水平，美國在
就業條件上還是佔據優勢，而
無論是賺錢還是工作經驗，踏
入職場都是必經之路。

雙學位看似輝煌，好像前
途無量，但加倍的成本和重複
的stem優勢，讓我萌生退意，
留學生求職需要專業對口，通
才的學習反而分散了我的精力
，簡歷在兩方面都不具備競爭
力，技能又明顯的多而不精，
同類競爭優勢不明顯，再加上
如今政策縮緊，中美兩國關係
緊張，現有的學習規劃和求職
道路已經越發不適用與自身條
件
02，機會：在可選範圍內選擇
最佳的。

機會往往就在身邊，在同
校學長的引導下了解到“CCIE
網絡專家”的高薪崗位，並接
觸到了距 UTD 10 分鐘車程的
LaneCert 快捷培訓學校，劉校
長清晰的教學思路和嚴謹的培
訓模式深深吸引了我，而一對
一的指導和實戰型的訓練環境
，以及豐富又多樣的成功案例
更堅定了我學習的信念，實習
上崗和就業指導的承諾更是讓
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03，決策：兵貴神速，快刀亂

麻。
恰好天時地利人和，我所

在的BA專業開闢了“Cyberse-
curity data” 方 向 ， 剛 好 與
“CCIE”的 Track 可以匹配，
同時未來“數據中心”的領域
也與我預想的職業規劃不謀而
合。

另外，考慮到我的家庭並
不富裕，校長幫我申請了分期
付款。性價比極高的培訓，從
時間上為我節省了半年，費用
方面更是省下了 20W RMB 的
成本，權衡利弊之下，我選擇
把自己的另外一個專業“drop
”掉，毅然決然地投入到了
CCIE的學習當中。

經過半年的學習，我成功
進入到網絡行業，目前已然畢
業，身份穩定，職業發展明朗
，未來的道路光明可期。
LaneCert 快捷培訓-----

政府認證，官方執照，培
訓、實習、就業 一條龍。選
LaneCert 是政府授權的 IT 職
業學校，提供培訓、實習、就
業一條龍服務。

我校擁有兩大“專家崗位
”職業培訓，Licensed Instruc-
tors、小班培訓，800小時授課
（Full-time 3~4 個月），手把
手一對一陪練（頭兩月實際操

作，後兩月考證訓練）
、包教包會直到就業為
止：
• Cisco Internet Ex-
pert 思科網絡專家
• Big Data Expert 大
數據專家
適用人群：

失業人士，留學生
，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者
。

無需基礎，專業不
限。
特色優勢：

可以提供 F-1 各專
業留學生 CPT 或 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良者
提供H1-B機會；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
請免費學習。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 箱 ： info@lanecert.
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
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
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
，Cell: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繫我們，可預
約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 ！

招聘相關工作人員。發展

潛力大，有經驗者優先，無經
驗者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
事業，樂於助人者。

市場開拓者若干名， 無區
域，年齡，性別，背景限制。
有意請附履曆書到 info@lane-
cert.com

我為什麼放棄雙碩士學位，選擇去考CCIE證書
快捷培訓Lanecert 考證實習就業一條龍 !

特會
休斯頓使徒教會在2023年新年到來之際，特別邀請了全美

著名的具神奇醫治恩賜大能的獨立傳道人弗拉蒂 克拉克（Fred-
die Clark）到休斯頓地區舉辦一場醫治特會。

時間：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三年，星期六，下午一點整
（January 28, 2023, Saturday, 1 pm）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In-
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second floor） ， 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713 398 2583

網址： www.houstonapostoilc.org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從

事神奇的醫治事工已有五十多年了，成千
上萬的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們從患有千

奇百怪的疾病：癌症，頭部疾病，心肺疾病，血液疾病，聾啞疾
病，小兒自閉症到普通的背，腿，腳疾病，因他蒙主耶穌所賜的
醫治恩賜的大能，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休斯頓地區的一位牧者，二十年多前因得了一種奇怪的癌症
（醫生無法診斷）被醫院告知只能再活三個月，他的教會剛好邀
請了弗拉蒂 克拉克舉行醫治特會，經過克拉克弟兄的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醫治禱告，這位牧者不僅完全康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
健康地服侍神。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從事醫治事工有一個
很神奇的特點應證他的醫治恩賜來自獨一的真神—主耶穌基督：

他舉行醫治事工特會時，你不需要告訴他你有什麼疾病。聖靈會
啟示給克拉克弟兄，在特會中叫某個人站出來，並當眾說出此人
的疾病名字及症狀。然後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為此人禱告醫治。
數不清的人當場就得到醫治，也有許多人回家以後在不同的時間
段得到完全的醫治。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瘟疫尚未消失，許多人因得了新冠，或因新冠
疫苗的副作用造成了愈多疾病與並發症之時，休斯頓使徒教會特
別舉辦了這次醫治特會來幫助我們的華人同胞，彰顯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慈愛，大能與榮耀。歡迎您本人以及所關愛的家人不要錯
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特別是那些患了醫生不能完全治癒的疾病，
來經歷全能的上帝--獨一的真神的奇妙大能--他的名字叫耶穌
。
救主耶穌愛你!!!

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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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國首匹克隆溫血馬在京亮相
半歲“壯壯”傳承獲獎名馬優良基因 投入競技尚需長期悉心調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

芳 北京報道）中國首匹獲得登

記的克隆溫血馬12日在京與公眾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這匹名為“壯

壯”的小馬駒於2022年6月16日由代

孕馬自然分娩出生，經中國馬業協會認

可的第三方機構進行技術論證和親子鑒

定後，進行系譜登記並獲頒護照，成為

內地首匹獲得認定登記的克隆溫血馬。

專家表示，克隆溫血馬健康狀況良好，

但投入競技還需長時間的悉心調教。

溫血馬是由熱血馬與冷血馬雜交育種出來的
品種。熱血馬通常用來參加速度競賽。舉

世聞名的英國純血馬、歷史悠久的阿拉伯馬都屬
於熱血馬的範疇。冷血馬運動能力較弱，一般用
來進行勞作，或者與熱血馬雜交育成特定用途的
半血馬品種，很少用來騎乘。溫血馬通常性情溫
和，一般是通過熱血馬和冷血馬雜交育成，既保
留一定的穩定性又具有較好的運動能力，比較適
合用來進行障礙賽和盛裝舞步等場地馬術比賽。

克隆馬可參加體育競賽
世界首匹克隆馬於2003年誕生在意大利，

目前意大利、美國、阿根廷、英國和韓國的克隆
馬技術已經成功，2012年國際馬聯明確克隆馬可
以參加比賽。近年來中國馬術運動水平得到長足
發展，數據顯示，作為馬匹數量居世界前列的養
馬大國，因目前國內馬匹無法滿足高級別馬術運
動用馬需求，中國每年進口運動馬匹數量達到
2,500匹，於2020年已經超過3,500匹，在購買
和運輸商的總投入超過10億元人民幣。
北京希諾谷副總經理趙建平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良種馬稀缺及品種改良技術滯後是制約中
國運動馬繁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問題。“2021年，
北京希諾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西塢馬術聯合啟
動了‘克隆溫血馬’項目。‘壯壯’的供體細胞
來自於西塢馬術獲獎無數的溫血馬‘Ursus’，
1995年生於德國的‘Ursus’，2007年被引進到
內地。代孕母體則是一匹國產母馬。國際上克隆

馬的數量比較多，廣泛應用於很多體育比賽，克
隆技術對瀕危馬種動物的保護提供了可能。”
半歲多的“壯壯”十分活潑，跟牠的“媽

媽”供體溫血馬“Ursus”並肩而立十分溫馨。
“壯壯”和“Ursus”毛均為黑色，在額頭、四肢
等局部位置的毛色存在少量差異。對此趙建平介
紹說，“克隆可以保證99.9%以上基因相同，而
毛色存在的差異與表觀遺傳學有關。毛色的多基
因表達存在隨機性，同時體表特徵也會受母體子
宮的環境影響等因素影響，這在遺傳學上目前是
無法控制的。”

克隆將實現良駒批量培育
現場專家表示，克隆馬“壯壯”現在最重要

的是茁壯成長，投入競技還需要漫長的訓練調
教。中國馬業協會會長賈幼陵說，有一些性能優
秀的馬匹個體在出口前已成為騸馬（閹割過的
馬），本身沒有繁殖能力，克隆技術可以保存和
延續這些優良馬匹的高性能運動基因，同時克隆
技術也給瀕危馬種的保護提供了有益探索。
“通過克隆技術能很好地使優秀基因傳承

下來，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良馬的培育成本，實
現良駒批量培育。”北京希諾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米繼東表示，傳統的品種
保存可能是一些精子或者胚胎，未來更希望建
立物種細胞庫，包括珍稀動物、本地化品種、
優秀個體等多種細胞庫，再利用細胞庫進行更
多的探索應用。

瑞典
瑞典是高度發達的國家，國民享有高標

準的生活品質，在體育項目上，喜歡冰球的
人數最多，其次就是馬術。為滿足馬術的需
要，瑞典溫血馬應運而生。但溫血馬的發展
軌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今的瑞典溫血馬
是一種個頭較大、體格結實、用途多樣化的
馬種，在類型上與漢諾威馬和特雷克納馬接
近。

大多數溫血馬起初的育種目的都是為了
農業和拉車，而瑞典溫血馬是專門為了騎
乘，尤其是為軍隊培育所需要的乘用馬。二
十世紀七十年代，軍隊不再使用馬匹，此後
瑞典溫血馬協會獨立控制了育種計劃。

瑞典溫血馬更適合於盛裝舞步和三項
賽，在場地障礙賽中表現不如前兩項突出。

丹麥
丹麥溫血馬的培育歷史很短，迄今總共

才有50年。丹麥溫血馬最早的選育計劃是
於1962年制定的，主要的目的是培育適合
現代競技馬術比賽的運動用馬。

丹麥溫血馬在盛裝舞步項目上表現最
突 出 。 世 界 馬 術 用 馬 繁 育 聯 盟
（WBFSH）是用每個品種評分最高的6匹
馬來評定品種協會的名次，自2008年至
2012年，丹麥溫血馬協會已經連續5年，
居世界舞步馬第3的位置，僅次於荷蘭溫
血馬協會和德國漢諾威馬協會。

荷蘭
荷蘭溫血馬（Dutch Warmblood）是個

新的品種，1958年才在荷蘭開始有血統登
記簿，然而現在已成為世界上最成功、最流
行、最受歡迎的馬術競賽與騎乘用馬。

嚴格的篩選種馬，定期的血統評估，加
上高科技含量的育種研究、紀錄與統計，以
及古老的育馬歷史與農業傳統，讓荷蘭人好
像是天生培育頂級運動馬的專家，這就是荷
蘭溫血馬今天成功的原因。近年的奧運會
上，不少國家的馬術代表隊都是騎着荷蘭溫
血馬參賽並為自己的國家贏得獎牌。

◆來源：新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西
塢馬術執行董事欒樹表示，克隆溫血馬是馬匹繁
育的一次創新性突破，為中國馬術用馬儲備提供
了一種新的途徑，“雖然克隆馬具有與供體馬匹
相同的基因，但馬匹的運動能力仍需要後天調教
訓練才能達到較高水平。”

溫血馬三歲時才能開始調教
欒樹在現場展示了“壯壯”從出生到現在每

個階段的紀念照。欒樹說，培育克隆馬是一個新

的開始，“純血馬周歲或者兩歲就可以出賽了，
溫血馬要等到三歲時才能開始調教，現在最重要
的是讓牠茁壯成長。”
“馬術是三分騎手七分馬。”欒樹表示，克

隆本身只是完成了基因的複製和延續，接下來
“壯壯”的健康成長和調教依然需要付出時間和
精力，今後能夠展現優秀的運動性能，更離不
開馬主、教練、騎手、飼養、獸醫長期不懈、
數年如一日的訓練和餵養。接下來，他會帶領
團隊探索觀察克隆馬是否會有特殊的生物特

性，記錄對比克隆馬在飲食、休息、睡覺、調
校訓練等各方面的變化差異，“克隆馬這條路
還很長，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優良的克隆馬誕
生。”
中國馬業協會理事長岳高峰表示，很多優

秀的溫血馬年齡偏大，因為有些溫血馬需要在
後天長期的調教、比賽、訓練中才會展現特別
優秀的潛質，借用克隆技術可以繁育出更多優
秀的溫血馬個體，豐富溫血馬數量，促進中國
馬業發展。

為中國馬術用馬儲備提供新途徑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
自己專屬的溫血馬品種，
其中像是瑞典、丹麥、荷
蘭，甚至直接將馬兒命名
成溫血馬。

各國專屬溫血馬品種
	
��

◆◆克隆馬克隆馬““壯壯壯壯””與人互動與人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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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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威馬汽車借殼Apollo出行上市
發逾158億元收購作價新股 佔擴大後股本63%

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和周凱旋曾

為主要股東的Apollo 出行，前稱為

“力世紀”及“奧立仕控股”，12日發公告

指計劃收購威馬汽車全部股權，作價158.54

億元（港元，下同），全數透過發行新股支

付，將會發行288.25億股新股，代價股份相

當於佔配股後股本的63.27%，每股作價0.55

元，較股份上日收市價溢價1.15倍。完成交

易後，即是威馬汽車變相借殼Apollo出行上

市。Apollo 12日收報0.233元，跌8.62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植信投資研究院12日發布2023年宏
觀經濟展望報告，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
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計，今年中國GDP
有望恢復到5%至6%的潛在增長水平，經
濟增長目標可能設定為不低於5%，穩健
貨幣政策向鬆調節空間增大，但央行會堅
持不搞“大水漫灌”以維持物價基本穩
定。

連平分析，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
設定為不低於5%，這樣既向潛在增長水
平修復，又不至於對政策提出過高要求，
同時也能符合遠景目標進度的要求，“尤
其是在國際環境極為嚴峻、壓力持續增大
的條件下，避免經濟增速過低甚至失速，
保持平穩適度的增長是十分必要的。”

穩健幣策向鬆空間增大
他認為，今年穩健貨幣政策將繼續加

大金融調控力度，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
裕，為經濟運行企穩回升提供持續且充足
的資金支持。因主要發達國家緊縮性貨幣
政策可能趨緩，輸入性通脹壓力逐步減
輕，內地物價總體上會相對平緩，穩健貨
幣政策向鬆調節空間將會增大。

他又稱，央行將會通過逆回購，
MLF、降準等貨幣政策操作適度調節基礎
貨幣投放量，但會堅持不搞“大水漫灌”以
維持物價基本穩定；並將繼續推動市場利率
穩步下行，加大金融調控的精準度，尤其會
加大對消費與房地產的信貸支持，房地產市
場有望在二季度後半段逐步走出“低谷”。

連平又指，年內美元指數料回落，但
整體仍將處在相對高位，人民幣匯率在雙
向波動中可能有一定幅度的升值。他分析
指，隨着內地資本市場開放及人民幣國際
化兩大進程的推進，現在A股市場走勢越
來越與人民幣匯率相關。

A股北向資金連續7日淨流入
至於A股大盤12日走勢平淡，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163點，漲1點或0.05%；
深成指報11,465點，漲26點或0.23%；創
業板指報2,458點，漲12點或0.51%。兩
市共成交6,815億元（人民幣，下同），
或因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漲，北向資
金淨流入94億元。今年以來，除1月3日
首個交易日北向資金淨流出6億元外，其
他7個交易日均錄得淨流入，年內已累計
淨買入約506億元。電機、航天航空、證
券、風電設備等板塊領漲。但大消費板塊
顯疲態，旅遊酒店、釀酒、商業百貨等板
塊未能止跌。

◆威馬2021年售出44,152輛電動乘用車，按年增長逾
一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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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1月12日發布的統計，
2022年中國汽車產銷延續增長態勢，分別完成
2,702.1萬輛和2,686.4萬輛，同比增長3.4%和
2.1%，汽車產銷總量連續14年穩居全球第一。
不過，2022年12月汽車銷量255.6萬輛，同比
下降8.4%，環比下滑18.2%。其中，新能源汽
車銷量81.4萬輛，同比增51.8%；全年累計銷
量達688.7萬輛，同比增93.4%。

中汽協此前數據顯示，去年11月中國
汽車銷量232.8萬輛，同比下降7.9%，環比
亦下滑7.1%；去年1月至11月累計銷量
2,430.2萬輛，同比增3.3%。中國汽車工業
協會分析，從全年汽車銷量情況來看，1月
至2月開局良好，產銷穩定增長。3月至5月
受吉林、上海疫情衝擊，產銷受阻，部分地
區汽車產業鏈衝擊，汽車產銷出現斷崖式下
降。6月開始，購置稅優惠落地、廠商促銷

疊加去年同期因缺芯問題基數較低，汽車銷
量迅速恢復並實現較高的同比增速。

進入四季度，受疫情衝擊，終端消費市
場增長乏力，消費者購車需求釋放受阻，汽
車產銷增速回落，與過去兩年相比，產量和
批發銷量並未出現往年和預期政策結束應產
生的年底翹尾現象。中汽協預測，在芯片供
應短缺等問題有望得到較大緩解的情況下，
預計2023年汽車市場增長3%左右。

去年中國新能源車銷量飆近倍

Apollo出行董事長何敬豐12日回應稱，收購事項與集
團多年來於高端汽車市場銷售及分銷
Apollo品牌方面累積之經驗及內部專有
技術將互惠互利，藉此集團預期將加快
進一步發展，推出更全面的產品系列。
Apollo出行12日曾升至最高0.34元，升
幅達46%，但隨後急速轉跌，收市報
0.233元，全日跌8.6%，市值為22.4億
元。

配售逾71億股 籌35億
公司建議進行配售事項，以籌集資

金擴充業務。將按每股0.55元，向6名
獨立承配人配售最多71.23億股，料淨
籌總額約35.26億元。公司指，當中約
20%用於償還部分臨時融資及其他當時
現有借款；約70%用於進一步發展其設
計、開發、製造及銷售高性能頂級超跑
及智能電動乘用車以及提供出行技術解
決方案業務；約10%用作經擴大集團的
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公司指，擬繼續經營WM Motor
Global Investment的智能電動乘用車業
務，鞏固其作為領先出行技術解決方案
供應商之一的市場地位並堅持發展其專
有的未來出行技術。集團將利用針對性
全球營銷及分銷網絡，於中國及全球推

出一系列豪華智能電動乘用車車型，預
期經擴大集團的業務將受惠於即時的增
長。

威馬年內5款新車上市
但Apollo出行補充，公司將被視為

上市規則第14.54條項下之新上市申請
人。經擴大集團須能夠符合上市規則的
基本上市資格規定。公司亦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九章所載有關新上市申請人的程
序及規定。因此，收購事項亦須經上市
委員會批准。

根據文件資料，威馬是由吉利前副
總裁沈暉創立，2021年售出44,152輛電
動乘用車，按年增長逾一倍。威馬除了
在今年推出M7外，預計將有五款車型
投放市場。威馬已獲得百度和騰訊等支
持者的投資，百度更計劃將自動駕駛系
統整合到威馬中。

資料顯示，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和
周凱旋曾為公司的主要股東，但在2021
年12月15日，李嘉誠及周凱旋均大幅
減持股份，兩人持股量分別由9.1%降至
4.93%，及由7.39%降至4.93%，兩者的
持股均低於5%的必須披露水平。現時
李嘉誠和周凱旋僅小量持有可換股債
券，若悉數轉換，兩人相當於持有
Apollo出行的0.34%及0.48%股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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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保障民眾土地權益，全面推
動數值法測繪方式辦理地籍圖重測，2022年在 「地籍圖重測三箭
齊發」的基礎下，推動 「地籍釐整新四計」，辦理農地重劃地區
地籍整理數值法測量作業，計畫數涵蓋範圍全臺最多，精準測量
，保障民眾權益，地籍整理後免費埋設制式界標，替市民省下每
筆4000元鑑界費用。

地政局吳存金局長表示，許多尚未重測的地籍圖，因年代久
遠加上現在的地形與日據時期測量的地貌有很大的改變，已不合
使用，但地籍圖又是測量的根基，為不讓民眾財產權益受損，於
縣市合併後積極辦理地籍釐整作業。

臺中市除配合內政部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期程，逐年辦理約
1 萬筆土地重測外，為加速釐整地籍圖資，乃自行籌措經費於
2013年推動 「臺中港特定區地籍圖重測」、2016年推動 「大臺
中地區地籍圖重測」及2022年推動 「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圖整
理計畫」，結合中央計畫與市府自行推動計畫，每年約辦理2萬
3000餘筆土地，四大計畫同步推行，推行計畫數全國第一、更新
圖資進度有感。

吳存金局長說，數值法測量最大的特色除了不受年代影響保
存品質外，精確的數據還能作更多加值應用。過去傳統測量採人
工用圖解法方式測量後繪於膠片及圖紙上，但受限圖紙因年代久
遠而伸縮、破損，加上人工測量繪圖精準度有誤差，造成過去的
資料不僅保存不易且難以判讀。

吳存金局長表示，現行推辦地籍釐整計畫全數以數值法方式
測量，採用GPS接收儀、全測站經緯儀測量，經由電腦輔助系統
可以測算各點位的坐標，測量成果誤差小，且面積以電腦依照界
址坐標計算，地籍釐整後的地籍圖面積、土地權狀面積均與現地
相符，圖資成果以數值形式保存，不受保存年代影響成圖精度，
確實減少民眾土地使用疑義、紛爭。吳存金局長再表示，測量是

技術，部分民眾會排
斥做地籍整理，要讓
民眾清楚了解法定程
序及測量過程，大多
數民眾理解後都願意
做地籍重測；另一個
困難點是，因年代久
遠，地形地貌變化大
，部分界線人員無法
進入，需運用新技術
如衛星定位測量儀、
無人機等，得到影像
，輔助測量作業進行
。

臺中市 2011 年至
2021 年間辦理約 23 萬
筆土地重測，2022 年
創新推動辦理農地重
劃地區地籍整理作業
，當年就辦理約 2 萬
3100 筆重測作業，連
續 11 年獲得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評鑑優等
肯定。2022 年啟動的
10年計畫預計可完成6
萬8000餘筆土地重測，2023年預計再辦理2萬1200餘筆土地重
測。

吳存金局長表示，經過重測後地籍圖改為數值坐標儲存，利

於保管應用，且地籍圖、現況及都市計畫一致，提升後續辦理土
地複丈精度，消弭經界糾紛，還有一點是可以 「幫市民省錢」，
作業期間會免費埋設制式界標，讓民眾節省每筆4000元鑑界費
用，每年辦理可節省市民約9300萬餘元。

（中央社）新竹棒球場工程爭議不斷，隨後有不少網友陸續
針對竹市其他公共工程展開論戰，網紅 「館長」陳之漢日前在直
播中，大批南寮漁港整治工程是傾倒廢土，甚至懷疑有人謀不臧
。新竹市議員楊玲宜則在臉書駁斥館長說法，強調淤土是用於海
岸修復工程，而非傾倒廢土。

楊玲宜在臉書駁斥館長，錯把青草湖淤土堆置在南寮漁港南
側的海岸修復工程，誤以為是隨意亂傾倒廢土，她說明，早在前
新竹市長林政則時期，被清運上岸的南寮漁港淤土與青草湖的淤

土，都會被載至漁港南側堆置，作為修復海岸線、植栽土層的基
礎。

她指出，主要因南寮漁港海岸線長年被侵蝕，為了國土保護
，回收再利用的淤土堆置在海岸線上，可以減緩海岸線被侵蝕的
速度，藉由原漁港清淤的土埋在較下方的土層，適合植栽的淤土
覆在距離地表較近的土層，且在高潮線上，以緩坡恢復自然海岸
的地形。

楊玲宜也說，2020年從青草湖清運上岸的淤泥，由太空包完

整包裝並暫時堆置於南寮漁港的南側，同年爭取補助辦理 「新竹
17公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工程二期-環境再生工程開工典禮」，
進行930公尺的海岸線再造計畫，是為海岸線修復工程，復育與
保護西海岸海濱生態。

楊玲宜也貼出相關改善成果效益圖，強調這些淤土是以近自
然手法修復海岸、串聯沙灘，該工程還獲得第四屆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金蘋果佳獎肯定，批評館長不該對不了解的議題胡亂開槍
，甚至不斷惡意製造錯誤資訊，散布錯誤資訊。

館長指廢土傾倒南寮漁港 竹市議員楊玲宜斥：不懂還亂開槍

（中央社）農曆年即將到來，高市府觀光局應景在蓮池潭、
金獅湖、崗山之眼、月世界、旗津等風景區布置由插畫家劉孜孜
巧手繪畫的超大兔年春聯，並提供高雄市兔年春聯讓遊客索取，
除了打造新打卡點，也讓高雄各景點增添新春喜氣。

高市府觀光局表示，擺設在各景點的兔年大型春聯是由素人
插畫家劉孜孜所創作，她以活潑可愛兔子和各景區代表意象發想
，繪製一系列高雄景區專屬春聯。

左營蓮池潭以保生大帝及北極玄天上帝為畫作主角，以示左

營地區眾神明護佑地
方，對神明表達崇高
敬意；金獅湖蝴蝶園

則以兔子與蝴蝶共舞為主題創作，崗山之眼主要特色為琴頭塔柱
搭配懸吊琴弦造型，春聯畫作特別呈現兔子彈琴，詮釋崗山之眼
的獨特性。

另外，月世界擁有獨特的惡地形，特別在此設置嫦娥奔月的
造型，完整呈現月世界獨特意象，並在月世界遊客中心設置大型
兔子叼紅包的大型帆布，而旗津則以兔子飛越旗津地標 「黃金海
韻」為主題，象徵突飛猛進之意。

高市府觀光局長高閔琳指出，蓮池潭、金獅湖廟宇林立，原
本就有過年、過節氛圍，蓮池潭更是今年高雄燈會舉辦場地，而
金獅湖則有全國最大的網室蝴蝶園，蝴蝶諧音 「福蝶」也具吉祥
象徵，年節期間相當適合全家大小到金獅湖賞蝶。

另外，崗山之眼擁有造型獨特的天空廊道，月世界惡地地形
全國知名，旗津海岸的波波草、藍眼淚也各具特色。

高閔琳表示，今年春節連假長達10天，是家人團聚出遊的
最佳時機，而高雄市風景區除了漂亮還兼具人文特色，由於農曆
春節將近，他們在各風景區布置吸睛的超大兔年春聯，歡迎各地
民眾到高雄走春。

臺中推地籍釐整新四計
保障民眾權益 計畫數量全臺第一

（中央社）有長榮航勤員工想加入長榮航勤企
業工會發現遭阻擋，為此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長榮
航空企業工會、員工在桃園市政府前陳情，要求桃
園市長張善政不應漠視問題。另不滿官員尚未收陳
情書就先離開，陳情者一度試圖進入市府，與警方
爆發推擠。

長榮航勤員工元旦集體請假癱瘓航班，爭取到4
萬元的激勵獎金。員工發現想加入長勤工會卻找不
到理事長等工會幹部，要求桃園市政府協助。13日
至市府前陳情，高喊 「張善政責無旁貸」。

陳情者說，要求加入長勤工會，卻被說還需要
「開會討論入會流程」，質疑目前工會現有33人是

如何加入？另有人可以直接遞交申請書入會，有人
卻要開會討論？陳情者說，張善政12日受訪說已經
「非常非常積極協助」，就不應該漠視長勤拖延員

工加入工會的權利。

陳情者也要求，市府應該提供工會幹部名單給
基層員工，並提供會員大會選舉紀錄，提供長勤工
會最近一次理事會及會員大會紀錄以及提供勞資會
議選舉資料。

另陳情者不滿官員先離開，一度試圖進入市府
找張善政陳情，與警方爆發推擠，最後協調由代表
進入勞動局。且當時張善政人在復興區出席行程，
並不在府內。

勞動局表示，有關長勤員工入會，勞動局第一
時間已經發文給工會，要求工會不得拒絕員工入會
，若工會違反法令，可以要求限期改善，若未改善
就可以撤免理監事職位。勞動局也要求長榮航勤工
會盡快透明入會管道，並依章程審核入會申請，勞
動局也會審查入會狀況，目前持續和工會聯繫，工
會也回應會趕快研究入會管道。

入工會被拒桃市府前陳情 長榮航勤員工：張善政責無旁貸
失智翁拖行李箱徘徊大街
警帶回恰遇家屬報案

（中央社）台中市新社區67歲劉
姓老翁，穿著拖鞋帶著行李箱在街上
徘徊，民眾發現後報案，警方先將老
翁帶返所內休息、查證身分時，剛好
遇上其家屬著急前來分駐所報案協尋
，看見老翁坐在分駐所終於放下心中
大石，頻頻向警方道謝。

東勢警分局表示，新社分駐所日
前11時許接獲報案，稱一位老翁拖著
行李箱在街上徘徊許久，疑似迷途，
新社所警員李柄逸到場後立即上前關
心。

老翁不告知自己姓名與住家地址
，身上也無攜帶任何證件，李員見老
翁一臉疲倦，先將其帶返所休息再查
證身分，返所後剛好遇上著急在尋找

老翁的家屬前來分駐所請求警方協尋
。

劉翁女兒表示，早上起床時，發
現父親不見十分焦急，因患失智情形
深怕發生危險，因此心急如焚沿著住
家附近四處尋找。因四處尋找未果，
立即至分駐所報案請求警方協尋，恰
好發現人就分駐所，萬分感激警方協
助。

新社分駐所所長藍忠明呼籲，家
中有年邁長輩應隨時留意其動向，長
輩如有迷途走失風險，可在衣物或身
上配件留有姓名及聯絡電話，或向相
關單位申請防走失愛心手鏈，已備不
慎走失時，能得到即時的協助。

高雄景點飄年味
超大兔年春聯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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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等了20年！行政院今日核定捷運汐東線，
新北市長侯友宜感性在臉書發文表示，這一條捷運，汐止人
等了20多年，新北市全力爭取推動終讓汐東捷運線實現，
北北基生活圈再升級，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要實現汐止人
20多年的殷切期盼。」

侯友宜說，為加速推動汐東捷運，新北市將加速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作業、配合交通部國產化政策目標及基隆捷運與
汐東捷運機電系統一致化，與交通部共同研商如何納入招標
文件，併行工程經費提報工程會審議及招標文件準備，確認
可以動支預算後盡速招標，期待儘速完成工程經費審議及招
標與評選出廠商，以利接續開工，並預計在核定後9年半完
工。

以下為侯友宜臉書全文：
這一條捷運，汐止人等了20多年，新北市全力爭取推

動終讓汐東捷運線實現！北北基生活圈再升級！
民眾的需求，是我們最關心的事，為了改善汐止聯外及

內部交通，提升民眾通勤往返的便利性，新北市全力推動爭
取汐東捷運，在各方奔走協調下，晚間終於接獲行政院核定
通過汐東捷運計畫的通知。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要實現汐止人20多年的殷切期盼
。在這漫長的等待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汐止人不斷在希
望與失望中徘徊的無奈，對於民眾的心聲，我始終不敢忘記
，過程中一再極力爭取，對於所有該承擔的責任，新北市絕
對勇於面對，現在終於盼來計劃核定，期望未來中央、地方

一起努力，為了北北基生活圈的共好繼續打拚！
汐東捷運計畫全長約5.5公里，共設置6座車站及1座機

廠，總建設經費376.93億元，其中基隆捷運計畫分擔98.47
億元。雖然，新北市人均統籌分配款長年是六都最低，各大
建設也亟需經費，但只要是為了人民好，能夠帶動新北、台
北、基隆的共同發展，新北市責無旁貸，將優先負擔其中的
220.5億元，並願意與中央在基隆捷運營運計畫有共識前提
下，承擔起基隆捷運的興建與營運，並視基隆捷運計畫核定
狀況，編列後續預算。

為加速推動汐東捷運，新北市將加速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配合交通部國產化政策目標及基隆捷運與汐東捷運機
電系統一致化，與交通部共同研商如何納入招標文件，併行
工程經費提報工程會審議及招標文件準備，確認可以動支預
算後盡速招標，期待儘速完成工程經費審議及招標與評選出
廠商，以利接續開工，並預計在核定後9年半完工。

我們也期盼，未來除了藉由汐東捷運線，改善汐止地區
交通問題，中央推動的基隆捷運計畫也能加速提報及核定，
台北端的民生線並能接續推動，以更便捷的綠色運具，串聯
起內湖、南港、社后、樟樹灣、保長坑及北五堵新市鎮等產
業區，打造北北基生技產業廊帶，提升共同生活圈的便利性
。

「帶給民眾更好的生活，不分你我、不分顏色，永遠是
我們最優先的目標！」

捷運汐東線核定了！ 侯友宜：
要實現汐止人20多年的期盼

（中央社） 「呼吸不到空氣
」、 「好像快要死掉了！」11歲
的廖小妹妹去年突然發燒住院，
因蜂窩性組織炎引發敗血症，使
用葉克膜維生長達4個月，爸媽
十分擔心女兒撐不到最後，肺葉
移植是她的最後一線生機；經台
大醫院團隊審慎評估，由女童父
母各捐一部分肺葉，歷經 15 小
時手術，順利完成國內首例 「活
體肺葉移植」，在住院長達7個
月後，廖小妹妹終於在昨天盼到
出院的日子，台大醫護團隊都為
她感到開心， 「妹妹臉上的笑容
，是我們最難忘的新年禮物」！

等不到器捐 父母無懼切肺
救女

廖小妹妹的主治醫師、台大

醫院胸腔外科主任徐紹勛表示，
女童去年5月因為蜂窩性組織炎
住院，6月裝置葉克膜，後來因
病情加重，轉至台大醫院治療。
他回憶，初次看到廖小妹妹時，
她已使用葉克膜3個月，雖然意
識清楚，但躺在病床上非常虛弱
，即便配戴氧氣，血氧濃度僅有
77％。

由於雙側肺部嚴重受損，器
官移植是廖小妹妹唯一續命選項
，但國內包括腦死、心臟死後捐
贈等大愛器官來源非常稀少，很
多病人因為等不到器官而過世。
由於廖小妹妹的情況越來越差，
台大團隊提出活體移植的選項，
爸媽很快就同意了，廖爸爸說，
他們不害怕切下部分肺葉，唯一

擔心的是自己有高血糖問題，如
果沒通過評估，就無法捐肺救女
兒。

4組醫護團隊 歷經15個小時
手術

去年 10 月 27 日，廖小妹妹
的爸媽分別捐出部分的右下和左
下肺葉，手術過程歷經 15 個小
時，同時出動4組醫護團隊，順
利完成國內首例活體肺葉移植。

雖然移植手術很順利，但復
健又是一大關卡。徐紹勛說，小
朋友的復健計畫，往往比大人更
難執行，每一小步對她來說，都
是艱辛的一大步，為了鼓勵廖小
妹妹，護理師總是和她一起綁上
沙袋、陪伴她踏出穩健的步伐。

用爸媽的肺呼吸 廖小妹慶重生 漁會批影響環境生態 籲政府向日本抗議
（中央社）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福島第

一核電廠核廢水，經日本政府拍板定案，擬
在春夏之際排放大海，基隆區漁會聽聞後表
達遺憾，希望日方在排放核廢水時能妥善處
理，但無論如何都必定會影響全球環境生態
；蘇澳區漁會則痛批日本不負責任，政府應
對日本提出質疑與抗議。

基隆區漁會總幹事陳文欽表示，目前還
不清楚日方確切排放核廢水過程，照理來說
，應該要經過一定程度檢測及處理後再排放
，他希望日方能在這件事情上謹慎小心處理
；另希望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能在日方真的
排放核廢水後，協助民眾密集監測，以確保
民眾安全。

他指出，核廢水含有輻射線，對海洋環
境而言相當危險，排放核廢水也勢必會影響
全球環境及生態，希望日方能更加謹慎。

聽聞日方將排放福島核廢水消息後，1
名基隆市休閒漁業船長先表示驚訝，接著感
歎地說，日方此舉將重傷台灣沿近海漁業與
經濟。

蘇澳區漁會總幹事陳春生則痛批，日本
以海洋立國，竟排放核廢水，毫無大國風範
，做法也未受到國際認可，或向鄰近國家說
明， 「難道我們的核廢料、廢水也可以排放
到海洋嗎？」日本是泱泱大國，可是做出來
事的卻是小人做法。

宜蘭縣延繩漁會協會總幹事林新川說，
如果排放的核廢水會影響台灣，當然要跳起
來，台灣的魚如果賣不出去，那是大事；但
他也指出，環太平洋洋流以順時鐘流動，日
本排放核廢水首當其衝就是加拿大、美國，
會不會影響環境或魚類，都必須要用科學數
據來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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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美國移民局將於 3 月份註
冊今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籤程
序。
H1B工作簽證簡介

H1B 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
從事工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
師、律師、會計、研究員、高
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
。 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
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
綠卡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
H1B申請)，在此期間並可變換
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
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
最常申請的簽證，核准時間三
至六個月不等。 H1B簽證的配
偶與子女，可以申請 H4 簽證
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
申請入學，但一般情況下不可
以在美國工作。 H1B身份的配
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工作
：H1B 持有人的 I-140 職業移
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H4
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H1B持有
人已經處於H1B六年以後的延
期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
學士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
關工作經驗也符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
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
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H1B 簽 證 每 年 的 配 額 為
85000，目前通過電腦隨機抽籤
的方式選擇可以遞交材料的申
請人。在第一輪抽籤中，所有
申請人不論學歷高低，都在65,
000 個常規配額中參與抽籤。
在第二輪抽籤中：首輪沒有中
籤的美國碩士或碩士以上學歷
的申請人，再參與高學位 20,
000個名額抽籤。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

案主要包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是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構」； 比

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其附屬
機構。
H1B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2001年7月30日
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申請人
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支付$2,
500 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
求移民局加速審理案件，移民
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否批准,補
件或否決該申請。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
民局承諾退回加急費。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USCIS）從
12月12日起為申請入籍的合法
永久居民自動延長綠卡有效期
24個月，符合資格的申請人無
需再遞交I-90表格。移民局的
N-400收據和已經逾期的綠卡
，可以成為繼續留美的資格證
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或之後
遞交N-400申請的，都可按照
新法規處理，但在這個日期之
前申請入籍的人，不會獲得自
動延期的收據通知，綠卡如果
逾期也必須提交I-90表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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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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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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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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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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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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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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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為修建邊境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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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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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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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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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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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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22年12月16日，瓜達爾港
烈火熊熊，四座油庫，16艘郵輪被毀，
損失無法估量，有消息稱這是俾支路解
放軍發動的又一起恐怖襲擊，但巴基斯
坦外交部通報，事件原因是機械故障導
致氣體洩漏，引發爆炸的事故。巴方通
報也表示，"進一步調查正在進行當中
"。境外媒體引述目擊者陳述，爆炸引
燃了汽車引擎。而據鳳凰衛視資訊台採
訪中方受傷人員，該受訪者表示突然「
車底一聲巨響」，綜合媒體現有的報導
，此次事件得出「機械故障引發爆炸」
這一結論的難度較大。

同月12日下午，阿富汗喀布爾市中心
中國人開的桂園酒店遭遇恐怖襲擊，三
名阿富汗安保人員犧牲，六名中國人躲
避中跳樓骨折，此次恐怖襲擊據稱為
ISIS,分支ISKP所為。

時間如此之近，很難免產生聯想，兩
起針對中國人的恐怖襲擊是否有內在的
關聯。自從中國政府經略西亞，穩固西
北邊陲，進而提出"一帶一路「國家級
合作倡議」以來，西亞是最重要的橋頭
堡，特別是巴基斯坦國，是中國投資專
案最多，經營時間最長，也是雙邊關係
最穩固的國家，同時也是針對中國人和
中國項目恐怖襲擊最多的國家。

中國對巴基斯坦主要投資在電力、能
源、、建材、交通等基礎專案，其中以
瓜達爾港口及城市建設為最：瓜達爾港
至中國喀什輸油管道、瓜達爾至中國喀
什鐵路、瓜達爾至中國喀什快速路、開
伯爾50萬噸鋼廠、塔爾330MW燃煤電廠
、寶沃水泥廠、巴基斯坦賈姆肖羅
1320MW燃煤火電廠、蘇基克納裡（
SK）水電站、巴基斯坦達蘇2160MW水
電站、吉拉姆河流域卡洛特梯級水電站
、赫維利1230MW燃氣聯合迴圈電站等
等。

這些項目的開工並建成，將大大促進
巴基斯坦的基礎建設，擴大就業，並促
進當地就業，帶動經濟發展，從而改善
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在巴基斯坦
實際投資已經達到200多億美元，合同
項目高達460億美元，預期投資將更多
。這必定會創造一個繁榮的中巴經濟走
廊，同時穩固中國的石化能源通道。

就瓜達爾港為例，中國接手建設14年
並租賃46年經營權該港口以來，瓜達爾
港的貨物輸送量成為卡拉奇的十倍，
2022年的輸送量已經達到6萬餘噸。並
且在中國支援下，瓜達爾港陸續擁有了
防波堤、海水淡化廠、雙車道高速公路
、醫院、國際機場等，甚至為當地建設
了職業技術學校，中學等，為當地培養
技術人才。瓜達爾港已經具備完整產業
鏈的港口，更是致力於將其發展成為一
個集各項功能的綜合體。

這一系列的投資，使得當地就業率大
增，同時，瓜達爾港城市人口也從20萬
增加到200萬，有望成為巴基斯坦的「
深圳特區」，成為巴基斯坦的經濟技術
領頭羊。

然而，就是這樣有益於中巴兩國人民
的合作專案，歷年來卻不斷遭到恐怖襲
擊。

2018年11月23日 ,"卡拉奇總領館襲擊
案",造成2名巴基斯坦警衛遇難。

2019年5月11日"瓜達爾港明珠洲際酒
店恐襲案"，造成一名酒店保安死亡、
多人受傷（無中國公民被波及）。「俾
路支解放軍」下屬「馬吉德旅」隨後宣
稱對襲擊事件負責，稱「襲擊目標是酒
店內的中國及其他外國投資者」，要求
「所有外國勢力特別是中方，立即撤出
俾路支省專案，否則將面臨更大規模襲
擊」。

2021年4月,在奎達市塞雷那酒店,發動
針對中國駐巴大使的襲擊活動。

2021年7月14日「達蘇恐襲案」，中
國企業承建的開普省達蘇水電站專案出
勤班車正在公路上行駛，突然一輛裝滿
爆炸物的汽車迎面開來，以極快的速度
撞上了班車。「轟」的一聲巨響，汽車
爆炸，班車也在爆炸後墜崖。此次爆炸
共造成13人死亡，其中9人是參與該專
案的中國公民，另有28名中國公民受傷
。巴方在查驗了自殺爆炸者殘骸後確認
，兇手並非巴基斯坦人。當時巴內政部
長稱，此次事件是「極端組織」受某些
外部勢力指使幹的，目的是挑撥中巴關
係。

2021年8月20日「瓜達爾東灣快速路
專案恐襲案」，一名中方人員受了輕傷
，兩名當地兒童死亡，多人受傷。事發
後，"俾路支解放軍"宣佈對這起恐怖襲
擊負責。

2022年4月26日「卡拉奇汽車爆炸案
」，三名遇難者均為卡拉奇大學孔子學
院的中方工作人員。事件發生後，「俾
路支解放軍」宣佈對這起恐怖襲擊事件
負責。

這只是所有大小恐怖襲擊的一部分，
還有更多針對巴基斯坦本地居民和政府
機關軍警的恐怖襲擊。

這些恐怖襲擊的背後，有民族分裂勢
力，也有強烈的地緣政治因素。

從目前巴基斯坦境內的局勢來看，在
巴基斯坦開展恐怖襲擊的組織有：俾路
支解放軍、巴基斯坦塔利班和ISIS-K。

「俾路支解放軍」已經被巴基斯坦、
英國、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認定為
恐怖組織，該組織活躍在巴基斯坦與阿
富汗接壤的俾路支省，以武力對抗巴政
府。近年來，該組織開始將目標對準在
巴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公開資料顯示
，「俾路支解放軍」尤其是其下屬的「
馬吉德旅」近年來曾多次對在巴中國公
民和中資企業發動襲擊。

「巴基斯坦塔利班」，簡稱「巴塔」
。9·11事件之後阿塔因為庇護本·拉登而
被美國擊潰，殘餘成員逃入巴基斯坦之
後，促成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形成。起
初巴塔是阿塔的一個重要分支，之後巴
塔的主要目標是推翻巴基斯坦政府，與
阿塔也分道揚鑣甚至針鋒相對。

「 ISIS-K」 全 名 為 「 Islamic State 
Khorasan」（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
其中的「Khorasan」（呼羅珊）是一個
歷史名詞，指的是包括如今阿富汗以及
中東和中亞部分地區。作為「ISIS」在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支組織，它通常
被稱為「ISIS-K」或「IS-K」。

這三個組織中俾路支解放軍是當地分
離主義勢力，巴塔與IS-K互有交集且與
中國新疆勢力有交集。

據觀察，這些恐怖集團，針對中國人
和中國項目襲擊原因有四點:

第一個原因是連累。恐怖組織和分離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David Wordman

聯合國宣佈，今年，2022，11月15
日，全球總人口突破80億。但富庶國家
普遍生育率降低和老齡化越來越嚴重。
到2050年，發達國家的總人口將減少，
老齡人比例將升到50%。

中國未富先老，同時生育率下降特
快。重視人口問題的先驅易富賢說，人
口減少和老齡化是中國最大危機。現在
中位年齡是42歲（印度是28歲），到
2035年是49歲，2050年將爬到56歲，社
會的生命力衰退，生產力急降，生存都
有問題。

1． 數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小
組預估，2021年以後，中國人口將以年
均1.1%的速度下降，到2100年，總人口
將降到5億8700萬。

社科院2019年1月的《人口與勞動綠
皮書》稱，1980年代的婦女生育率是
2.6，高於替換死亡率的2.1。但2021年降
到1.15。降率幾乎60%。

統計局、衛健委的資料稱：2016年至
2021年新出生人口數連年下降，從
1883萬 、 1765萬 、 1523萬 、 1465萬 、
1200萬、降到1062萬，五年下降44%。

以淨增人口計， 2017-18年為 530萬
人，次年467萬，到2019-20年只有204
萬。兩年陡降62%。

關於初婚人數，統計局《中國統計年
鑒 2022》 稱 ， 2013年 初 婚 人 數 曾 達
2385.96萬人，2021年降到1157.8萬。八
年降51.5%。

就以上幾個隨機取樣的數據看，中國
人口問題確實極端嚴重。

2.  生育率低的原因：大城市有戶口
的中產層居民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與其
他發達國家相似：a.  育齡婦女數量減
少，婦女晚婚晚生育；b. 職場競爭激
烈，婦女生育在職業和事業上付出的代
價太大;  c. 婚育成本上升，負擔沉重，
生育意願下降；d.  婚戀和子女觀念變化
等等。

中國整體沒有脫貧，卻未富而不育，
還有其特殊的原因。

a）佔人口大比例的所謂底層人口，
與城市中產階層的觀念不同，一般比較
願意保持自然生育率。但大陸有兩個制
度，挫折了他們的生育意願。一是階級
制："農民階級" 地位最低，收入最少，
而階級身份不能甩脫，外出不論在工礦

勢力最大的威脅來自巴基斯坦政府，政
府軍是他們的頭號敵人。而中國跟巴基
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無論巴基
斯坦的總統是個文官還是軍人，全都認
可並推動這種關係，根據"敵人的朋友
也是敵人"理論，中國必然會被敵視。

第二個原因是環境與空間憂慮。在
中巴兩國的經濟合作中，創造了大量的
工作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加上生活
變好了之後，加入恐怖組織的人越來越
少。中巴經濟合作持續展開，會有更多
的工作機會，巴基斯坦會更繁榮，軍事
實力也會同步發展，屆時恐怖組織及分
離勢力，就無生存空間，也無人力資源
，所以他們要破壞這些經濟合作。

第三個原因是被誤導。在美國及其
盟友掌控的宣傳機器下，中國新疆地區
伊斯蘭被描述得毫無自由且被壓榨，而
巴基斯坦的媒體過度自由甚至受西方勢
力的控制，在這方面添油加醋，以至於
認為中國新疆伊斯蘭過得連他們都不如
，產生了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的可笑想
法，為此無差別地攻擊在巴基斯坦的中
國人，迫使中國改變民族政策。

第四個原因是唆使。恐怖組織需要
資金支援，此三個恐怖組織，霸佔礦區
，販毒，還有控制區苛捐雜稅等基本收
入維持外，再就是美國、印度的資金支
援與軍事情報培訓。這也是這些恐怖組
織總能再命懸一線後，又能死灰復燃的
主要原因，第四個原因才是最難麻煩的
。那麼，中巴兩國，特別是中國該如何
應對？

筆者認為可以在上合組織框架內解
決問題，上合組織的主要宗旨有兩點
：

一、維護和加強地區和平、安全與
穩定，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
和極端主義、毒品走私、非法販運武
器和其它跨國犯罪；

二、開展經貿、環保、文化、科技
、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領域的
合作，促進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
全面均衡發展，不斷提高成員國人民
的生活水準。

這些是完全符合巴基斯坦恐襲的背
景的現狀。中國、巴基斯坦，印度是
成員國，阿富汗是觀察員國。中國完
全可以牽頭成立，西亞反恐合作機構
，情報合作，技術合作，資源合作，
甚至派出中國軍警協助進行反恐作戰
，這些完全都可以考慮，無論是國與
國之間進行，還是在上合組織框架下
實施都可以。畢竟，如果中國不將反
恐防線前推，推到阿富汗境內，巴基
斯坦境內去，等到ISKP、巴塔、俾支
路解放軍進一步做大，或者跟隨美國
的反恐選擇，那中國就要在邊境線或
者西部地區來面對這些恐怖勢力了。

另一個選擇就是中國在巴企業成立
企業安保軍事集團，與巴基斯坦合作
，保護在巴企業與人員，同時與巴方
合作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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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通業、建築業、服務業打工，仍
是農民，不能獲得工人階級的身份和權
利福利。二，身份屬地制，通稱戶口
制：規定祖、父、子、孫世世代代相
傳，永遠不改變籍貫和身份。任何人離
開本籍地點出外打工，就成為沒有身份
的人，沒有戶口，沒有當地居民的一切
國民權利和福利。這兩個制度鎖定農民
世世代代是農民，他們打工通常都是加
班加點才掙得一份維持最低生活的工
資，成家育兒有一層層的困難，因此生
育率低。

農民和農民工佔人口70%以上，他們
沒有工作保障，工資低，工作時間長，
夫妻往往不在一起打工。在城市甚至沒
有居住權利（隨時可以被趕走），沒有
醫療權利 (農民醫保限於鄉下；他們無
法回鄉看病，而且醫保很低，鄉下又缺
醫少藥)、子女沒有受教育權利（無權
上居民學校，只能送回農村成為"留守
兒童"。留在農村的祖父母或親戚長輩
往往教育程度低，不能好好教育孫子
女）。農民工不能與子女在一起，子女
身心成長都受到殘傷，未來也只能打
工，使他們揪心。維持留守兒童的負擔
又重。這些沉重的因素使他們的生育願
望大大降低。留守兒童成長後仍是打
工，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將來又是留守
兒童，命運可憐，生育願望更低。

打工的工作和居住環境多半不良，傷
病率高，死亡率高。打工者人口消耗很
大，因此勞動人口和生育人口都在減
少，使總人口下降。

b）中小城市的人同樣受 "戶口制" 的
限制。他們在城市可以得到較好的教
育，高中、大學畢業生多，能夠去大城
市從事技術性和白領類的工作，但同樣
是沒有身份，沒有各種權利，也不得不
超時拼命工作，美稱為 996文化。（一
周工作12x6=72小時，以雙倍時間工作
掙一份工資，與農民工類似）。超時工
作過勞而死的新聞時有所聞。他們是各
種巨大建設和互聯網業迅猛發展的中堅
力量。兩種打工族羣創造了"人口紅利
"，"中國奇跡"，也摧毀了他們的生活幸
福和生育願望。中國乃陷入"未富先不
育"的危機。

c） 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土地全部是
各級黨政政府壟斷所有，特別拉高價
格。官家再與建築商共同壟斷建築業，
房價居高不下。官、商穩穩成為巨富，
但年青人便買不起住房。沒有身份的農
民和打工族更難了。

d）一胎化政策雖然已經過去，但
30幾年的無情一胎化不僅壓低了生育
率，還造成一兩代沒有兄弟姐妹的孤獨
人，家庭概念變異。黨政繼續管制生
育，一胎後限二胎，再限三胎，年青人
感覺生育權和家庭權隨時會被控制，影
響他們的生育意願。

3.解決嚴峻的人口問題，需要采取根
本的制度性措施：

a） 解除農民、農民工、和離開出生
城市打工的所有人口的身份限制：即解
除階級和地籍兩種不平等制度：全國國
民應一律平等。所有打工者的全家都應
該擁有在全國任何地點居住，工作，生
育，教養子女和子女受教育的國民平等
權利。以法律和實際措施保障他們確實
獲得國民權利和福利，讓他們養得起子
女。生育率必然上升。

b）  為達到以上目的，必須提高教
育，以提高生產力和工作收入，才能提
高養育子女的能力，提升結婚生育的意
願。

幼兒園階段和學前教育都應該納入免
費義務教育，以便生育的母親能夠及早
回到社會工作。母親照顧子女是最好
的，但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婦女不能
工作也是全社會的損失。為提高教養童
幼的質量，必須正規培養幼兒園和學前
教育的專業保姆和教師，使3至7歲的兒
童能夠得到適當的身心教育和啟發，使
年青父母放心托付，而社會得到優良的
新生代兒童。高中也必須納入義務教
育，使貧窮家庭的子女能免費獲得高中
級教育，而不是初中畢業就去打工。 

由於9年義務教育到21世紀才得以實
行，社會上文盲和低教育的人口眾多，
必須推行一種補充義務教育制度，將所
有低教育的國民全部提升到高中程度，
提升所有底層打工者的養家能力。同
時，由於科技進步迅速，原來曾經受過
較好教育的人，必須不斷跟進新科技的
發展，因此，必須建立完整的終身教育
制度，使所有的人能不斷學習新技能，

趕上時代的需要。老年人擁有技能，能
延長工作年限，化社會負擔為對社會貢
獻。

提升教育，提高生產力，改革996文
化，職工有時間照顧生活，家庭，以及
生育兒女。老年人能幫助照顧孫子女，
退休後也能夠繼續從事社會的育幼服
務。減輕老齡化問題。

c）建立照顧生育的社會福利制度：
先進國家有許多這類福利，因此「幸福
指數」高。如規定8小時工作制，最低
工資制，加班工資制等。更立法規定，
如：1）男女平等，使婦女增加收入，
有事業前途，有能力幫助家庭養育子
女；2）建立對生育母親、父親的「生
育假」制度，3）建立對生育母親的
「育兒假」制度，使母親可以在子女進
入幼兒園之前，全時間在家養育子女，
不損失工作職位和事業機會；4）完善
全民平等的醫保制度；5）為生育的家
庭建立減免稅、費辦法，6）采取近年
來遠程上班的辦法，讓生育父、母能輪
流在家工作，兼顧事業和家庭。先進國
家正在醞釀推行每星期四天工作的制
度，也可參考。

d) 隨著社會經濟進步，生育率自然
會降低。有教育的年輕人會自己規劃家
庭和生育，黨政不必管。應該明確立
法，不再控制生育。年青人確定生育權
不會忽然被干預，能提高生育意願。

e） 提倡三代同堂：現在的年青人工
作強度大，壓力大，顧家的時間少，特
別需要孩子的祖父母來幫助照顧嬰幼子
女。祖父母與子、孫輩同住，可以得到
較好的互相照顧。三代同堂對養老育幼
都有益，接近中國的傳統家庭觀念。需
要為此設立種種鼓勵辦法，如減免三代
同堂的稅、費，建造三代同堂的公寓和
社區設施，為祖父母安排工作機會，和
退休後參加社會性育幼和服務的機會等
等。

f） 鼓勵移民：大多數發達國家有鼓
勵外來移民的做法。歐美許多國家都接
納移民，以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和綜合
國力。美國每年入籍的移民近百萬，持
綠卡工作的人數近千萬；因此人口仍在
增加。各國還利用移民政策吸收本國需
要的人才和人力。中國雖然人口多，仍
有兩個重要理由需要移民：1）亟需引
進高教育、高科技人才，幫助跳出打工
國的水平。 2）由於男女比例失調，有
剩男3500萬。他們沒有機會結婚，也就
沒有機會生育。需要吸引外來婦女移
民。需要在國內提高婦女的教育和工作
機會，使外國年輕婦女在本國不能得到
平等機會時，願意到中國來讀書和就

◎王文軍

Setting up New Year Resolution is a good habit. At the year's end or the start 
of the New Year, people will set up their resolutions. The media is habitually 
doing a national survey on Americans' New Year resolutions. According to 
Statista, the top eight resolutions for this year are; exercise more (52%), eat 
healthier (50%), lose weight (40%), save more money (39%), more time with 
family/friends (37%), less time on social media (20%), reduce stress on job 
(19%), and reduce living expenses (19%). According to YouGov America, the 
top American resolutions are as follows: Improving physical health, Saving 
more money, eating healthier, exercising more, being happy, losing weight, 
paying down debt, learning something new,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more time 
with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friends, reading more,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matter, traveling, quitting a bad habit, spending time with friends, pursuing a 
new career goal, pursuing a new hobby, getting a new job, and moving. The 
latter list contains the first list which supports the validity of these surveys. 
However, these list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years' surveys, also verify that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with health, exercise, and overeating year after year. 
This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New Year Resolution is useful or just a lip 
service. Perhaps the surveyors should add a few pertinent questions: What 
resolutions selected are new this year and what resolutions have been repeated 
from previous New Year Resolutions and why? If a survey could help people 
more consciously fulfill their resolutions, the survey result would be more 
meaningful. Realizing a resolution requires willpower and discipline, surveyors 
should develop the survey with questions helpful to people to achieve their 
resolutions.

A financial goal is another domain often appearing in New Year Resolutions. 
Financially more successful people generally set their financial goals in their 
New Year Resolutions. This resolution serves as the motivation factor for a 
career goal, including an entrepreneur objective and business venture. However, 
this year's Motley Fool Survey of New Year Resolutions seems to have found a 
negative focus - paying off debt and reducing expenses appeared prominently in 
the New Year Resolution list. One cl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economy revealed 
by the survey is the inflation fear which may have shifted people's minds from 
positive and aggressive thoughts such as creating wealth to reducing expenses 
and paying off debt. Motley Fool, a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consulting firm, 
published a discussion paper on its 'survey', perhaps less broadly based than the 
above two surveys, but it might have touched on the nerve point of this year's 
Americans' New Year Resolutions. This author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Motley Fool's survey and the discussion paper written by Jack Caparol, an 
analyst with Motley Fool, with th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might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true reason behind pessimism and better realize their New Year 
Resolutions. The title of Jack Caparol's article is "81% of Americans with 
Financial New Year Resolutions See Inflation as a Spoiler". It highlighted the 
following key findings in addition to the alarming title: I. 66% of Americans 

plan on making a financial resolution for the new year, II. 81% think inflation will 
make it harder to meet their goals III. Only 20% are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keep their 
upcoming financial New Year's resolutions, IV. Top New Year's resolution: Paying off 
debt is the goal of 53% of Americans with financial resolutions, and V. Generational 
divide: Resolution goals differ by Generation, older generation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paying off debt and saving for retirement whereas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saving for big purchases and investment.

Motley Fool's key findings are not surprising, in fact, they can be expected. What is 
interesting in these stats is what we have alluded to above; Americans are pessimistic, 
and their New Year Resolutions on financial goals shifted to a negative focus. This 
finding deserves our attention. The U.S. being the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offers 
positive American dreams to Americans and worldwide immigrants coming to 
America. Yet, this survey made across from baby boomers (born 1946 - 1964) to 
generation X (born 1965-1980), Y (born 1981-1994, also known as Millennials), and Z 
(born 1995-2009) showed a very pessimistic outlook not only for the new year, 2023, 
but also beyond since financial goals as resolution are long-term endeavors. Most 
Americans are in debt and the U.S. government is not only heavily in debt, but its 
operation must be sustained by Congress repeatedly raising the U.S. national debt 
ceiling every budget cycle. This debt burden is a stress for every American for those 
having a substantial personal debt (interest burden) and even for those without a 
personal debt (inflation fear). Only 20% of Americans are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keep their upcoming (financial) New Year's resolution, meaning four out of five will 
likely abandon their financial goal as New Year's Resolution. Some people like to say 
that the flood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t the U.S. - Mexico border as evidence of 
American Dream being alive and well, but the U.S. needs better educated and skilled 
knowledge workers to sustain its economy and to compete with rapidly rising 
countries. Instead of letting a sound economic policy lead the direc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the U.S.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adhering to its legacy political doctrine - 
squash competition to maintain its dominance. But time has changed, the world 
economy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U.S. economy. Developing nations can drive 
their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hard work and fair trade. China, India and Brazil are 
just the visible examples, many other nations are eager to emulate the successful 
Model.

Stick to its legacy political doctrine - no one else has a better political system than 
the U.S.; the U.S. places this political princi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foreign policy 
well above its domestic policies. Hence, the U.S. economy is dictated by its foreign 

political objectiv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more so have let 'the targeting China' policy dictate U.S. trade policy with 
China. The tariffs and sanctions obviously hurt China and the U.S. in trade 
and economy. The ever-expanding technology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lso 
damage U.S. firms by losing the China market and a vibrant global 
environment for mutual stimulation. The more sanctions applied to Huawei, 
the faster it reinvented itself. The more semiconductor sanctions are applied 
to China, the more independent its industries become. BYD is emerging as 
the world's number one electric car manufacturer. This U.S. anti-China 
economic measure is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at exporting technology 
products to China will threaten U.S. security. Hence, it warrants sacrificing 
the U.S. economy. However, this belief in 'China Threat' is just like the 
belief in 'China Collapse', a blind faith with no evidential proof. For the 
past five decades, all predictions of China will collapse are proven fals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ould not be proven as well since China had 
never initiated any aggression other than defending its sovereignty and 
right to develop. Throug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bservers' eyes, we see 
China making progress on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 program for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leaned toward China resisting the U.S.-led anti-China strategy polarizing 
the world, hoping to collapse China. This author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Americans' pessimistic New Year's Resolution and the 
above political analysi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Americans' 
pessimism.

Inflation is the spoiler for New Year Resolutions. Some New Year 
Resolutions are too expensive to keep and are easily observable. But the 
real reason for Americans to become pessimistic is tha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compete freely. The U.S. is rich in resources, oil and gas, 
huge fertile land for agriculture and an advanced technology base. Why 
must the U.S. rely on military industries to dominate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With more pressure and military spending ($850B), the 
U.S. cannot stop Russia or China from developing their own defense. 
China's progress in space technology should have awakened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planners, it's time to return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 
competition, mutual restrai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hich have made the 
U.S. the superpower it is today. Let Americans compete freely, collaborate 
with China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give Americans optimism not 
pessimism, after all the U.S. winning track record was built on optimism, 
confiden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urrent U.S.- China policy is 
suffocating Americans with pessimism and giving China adrenaline to 
accelerate its development. For 2023 the world is expecting China to have a 
GDP growth of 4.5% whereas only 0.5% for the U.S. Low growth breeds 
pessimism and pessimism leads to low growth. It does not take a geniu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future is waiting for if the U.S. insists on its current 
China policy!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www.us-chinaforum.org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mericans New Year Resolution - Inflation and Pessimism

試談大陸迫切的人口下降問題試談大陸迫切的人口下降問題試談大陸迫切的人口下降問題
◎吳章銓

業，創業。同時，為鼓勵男子移民出
國找適當的伴侶，也需要提升他們的
教育和技能，才有能力去國外成家立
業。 

g）  研究助理家務的機器人 robot 
nannies，幫助家務和照顧幼兒和老
人，節省婦女和家人的時間。

h） 解決住房問題。將土地歸還給
農民和其他原所有人，會對社會經濟
的震動太大，更震動政治體制，至少
暫時勢必不可能。但可以設想折衷辦
法。例如：將土地真正歸為"公有"，
由政府和民間合設獨立的管理機構，
不受政治和黨政官員干預，全權按照
市場經濟原則，供需原則，透明而公
開地管理土地，也防止官商聯合壟斷
建築業，從而降低房價。並建立對低
收入階層配發福利房的制度，以落實
老百姓的居住權利。有產者有恆心；
有助於提高生育率。

i）最後，也是最重要、最難的，是
減少架床疊屋的黨政機構和人員，刪
減各級的政績工程，以便節省出巨額
經費，用於落實國民平等和社會福利
的各種措施。有錢才能辦事。經費不
足則一定產生各種推脫延宕，不能成
事。

結論： 人口問題是國之大事，不可
忽略。農民和中小城市人口的打工
族，非常富有拼搏精神，他們願意為
子孫的幸福而含辛茹苦，吃苦耐勞，
全力拼搏。以美國的移民為例，他們
甚至冒生命危險而湧入，就是為了改
善子女的教育和命運。移民的第二代
第三代果然是美國精英人才的巨大寶
庫。各國對即使是非法移民，也給予
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基本權利，不僅是
出於人道主義精神，更是因為移民子
女是未來的優秀國民。中國的打工
族，猶如在本國內的移民，也是付出
巨大犧牲，卻得不到其他國家移民的
權利和福利。必須改弦更張：對自己
國民給予平等權利，有助於保持人口
穩定，更孕育無數的人才。

社會經濟進步，生育率自然下降。
中國人多，稍微減少一點也不是問
題。但目前急劇減少則是民族生機的
快速萎縮，也暴露了體制中的嚴重危
機，務須及早解救。本文提到的幾
點，不過是老生常談。必須集全國精
神、人、財、物力，切實做到。晚一
天改革，就是多一天扼殺民族的命
運。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
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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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22（星

期二）教會主日學

王老師邀潘師母和

林姊妹同去湖南餐

廳吃午餐，順便探

訪剛信主耶穌的老闆娘，餐廳有壽司與湖

南菜、川菜，我們彼此有美好交流時間。

席間有位師傅出來遞交壽司給女服務

生轉給老美客人，隨轉身要回廚房，霎那

間他看我，我看他，我心想此人很面熟

啊！他叫我「是潘師母嗎？」張斌說他回

中國四川八年了，他剛回美三個月，小張

昔日在美20年學作日本料理，在餐館打工

許多年，現在手藝不錯喔！再次回美和四

川老友老張一起聯手合開「湖南」餐廳...
今天真的驚喜遇見昔日西南國語教會

張斌弟兄，彼此相見歡，王老師也好高興

見到多年未見的教會的老朋友張斌，餐廳

張老闆也出來和我們簡短寒暄，歡迎我們

來作客..。
老闆娘秀蘭有天回來西南國語教會做

禮拜，中午吃午餐時，她說「潘師母，我

先謝謝你和林姊妹，王老師，上週抽時間

光臨湖南餐廳，我們都好高興！我先生當

晚回家後與我說起，潘師母或許不認識

我，但我認識她，她人很好，有愛心，近

幾年，因為我常去中國城”緣份”介紹中

心找老闆徐大哥一起吃飯聊天，經常看到

潘師母來隔壁的查經班（後來改為迎主教

會）探望鼓勵安慰周牧師師母他們初來美

國的日子，陪伴他們度過快樂與艱困的時

光。」

聽完秀蘭說的，讓筆者心中響起「人

在做，天在看！」現在更知道人也在看我

們基督徒所作，聽我們所言的啊！但願我

們活出榮神益人的生活！

12/29/22（星期四）

今天下午3：30pm開始下雨，聯絡梁

菲比姊妹，告訴她近兩周我們忙出元月號

角，沒有時間去見她，她說「師母，你今

天下午來，我可以幫你免費做紋眉，只要

兩小時，這是我送你的聖誕禮物！」她帶

女兒來中國城愛心帶路，我跟去她的紋眉

中心參觀，菲比姊妹說明讓我了解認識這

紋眉的知識與技術，感謝天父恩典，讓我

做紋眉的心願成就，且是給我預備擁有最

新進的紋眉技術的梁姊妹，她說她是向蘇

俄人暨中國人學最新進的紋眉技術的。

菲比是香港人，三個月前和先生暨

女兒自芝加哥遷來休士頓，經附近鄰居

Jackie太太介紹去曉士頓中國教會作禮

拜，信耶穌了，她說在芝加哥曾做過芝加

哥時報編輯，故兩個月前她來角聲社區中

心見筆者，想找份工作，經彼此認識交談

後，菲比告訴筆者她在兩歲時就跟在她的

阿姨身邊看阿姨幫客人做紋眉，長大後她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吳正禮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也有興趣從事這行業，幫助女人美麗外，

她說自己更有心想幫助癌友們做紋眉，讓

癌友們活得更有自信面對癌症挑戰，不因

癌症做化療掉落頭髮，容顏憔悴而自卑，

筆者聽菲比娓娓道來，佩服她不斷學習，

獲得許多證照，感謝梁姐妹愛心免費讓我

親自體會最新進的紋眉技術。

12/30/22（星期五）

下午1:30pm去徐大姐家送蒸鍋一個，

送水果（大梨子，酪梨，小桔子，大橙

子，石榴），高麗菜一個，大地瓜一個。

她好高興收下，她說正想要去買蒸鍋呢！

徐大姐也送我一小盒她自己煮的紅燒

豬肉與兩個滷雞蛋。

2:10pm開車經過看到印地安人Y媽媽

在路邊乞討，我送她衣物，小盒紅燒豬肉

與兩個滷味雞蛋給她當午餐，罐頭食物。

她很高興。祝我新年快樂！

繼續開車去中國城迎主教會接周牧師

師母去藍星印刷廠取出1800份一月份號角

月報。送去曾惠蘭老師辦公室，何處覓餐

廳，證主書室等。

我帶回100份要在元旦主日派給西南國

語教會暨主日託梁德舜牧師帶回去給恩典

華人浸信會。

周牧師騎電單車送去惠康超市，百佳

超市，敦煌大中華超市。

◎友人來信：

謝謝潘師母一直以來的關心，感謝主

的帶領，我們可以平安的開車到加州，一

路上神真的保護我們日夜趕路。

也特別感謝你之前帶周武籐牧師師母

他們來幫助安慰鼓勵我們，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謝謝你的愛心。

願神繼續使用你手所做的工，成為更

多人的祝福。朱Sophia師母

♥活 ♥出 ♥愛 ♥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人 生 若 沒

有苦難，自然就

會驕傲，若沒有

飽經風霜，就不

會感同身受去安

慰那遭遇患難的

人。

「 我 們 在

一切患難中，他

就安慰我們，叫

我們能用　神所

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

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哥

林多後書 1:4-5 
01/13/23 英文金句 :
Now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

-heirs of God and co-heirs with Christ, if indeed 
we share in his sufferings in order that we may 
also share in his glory. Romans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

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馬書 8:17        
01/13/23 金玉良言 :
在人際關係中同理心 ( 體恤、感同身受、

設身處地 ) 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有了它就

能够感同身受他人的處境、感受與需要。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

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希伯來書 4:15
　郭文仁牧師

時光匆匆，轉眼我的先生趙進中罹癌

過世已屆三年。這段時間常想到他在病中蒙

恩的經過，種種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驕傲剛硬的一生
進中是一個自負的人，自認聰慧過人，

做人做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不需要

任何宗教。但是他也很矛盾，在兒女年幼時

即鼓勵他們去教會和上主日學。至兒女們長

大成人，從台灣遠赴美國留學，成家立業，

一直都沒有離開教會生活，並且熱心參與服

事。女兒曾在一個華人的音樂福音事工工作

多年，以音樂敬拜服事上帝，後來在進中的

支持和資助下就讀神學院。進中常津津樂道

兒女們信了耶穌基督，一路有上帝帶領，他

很放心，不怕他們走偏了路；可他自己呢？

卻始終抗拒如一，即使我和兒女都積極向他

傳福音，希望他蒙恩得救，他卻抗拒到底。

後來有數年，我們自台灣赴美國與兒

女團聚。每逢主日，他不願拒絕兒女的邀

請，常與我們去教會參加聚會，很專心認真

地聽講道。但是當我們正竊竊歡喜，他卻批

評牧者這裡跟那裡說得並不合理。對兒女甚

至牧者台下的解釋說明，他都難以信服，常

以「胡說八道」論之。不過他卻愛唱詩歌，

如同喜愛唱藝術歌曲、流行老歌一樣。

我常對兒女們說，你們的父親是不可

能接受耶穌基督的；兒女們卻告訴我，在人

是不能，但上帝凡事都能。他們也相信上帝

有祂的時間及作為，我們要做的是持續為他

禱告。

生命的轉捩點
一直以來，進中長期受高血壓、糖尿

病、攝護腺肥大等慢性病所苦，服用多種藥

物控制仍效果不佳，以致脾氣不好，暴躁易

怒，要勸導帶領他信主耶穌更是難上加難。

2011 年 2 月初，我們已回台灣定居。

進中開始感到左後腰時常疼痛。因數年前右

邊腎臟曾有結石，後自行排出，解除了疼

痛，以為又是結石問題，並未在意。但持續

不適，即前往醫院做超音波檢查，並未發現

結石。後又照 X 光檢查脊椎，發覺有側彎、

骨質疏鬆和骨刺的情形，醫生認為可能是骨

刺壓迫神經所致。試了各樣的治療方法，但

後來左前腰也開始痛，才想到可能是其他甚

麼病症。5 月下旬，我們由南部到台北，進

中經過斷層掃描，被證實為胰臟尾部腫瘤，

已無法開刀，被告知只有大約三到六個月的

生命。我不停地為他禱告，祈求上帝減輕他

的痛苦。心裡雖然想勸他信耶穌，但不敢惹

火他。

6 月 4 日是禮拜六，兒女們已在趕回台

灣的途中了。當天進中雖虛弱疼痛，但意識

清楚。中午他勉強進食時平靜地告訴我，兒

女們抵台時已很晚了，不用趕來醫院，等第

二天參加完主日聚會後再來看他即可。我立

刻跟他說，那是不可能的，父親重病住院，

兒女們一定會先來看他。他稍後把話又再重

覆一次。我覺得很奇怪，照他以往的個性脾

氣，孩子們若真這樣，他一定會很生氣，認

為兒女們把天上的父看得比地上的父重要。

瞎●眼●看●見
因他曾對兒女們禱告

時稱呼上帝為「阿爸

父」很不以為然。沒

想到隔了一會，他也

叫我與孩子們到親

家母的教會一起做禮

拜。我脫口說道：「開

甚麼玩笑！你這麼虛

弱，我怎能離開你？

你要我去教會，那你

要不要去？」沒想到

他馬上回答，表明要

去。我問：「真的？那你要不要受洗？」他

也立即說要，說完卻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淚如雨下，令我手足無措。為甚麼我會如此

問，我也不知道，相信這是聖靈的工作。

上帝奇妙的作為
我安慰他不要激動，但心裡想到明天

是禮拜天，不到 24 個小時，時間如此短促，

我們又不認識附近的教會，如何在明天受洗

呢？他卻叫我聯絡親家母，但她的教會距離

醫院很遠，她認為以進中的病體，難以承受

來回路途的奔波。奇妙的是，親家母的鄰居

在前兩天給了她一個姊妹的電話，而那位姊

妹就在醫院附近的教會參加聚會。親家母找

到那位姊妹，她告知在醫院裡有院牧，可以

到病房為病人施洗，以免來回辛苦。但進中

聽到後卻哽咽地說：「我不要在醫院病房受

洗，我要在上帝的殿堂，在會眾及兒女、家

人面前受洗。」感謝主，當天下午三點半，

那附近教會的長老和弟兄來到病房。進中在

他們面前泣訴，這麼多年來因他的自高自

傲、剛硬頑固，讓他瞎了眼，不認識上帝，

不願意接受祂。雖然喜歡唱〈奇異恩典〉，

卻對那句「瞎眼今得看見」及聖經中記載耶

穌醫治瞎眼的人，全然不信。長老和弟兄與

他對談後，見他思路清楚，悔改渴慕接受耶

穌基督的意志堅定，即帶領他禱告，並答應

盡全力安排次日上午在教會接受洗禮。我不

由地讚嘆上帝真是行奇妙之事的神。

同日下午五點多，兒女們在東京過境

轉機，來電詢問父親的情況時，我迫不及待

告訴他們這大好的消息，他們的父親已決志

信主，明天早上要受洗了。他們聽後大呼感

謝讚美主。因為他們在得知父親罹癌的消息

後，便請許多的弟兄姊妹為父親的得救及病

痛代禱；沒想到，他們的飛機還沒降落，聖

靈就大大工作，開了父親的心眼，讓他看見

上帝的救恩。

次日清早，兒女們與親家母來到醫院

病房。進中已穿戴整齊，雖然身體虛弱，但

他的喜樂溢於言表。向醫生告假後，即前往

教會。在聚會中由長老為他施點水禮。雖然

疼痛不適，他堅持參加整個聚會並會後的愛

宴，許多會眾前來鼓勵安慰他，聽到他的得

救經過，讓弟兄姊妹也感動不已。

6 月下旬我們回到南部，他開始接受化

療。在這段時間全家人有美好的團聚時光，

一起禱告，讀經和唱詩，感謝基督的愛與寬

恕，使他多年的捆綁得到釋放。每逢主日，

他也會強忍疼痛與家人去參加聚會，要去敬

拜讚美主。他的生命經歷極大的翻轉，即使

知道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心裡仍充滿感恩

和平安，終於體會到浪子回家的甘甜。在他

精神體力較好時，就與家人討論安排並交代

身後的事，囑咐一切以簡單為主，不要勞煩

遠方親友及長輩，事後通知即可。

離天堂更近了
8 月下旬，終因疼痛加劇無法控制，

進中再度住院接受針劑止痛，也在醫生的建

議下轉入安寧療護病房。從 10 樓搬到 12 樓

的他，幽默地告訴我們，他離天堂更近了。

因為止痛劑的關係，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昏

睡中。南部教會的牧師們和弟兄姊妹常來探

訪，有一次他正沉睡，牧師們說不要叫醒

他，小聲地唱詩歌和祝禱後便離去。他醒來

後知道，直怪我沒有把他叫醒，因為他看

這些人都是上帝派來的使者，是來為他祝福

的。之後每一次有牧者來看他，他都非常快

樂地同唱詩歌同禱告，也表露出對牧者的尊

敬。

有一次，一對從美國返台灣探親的牧

師和師母也來看他，他竟然快速地從床上窄

小的欄杆空隙處爬下來，跪坐在地上禱告，

牧師和師母拉不住他，也陪他跪在地上禱告

祝福後，才能將他扶回床上，他們驚訝他如

此的敬虔和謙卑。每一個來探訪他的人都帶

給他極大的安慰。

他的新生命裡不但充滿了對上帝的敬

畏和渴慕，對人也充滿了愛。在普通病房

時，他聽到鄰床的老人談到他家中生活的苦

況，便囑咐我拿一筆錢給他們。他們因為常

聽到我們禱告和讀經，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就不停地稱謝並求上帝保佑。住進安寧病房

後，他也向隔床口腔癌末期的病人傳講上帝

奇妙的作為，希望他能認識耶穌，有永生的

盼望。

過了兩個禮拜，他的意識越來越模糊，

也漸漸不能再進食了，但有一天早晨，他突

然很清楚地重覆著一句話：「真的有上帝，

你們要告訴人。」我不確定是否上帝讓他看

到了甚麼異象，但他面對死亡毫無懼怕，每

一天都期待上帝來帶領他回天家。終在 9 月

的一個夜晚，他安息主懷。

進中離世後，兒女家人及親友們常常

談論上帝在我們家所行的神蹟奇事，我們的

心都大得安慰。在他患病期間，雖然備受癌

症折磨，但得到了基督的救恩，使他「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雖然臨近死亡，仍有極

大的盼望和喜樂，在病痛中不憂不懼，至終

能夠安然離世與主同在，我們都滿心讚美和

感謝拯救我們的上帝！（文載自［中信］）

　張斌，潘師母，王老師，林姊妹在湖南
餐廳合照。

梁菲比 10/18/22來訪角聲

給 Y媽媽聖誕午餐暨衣物等

1. 給孩子洗頭髮時會禱告說：

“神啊，求你使孩子腦中充滿對主的敬

畏。”

2. 給孩子洗臉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這孩子的臉可以仰望著天，帶

著對天上盼望而活。”

3. 給孩子清理口腔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孩子口中所出的一切話成為福

音的話語。”

4. 給孩子洗手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這孩子的雙手成為禱告的手，

成為稱讚別人的手。”

5. 給孩子洗前胸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這孩子可以胸懷國家與民族，

使孩子胸懷著五大洋六大洲而活。”

6. 給孩子洗肚子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這孩子體內的所有器官，五臟

六腑都健康強壯。”

7. 給孩子洗生殖器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孩子可以守住純潔直到結婚，

猶太人在為小孩洗澡時會這樣禱告：
求你使孩子可以組建討神喜悅的家庭，可以

預備出蒙福的子女。”

8. 給孩子洗腿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孩子的腿成為勤勞的雙腿，引

導孩子的腳走出為所有國家與民族見證福

音的步伐。”

9. 給孩子洗屁股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孩子不坐驕傲人的座位，而去

坐神所喜悅的座位。”

10. 給孩子洗後背時會禱告說：

“求你使孩子不要倚靠可以看見的父

母，使孩子單單倚靠看不見的神。”

話語裡面帶著將所說的話成就的能量。

話語好比種子，舌頭怎樣種，就會怎樣收。

特別是父母對子女所說的話更是如此。

各位父母可以學習如此

願神祝福每一位父母

成為祝福子女的父母！

願每一位子女

成為蒙福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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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成功人士从来不必纠结“一日之计

在于晨”这句话。美国成功的CEO，他

们的早晨不会仅仅是起床，刷牙，穿衣

，吃早饭，然后出门上班。相反，他们

会用不同的方式度过起床后的头几小时

。无论用哪种方法，这几小时对接下来

的一天都产生重要影响。下面跟米叔一

起来看看他们起床后都做出了哪些影响

一天效率的事情吧。

Micha Stawicki：

《每天花10分钟时间来掌握你的时

间》作者

1. 精神活动

很多成功人士会在起床后第一个小

时进行精神方面的活动，比如反思，祈

祷，或者冥想。Aaron Walker用第一个

小时祈祷和学习圣经。Brain Tracy用头

30分钟学习圣经以及其它的重要宗教著

作。

2. 自我剖析

一个大学生问 Gary Vaynerchuck，

什么是获得成功最基本技能？他回答道

：“对自己的认识”。Peter Drucker是

20世纪的商业大亨，也持有相似观点：

“成功在于人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

比如优势，缺点，价值观，以及如何达

到最好的发挥。”

虽然不用自我剖析也能过上舒适生

活。曾经的16年中，我没有自我剖析，

却也在IT界有着不错的业绩。之后通过

自我分析后，成为了一名专员，收入是

平均水平的2.5倍。如果想要赚得更多，

那就需要更好的了解自己。

可以从简单方面入手了解自己，如

习惯。

Jerry Seinfield在喜剧界的成功归结

于每天记录新笑话。重点是，他不仅仅

写下这些笑话，他每天还会督促自己坚

持这个习惯。你可以记录关于自己的各

个方面（我记录饮食，如何打发时间，

习惯，消费，写作及睡眠）。不管你记

录什么，这些材料总会帮助你了解自己

。

在追踪自我的同时，保持一颗感恩

的心，能够增加你的快乐，让你变得更

为积极。很多成功的人就是这样对他人

保持感激的态度。

3. 教育

“如果你跟上教育的步

伐，你会拥有更多的答案。

”

—Jim Rohn

巴菲特说他每天花费8个

小时思考和阅读。几乎每个

成功者都热爱阅读。

有些人为了提升自己每

天会阅读十页书。有一些百

万富翁，每天至少阅读两小

时，阅读不是教育的唯一手

段。如果你喜欢别的媒介，

例如TED演讲视频，你也可

以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不

仅仅是推荐，而是成功者实

际在运用的工具。

你能想出一个成功但不

追求教育的人吗？

4.健身

没有强壮健康的身体，

难以获得成功。Jim Rohn把

身体称之为成功的“支撑系

统”，并且建议人们要像保

护地球一样来保护身体。大

多数成功人士有着健康的身

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时

间和金钱来健身，更重要是

他们关注自己的身体。

在健身中，我们不一定

需要进行长时间剧烈的活动

。关键是需要让自己运动起

来。一些人喜欢慢跑，另一

些人喜欢重量训练。

在访谈中，不少成功者提到他们会

在早间或者旁晚散步中思考。散步虽然

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但是如果持之以

恒，仍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实际上，你不一定要去追赶“健身

”的潮流。让自己动起来就很好。参与

喜爱的运动，与孩子们参加户外活动，

或者买一张站立式办公桌等。让运动参

与到每一天活动中，比如走楼梯、骑车

、或者将车停在最远处。运动给予我们

健康身体，也给予我们对生活的灵感。

5. 激励

“动机让你开始，而习惯让你保持

。”

—Jim Rohn。

就像上文所说的，成功人士也不断

地激励自己，方法各异，最通常的方法

是想象，重复个人宣言，愿景，和誓言

。也有人会复述名人名言来激励自己。

成功人士不会等待特殊的时刻来激

励自己。他们每天早晨都会激励自己。

他们用远大计划和梦想来实现激励，然

后再开始面对每天的具体事物。

自我激励不是件复杂的事情。乔布

斯和富兰克林在早晨都爱问自己：“如

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想做

什么？(乔布斯)” “我今天该做些什么

有益的事？（富兰克林）”。

6. 工作

对于每天工作任务，他们不会从简

单的任务做起。相反，他们会在早晨啃

硬骨头，会选择让人不愉快和最有挑战

的工作任务。国外有句谚语“如果在早

上生吃一只青蛙，那么接下来的一天内

不会有更糟糕的事了。”

美国成功CEO们每天起床后都是如

何规划时间的？

Aman Khanna：

心理学专家。

1. 他们在头脑中计划每一天，并且

优先处理最难的事。

2. 二八定律会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

被遵守。

3. 二八定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

确的。比如，你应该用80%的时间去处

理20%最重要的事情。

4. 每天早晨阅读报纸。其中20%的

新闻会让他们做好一天的规划。

5. 保持头脑清理，他们会丢弃前一

天剩余的琐碎思维，要确保不能因为这

些事情分心。

6. 深呼吸，很多人低估了深呼吸的

作用。深呼吸可以帮助唤醒头脑，因为

它带来了更多氧气。

7. 对着镜子微笑—这会让你觉得自

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8. 不要把手机放床上，不然你会浪

费很多时间。很多CEO在吃早饭的时候

用手机恢复短信和邮件。

成功人士有一个特征：他们不依赖

于闹铃。他们有着精确的内部时钟。他

们不需要恼人的铃声来起床。

美国成功CEO们每天起床后
都是如何规划时间的？

大约有三年未回国，最近刚回来，

单单在浦东机场就已经感受到了祖国美

食的热情。朋友表示太可怜了，“怎么

看到什么都想吃”。谢谢邀请回答这道

题，今天来说说老美们一天三餐最常吃

什么，回答完我就去吃粤菜早茶了。肯

定有遗漏，欢迎补充。

美式早餐

1. 花生酱+果酱三明治

把花生酱和各种果酱搭配在一起抹

在吐司上，是美国最传统的一种早餐之

一。微咸厚重的花生酱与酸甜可口的蓝

莓或草莓果酱特别搭配。《纸牌屋》中

的扮演总统的安德伍，常常有镜头切到

他将花生酱和果酱放在吐司上吃。可以

说 99%的老美家庭一定有这两样东西，

销售量估计也能绕地球一圈了。

美国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出国

的请提前预备好你的胃

2. 完美早餐伙伴

美国人眼中最完美的食物搭档之一

：培根+炒鸡蛋，通常在超市，鸡蛋周

围就能找到培根，“两个好朋友共同扶

持，一切发家致富”。清晨被煎培根的

香气唤醒，再搭配一杯咖啡、果汁或牛

奶，新的一天很美好。

我比较重口，培根煎蛋香肠款的早

餐比较对胃口，松饼太甜。

美国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出国

的请提前预备好你的胃

3. 松 饼

美国人早上还热爱吃松饼，热热的

枫糖浆浇在松软的饼上，配上一小块黄

油。口感很像国内的鸡蛋仔，只是形状

不一。口感有很多种，原味的有点发咸

。

美国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出国

的请提前预备好你的胃

4. 燕 麦

国人早上喝粥，老美们就喝燕麦。

各种奇奇怪怪的口味都有，健康也美味

。加入新鲜水果、水果干、坚果都可以

。

美式午餐和晚餐

1. 汉 堡

老美爱汉堡跟我们爱包子差不多吧

，将牛肉搅碎拌上调味料。中间搭配上

番茄片、洋葱、酸黄瓜、Mayo酱。通常

老美们外出中餐除了点沙拉，就爱吃个

汉堡加薯条。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麦当劳卖快餐形

式的汉堡，很多中高档餐厅也会有汉堡。

区别在于肉质、酱汁、配比和调料。

2. 沙 拉

老美们离不开沙拉，711等任何地

方都能看到沙拉的身影。我的朋友经常

中午就是一份沙拉，就算体积偏大的老

美，在中午也会用沙拉对付下

3. 牛 排

美食餐厅一定会有牛排啦，老美们

也经常在家烹饪各种牛排。随时在家来

一段烛光晚餐。

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爱美式，因为胃

口都被中式养叼了。其实，我认为不爱

的原因，除了饮食习惯，更多是因为不

了解。多尝试新鲜的美食，多对比用心

品尝，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了。比如：快

餐的热狗和网红店的热狗，大排场龙的

汉堡，吃在嘴里真的会不一样，会有惊

喜。

美国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
出国的请提前预备好你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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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坐落於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凱蒂（Katy ),
是休士頓地區正蓬勃發展的衛星城市之一，現有超過31萬的居
民。交通便利再加上鄰近能源走廊— 國際能源集團及石油公司
的聚集地，為休市凱蒂區帶來人流並帶動經濟繁榮。加上當地政
府推動的造鎮計劃，吸引了多個大型商業地產及百貨投資，使凱
蒂成為休士頓地區最受亞裔群體喜愛的宜居之地。加上凱蒂獨立
學區連續兩年被評為休士頓排名第一的公立學區，教育體系十分
完善。良好的教育環境，吸引眾多中產華裔與亞商群體喜愛的宜
居之地。

「凱蒂超市」便是順應凱蒂新華、亞裔生活圈，自去年七月
十五日新開張的華人超市。位於凱蒂的中心點Mason Road上，
介於Westhemer 大道與十號公路之間。是凱蒂地區的居民每天必
經之地。佔地利之便，開張不到半年，幾乎凱蒂地區的居民，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認識的不止 「凱蒂超市」宏偉的外觀，
整潔、美觀、貨品齊全的內部。兩位負責老闆黃敏及吳曉永皆來
自紐約的超市業界，在貨源的開拓方面，往往有休市超市無法企
及之處，這也是 「凱蒂超市」的顧客在貨架前常有意外的驚喜～
他們看到了別家超市沒有的 「好貨」！

「凱蒂超市」不僅貨好, 有別家沒有的珍稀好貨，還每週推
出二十多種特價品，不賺錢、售完為止。很多人每周來這裡是衝
著這些特價品而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能看緊荷包，又能買到
好貨，才不枉來此一趟！

「凱蒂超市」本週（1/13～1/19 ）推出的新
年精選特價品，包羅了海鮮、肉類、罐頭、
乾貨及各種節日禮盒二十餘種，分述如下：
「海鮮類」有百勝老蛏，每袋（2 磅 ）

$12.99元，售完為止；金鯧魚，每磅$3.49元
，售完為止；三去小黃魚，每磅$2.99 元。
「蔬果類」有AA 菜心，每磅$1.49元；上海

菜，每磅99分； 奶油苗，每磅$99分；茄子
，每磅99分；紹菜，每磅79分；金山橙，
每磅99分；加州紅柚，每個$5.49 元。 「肉
類」有排骨，每磅$1.99 元，售完為止；牛
仔骨，每磅$3.99 元售完為止；切塊羊肉，
每磅$3.99元，售完為止。 「罐頭、乾貨 類
」有味全餃子系列，兩袋$10.99元；辛拉麵
箱裝，每盒（16袋）$14.99元; UFC 椰子水
，每袋$1.99元；酸子汁，每罐（16oz)$99分
；鵪鶉蛋，每罐（425克）$2.49 元；越南咖
啡，每罐（15oz )$5.99元；雙塔龍口粉絲，
每袋（180 克）$1.29 元；8OZ 米粉，每袋
（2磅重）$4.99元；李錦記海鮮醬（20oz)每
瓶$1.99 元；李錦記越式特鮮醬油，每瓶
（16.9 oz )$1.49 元；太子牌花旗參茶禮盒，

每盒$24.99元。
「凱蒂超市」現已年味

十足，從進口開始，即
可見各式新年掛飾、門
聯，吉祥財神畫像、元
寶掛飾，不僅年味十足
，還充溢了新年吉祥、
喜氣。尤其每家必不少
的吉祥物～萬年青，更
為所有家庭帶來年節的
吉祥、喜氣，萬年長青
。
「凱蒂超市」並有禮卡

充值活動：凡在該超市
充值$300 禮卡，送$15
元禮卡；充值$400 禮卡
，送$20 元禮卡；充值
$500禮卡，送$30元禮卡
；充值$600禮卡，送$36
元禮卡。（以此類推，
上不封頂）
「凱蒂超市」現正請收

銀員，需具合法身份, 有
經驗者優先。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 ) ,

營業時間：每天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該超

市 地 址 ： 1525 Mason Road, Katy, TX 77450, 電 話 ： （346 )
588-9988

「凱蒂超市」 地理位置特佳，貨源充足,價格公道
本週推出新年精選特價品，一趟 「凱蒂」 ，收穫滿滿

圖為圖為 「「凱蒂超市凱蒂超市」」 精彩的新年吉祥精彩的新年吉祥、、喜慶掛飾登場喜慶掛飾登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每家過年必不可少的吉祥物…萬年青每家過年必不可少的吉祥物…萬年青。（。（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國民黨慶祝九合一勝選餐會國民黨慶祝九合一勝選餐會，，認清認清 「「團結就能贏團結就能贏」」
翁履中教授希大家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翁履中教授希大家為台灣盡一份心力，，天佑台灣天佑台灣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UHD)歡迎警大遊學團
於1月9日在公共服務學院禮堂舉行歡迎典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國民黨於
周日（一月八日）晚間在 「新皇宮餐廳」舉行
「九合一勝選餐會」，共本市國民黨黨員一百

多人參加。包括三位中評委：王敦正、黃泰生
、甘幼蘋、及山姆休士頓大學翁履中教授等人
，而由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支部常委唐心琴
主持。

唐心琴在一開場即指出：2024 總統大選，
希大家踴躍回去幫助投票，將國民黨重返執政
，為了很多人戶籍問題（很多人已過期）她預
備將在今年七、八月辦一場旅行，以解決戶籍
過期無法投票的問題。

當天出席的三位中評委，也在開場時分別
發言：王敦正中評委表示：透過上次會面，他
與翁履中教授有共同理念，今天大家應有機會
聽到翁教授的發言。

黃泰生中評委表示：今天應為 「九合一」
加 「一 」勝選餐會，包括王鴻薇剛在台北市的
立委補選中獲勝。在座臥虎藏龍，今晚看大家
如何腦力激盪，面對奧步多的民進黨，採用作
票、換票等手段，我們該如何對付？他也以當
年 「七十二烈士」有三十幾位是來自馬來西亞
的犧牲先進，還有對日抗戰時，很多華僑回去
幫助抗戰；今晚共聚一堂，看大家如何商議幫
助2024的大選。

甘幼蘋中評委（亦為國民黨美南分部常委
）表示：這次九合一的勝選，贏的是老百姓，
是老百姓的覺醒，給了民進黨教訓。包括今天
勝選的立委王鴻薇。我們想要贏回江山，這一
次的勝利遠遠不夠，如何讓老百姓繼續信任我
們，才是這一年我們必修的功課。在慶祝勝選
之後，國民黨的任務才剛剛開始，如何不辜負
選民的期望，如何真正的為人民服務，重新贏
回人民的信任，進而拿回執政的權利，這才是
這次選舉勝利的真正意義。甘幼蘋表示：我們
一起共同迎向2024年的挑戰，期許在未來各種
型態的活動場合上有傑出的表現，成為國民黨
最強的戰力。她並介紹今天擔任主講人的翁履
中，是執教於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山姆
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他常在媒體上分
析國際局勢，堅持傳遞真相，對於台海兩岸更
有精湛的見解，最重要的是，他跟大家一樣，
熱愛中華民國，更對中華民國有著血濃於水的
情感。

翁履中教授一開始即指出：現今美國政界
對台灣接到的訊息是：（一 ）台灣只有民進黨

（二）台灣要打仗了。原來資訊傳播如此重要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沒支持民進黨？當然希
望我們的國家更好，而如何讓美國朋友知道—
「接收真實的訊息」？其實我們在海外的力量

，遠遠比國內大，我們可集結我們的力量。譬
如如何讓台灣好好的過生活、如何安居樂業？
其實我們可作的是— 「論述之戰」，成立 「智
庫」， 「中華民國派」還是有力量的，而我們
如何聚集我們的力量，成立 「台海和平論壇智
庫」，我愛中華民國、我當過兵，我們不能讓
台灣聲音一倒。在中華民國智庫，有紅、橙、
藍、綠。你與民進黨顏色（綠 ）不一樣,馬上就
被貼上標籤。 「天佑台灣」！ 我們要讓大家看
到台灣現在執政，是如此荒腔走板。在此 「意
識形態」之下 ，論文抄襲不重要，外交部長在
國際發文： 「台灣已準備好不
惜一戰！」，不談 「兩岸溝通
」，台灣只想窮兵凟武 !

我今天只想告訴美國好朋
友，中華民國走到這一步，希
望聽到大家的聲音。現在 「藍
營」已經知道，國民黨 「團結
就能贏」。翁履中博士最後提
到由他（台海和平論壇智厙召
集人）發起的，將於二月四日
下午六時至十時在休士頓地區
的Signature Manor 雅苑會館舉
辦的 「守護中華民國，台灣民
主發聲」智庫募款餐會，請大
家來參加。用我的誠意，我們
不是為自己，為我們的國家，
回復正軌，要有智慧、方法。
當天特別從台灣邀請到知名網
路媒體人朱學恆先，以及中國
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博士前
來休士頓發表演說。另外，包
括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教授、
國民黨前主席立法委員江啟臣
，台北市議員徐巧芯，及多位
同樣熱愛中華民國的政治人物
，也將以視訊方式參與活動。
籌委會期盼呼籲海外熱愛中華
民國的僑胞們，齊力向美國傳
達台灣民眾對台海和平的期待
。

（本報訊 ）休士頓大學城中
校區 (UHD)為歡迎 2023 年警大遊
學團赴該校研習，於1月9日在公
共服務學院禮堂舉行歡迎典禮。
該活動是由UHD百優計畫 (Bayou
Connection) 主任王曉明教授策畫
並主持，UHD副校長Dr. Deborah
Bordelon、公共服務學院院長 Dr.

Jonathan Schwartz
、刑事司法暨社工
系 主 任 Dr. Kevin
Buckler、 UHD 警
局 局 長 Dr. Casey
Davis、中華民國駐
休士頓辦事處羅復
文處長、休士頓警
局 副 局 長 Chandra
Hatcher、哈瑞斯郡
警 局 看 守 所 主 任
Heide Laser 依序致
詞，熱烈歡迎遠道

而來的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僑務
諮詢委員甘幼蘋平日熱心僑社服
務，擔任UHD百優計畫指導委員
多年，當天也應邀出席並捐贈百
優計畫 1 千美元，由副校長 Dr.
Bordelon代表接受。

王曉明教授表示：UHD 百優
計畫成立於 2002 年，旨在促進

UHD與中華民國的學術文化交流
，經由百優計畫，迄今UHD已與
警察大學、台南大學、銘傳大學
等校及內政部移民署簽定合作計
畫，進行交換教授、學生互訪、
合作研究等多項實質學術交流活
動。中央警察大學和UHD於2005
年結盟，爾後警大每年派團來
UHD學習美國警政，今年是第16
團，也是 2020 年疫情停止交流後
的首發團，計有21人，包括20名
學生和1名領隊。該團在休士頓期
間，為精進刑事司法的理論與實
踐，將學習美國警政、刑事司法
系統、警察法律概論、美國槍枝
文化、仇恨犯罪等課程，並參訪
休士頓警察學院、騎警隊、哈瑞
斯郡警局訓練所、看守所、第一
區警署、法院、休士頓港境管安
檢等機構。

圖為圖為11月月88日舉行的日舉行的 「「國民黨九合一勝選餐會國民黨九合一勝選餐會」」現場現場。。主持人唐心主持人唐心
琴琴（（休士頓分部常委休士頓分部常委）（）（中立者中立者））正在講話正在講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翁履中教授在國民黨圖為翁履中教授在國民黨 「「九合一勝選九合一勝選
」」餐會上發表演講餐會上發表演講。（。（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遊學團所有成員於歡迎典禮後與遊學團所有成員於歡迎典禮後與UHDUHD 出席貴賓及出席貴賓及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所有與會官員合影於公共服務學院禮堂所有與會官員合影於公共服務學院禮堂。。((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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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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