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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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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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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44、坡路停車時，有時“P”檔位
置變速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時車輛在坡路停車

後，再次起動發動機時出現“P”檔位
置檔把不能搬動的現象。這是因為我
們一般停車時都是先踩下制動後，將
檔把放倒“P”檔位置，抬起制動踏板
後，車輛會因為自重移動，導致變速
器內的機械鎖止“爪”受力卡在爪槽
內所致，造成出現搬動檔把時費力的
感覺。這不是故障，正確的操作方法
會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即：踩制動踏
板，將變速桿放置在P檔，拉起手動制
動器，然後抬起制動踏板。

45、前照燈內起霧氣。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前照燈的後蓋上有一

塑料或是膠皮的透氣通道，這個通道
在前照燈的結構上必須存在，否則熱
膨脹的氣體無法排除，這個透氣通道
只能出氣體不能進水。如有輕微的起
霧現象，經空氣循環或開前照燈後會
很快散去，如果始終有水或霧氣散不
掉則需去專業的汽車維修廠排除。

46、車輛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過
減速隔離帶時有“咯吱”的響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無論新

車還是舊車，在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
過道路減速隔離帶時，會有“咯吱”
的響聲。新車聲音會小一些，舊車會
大一些，這不是故障。這是由於目前
的轎車都採用了獨立懸架結構，連接
的部位為了實現減振採用了橡膠件，
當車輛振動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因橡

膠件的變形而發出聲音，當振動的幅
度比較小時，發出的聲音相對較小。
47、踩離合器時踏板出現輕微“吱吱
”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在踩離合器

踏板時，總是會發出類似於“吱、吱
”的聲音，很是煩人，還以為是離合
器出現了故障，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
於離合器踏板支撐軸由於長期的使用
出現輕微的磨損所致，一般在支撐軸
處塗抹一些潤滑劑就可以了。 （未完
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7575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四十四))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33
公司類型轉換公司類型轉換

公司轉換主要有三種類型，公司類
型轉換、跨州公司轉換及稅務狀況轉換
。本文主要簡單介紹公司類型轉換。

公司類型轉換是由會員製的限責任
公司轉換成股東製的公司， 即LLC轉換成
Corporation。在公司最初成立的時候沒有
意識到公司在將來的某一天有上市的需
求，所有就成立了會員製的有限責任公
司，LLC。但公司的業務日新月異，蒸蒸
日上。業務量擴大，勢必需要大量的資
金，上市是融資的最佳方式。這時公司
類型轉換就勢在必行了。

美國是聯邦製的國家，各州有各自
的公司法，每個州轉換的過程及所需文
件不盡相同。但無論哪一個州，有限責
任公司的會員首先投票，批準轉換為公
司，LLC的大多數會員必須同意轉換。會
員必須就轉換的條款和條件達成一致，
包括將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權益轉換為
公司法人所有權的方式。之後起草一份
新的公司章程和轉換聲明。大多數州的
州務秘書辦公室不提供轉換公司章程的
表格，系自擬格式，包括新公司的名稱
、目的陳述、公司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公司授權發行的股份數量和轉換表。
將簽署的公司章程及轉換聲明並連同相

應的費用提交給州務秘書辦公室。經州
務秘書辦公室核實並審批後，正式文公
司轉換證書會發放下來，完成州內程序
。將原始公司的資產及債務轉換到新的
公司，將所有的會員轉成股東。

有的州會自動將原始的有限責任公
司LLC解體，有的州需要原LLC會員自行
填寫表格解體LLC。 無論哪種形式解體原
有公司，新成立的公司需要完成以下步
驟：
• 創建新的公司章程
• 選舉公司董事及公司管理人員
• 舉行初次董事局會員並做好會員紀
要
• 簽發股東證書
• 申請新的公司稅號

一旦公司轉換成功，公司的各項日
程必須嚴格化，舉行定期的董事及股東
會議，歸檔存儲會議紀要，每年向州務
辦公室申報公司董事的人員變化。這些
是與會員的有限責任公司不同的地方。
會員責任有限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管理會
更隨意些。公司日常業務可以會員或第
三方管理，不需要嚴格的董事及股東會
議。年審只需要申報一下嘴基本的信息
即可。

在稅務方面，會員製有限責任公司
可以有四種稅務申報選擇，單獨會員個
稅下的 Schedule C、合夥人形式（part-
nership 1065）、S corporation和C corpo-
ration。股東公司只有兩種報稅形式：S
corporation 1120S和C corporation 1120。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股東公司的工作
量遠遠大於維持一個會員製的有限責任
公司。如果您沒有文章開頭的融資需求
，將LLC轉換成股東公司是得不償失的。
LLC形式並不會阻撓公司的發展，很多大
型的公司依然保持著LLC的形式。所以公
司轉換之前一定要仔細斟酌。

一般情況下，公司類型轉換不會產
生稅務問題。但是如果在資產轉換的過
程中有偏差或者新公司的股東不再是原
會員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就會產生稅
務問題。所以公司類型轉換最好是原班
人馬、原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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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FRC）舉辦的首場
臺灣正式區域賽New Taipei x Hon Hai Regional中，
建 國 中 學 （CyberpunK, FRC#8020） 、 南 科 實 中
（NNKIEH, FRC#6998）以及高雄中正高工（Kaohsi-
ung Power, FRC#7527）取得了參加全球FRC總決賽
–FIRST Houston Championship的門票（4月20日到
4月23日）。

在臺灣的區域賽中，高雄中正高工與臺北美國
學校、崇光高中一起獲得了Regional Winner(聯盟冠
軍)。
南科實中因長期對台灣STEM教育的推廣與對FRC隊
伍的深遠影響，獲頒賽事中的最高榮譽Chairman’
s Award（區域主席獎），並因團隊在與贊助商合作
、長遠經營團隊規劃二度獲得企業家精神獎（Entre-
preneurship Award）的肯定，團隊指導老師——蔡
汶鴻老師也因對於團隊多年的熱忱和付出獲得最佳
指導教師獎（Woodie Flowers Award）。

建國中學則因團隊在工程上面極具創意與啟發
的設計，獲得了評審團Engineering Inspiration Award
（工程啟發獎）的肯定，另外，建國中學還在3月
23日至26日參加沙加緬度區域賽（Sacramento Re-
gional），以優異的團隊合作能力及競賽成績，獲得
Regional Finalist（聯盟亞軍），並以團隊獨樹一幟的
模組化設計以及運用自動控制為基礎的自動瞄準系
統（A.I.M.），獲得評審團 Industrial Design Award
（工業設計獎）的肯定。

在接下來的總決賽中，三校希望能夠認識許多
實力堅強且經驗充沛的外國隊伍，互相學習切磋，
並且拚盡全力在休士頓盡情揮灑汗水，為國爭光。
特別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協助舉辦這場記者會，讓
三校的學生更能夠感受到家鄉的溫暖。

關於今年比賽規則：
在今年的機器人比賽中，由六個隊伍組成的紅

藍兩個聯盟互相對抗，除了要使機器人將球投入籃

框獲得積分，還有最後30秒精彩刺激的爬升挑戰，
要攀爬由124公分到231公分高的四支單槓。除此之
外，比賽前15秒有著精彩刺激的自動階段，機器需
要使用AI辨識系統自動瞄準並移動。從機器的製作

到正式的比賽，考驗著團隊合作、機構製作、程式
設計等技巧，也挑戰隊伍行銷公關、商業管理等等
多元的能力。

台灣三校台灣三校((建中建中、、南科實中南科實中、、中正高工中正高工))
代表參加代表參加FRCFRC休士頓總決賽休士頓總決賽

 
記者會新聞聯絡人： 
所屬學校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子郵件 
 
建中機研 

林靖閔 
 

記者會負責人 /  
FRC#8020 
Business Team 

(+886) 905 315 281 raymondandck@gmail.com   
ckfrc@gl.ck.tp.edu.tw  

施佩佩 FRC#8020 mentor +1 (646) 701 2949 ckfrc@gl.ck.tp.edu.tw 
南科實中 蔡汶鴻 FRC#6998mentor (+886) 913 186 165 weenhung@ms.nnkieh.tn.edu.tw  
中正高工 蘇明福 FRC#7527mentor (+886) 911 036 239 smf12312@gmail.com  
 
附註：

台北市立高級建國中學 Taipei Municipal Chien Kuo High School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National Nank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Kaohsiung Municipal Chung-Cheng Industri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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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航拍南極百年沈船殘骸航拍南極百年沈船殘骸 船頭飽經滄桑已成景觀船頭飽經滄桑已成景觀

南極洲企業島南極洲企業島，，航拍總督號沈船殘骸航拍總督號沈船殘骸。。總督號沈船是當時最大的捕總督號沈船是當時最大的捕
鯨船之壹鯨船之壹，，於於19151915年失火後在企業島年失火後在企業島（（Enterprise IslanEnterprise Islan誒誒））岸邊擱淺岸邊擱淺
讓船員疏散讓船員疏散，，此後便壹直被遺棄在這裏此後便壹直被遺棄在這裏。。早已銹跡斑斑的船頭昂出水面早已銹跡斑斑的船頭昂出水面
，，船尾則在水下船尾則在水下2020米處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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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倫多舉行的在多倫多舉行的20222022年春季加拿大寵物博覽會上年春季加拿大寵物博覽會上，，壹位寵物美容壹位寵物美容
師親吻壹只剛做完毛發造型的慘賽犬師親吻壹只剛做完毛發造型的慘賽犬，，期待它在期待它在““寵物美容賽寵物美容賽””中取得中取得
好成績好成績。。當日開幕的本次展會將持續當日開幕的本次展會將持續33天天。。

北極熊冰上酣睡北極熊冰上酣睡 屁股撅起模洋滑稽屁股撅起模洋滑稽

近日近日，，野生動物攝影師在位於挪威和北極之間的挪威斯瓦爾巴群島野生動物攝影師在位於挪威和北極之間的挪威斯瓦爾巴群島
拍攝到壹只北極熊在太陽下睡大覺拍攝到壹只北極熊在太陽下睡大覺，，趴在冰上屁股高高撅起的模洋滑稽趴在冰上屁股高高撅起的模洋滑稽
搞笑搞笑，，令人忍俊不禁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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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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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歲哈薩克斯坦小將奪國象超快棋世冠歲哈薩克斯坦小將奪國象超快棋世冠
獲吉尼斯紀錄獲吉尼斯紀錄



BB55
星期六       2022年4月23日       Saturday, April 23, 2022

台灣新聞

民進黨高市黨部第 7 屆主委及市黨代表
選舉22日截止登記，主委部分僅許智善1人
登記，另有97人登記參選市黨代表，黨部將
依規定於5月22日辦理投開票作業，將選出
主委1人、64席全國黨代表、64席高雄市黨
代表及1席原住民族身分市黨代表。

民進黨高市黨部指出，依規定在完成主
委、市黨代表登記後，進入參選人資格審查

並在抽籤作業後公告參選人號次。5月22日
的選舉日，已規畫11處投開票所，當天上午
8時到下午4時投票，結束後隨即開票。

民進黨高市黨部現任主委趙天麟原打算
連任，但議員初選不盡理想，另名立委許智
傑也有意挑戰，經高雄巿長陳其邁協調，由
許智傑的弟弟許智善來選。

綠高市黨部主委截止登記 僅許智善1人參選

針對台灣年輕人多被認為是 「天然獨」
一事？現年23歲，被稱為中國國民黨青年團
最美執行長的蕭羽耘表示民進黨完全執政已
邁入第六年，但推動台獨的進度是零，講白
了就是在唬弄年輕人，操弄意識形態。她認
為，要獨立又不想打仗，是兩個不可能同時
發生的事。

根據《中評網》報導，今年23歲的蕭羽
耘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畢業，之前曾擔任醫
藥記者，朱立倫去年10月回鍋擔任主席後，
延攬她進國民黨，今年3月擔任青年團執行
長，是青年團史上最年輕，也是首任女執行
長。

蕭羽耘說，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至今已
完全執政進入第6年，推動台獨了嗎？很清
楚的答案是沒有，是誰在操縱意識形態？這

是可以公評之事。講白一點就是在唬弄大家
，台獨的推動進度完全是零，這是很匪夷所
思的事情。而馬政府執政八年，代表中華民
國牌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蕭羽耘提到，從各種民調來看，年輕人
並不想打仗，但必須認知到，要獨立又不想
打仗，是兩個不可能同時發生的事。俄烏戰
爭告訴台灣的一點，如果真要選擇走戰爭這
條路，那台灣的防衛安全不可能假手他人，
各種軍事訓練都要更加嚴格，所以端看大家
要選擇走哪一條路。

蕭羽耘強調，嘴巴上喊喊，其實大家都
會，但真的要落實全民國防，或真的要做軍
事訓練的加強，從目前各種民調看來，還是
有人會反彈，現實狀況就是如此！

藍營最美執行長：要獨立又不想打仗 不可能同時發生

桃園市吳姓男子去年11月底懷疑謝姓妻子出
軌，痛毆妻子並把妻子壓制在地，因不滿妻子以三
字經回擊，吳男萌生殺意，以手摀住謝女嘴巴使其
窒息死亡。桃園地院審理，原本要給予最嚴厲制裁
，考量不忍幼女同時失去雙親，判無期徒刑，可上
訴。

32歲吳姓男子與29歲謝姓女子結婚6年，育有
2名幼女。桃園地院審理，去年11月30日，2人在
桃園市桃園區住處時，吳男質疑妻子出軌，因此發
生口角，吳男盛怒下重擊謝女頭部，謝女也出手反
擊，但不敵吳男被打倒在地。吳男順勢跨坐在妻子
胸口，謝女持續以三字經反擊，不斷刺激吳男內心
憤怒，導致吳男萌生殺人犯意，一手摀住妻子嘴巴
，另一手捏住妻子鼻子，使其窒息死亡。

吳男犯後知道難逃法網，但考量報警後，會隨
即被逮捕，為了與2名幼女共度最後相處時光，決
定隔天再自首。因此先將妻子裝入大型塑膠袋並放

在大水桶內，並以拖把整理現場血跡，並打電話給
母親，先接2名女兒下課回到老家借住，也打給大
姐稱妻子離家出走。與女兒在老家共住一晚後，隔
天向警方自首。

法院審理時，吳男坦承以手封阻妻子口鼻，使
其死亡。法院認為，吳男懷疑妻子外遇，但妻子拒
絕承認，此並非罪大惡極，吳男竟毆打妻子使其臉
部重傷，還用手摀住妻子臉鼻，冷血無視妻子掙扎
，不念舊情、殺意至堅，殺人手法殘忍泯滅人性，
造成後果無可彌補，也造成妻子父親、奶奶承受白
髮人送黑髮人椎心之痛，使女兒失去母親疼愛，無
情堪憫恕可言，此外檢方、法院審理時，吳男否認
殺人意圖，也未補償岳父精神上損害，應該給予最
嚴厲制裁，考量吳男受到言語刺激才情緒失控，也
不忍幼女因案件同時失去雙親，因此判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終身，可上訴。

懷疑妻出軌悶死她法官不忍幼女失去雙親判無期

台中市梧棲區大觀路一間半導體公司員
工宿舍，22日下午發生無名火，員工擺放於
騎樓的電動機車突然起火燃燒，現場濃煙四
起令人生畏。台中港務消防隊獲報趕赴現場
救援，整排10部電動機車付之一炬，所幸未
延燒到宿舍，現場亦無人員受傷，起火原因
有待火調人員進一步調查。

梧棲區台中港務消防隊指出，22日傍晚
5時34分接獲報案，梧棲區大觀路一處半導
體公司員工宿舍發生火警，派遣本隊及中龍

鋼鐵公司共9車18人前往搶救。消防人員到
場發現，該起火處為宿舍騎樓的電動機車燃
燒，消防隊10分鐘內就將火勢控制並撲滅。

警方表示，該宿舍大多由移工居住，騎
樓擺放許多電動機車，起火原因疑為其中一
部的電池老舊，加上今日氣溫略高引起過熱
自燃；火警燃燒面積約3平方公尺，燒毀10
部電動機車，財損約10萬元，起火原因，由
火調人員鑑定中。

梧棲大觀路半導體工廠宿舍火警整排電動車燒毀畫面驚悚

22日是世界地球日52周年，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等多個民團，舉辦國際良心月暨響應聯合國
「世界地球日」線上論壇，邀請專家、民代與關心環保議題各界

代表上線分享他們如何實踐良心，共創美麗地球的作法並呼籲用
愛投資地球。

總會副主席暨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致詞時指出：大地母親正
急促提醒人類快快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的物種滅
絕，恢復受損的生態系統，當世界公民付諸良心行動，尊重人權
、用愛消弭戰爭與紛亂，與大自然和平相處，致力保護大自然的
健康，才能確保人類永續生存並擁有美好幸福。

台北市最美河川文化推廣協會現任理事長蔡尚宏，提到隱身
於台北市的五分港溪是台北盆地僅存無水泥化，擁有自然河濱的

河道，但河水很髒，民眾
偷倒垃圾問題嚴重，他號
召朋友成立環境巡守隊，結合在地力量，促使台北市政府投入資
源讓五分港溪變乾淨。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邱祈榮表示，只要能
夠腳踏實地認認真真的做的話，大自然會給我們回報。應該是要
能夠不存私心，本於良心，好好的照顧森林，從栽植到經營，最
後我們的社會大眾必能夠享受到森林的價值。

立法委員洪孟楷指出，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不分種族
、國籍、性別，都要為這個地球盡一份心力。2050淨零碳排是世
界各個國家列為最優先的政策，逐步落實把減碳足跡規劃好、做
到完整，讓2050淨零碳排確實有效達成，這是我人們對地球的

一種負責任態度。
立法委員張宏陸表示，人類一直迫害地球，造成環境的汙染

，讓地球滿目瘡痍，他認為太極門所發起的良心時代運動，是解
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案，每個人如果有良心，從自己做起，對地
球用良心的行為去對待，我相信地球未來會更好。

新北市議員洪佳君提到，在 「世界地球日」不論用什麼樣的
行動關心地球，對於地球都是一份很重要的一個力量。期待各個
領域、各個單位，對地球的永續能夠多一分關注。

主辦單位呼籲世人響應良心時代運動，地球只有一個，做為
地球公民的一分子，我們應該要竭盡全力讓這個美麗的星球永續
地發展下去。

響應世界地球日 太極門呼籲用良心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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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賴清德今出席 「台新三十永續淨零高
峰會論壇」時表示，淨零轉型是跨世代、跨領域
國際的艱難任務，除了要眾志成城，也要揚棄注
重眼前利益的舊思維，並有國際觀及宏觀的理念
，才能一步步達成。他也期盼每個人都能成為這
一場淨零轉型工程中的英雄。

賴清德致詞時首先對於台新金控30年來，不
僅致力於公司治理，成為國際化的金融機構，贏
得國際信任；也熱心公益，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善盡社會責任，更特別選定在今年的世界
地球日，關心臺灣的永續發展，表達珍愛地球的
決心，他感到由衷欽佩。

談及氣候變遷議題，賴清德指出，總統在去
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已公開揭櫫臺灣2050淨
零轉型的目標，與國際社會140個國家或地區的
目標一致。國發會在上個月正式公布 「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行政院院會也在
昨日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法》名稱修正為
《氣候變遷因應法》，並送請立法院審議，包括
明定2050年淨零轉型目標、訂定碳稅機制、盤查
及查驗管理等，強化法制基礎。

他說，政府將在建立法制、提出政策、鼓勵
社會創新及科技創新與投資下，達到4個轉型—
能源轉型更加安全、公私轉型更加有競爭力、生
活轉型更加永續、社會轉型更具有韌性。透過企
業投資，增進就業機會及社會新創的創新能力，

讓臺灣在因應氣候危機時，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也讓產業能夠升級、經濟能夠持續蓬勃發展。

他提到，除了政府努力，企業也都陸續投入
淨零轉型的行列。臺灣8家國際級科技公司包括
台積電、台達電、華碩、和碩、宏碁、光寶、友
達及台灣微軟等組成了 「台灣氣候聯盟」，召集
100家協力廠商共同響應，以大帶小，往2050淨
零轉型的目標努力。

他說，金管會攜手金融機構扮演資金中介者
，引導接受投資融資的公司重視環境、社會及公
司治理(ESG)。預計全體上市櫃公司將在2027年
前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並在2029年前完成相關查
證。他相信，大家共同努力，效益可以逐步展現
。

他表示，民間團體也一樣非常熱烈投入減碳
行列，特別是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
又新大使，已經在臺灣社會號召多年，舉辦國際
性論壇並協助臺灣企業往淨零方向邁進，在在顯
示臺灣社會已朝群策群力的方向前進。

他認為，淨零轉型是跨世代、跨領域、跨國
際的艱難任務，臺灣如果要成功，除了要眾志成
城，也勢必要揚棄注重眼前利益的舊思維，且要
有國際觀及宏觀的理念，才能一步步達成。 「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如同吳東亮董事長所說
「from zero to hero」，每個人都能成為這一場淨

零轉型工程中的英雄。

賴清德：淨零轉型是跨世代的艱難任務 盼逐步達成

前陸軍少將韓豫平、侍從士張淯森2015涉
及用國防部加菜金供 3 名軍眷用餐，總金額
2880 元，觸犯貪污治罪條例，分別被判4年6
月、1年的有期徒刑，總統蔡英文今日特赦兩
人。國民黨立委吳斯懷表示，感覺到 「蔡英文
終於聽到了」，而當初軍審法移出去，就是最
嚴重的錯誤！

根據《中評網》報導，國民黨立委吳斯懷
表示，感覺到 「蔡英文終於聽到了」，此案已
經延宕8年了，韓豫平以及幾位當事人遭受到
多長時間的身心屈辱，身為是國民黨的軍系不
分區立委，要代表軍人講一句話，軍人是不容

許被國家、社會、司法這樣子來踐踏。
吳斯懷指出，當初軍審法移出去，就是最

嚴重的錯誤，因為很多人不了解軍隊，軍人的
榮譽跟尊嚴不容這樣子被踐踏，這個事件判刑
三審定讞後，韓豫平找上他們，國民黨團全力
支持聲援，也陪家屬到司法院陳情，韓豫平也
在軍系團體的支援下到監察院陳情，他們更有
十幾位上將共40幾顆星，聯名請願盼蔡英文重
視這件事情。

吳斯懷強調，這不是單純的司法事件，而
是對整個國軍士氣、尊嚴、榮譽的影響，現在
慶幸蔡英文終於聽到了。

前少將韓豫平終獲特赦 吳斯懷：軍審移出去是嚴重錯誤

執行署台中分署變賣物首見大型 「掃街車」，將以 「通訊投
標」方式在5月3日舉辦3台車輛拍賣。台中分署22日表示，該
車屬於特種車，有領用牌照、公司營業項目有專門用途相關等過
戶限制，在2009年出廠、排氣量為7545cc，應買最低價為121萬
元以上。

執行署台中分署將在5月3日舉辦3台車輛變賣，包括自用
小客車、自用小貨車及少見的行動掃街車各1輛。台中分署表示
，此次將以 「通訊投標」方式變賣，以郵寄投件投標，除因應疫

情減少群聚、降低感染的可
能性外，也可不受時間、地

點限制及現場干擾，除保護隱私外，應買人也更有充裕時間準備
價金，增加應買意願。

最受矚目的是 「行動掃街車」，是執行署台中分署自2001
年成立以來首見。據了解，該車原屬1家環保公司，公司欠稅高
達317萬7942元，包括有營所稅24萬9854元、健保費61萬3849
元、廢棄物清理罰鍰23萬元、勞保勞退20萬2098元及牌照稅1
萬9600元，而遭查扣變賣。

該掃街車的車型是自用大貨車，出廠年份2009年、排氣量

7545cc，車身式樣屬於密封式，車內儀表板顯示的里程數為36萬
4379公里，但實際仍待查明，滯欠稅費罰款包括使用牌照稅1萬
9600元、燃料使用費10萬7226元。

執行署台中分署提醒，清掃車屬於特殊車種，雖自然人及法
人都可投標，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特種設備供專門
用途的特種車輛，有領用特種車牌照、公司營業項目與專門用途
相關性等過戶相關限制，應買人須自行向監理機關查詢備齊。

此外，還有1輛自小貨車，2011年出廠、排氣量為2977cc，
應買最低價為 28 萬元起；自小客車，2016 年出廠、排氣量為
1800cc、里程數為10萬661公里，應買最低價格為43萬元起。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吳姓中士疑似因身陷地下錢莊泥淖，20日與錢莊代表鄭男相約北市和平東
路談判爆發衝突，吳男竟持改造手槍朝鄭男頭部開2槍後，將鄭男棄置在新北市永和福和橋下停車場
。台北地院認為，吳男涉犯殺人未遂重罪，且有逃亡、串證之虞，裁定將他羈押禁見。

北院裁定指出，吳男犯罪嫌疑重大， 有事實及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以及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 且全案尚有諸多疑點待釐清， 因此裁定羈押禁見。

航特部中士行刑式槍殺地下錢莊債主 北院裁定羈押禁見

執行署台中分署首度拍賣大型掃街車 應買最低價12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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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
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
管等
第二優先：2019年03月01日, 第二優
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
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3月22日, 第三優
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2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
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
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
管等
第二優先：2019年04月01日, 第二優
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
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4月01日, 第三優
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5年08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
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12月01日中國大陸2014年12
月01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5年09月22日中國大陸2015年09
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

年11月22日中國大陸2008年11月22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年03月22日中國大陸2007年03
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5月15日中國大陸2016年05
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9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09
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9
年08月22日中國大陸2009年08月22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年10月01日中國大陸2007年10
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
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
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
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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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輪抽簽中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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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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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簽證抽簽程序。第一輪抽簽已經結束
，第一輪幸運中簽的申請人4月1日開
始可以遞交申請，6月30日前移民局必
須收到申請。去年移民局一共進行了三
輪抽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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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美國公民護照過期也可回美，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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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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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
在遞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
社安號。移民局批準綠卡後，會將相關
信息自動轉到社會安全局，申請人可以
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請的舟車勞頓
。
7. 美國移民局 5 月 13 日宣布，自
2021年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
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轉換身
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
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交的但到
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申
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以後提交的申
請。自2021年5月17日起，這些類別
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模
費用。
8.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移民政策
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恢復DACA。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
禁令。國土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
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為1100
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各類
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的速度和批準率在拜
登入主白宮後有顯著的改善。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
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1日
到2022年7月25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
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上
訴（290B）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期
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

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
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
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
，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或轉
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工
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
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
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
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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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
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
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
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
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

(11-1月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
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
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的
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
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
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
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
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
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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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候，求你記念我。主對他說：我實在告訴

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加福

音23章42-43節）

主耶穌曾應許說：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因此這個“來”字是表明了十架的救

恩，肯相信接受者，就帶來樂園的安息，

如右邊強盜一樣。

（二）再次邀請－看

（三）一個命令－去

（四）一個使命－說

結論：從主耶穌從死裡復活那日子開

始，使徒們就在七日的頭一日、星期天來

擘餅、聚會、敬拜，記念主的復活了，這

是慶祝主救贖之功。主日（星期日）是全

球基督徒聚會紀念耶穌復活、敬拜主的日

子。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他們歷世

歷代都守安息日（星期六），是什麼緣故

使得最初耶穌的猶太門徒改變他們的傳統

習慣，不在星期六而改在星期日聚會敬拜

上帝？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穌的確是在星期

日復活了，門徒們自然的改在這一天聚集

來紀念敬拜祂。

哈地（G . B . H a r d y）在 (倒數計時

Countdown)一書中說：以下是很完整不可

否認的記錄：

孔子之墓－屍體仍在

佛陀之墓－屍體仍在

穆罕默德之墓－屍體仍在

耶穌之墓－已經空了！

相信耶穌已經復活的決定權全操在你

自己手上，今天梁牧師與你分享這信息，

清楚的說明一件事：我確實相信耶穌已經

復活了！阿們！

休士頓西南國

語教會上主日是慶

祝耶穌復活節，邀

請梁德舜牧師證

道，題目是：我知

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證道摘要: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宣

告，是由一群婦女所聽到，記住並傳給別

人，最後由馬太記載在福音書裡。剛開始

的時候，很明顯的她們並沒有期待主復活

的發生，因為她們是要去膏耶穌的屍體。

當接近墳墓，見到了天使，她們又因看到

墳墓的石頭輥開而驚惶不已，天使向她們

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

字架的耶穌，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

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當

天使繼續說：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快

去告訴她的門徒，說他從死裡復活了，並

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

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們可

以想像，這些婦女的記性，一下子變得敏

銳了，弟兄姐妹，天使的信息包括了四個

命令式的字：來、看、去、說。

(一) 一個邀請－來

第一個字“來”，這是很重要的，因

為實在有許多的事情阻礙我們來到主面

前。想一想，清晨時去墳場，多淒涼，多

可怕！她們可以說：我們回家吧！天亮一

點再來吧，有更多的人一同來。

來（馬太福音11章28節）“來”字中

間是一個十字，左邊有一個人，右邊也有

一個人，中間有一個大人，這個來字完全

代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的救恩故事。

左邊的強盜因為不信故此滅亡了，而右邊

的強盜，在臨死前因悔改肯接受耶穌基督

而得救了。他向主說：你得國降臨的時

來、看、去、說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不能被奪走的福分

朋 友 ! 我 們

即使是面對利益與

好處、或者是威

嚇、或者是貧窮，

也不能讓我們從我

們所學的真道 ( 信
仰 ) 上離開。

「你們務要

警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穩，要作大

丈夫，要剛强。凡

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哥林多前書

16:13-14 
04/21/22 英文每日金句

Brothers, do not be children in your 
thinking. Be infants in evil, but in your thinking 
be mature. I Corinthians 14:20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

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大

人。哥林多前書 14:20 
04/21/22 金玉良言

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人生重要

的抉擇之一，就是要學會拿得起，放得下這

樣才會輕鬆、愉快；就如聖經所教導的就當

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才會經

歷得勝的喜悅。

給與拿

　郭文仁牧師

◎方　華

◎白  衣

梁德舜牧師與西南國語教會詩班合照

我一直覺得自己特別蒙上天的眷顧，

有一個溫暖的家，父母愛我，卻不寵我。因

為他們在大學裡工作，我就在滿有書香文化

氣息的校園內成長。每逢假期，他們總帶我

到世界各地旅行。我很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同時也很害怕會失去。

覺得自己是幸運兒

直到 17 歲，我出國讀書，認識了愛我

的天父上帝，才知道了恩典的來源。原來

一切都是天父所賜，遠超過我的所想所望。

並且，天父還救贖我們，差遣祂的獨生兒

子耶穌基督降世，叫一切信祂的人有永生，

永遠都不怕失去。

感謝上帝，讓我住在一對愛主的基督

徒夫婦家裡，他們對我十分關懷。通過不斷

學習聖經，和弟兄姊妹為我禱告，我在半年

後就以一顆感恩和單純的心，信靠接受了耶

穌。

那時，我對罪還沒有太深刻的認識，

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和上帝對我的愛，想回

應祂的愛。上帝將這新生命種在我的心田，

我很有向人傳福音、為主作見證的心志。我

通過網絡，不斷和國內的親朋好友講述我出

國後這一最大收穫。

首先受益的當然是我最愛的父母。不

過，他們一開始並沒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樣回

應我。記得有一次在電話中，我跟爸爸分享

去參加姊妹營會的收穫，他不理解，反而說

了些打擊我的話。因為無法跟摯愛的親人分

享內心的喜悅，我難過地哭了。又因我向來

獨立，不是個愛哭的孩子，所以立刻令電話

那頭的爸爸緊張起來，以為我在學校被欺負

了不敢告訴他，讓我又氣又好笑。

後來我放假回國，也會帶爸媽一起查

經，只不過每次都會被爸爸對世界各宗教的

高談闊論，加上對以色列時事的研究，弄得

啞口無言，無以應對。但感謝上帝，在爸

媽第二次來新西蘭探我的時候，他們同時

接受了主耶穌，並且願意在眾人面前受洗，

從此我們一家三口都是有福的人了！雖然

爸爸是黨員，在大學裡工作；但他從不忌諱

跟他的同事朋友談論耶穌，傳揚天國的福

音。上帝也讓爸媽信主兩年後開放了家庭，

每週舉辦查經聚會，祝福了小區裡的家庭和

大學裡的師生。

嚐到人間的苦味

2008 年初，我到澳洲讀大學，又是一

個新的環境，但這次一點也不怕，因為知道

有天父上帝帶領。但隨著年齡漸長，我發覺

人生的路也變得越來越崎嶇難行了。

特別是 2009 這一年，是我最糟糕的一

年。先是因自己的貪婪，中了魔鬼的圈套，

上當受騙，失去了整整一年的生活費，讓我

重新警醒，自我省察。但上帝的恩典夠我

用，有弟兄姊妹和家人支持，我很快又重新

站起來。聖靈又感動我給那些騙我錢的人傳

福音，他們反因此怕得連影都沒了。隨後上

帝賜給我兩份課餘工作，賺回我的生活費。

不久後，我的奶奶突然發高燒入院搶

救，一個多星期後就病逝了，對我的打擊也

不小，因為這是我成人後第一個親人過世。

記得我小時，奶奶曾不辭勞苦離開家鄉來看

顧我，抱我時，常被我咬得滿手臂牙印還是

笑瞇瞇的。我很難過沒有機會趕回去見她最

後一面。但在她走之前，上帝卻賜給我極大

的信心和負擔，為她的救恩禁食禱告，結

果上帝差派天使，連續幾天去給她傳福音，

為她禱告，她在家中走得很安詳。

而對我打擊傷害最大的，是感情上的

不順。一段三年的感情因對方父母的反對而

結束，令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天父不讓兩

個真心相愛，並且也愛祂，願意共同事奉

祂的人在一起，而要通過我們不得不尊重、

順服的父母拆散我們？

在短短一個星期裡，上帝讓我認識並

體會很多。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以前一

直認為自己很好，從來沒覺得自己是那麼滿

身罪污，而今一一看到自己的自私、驕傲、

苦毒、怨恨、怒氣，跟所蒙的恩典不相稱，

心裡戰兢懊悔。同時，我也感受到上帝豐富

的恩典，感受到祂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

樂。我照常工作和學習。獨自傷心難過時，

就向主耶穌傾訴。我聽到主耶穌用溫柔的慈

聲安慰我說：「沒關係的，我會帶領妳走

過。」我終於明白，只有我們的主耶穌才能

真正安慰傷心痛悔的人，只有祂能帶給我們

真正的平安。因為我們所經歷的痛苦祂都知

道。

主耶穌是世上唯一無罪的完人，卻受

人攻擊、憎惡，甚至設法害死祂；想到我原

本是個不值得被愛的罪人，受到一點厭棄冷

落，又算得了甚麼？我就是因為曾經那麼看

重別人對我的看法、想法，才背負了那麼多

不必要的煩惱和憂愁。加拉太書一章 10 節

彷彿一面明鏡，照亮了我的內心：「我現在

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上帝的心呢？

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我很享受上帝的

同在和安慰，只覺得自己的內心從來沒有那

麼平靜過，如同浮游在一個寧靜的深海上。

我也從沒有像今天那麼渴慕祂的話語，並

且，當我放下自我，仰望耶穌，不再期望別

人為我做甚麼事情的時候，心情隨即輕鬆了

很多。

上帝也通過另一節經文回答了我心中

的疑問，讓我知道為甚麼會允許這一切發

生。帖撒羅尼迦前書三章 13 節說：「好使

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的時候，

在我們父上帝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

無可責備。」原來上帝是要通過這些事情

磨練我，讓我得以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

可責備。我想現在上帝要我學習的功課就正

如保羅教導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

著標竿直跑」（參腓立比書三 13 至 14），

要學會忘記，特別是忘記別人對你的虧欠，

和原諒別人對你的傷害，這是一件多麼不容

易的事情！也只有學會忘記過去不論是成

功或失敗的一切，只有放下了才有可能真正

做到努力面前，仰望救主，向著上帝給我們

的標竿直跑！

我感謝上帝讓我在小小年紀就經歷了

這些，通過拿走我過去所看重的金錢、親

情，甚至愛情，讓我去單單仰望祂，投靠

祂，並且更堅定地跟隨祂。因我已得了祂所

賜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奪去的。

（文載自［中信］）

馬拉松比賽的當天，我留意到一個特別

現象，在街上看見很多健碩的男人走起路來

步履僵硬。原來他們跑完馬拉松比賽，坐上

個把小時車後起來走路，疲累酸痛的雙腿特

別僵硬。儘管這樣，完成比賽的健兒們臉上

都有一股滿意的神色。

馬拉松比賽跟人生有很多相似地方。當

然有些人會很漂亮且很快速地跑到終點，贏

得掌聲和歡呼；但大部分人都不是跑得那麼

快，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速度，勉強加速反而

可能抽筋、受傷、身體不支，以致不能跑完

全程。絕大多數參加馬拉松的人是以完成全

程為目標；但他們爭取的，通常只是比上一

次有進步而已。

人生有如馬拉松，重點不在起跑點，而

在於終點。它不是短程比賽，一轉眼就到了

終點，分出勝負；反之，它是長途比賽，道

路不平，有中途出現的意外，有許多不能控

制的影響因素。美滿的人生也不在於開始得

好，而在於完成得好。新約聖經中的使徒保

羅，在晚年這樣描述自己向前的展望︰「我

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腓立比書三 13 至 14）當他說

這話的時候，他已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大人

物，建立了多所教會，訓練了很多領袖；但

他不以此為滿足，因為終點仍在前面，他要

繼續好好地跑自己的路。如果尼克森在成功

連任美國總統時，能有保羅一樣的想法，他

就有可能圓滿光榮地結束他的任期。近年來

我們看到許多人都在成功的日子爆出醜聞，

就可知道人生中，當人只想著爭奪獎項時，

往往被判出局。

我常為現在許多父母的短視而惋惜，他

們誤信，要讓子女「贏在起跑線上」。在子

女年幼的時候，就逼著他們要爭取「成功」。

很多時候卻犧牲了對兒童品格的培養，犧牲

了他們的人際關係，以及童年應有的美好時

光。結果我們看到許多脆弱的「成功人士」、

許多缺乏誠信的競爭者、許多能贏別人卻不

能勝過自己的悲劇人物，充斥社會。人生又

不是百米競賽，在起跑線上比人早上半分鐘

有甚麼好處呢？如果從起步時就以圓滿結束

為念，人生的選擇會很不一樣。

當然，目標是甚麼令人對賽程有不同的

理解。若人生只是一場荒誕，人死只如燈

滅，那跑道上的耍手段以致於隨意而為，都

可以理解。保羅的謹慎自制是因他要得在基

督耶穌裡的最後獎賞，他要向全能者交代他

的人生，因此輕慢不得。如果終點並不存

在，誰還要認真去跑？誰還保持鍛鍊？但聖

經已指出了生命的終局，是我們在時空限制

下難以真正理解的永生。因此在這地上的一

生，起點並非最重要，圓滿結束才更為重

要。

世間有一種人是給的（giver）；有一

種人是拿的（taker）。

我們總以為給的必然富有，拿的必相

對貧窮。其實不一定，曾經有幾個乞丐死後

被發現家中藏有巨款。又有人欠下巨債，仍

狂刷信用卡，沒一點兒責任感，總之用別人

的錢毫不手軟。

另外我也讀到，有些宣教士獻身蠻荒

傳道，窮得幾乎沒飯吃，還把僅有的幾塊錢

送給人。

會不會這兩種人遇上了呢？一個窮

giver，一個富 taker，讓人覺得世界很不公

平？

會的，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往往如此。

俗語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做

父母的，到了年老體弱，還想要給孩子，背

後的動力是愛。如果孩子長大，懂得報答親

恩，這種角色就會對調。

不懂對換角色的人是還沒有成熟—還

像小孩子那樣只懂伸手要，不懂得給。

我們是不是長不大的孩子？對父母，

對家庭，對社會，對為我們死而復活的救主

耶穌基督，有沒有一點回饋的愛心和責任

感？若老是伸手要，得不著就生氣，撒賴，

這豈不像被寵壞了的孩子嗎？

（文載自［中信］）

圓滿結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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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种肉类食材，像肥牛一样，对懒人那

么友好了。

不止是用来涮火锅，无论煎、炒、烤，肥牛

不仅容易成熟，调味也很方便。

就算是零经验的厨房新手，也很容易做好肥

牛，不会翻车。

可是，那么“完美”的肥牛，到底是牛的那

个部位呢？

01谁创造了肥牛？

说起肥牛，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肥牛

火锅。

这种在北方更为常见的火锅，其实出现也没

多少年。

肥牛真正进入中国人的食谱，也就是最近30

年的事情。

以前，北方说起吃火锅，大多数时候指的都

是涮羊肉。

北京城里耳熟能详的火锅老字号，也都是涮

羊肉的馆子，没牛肉什么事儿。

不是那时候的人们嫌弃牛肉，实在是吃不着

，而且也不好吃。

肥牛简直是懒人的宝藏，可它到底是牛的哪

块肉呢？

作为一个农耕国家，牛在中国很长时间都是

耕种的主力，干活是养牛最主要的目的。

很多朝代，私杀耕牛都是重罪，直到清朝中

后期，才渐渐放松对杀牛的管控。

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牛的选育目的都是

耕种，选育出来的牛都偏瘦，涮着吃口感会柴，

并不好吃。

而现在我们吃到的肥牛，其实是起源于美国。

美国的安格斯牛，油花分布比较均匀，他们

选择脂肪含量相对比较高的部位，切成薄片，就

成了“肥牛”。

后来，随着美国牛肉的出口，“肥牛”也传

播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地区，到

上世纪90年代，又渐渐传入中国大陆，并掀起肥

牛火锅的热潮。

除了进口牛肉以外，促成肥牛火锅热潮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肉牛养殖业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式取消禁宰耕牛的

规定。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北地区的肉牛养殖

业开始迅速发展，杂交牛种也越来越多。

直至今天，山东仍然是中国牛肉产量最高的

省区，其次就是内蒙古和河北。

90年代时，肥牛火锅也开始在华北地区出现。

在牛肉产量最高的山东，肥牛火锅成为当地

火锅的代表。

而在北京，一个著名的连锁肥牛火锅品牌，

就是源自河北三河的一家养殖集团。

就这样，肥牛成为中国火锅界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

02肥牛到底是牛身上的哪块肉？

我们知道，牛身上的部位有牛身上的部位肉

有上脑、眼肉、牛腩、黄瓜条……

好像并没有哪个部位叫做肥牛。

的确，“肥牛”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商品名

，牛身上并没有“肥牛”。

肥牛是选取牛身上肥瘦相间的部位——一般

在脊背或者腹部——脂肪含量通常达到30%甚至

更多。

把这些部位的肉切成薄片，就是我们日常涮

火锅吃到的肥牛卷了。

想要切成肥牛卷，首先得有肉砖，肉砖的好

坏就决定了肥牛的质量。

一般来讲，肉砖可以分成两大类，原切和压

制。

原切很好理解，选择某一部位的肉，按模具

尺寸修整，制成肉砖切片就行了。

很多可以做成牛排的部位，也都可以切片做

成肥牛。

比如眼肉，选择牛脊背中部肉，因为肥瘦相

间，形似眼状所以叫眼肉。

涮好的眼肉口感特别细腻，除了贵，没毛病。

类似的，牛小排做成肥牛卷也是又好看又好

吃，但也就是贵。

外脊肥牛，是牛脊背的中后部肉，这一部位

在牛排里就是西冷牛排。

脂肪沉积于肉的一侧，红白相间，视觉上就

很有冲击力，柔嫩的口感也令人沉醉。

上脑肥牛是牛脊背的上部肉，因为靠近头部

，所以被称为上脑。

脂肪沉积形成大理石状的花纹，口感上既有

嚼劲，又不失嫩度。

上脑的块头比较大，综合口感和价格，在原

切肥牛里，已经算性价比不错的选择了。

当然，原切肥牛里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腹

部肥牛，也叫“肥牛一号”。

火锅店里最常见的几种肥牛卷，被编成了一

、二、三、四号，质量和价格也是由高到低。

肥牛一号的原料是去掉骨头的牛腹肉和牛肋

条肉，按模具尺寸修整，做成肉砖。

它的纹路没有那么规则，口感比较丰腴，涮

火锅最为合适。

从肥牛二号开始，就不是原切肥牛了，而是

用瘦肉和脂肪压制成的肉砖。

肥牛二号是用两层脂肪和两层

瘦肉压制成的，肥牛三号是用一层

脂肪和两层瘦肉压成的。

这两种肉砖切成肥牛卷之后，

会有非常明显的一道红一道白的肥

瘦分界，而且特别整齐。

这两种肥牛虽然是压制的，但

也不能算“糟糕”，毕竟瘦肉部分

还是一整块肉的。

肥牛四号相对来说就很一般了

，它是用牛碎肉拼接压制而成的。

价格嘛当然是很便宜，你在火

锅店里遇到的一下锅就散掉的肥牛

，大概率就是它了。

03除了涮火锅，肥牛还能怎么吃？

要说吃肥牛，大多数人还是只

拿它来涮火锅。

这其实有点可惜。

虽然肥牛是美国传入的，又长

期雄霸火锅界，但这一点也不妨碍

它完美融入中国人的食谱。

而且，比起牛腩牛排牛腱子，

肥牛做起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处理

。

汆熟、调味、起锅，既不需要

长时间的焖煮，也不需要预先的腌

制，既省时又省力。

很多我们常见的菜式，都可以

把其中的肉类替换成肥牛。

川菜里的水煮牛肉，既好吃又

过瘾，除了做起来有点麻烦。

牛肉需要先切再腌，最后还要

一片片抖散汆熟。

替换成肥牛就可以省却这些步

骤，直接在炒好的汤汁中汆熟即可

。

类似的，川菜蒜泥白肉里的猪肉，也可以替

换成肥牛，做成鲜辣清爽的蒜泥肥牛。

不喜欢吃辣的，把肥牛做成三杯肥牛、番茄

肥牛、葱爆肥牛都没有问题。

还可以将肥牛与白洋葱一起炒，加入酱油、

味淋、高汤烧煮一会儿，起锅浇到米饭上，再打

上一个温泉蛋，就完美复刻了吉野家的牛肉丼。

其实，还有很多的菜，都可以用肥牛做替代

。

至于挑肥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一些超市会有冷鲜的肥牛片，这种肥牛片基

本都是原切，上脑居多，冷鲜肉的味道也会比冷

冻的更高。

唯一的问题，还是那句话，除了贵，没毛病。

我们平常买到更多的还是冷冻肥牛卷。

挑肥牛卷首先还是看是不是原切，原切一定

是会给自己标明的，毕竟好东西是会吆喝出来

的。

当然标明了的也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原切，

这时候就需要注意肥瘦的分界是不是特别明显

和规则。

除此之外，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来

选择哪个部位的肥牛就好了。

肥牛简直是懒人的宝藏，
可它到底是牛的哪块肉呢？

穆家庄的穆老汉，为人老实木讷，却喜欢喝

两口。这天早上，有位商人雇他的黑牛到镇上去

送货。卸完了货，已近正午，穆老汉买了酒和吃

食，牵着牛来到河边。放着牛在河滩上吃草，他

就斜躺在河堤上，边吃边喝。吃完喝完，困意上

来，他就打起了瞌睡。

等他醒过来，已是日影西斜，他赶着牛回家

。路过齐家庄时，忽然闻到一股酒味，极是醇香

，他不觉停住脚步，深吸两口气，想多吸些酒气

过过干瘾。这时，从酒铺中走出一個秀才，见到

穆老汉，惊喜地喊道：“表姑父，你都到了家门

口，咋不进家呀？你看，酒也买了，肉也买了，

咱快回家喝两盅吧！”上来就拉穆老汉的胳膊。

穆老汉馋了那酒，就跟着秀才走。他是老户

，亲戚遍地，倒不知这秀才是哪个表侄子。进了

一户人家，秀才端肉倒酒，很是殷勤。两个人边

喝边聊，不觉天已黑了，穆老汉也喝多了，站起

身说，得回家了。

来到院子里，他去牵那黑牛，却怎么也牵不

走。黑牛只是看着他，“哞哞”地叫。穆老汉大

声呵斥：“走啊！走啊！”黑牛仍是一动不动。

秀才过来说道：“表姑父，牛怕天黑，是不肯走

的。你先回家吧，明天再来牵它。”穆老汉应了

一声，就摇摇晃晃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穆老汉赶来牵牛，秀才一听，

大为惊讶：“啥？你来牵牛？我家的牛，你凭啥

牵？”穆老汉急了：“这是我家的牛，咋成你家

的啦？”两个人争执不下，声音很大，招得许多

乡亲来看。

众乡亲一时也难以判断，就建议他们去找县

官。两个人就拉扯着，赶着牛，去找县官。乡亲

们要看稀奇，也都跟着。路上又聚拢了许多想看

热闹的人，一行人热热闹闹地赶往县衙。

鸣冤鼓响，知县贾元清赶忙升堂问案。穆老

汉和秀才拉扯着上了大堂，黑牛被差役系在堂下

。贾元清一拍惊堂木，让穆老汉先讲事情的原委

。穆老汉就一五一十地讲了。贾元清又让秀才讲

。秀才说，他乃是齐家庄人，名叫齐小二，和母

亲五娘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清苦，这牛是他家最

值钱的东西，却不知什么缘故，今天一早，这个

穆老汉到了他家就去牵牛，他自然不肯，故而争

吵起来。

贾元清问齐家庄的乡亲，齐小二家是否有头

黑牛。乡亲们一致说，是有头黑牛。贾元清又问

道：“齐小二，你家的黑牛可有什么标记吗？”

齐小二说道：“大老爷，我家黑牛的左前腿上有

块疤。”贾元清又问穆老汉。穆老汉说道：“大

老爷，我家黑牛的左前腿上有块疤。”

贾元清不觉略一皱眉，沉吟道：“都有个疤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这倒奇了。穆老汉你说说

，你家牛腿上的疤是什么样子的？”穆老汉愣怔

地说：“就是个疤，还能有什么样子？”贾元清

又转而问齐小二：“齐小二，你家牛腿上的疤又

是什么样子的？”齐小二胸有成竹地说道：“我

家牛腿上的疤，确切地说，不是疤，是我刻上的

字：仲，借以区分我家的牛和别人家的牛，万一

丢了也好找回来。不想，今日却用上了。”

贾元清问道：“为何要刻个‘仲’字？”齐

小二说，他原本在家中排行第二，大名叫仲成，

小名小二，只因哥哥早夭，他才成了母亲唯一的

儿子。贾元清不觉点了点头。堂下众人却是一阵

窃窃私语。因为众人识字的不多，不知道这个

“仲”字怎么写。贾元清即刻明白了，命师爷取

来一张纸，写上了一个大大的“仲”字，展示给

众人看。有人就摸了摸牛腿上那块疤，惊呼道：

“还真是这么个字！看来，这牛真是小二家的。

”

穆老汉一听这话，顿时气急：“我连自家的

牛都护不住，真是窝囊呀！”他一头向墙上撞去

。差役们连忙拦住了他。贾元清道：“本官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字。”

他下得堂来，摸了摸牛腿，又思索了片刻，

说道：“这分明是个‘伸’字，怎么是‘仲’字

了？”众人更迷惑了，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伸”字怎么写。师爷就在纸

上那个“仲”字的“中”间加了一横。众人又是

一片惊呼。原来这两个字只差这么一点儿啊！有

人又往牛腿上摸，然后惊奇地叫道：“还真有这

么一点儿呢，看来真是个‘伸’字。”

贾元清抚摸着黑牛，说道：“你的腿上刻着

‘伸’字，就是想让本官替你伸冤啊。”他转向

齐小二，冷冷地说道：“落到本官手里，也算你

命运不济。”他扭头跟师爷小声吩咐了几句，师

爷就忙着跑到后堂去了。

不一会儿，师爷拿着本书跑了回来，把书展

示给齐小二看。齐小二一看书名《奇案汇抄》，

身子就是一震，脸色也煞白，但他咬了咬牙，依

然坚挺。众人又是一阵交头接耳，不知道书里记

着什么。师爷站到堂口，翻开书，给众人念了一

段。

这是本朝天启年间的一个案件。有个屠户，

觊觎农夫的黑牛，趁着农夫牵牛外出之机，将农

夫请到自家，请他喝酒。屠户寻机用铁钉将牛的

四蹄钉到地上。农夫喝醉后，欲牵牛回家，牛却

不能动，那人说是牛病了，已走不得，农夫也信

了，只好低价卖了牛，屠户借机狠赚了一笔。

师爷刚一念完，众人就是一片惊呼，马上去

看牛蹄子，果然看到四个蹄子上都有细眼，显然

是被钉子钉过的。众人又一起骂齐小二太卑鄙，

同时又夸赞县太爷博览群书，才看透了齐小二的

诡计。

贾元清一拍惊堂木，堂下平静下来。他讥讽

地问道：“齐小二，你以书中所记之法作案，现

本官已把书找出，牛蹄子上的印记也在，你还有

何话说？”

齐小二转了转眼珠儿，说道：“书上记载了

偷牛的办法，牛蹄子上也有印记，但这就可作为

这牛不是我家的铁证吗？这牛就是我家的。它的

蹄子上怎么会有小孔，小民不知。”

贾元清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说道：“你以

为本官找不到铁证吗？哼，本官必定找到，让你

心服口服地认罪！”

贾元清又想了一阵，眼前一亮，说道：“都

说老马识途，本官觉得，这老牛也该识途。咱们

看牛往谁家去，这牛就算是谁家的。”

来到了三岔口，贾元清就命差役放开了牛。

这里的路分了岔，一条通到齐家庄，一条通到穆

家庄。那牛站在路口，左看看，右看看，哪条路

都没走，却走到路边，低着头啃起草来。贾元清

一时无招，人们又窃窃私语起来。

贾元清望了望天，此时已近正午，阳光正烈

，他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他转脸一看大

黑牛，忽然又有了主意。他对穆老汉和齐小二说

道：“时近正午，人饿了，牛也该饿了，你们去

给牛割些草吧。”

穆老汉和齐小二应了，就到旁边的荒地上割

草。不一会儿，齐小二就抱着一抱草过来，喂给

大黑牛。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那大黑

牛只是低头闻了闻那抱草，却不肯吃，又低头去

找别的草吃。齐小二说了些好话哄大黑牛，大黑

牛仍是不理。过了一会儿，穆老漢抱着一抱草过

来，放到地上，大黑牛就不疾不徐地吃起来。贾

元清冷着脸质问道：“大胆刁民齐小二，你还有

何话说？把他绑起来！”差役们扑上前去，把齐

小二五花大绑。

齐小二梗着脖子说道：“大老爷，小民冤枉

啊！你如此断案，小民实难服气！”

贾元清冷笑道：“还不服气？那我就跟你说

个明白吧。你可知，你割来的草，黑牛为何不吃

？”齐小二迷惑地问道：“为何？”贾元清道：

“因为你割的是蒿草，牛是不吃的。可见，你根

本就没给牛割过草，更没养过牛！”齐小二喊道

：“大老爷，小民虽然没给牛割过草，但我家确

实养着牛！众乡邻都可做证！”

贾元清冷笑道：“如此，你倒把本官给难住

了！”围观众人一时窃窃私语，不知知县大人会

怎么判。贾元清道：“我来审审老牛，看它会怎

么说。”说罢，他就来到黑牛跟前，絮絮叨叨地

跟老牛说着什么，然后就把耳朵贴在牛嘴边，认

真地听着。但黑牛表情木然，似乎没啥表示。忽

然，就听得“啪啦啪啦”，黑牛拉出一堆粪来。

贾元清看了看牛粪，兴奋地说道：“明白了，本

官明白了！”他走到齐小二面前，问道：“你母

亲呢？”

齐小二答道：“她去我舅舅家了。”贾元清

又问：“何时去的？”

齐小二答道：“昨天一早。”贾元清问：

“昨天你喂牛吃的什么？”

齐小二心里一颤。贾元清绕了好大一个圈子

，原来是在这里给自己挖坑呢。刚才他给牛割的

蒿草，这会儿再说割草喂的牛，那就难以自圆其

说了。他说：“干麦草。”

贾元清大喝道：“你还敢欺瞒本官，好大的

胆子！你若给牛喂的是干麦草，牛拉的粪应该是

黄色的。可现在牛拉的粪是绿色的，说明它吃的

是嫩草。你还敢说这牛是你家的吗？你满嘴谎话

，信口雌黄！本官原本想给你留些颜面，现在看

来是不能客气了。拉下去，打！”

齐小二再也无法抵赖，忙磕头道：“我认，

大老爷，我认！我只是不明白，大老爷怎么知道

这许多？”贾元清得意地一笑：“本官当年放了

好几年的牛，哪能连这点儿常识都不知道？”

众人又都张大了嘴巴，他们都不敢相信，知县大

人曾是个放牛娃呢！

齐小二既已认罪，就原原本本地讲开了。他

家虽贫苦，他却好吃。如今春荒，他快馋死了，

跟娘要钱，娘没钱给他，他就打上了家中那头黑

牛的主意。前天，他半夜起来，把黑牛牵走，卖

给了吴屠户。回到家中，他继续装作睡觉。早上

起来，娘不见了黑牛，惊叫起来，他连忙跑出来

，也装作很着急的样子。两个人就说好出去找牛

，娘往东找，他往西找。

晚上，不见娘回来，他就到酒铺中买了酒肉

，准备回家再吃喝个痛快。一出门，就看到穆老

汉正在闻酒气，忽然想到书中的记载，就重演了

一回，想占下穆老汉的黑牛，过些日子再卖出去

赚上一笔。谁知道，遇到了一个博学多才又机智

的知县大人，把他的所作所为全看透了。

齐小二罪责难逃，被剥夺了功名，押入大牢

。这个奇案就此破获，一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后

来齐小二娘回来，才知那晚她找牛心切，竟走出

了四十多里，晚上回不来，就住到了一个亲戚家

。谁知，就在一夜之间，却发生了这许多事。

事后，很多乡亲都把娃送进了学堂。他们倒

没想着娃也像贾元清那样出人头地，但认些字，

能知道更多的事，不易被人欺，也是好的。

审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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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亞裔商會於黑馬高爾夫俱樂部(Blackhorse Golf Club)
舉行高爾夫錦標賽，從一大清早，報名會員及贊助活動單位代表
們陸續抵達，在現場登記領取資料後，先享用早餐同時輕鬆地進
行聯誼。

共計24隊、每隊4人的比賽陣容早餐後編組登車，出發前主

席李雄致詞風趣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高爾夫球賽，
他的四人隊伍中包括了自己的私人教練。李雄同時表示
這次活動所得，將透過亞裔商會基金會提供作為獎學金
款項；所以活動深具意義，不只是運動休閒而己。基金
會主席喻斌也致詞感謝大家支持，參加並贊助活動。

黑馬俱樂部此區有兩個18洞球場，範圍廣闊；尤其
設計多樣，很多視界看去美景天然優美，加上暖陽清風
，許多球友說如此打球環境令人心曠神怡，樂在其中。24
隊分在18洞依序進行比賽，除了各球洞各有贊助單位，
設施及用品也各有贊助，包括巡迴場區、提供點心飲料
的小車。

百餘人經過五個多小時，完成18洞賽程後回到俱樂部大廳
，享用烤肉餐並繼續聯誼交換心得，在完成頒獎典禮及贊助禮品
摸釆後，大家已迫不及待討論等過幾個月天氣合適時，再次舉辦
以切蹉球技並聯誼。主席李雄並表示本次華裔會員參與甚多，包
括中港台人士，都是亞裔商會不容忽視的力量。

這次錦標賽冠軍隊伍是由 Tom Tong 所贊助的 Lawmato ，
隊員包括 David Allen, Blaze Hilton, Tre Allen, Mitchell Morgan；
Tom Tong 是Locke Lorde 法律事務所的國際夥伴。亞軍為Ste-
phen Le, Jr., Alex Lin, Alex Truong, Quan Vu 所組的四人隊伍。季
軍為 Transworld Business Advisers 所贊助隊伍，隊員包括 Song
Hollier, Zach Liu, Jeff Shen, Austin Zhao， 其中 Austin Zhao 曾擔

任亞裔商會主席。另外 Closest to Pin 獎項，則由 Lawmato 的
Mitchell Morgan 及 Savve Concepts 的Wes Winn 穫得。

所有贊助單位名單如下：Southwest Realty Group, Kenneth
Li; The Allen Project, David Du; Nguyen & Chen, Fan Chen; Tran-
sworld Business Adviser, Austin Zhao; MedX Pharmacy, Bin Yu;
J-Tech Digital, Jeff Wang; China Star Restaurant Group, Sally Sha;
Liron Lighting, Leo Zhao; Merrill, Ning Kang; Surestone Group,
Daniel Yoo; Navarro Insurance Group, Sam Pineda; KEM Group,
Frank Fan; Locke Lorde LLP, Tom Tong; Houston Chinese Golf As-
sociation, Jim Yu; STOA Architects, C.C.Lee; Odyssey Precision
Fabricating, Jeffrey Sun; Xfinity, Mike Pankratz Jascole; Airi Ramen;
Frost Bank。

休士頓亞裔商會於4月18日在黑馬高爾夫俱樂部舉行高爾夫錦標賽
活動所得將用以支持教育項目及獎學金款項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自2020年
7月24日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撤離以來
，今年4月19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
明，僑保組連淑鈺，簽證組李雪等一行
訪問中國人活動中心，受到中國人活動
中心董事長彭梅、現任執行長楊德清，
繼任執行長方一川及部分董事和執委，
在中心的熱烈歡迎。

中心彭梅董事長及楊德清執行長引
導鍾總領事一行參觀了靳寶善圖書館,前
董事長陳珂向鍾總領事介紹靳寶善圖書
館，當時並有前董事長張亦勤，中心執
委兼夕陽紅俱樂部部長梁揚燕，副執行
長卿梅，董事楊寶華，副執行長張經坤,
執委鄧潤京等人陪同參觀。

鍾瑞明總領事一行於本周四（4 月
21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中國人活
動中心130多媒體大廳舉行休士頓現場
諮詢會，為滿座的現場僑民們介紹中國
公民如何使用（“中國領事”APP 綫上
辦理護照、旅行証等其他証件業務，現

場有200多社區民眾前來參加，並有幾
十位民眾排隊提問有關問題，領事們都
一一給予詳細解答。

鍾總領事在大會上表示：外交為民
是我們工作的宗旨，秦剛大使到任後，
要求我們用心做好為僑胞服務工作，進
社區送服務。鍾總領事一行專程從華盛
頓DC,來到休士頓，看望僑胞，舉辦証
件諮詢講座，與僑胞面對面交流，正是
把為僑服務落到實處。鍾總領事一行這
次還去了達拉斯，鍾總領事表示今後還
會再來美南，了解僑情，做好服務。
諮詢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主持、彭梅董事長致賀詞。簽證組李雪
詳細為僑民們介紹日前已正式啟用 「中
國領事」手機App 軟體，讓在美的中國
公民以更便捷的方式，辦理養老金資格
認證、領事認證查驗等服務， 「旅行證
」、 「緊急旅行證」等功能也可在App
中申辦。

李雪領事詳細介紹證件辦理的流程
：包括提交申請、郵寄材料、證件印制

、收取費用、綫上審核、材料複審、證
件複核、郵寄新證。每位申請人只能選
擇向一家領館提交辦理資料，不可向同
一領館或不同領館重覆提交，並需自行
確保個人填寫訊息準確，慎重選擇擬提
交辦理的使領館；而對於有特殊緊急需
求的人員，仍可通過使領館原有的諮詢
郵箱或電話聯繫申辦有關服務。

「中國領事」App軟件可通過蘋果
、騰訊、小米、華為等應用商店下載，
通過該軟體，民眾可選擇辦理護照旅行
證、應急旅行證、養老金資格、領事認
證查驗等服務。
至於很多僑民關心休士頓總領館何時能
恢復，鍾瑞明表示，這得看中美關係的
未來發展而定，他們目前沒有任何消息
，如果有一定會儘速告訴大家。但對各
項與民眾有關的護照、認證等業務，他
們仍會積極的為僑民服務，務求 「動態
清零」，讓民眾申領的所有業務都能在
15天內完成。

中國駐美大使館休士頓証件諮詢會成功舉行
“中國領事”APP上線，此後申辦證照更便捷

圖為中國駐美大使館休士頓證件諮詢會現場圖為中國駐美大使館休士頓證件諮詢會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圖為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立者立者 ））首先在現場首先在現場
諮詢會上講話諮詢會上講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熱烈歡迎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熱烈歡迎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一行到訪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一行到訪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贈送紀念品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贈送紀念品
迷你屏風由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迷你屏風由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

翁作華代表接受翁作華代表接受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向中國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向中國
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作該廟擴建進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作該廟擴建進程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
館僑務組一等祕書連淑鈺話家常館僑務組一等祕書連淑鈺話家常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向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向
天后娘娘上頭柱香天后娘娘上頭柱香

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天后廟會長翁作華,, 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 黎國威黎國威,, 理理
事長周滿洪夫婦事長周滿洪夫婦 ,,潮州會前會長孫偉根潮州會前會長孫偉根,,奧斯汀奧斯汀
天后宮陳泰洲等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天后宮陳泰洲等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

鐘瑞明向天后娘娘上香鐘瑞明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 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 黎黎
國威國威,, 理事長周滿洪夫婦理事長周滿洪夫婦 ,,潮州會前會長孫偉根潮州會前會長孫偉根,,奧斯汀天后奧斯汀天后
宮陳泰洲等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合影宮陳泰洲等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合影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會長翁作華,, 副副
會長楊贊榮會長楊贊榮,, 黎國威黎國威,,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潮州會前潮州會前
會長孫偉根會長孫偉根,,奧斯汀天后宮陳泰洲等熱烈歡迎中奧斯汀天后宮陳泰洲等熱烈歡迎中

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一行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總領事鐘瑞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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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公佈華美銀行公佈20222022年第一季度財報年第一季度財報
淨利達淨利達22..3838億美元億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6666美元美元 存貸款雙創新高存貸款雙創新高
【帕薩迪納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

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納斯達克股票
代號為 「EWBC」 ）於4月21日公佈2022年第一
季度盈利報告，淨利達2.377億美元，每股獲利
1.66美元，較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37%，較去年
同期增加16%。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
nic Ng）表示： 「2022年華美銀行強勢開局。貸
款和收入強勁增長，淨利差達2.87%，成長0.14%
。調整後稅前撥備前收入（adjusted pre-tax,
pre-provision income）為 3.203 億美元，增長
28%。同時，我們的資產報酬率（ROA）提高了
0.17%達1.56%，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成長
1.57%達16.5%。」

吳建民指出，截至2022年3月31日，總貸款
創新高達435億美元。若不計SBA小型商業署薪
資保護貸款（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
稱PPP）的影響，總貸款較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
20億美元或 20%，主要得益於商業貸款的成長。
總存款亦創新紀錄達549億美元，較2021年第四
季度增加16億美元或12%，主要得益於無息存款
的強勁增長。截至2022年3月31日，無息存款佔
總存款的45%，去年同期為38%。

吳建民說道： 「華美銀行堅實有效的商業模
式和卓越的執行能力促使我們在不斷變化的宏觀
經濟環境和市場中一如既往地取得亮眼成績。憑
藉多元的貸款組合、積極的業務發展預期、持續
穩健的資產品質，以及強勁的財務表現，我們有
信心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繼續蓬勃發展，與股東
和客戶一同邁向成功。」

盈利表現概要：
• 總資產創新紀錄 – 截至2022年3月31

日，總資產達622億美元，較2021年12月31日
的609億美元增加14億美元或9%，較2021年3
月31日的569億美元增加9%，主要得益於貸款增
長。

• 總貸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22年3月31
日，總貸款達435億美元，較2021年12月31日
的417億美元增加18億美元或17%，較2021年3
月31日的396億美元增長10%。若不計3.181億
美元的PPP貸款，總貸款較2021年第四季度成長
20億美元或20%，主要得益於各類主要貸款的穩
健增長。若不計PPP貸款，總貸款較去年同期增
加57億美元或15%。

2022年第一季度的平均貸款為421億美元，
較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16億美元或16%。若不計

PPP貸款，平均貸款較2021年第四季度增長18億
美元或19%。其中，平均工商貸款（不計PPP貸
款）和平均商業房地產貸款成長最為顯著，較
2021年第四季度分別增加30%和18%。另外，平
均住房貸款較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8%。

• 總存款再創佳績 – 截至2022年3月31
日，總存款達549億美元，較2021年12月31日
的534億美元增加16億美元或12%，較2021年3
月31日的495億美元增加54億美元和11%。截至
2022年3月31日，無息存款為249億美元，佔總
存款的45%，較2021年12月31日的43%和2021
年3月31日的38%有所提高。

2022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存款為540億美元，
較2021年第四季度減少2.909億美元或2%，主要
受各類存款額波動的影響。其中，平均無息存款
減少5.866 億美元或10%，同時，平均有息支票
帳戶存款和儲蓄存款分別增加 1.856 億美元或
12%以及 8,900 萬美元或 13% 。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22年3月31日
，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57億美元或每股40.09美
元。有形普通股權益為每股 36.76 美元。截至
2022年 3月31日，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
8.47%，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12.6%，總

風險基礎資本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
tio）為13.9%。

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22年 5月16日派發
2022年第二季度普通股股息每股0.40美元，股東
將依其至2022年5月2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為總部位
於南加州最大的獨立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622億
美元，在美國和中國共有超過120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伊利諾州、
麻薩諸塞州、內華達州、紐約州、德州以及華盛
頓州；在中國，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
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分行，在北京、重慶、
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有關華美銀行2022年
第一季度財務報告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此為中文譯本，內容以英文新聞稿為準

最新消息，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s (MVP) 宣布
加入 IQ Laser Vision，聯合為在德克薩斯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
服務。 鑒於華人和華裔青少年和成年人的
近視比例很高，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把
使命定為是“通過提供清晰的視力改變中
國人的生活”。

邁特澳利醫生負責領導的 IQ Laser
Vision的休斯頓中心為德克薩斯州有視力
矯正需求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這
個 IQ Laser Vision的 13個行醫地點之一
，邁特澳利醫生是美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
會認證的手術醫生。 他在眼科領域擁有
20 多年的經驗，是屢獲殊榮的“美國頂
級醫生”。 他進行過成百上千臺白內障/
植入手術、以及超過 6萬5千次激光屈光
治療。

邁特澳利博士的女兒幾年前在 MVP
做了手術。 許多工作人員和家庭成員在
MVP 做了手術或者保健。 MVP 的大多數
患者都是口耳相傳。 MVP是一個真正值
得患者信賴的地方。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配備了中文翻譯、中國醫師和技術人

員。 他們希望滿足德州華人和華裔患者對
矯正視力的需求。

MVP 通過 PRK、LASIK、SMILE、
ICL 等手術幫助近視、遠視、散光、老花
眼、白內障和翼狀胬肉患者矯正視力。

林殿凱醫生(Dr. Robert Lin) 是IQ La-
ser Vision 的創始人。他在休斯頓長大，
從小就開始戴眼鏡。 林醫生在醫學院期間
做了LASIK近視眼矯正手術，10幾分鐘時
間以後就不需要戴了10幾年的眼鏡也可
以看見了。這對林醫生來說是一次奇妙的
經歷。 他決定成為一名眼科醫生，幫助其
他人經歷這種改變生命的變化。

林醫生帶領了一個由六名獲得美國眼
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傑出外科醫生組

成的團隊，在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
的 13 個診所為眼科患者服務。 這個“明
星”團隊擁有超過 60 年的綜合經驗，總
共執行了超過 15萬次手術，他們在完成
SMILE激光矯正視力手術量方面全美排名
第一。 他們的服務被患者評為五星級服務
。

LASIK 是美國目前最常用進行的屈光
治療方法。 這是一項始於 20 多年前的技
術。 除了 LASIK，MVP 還投資了最新、
最先進的技術 SMILE。 SMILE 是英文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的字

母縮寫，直譯是小切口透鏡提取。 是由
Carl Zeiss Meditec 發明創造的一臺激光
機器，目標替代 LASIK。 SMILE 激光眼
科手術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十多年，
2016 年獲得 FDA 批準在美國使用。
MVP 是休斯頓做SMILE手術量排名第一
的診所。

為了惠顧廣大中國患者，MVP 提供

免費眼部評估和$1100的折扣，(優惠券代
碼 clearvision111）。此外，MVP診所還
提供18-24個月的無息貸款。

邁特澳利眼科中心 (MVP) 的地址

2200 Southwest Fwy, Suite 500, Hous-
ton, TX 77098 。位於 59 號高速公路和
Greenbriar 大街的交匯處，交通便利,。
診所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開
放,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開放，請打電話咨
詢。 聯系方式： 電話：713-776-3937
（英語），電子郵件：jenny@mvpeyes.
com

邁特澳利醫生和他的工作人員歡迎華
人、華裔患者隨時訪問，時刻準備為您服
務。

邁特澳利醫生邁特澳利醫生

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休士頓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休士頓，，為德州病患服務為德州病患服務

林殿凱醫生林殿凱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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