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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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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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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亞洲恊會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演出和工作仿

Saturday, August 13, 2022
11 am Puppet Workshop
1 pm Performance
2 pm Reception

台灣傳統布袋戲，尺寸只比人的手
掌大一點，基金會的文化團隊在活動中
心，以台灣傳統的"小劇場" 形式推出，效
果最貼切。但是, 在外面"大舞台"上演出
時, 如何讓大廳裡每一排的觀眾，都可以
欣賞遠距離小布偶的肢體語言呢 ? 幾年
前基金會在亞洲協會400人的大舞台上演
出時，我們就是利用投影stage
projection 的技法，成功轉型了。為此, 基

金會CSC 組，連絡亞洲協會，分享我們
過去的舞台經驗，並將提供"限量"免費票
。HAKKA語，Monkey King (Joueney to
the West)的故事，將會是一個親跨世代，
雙語家人一同欣賞的經驗。

請在盡早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櫃檯登
記, 享用原價$20的"限量"免費票

https://asiasociety.org/texas/events/
adven-
tures-crystal-palace-performance-taiwa
ns-shan-puppet-theatre

光鹽社可以用遠程或者會面的方式協助您申請光鹽社可以用遠程或者會面的方式協助您申請

傳統和現代的客家文化傳統和現代的客家文化 -- 山宛然劇團山宛然劇團

北美州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創會北美州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創會
會長邱垂煌等一行造訪美南銀行會長邱垂煌等一行造訪美南銀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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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7月8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愛國華僑捐《倫敦新聞畫報》
收錄盧溝橋事變等抗戰照片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成立於1925
年，原館址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西華門
內北側，是專門負責收集管理明、清
兩朝及以前各朝代中央機構形成檔案
的中央級國家檔案館，前身為1925

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部。作為中國歷史
上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專業檔案機構，是世界
了解、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場所。館藏明清
檔案共有77個全宗，總數量1,000多萬件，居
世界同期歷史檔案館藏量前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新館坐落在北京市東
城區祈年大街9號。新館整體建築高45米，館
名石上鐫刻着郭沫若先生題名的字，鑲嵌篆刻
紋樣的雕刻石材，形成了抽象的斗拱造型，具
有中國傳統符號韻律的內凹式立面特徵。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新館是具有明清檔案保管、保
護、利用、展示、研究、學術交流和愛國主義
教育等功能的現代化綜合檔案館。

經過一年的籌備和試運營，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新館已經正式向社會開放，公眾可通過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官方網站、“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小程序、“皇史宬”微信公眾號進
行參觀、查檔。與故宮西華門內老館相比，查
檔機位成倍增加，查檔環境更為舒適。館內檔
案信息化管理平台開放44個全宗檔案468萬餘
件，網站可供檢索的檔案目錄達410餘萬條。
同時上線《清實錄》《清會典》兩個全文檢索
數據庫，供公眾免費使用。新館正式對外開
放，將讓公眾感受到古老文明的獨特魅力，一
睹百年的歷史風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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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北

京市東城區祈年大街西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新館莊嚴矗立。這座中央級國家檔案館7月6日首次

面向社會公眾敞開大門。展廳二層正在舉行“百年恰

是風華正茂——大型主題檔案文獻展”，其中近半數

檔案資料首次公開展出。

“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

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不會彎！”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在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視頻

在展廳循環播放，捍衛和平正義的時代強音振奮人

心。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大型主題檔案文獻
展”，聚焦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展覽分為8個篇章，
共展出350餘件檔案、130餘張照片、20餘段音
頻視頻和200餘件（冊）圖書資料、實物檔案。
從張人亞用生命保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
章孤本，到陳獨秀給東方大學15名中國學員的證
明信；從中國人民志願軍特等功及英雄模範的名
冊，到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的相關檔案；從國務院
批覆同意了《關於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請
示》，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一組重要
批示……

展出抗戰及抗美援朝史料
展品主要為中央檔案館館藏新民主主義革命

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的珍貴檔案和新華社提供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有關照
片、視頻，以及另外徵集的反映新時代歷史性成
就的檔案資料，其中近半數為首次公開展出。

此次展覽中，在“鬥爭的力量”部分，一組

題為“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檔案備受關
注。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珍貴史料一一
呈現，毛澤東撰寫的《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等
名篇悉數展出，中共多位領導人關於戰爭與和平
的論述振聾發聵，中華民族反抗強權、保家衛國
的不屈風骨穿越時空，展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精神風骨，體現
了黨領導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堅定決心和強大能力。

領導人捍衛和平正義論述受關注
展覽展出了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珍

貴史料：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
領》、毛澤東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
《晉察冀軍區百團大戰總結報告》等激發了中
華民族保家衛國的不屈意志；毛澤東就志願軍
入朝作戰問題給金日成的電報、黃繼光英雄事
跡報告、《朝鮮停戰協定》等讓人重溫了那場
新中國立國之戰的血與火歷程；1949年毛澤東
為新華社撰寫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戰

鬥》，深刻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
質，喚起中國人民奮起鬥爭。

此外，記錄中共領導人關於捍衛和平正義重要
論述的檔案資料也備受關注。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
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彭德懷莊嚴宣告：西方侵略
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
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1955年周
恩來總理對《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的批
語，其中提到的“求同存異”和“各國間的友好合
作”的主張至今仍是中國外交指導方針；鄧小平
1974年在聯大上發言強調“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
不做超級大國”，反映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
決心；2015年9月，習近平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
一般性辯論時向世界發出“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倡議，成為中國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鮮明旗
幟，而他在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則擲
地有聲地表明，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但也不懼任何
外來挑戰。

有參觀者表示，重溫歷史檔案，感受到中
華民族的精神力量，令人備受鼓舞。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大型主題檔案文獻展大型主題檔案文獻展””設有網上設有網上33DD展廳展廳。。圖為該網圖為該網
上上33DD展廳展廳。。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第一歷史檔案館新館開放
主題展聚焦中共百年風華
近半檔案首次展出 含第一部黨章孤本 參觀者：備受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北京15家抗戰類紀念館，
在全民族抗戰爆發85周年紀念日推出“烽火印
記——北京抗日戰爭主題片區特展”。200多張、50
多件珍貴文物再現抗日烽火印記。1937年7月至9月
《倫敦新聞畫報》的精裝合訂本成為觀眾們最為感
興趣的展品。作為抗戰館最新徵集的文物，該《倫
敦新聞畫報》合訂本收錄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及
之後，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戰鬥的相關照片。

“這些照片是在抗戰館首次公開，具有很高的
研究價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研究員韓
亮介紹，這套《倫敦新聞畫報》合訂本是由捷克的
愛國華僑捐贈給抗戰館，其中收錄了很多珍貴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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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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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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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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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2年7月8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決定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航空股集體“起

飛”，但升幅在臨近收市前收窄。國泰升3.1%，國航升4.5%、南

航升3.7%、東航升1.7%。分析師表示，民航業遇到的問題有點多，包括

油價高企，以及距離恢復正常通關的日子尚遠，故不宜高追。其中瑞信發

布報告稱，看好航空股的低估值，以及押注內地未來的復甦會更明顯，在

多間航空公司中，瑞信首選南航。另外，美國公布的6月份議息紀錄並無

更壞消息，A股亦終止兩連跌，使恒指從一度急挫386點，收市倒升56

點，收報21,643點，主板成交縮至1,120.58億元（港元，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航空股“起飛”港股拗腰倒升
港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憧憬續調整檢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近年ESG
（環境、社會及企業管理）投資主題大行其
道，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7日出席走近上
市公司系列峰會時表示，隨着ESG投資策略
正成為主流，預期在2025年全球總ESG資產
將達50萬億美元，佔全球資產管理規模三分
之一，去年亦有接近400億美元流入證監會
認可ESG基金，規模按年幾近倍升，而年初
至今已有 50隻綠色、社會及可持續發展
（GSS）債券在港上市，集資超過1,700億港
元。

今年來有50隻GSS債券港上市
歐冠昇形容，ESG對企業愈來愈重要，

投資者在考慮企業整體表現時，更留意其業
務可持續性及對社會的影響等，故企業需就
ESG與投資者持續溝通。不過，他坦言目前
ESG投資仍大有優化空間，如國際標準、透
明度、產品範圍、流動性等，而港交所作為
監管機構，早前已提供氣候風險披露指引，
並正建立可持續金融生態系統，未來會繼續
制訂ESG指引以至披露標準，繼續優化可持
續發展的金融市場。

同場的新世界發展首席財務總監劉富強
表示，公司近年愈來愈關注ESG，早前公司
旗下非牟利房社企“新世界建好生活”推出
首個非牟利的私人資助房屋項目，認為在年
輕人居住、全球暖化及減碳等問題上做得更
好，將有助公司從市場上獲得更好估值，對
公司長期發展有益，亦為投資者帶來更多投
資機會。

另外，港交所7月6日宣布推出投資者關
係網絡平台“投資服務通”（IR Con-
nect），7日舉行上線儀式，平台旨在幫助香
港上市發行人與市場各方建立聯繫及增進溝
通。港交所市場拓展聯席主管鮑海潔出席開
通儀式時表示，“投資服務通”首階段會集
中提供上市公司持股數據和分析，希望平台
能加強上市發行人和投資者的聯繫，讓公眾
及零售投資者了解上市公司的資訊、市場數
據和其他股東資料。

港交所擬續增數碼溝通渠道
鮑海潔指，不會額外向上市企業收費，同

時歡迎新上市的公司加入，未來港交所計劃進
一步提升數碼溝通渠道，並會根據平台參與者
的反饋擴大服務範圍，如加入網上路演、ESG
評級等。歐冠昇補充，受累疫情及地緣政治局
勢不穩，全球市場相對波動下，市場參與者的
行為亦有所轉變，故企業與持份者的溝通變得
更重要，他形容投資者關係由“有就好”變為
“必須要有”，因此亦為企業帶來挑戰，如需
迅速回應投資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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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認為，
香港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這

個消息，料只會為該板塊帶來短暫刺
激，市場不太相信國泰業務可以在短期
內重返疫情前水平，現在投資者僅憧憬
未來會進一步放寬檢疫措施。國泰現時
只剩逾30個航點，相對疫情前逾200
個，仍有一段很大距離。不過，觀乎去
年業績，客運服務只佔整體收入約
10%，可以預期即使客運需求因暫緩個
別航線“熔斷機制”而上升，惟整體收
入的增長仍有限。

陳政深強調，總體而言，若香港檢
疫措施可持續調整，對航空股始終有推
動作用，但他同時提醒，要留意一些經
濟體會否陷入衰退，這也是市場所擔心
的，因這對貨運需求將有影響，從而限
制了國泰股價回升的動力。他估計，國
泰短期仍會較反覆，但整體趨勢將較之
前改善。

疫情好轉 內地航運市場將回暖
有內地基金業人士稱，現在民航業

遇到的問題仍然很多，包括疫情持續導
致客流量難以反彈、國際油價高企，以
及今年來人民幣貶值，都壓制了民航公
司的利潤，而有關風險難在短期內消
退，民航業的苦日子可能仍要持續一段

時間。他指出，隨着上海解封，廣州、
深圳等大城市疫情的好轉，疊加近兩個
月的暑假出行需求，內地航運市場將有
所回暖。但同時也看到，疫情下很多人
的收入銳減，市民旅遊的積極性受到打
擊，再加上高鐵的分流，民航客流量短
期內恐較難恢復。

全球民航業醞釀一輪景氣周期
不過，他表示，長期來說，全球民

航業正醞釀着一輪景氣周期，一旦疫情
好轉，市場需求回升，民航業的機遇就
會重來。按規劃，未來幾年中國旅客和
貨郵運輸量，都將保持增長。“十四
五”規劃便預計，到2025年內地旅客運
輸量，將達9.3億人次。在2021年，全行
業旅客運輸量才約4.4億人次，可見未來
幾年的增長空間有多大。

國策支持 體育汽車股表現亮麗
除航空股造好外，體育股、汽車股表

現均因國策支持而亮麗，國家體育總局要
求加快投資運動項目的建設，利好體育
股，李寧升3.8%，安踏升2.6%，特步亦
升3.7%。內地再推催谷新能源車的消費
措施，汽車股繼續急升，廣汽升7.2%，
吉利升6.7%成升幅最大藍籌，長汽升
6.4%、五菱升4.1%，比亞迪升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A
股三大股指雖一度在早市翻綠，之後均拉升翻
紅，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64點，漲9點或
0.27%；深成指報 12,935 點，漲 124 點或
0.97%；創業板指報 2,849 點，漲 46 點或
1.68%。兩市共成交10,530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全天淨流入5.5億元。

商務部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搞活汽
車流通 擴大汽車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提
出了12項政策措施支持汽車消費。汽車整車
板塊大幅拉升逾5%，福田汽車、江鈴汽車、
中通客車、安凱客車漲停，江淮汽車、金龍汽
車、廣汽集團、長安汽車升8%。汽車服務板
塊跟漲4%，汽車零部件板塊亦升3%，特力
A、東箭科技、華依科技、全柴動力、貴航股
份、銀輪股份、廣東鴻圖、星宇股份、路暢科
技、合力科技漲停。

電池、光伏設備、有色金屬、風電設備
等板塊也跑贏，電池板塊升逾4%，光伏設
備、有色金屬升3%，風電設備整體漲2%。紡
織服裝、醫療器械、生物製品、旅遊酒店、食
品飲料、保險等板塊小幅收跌。

受惠17部門新舉措
A股汽車板塊爆升

◆港股7日一度急挫386點，收市倒升。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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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市政府與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攜手，9
日將在台中世貿中心2館舉辦 「2022台灣就業通中部就業博覽會
」，邀請79家知名廠商，提供超過6400個工作機會，有自行車
零件供應大廠，更釋出薪資上看9萬元的軟體工程師職缺，勞工
局長張大春呼籲應屆畢業生、求職者踴躍參加。

勞工局長張大春表示，這次勞工局與中彰投分署更協力邀請
亞太唯一離岸葉片製造商 「天力離岸風電」、國內面板大廠 「友
達光電」，及隱形眼鏡大廠 「永勝光學」等79家知名廠商設攤
徵才，職缺多元、薪資優渥；其中，全球自行車高端市場的自有
品牌零件供應商 「SRAM速聯」，開出薪資上看9萬元的軟體工
程師職缺，預料將吸引不少業界人才探詢。

張大春指出，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以來，相當重視市民就業
議題，市府團隊也積極招商引資，截至今年6月止，企業投資台
中金額，已突破2兆元（包含台積電破兆元投資在內），今年第
1季台中市更以8項經濟指標連三季穩坐全國第一；將持續為台
中市求職者開發最多元且優渥的工作機會，也協助投資台中市的
廠商補實人力需求。

中彰投分署長劉邦棟表示，這次就博會結合豐原及沙鹿就業
服務站共同招商，針對轄區產業特色，規畫 「新鮮人最愛」、
「熱情服務業」、 「大健康產業」、 「中部人的驕傲」、 「科技

家族」等5大徵才專區。
就博會邀請大立光電、友達、王品集團、春水堂、上銀科技

、矽品精密、IKEA、薰衣草森林、MOS、漢堡王等79家知名廠
商，提供超過6400個工作機會；其中，主管、儲備幹部、工程
師、專業人員等中高階職缺，占3成以上，有近6成職缺起薪在3
萬元以上，歡迎畢業青年及有求職需求民眾把握良機。

台中市就業服務處說明，接下來還將辦理多場單一徵才活動
，7月22日於陽明市政大樓將舉辦 「掌握薪機 勇往職前」就業
促進研習暨徵才活動，會邀請12家廠商、供890個職缺，歡迎有
求職需求的市民朋友踴躍參加，詳情可電洽台中市就業服務處
04-22289111分機36100諮詢。

（中央社）繼5月29日麥當勞基隆愛三店結束營業後，麥當
勞台中中正店也將於7月10日收攤，眼看麥當勞分店陸續熄燈，
讓一名女網友相當不捨，更擔心麥當勞是不是要走下坡了？對此
，有網友分析麥當勞關店原因，多半與店租太貴有關，但若改成
外帶專賣店，加上外送也許能賺更多錢。

一名女網友6日在PTT的WomenTalk板發文指出，5月29日
基隆愛三路的麥當勞因租約到期決定收店不營業，沒想到經營30
年的台中火車站前麥當勞中正店也宣布將在本月10日熄燈，讓

她難過直呼， 「麥當勞要走下坡，一家一家倒閉了嗎？」
貼文一出，網友們紛紛留言， 「麥當勞像超商一樣不會消失

」、 「只是分店啊，又不是總店，關了一家還會開另一家」、
「台中站前收掉，後站應該就會補上一家吧」、 「反正裡面本來

就一堆人在佔位置，還有看過在裡面安親或上家教課的」、 「麥
當勞本身也不吃重地段阿，它開哪客人就會去哪」。

也有人點出關鍵，認為把大店改成外帶店，再加上外送也許
能賺更多錢， 「大店換小店做外帶，外帶比內用好賺」、 「店面

租金那麼高，關幾間靠外帶、外送就好了」、 「開在比較不熱鬧
的地方，省店租做外送就好」、 「現在的政策應該是鼓勵外帶吧
，店面不需要這麼大又有利潤」。

據了解，麥當勞進入台灣已達38年，但多家老店因座落位
置商圈早已轉移，加上近年疫情衝擊、外送興起，使得代理台灣
麥當勞的德昌公司開始全盤檢討全台各分店，並進行汰弱留強；
對於台中中正店結束營業，總公司則表示是 「基於整體商業考量
」，其他不便多談。

麥當勞突關好幾家 「走下坡了？」
內行曝關鍵：能賺更多

（中央社）在4億年前就出現，有 「灘地上的活化石」之稱
的鱟，是金門特有的海洋生物，但在人為干擾和棲地破壞下，族
群數量已逐年減少。今天下午卻傳出有台籍民眾捕捉成鱟37隻
帶往東門菜市場出售，縣水試所據報趕往攔截以每對600元價購
安置，將在植入追蹤晶片後放流大海，讓關心此事的鄉親都鬆了
一口氣。

縣水試所說明，該台籍漁民表示鱟隻是在料羅海域誤捕，他
不知鱟為金門近年來極力保育的物種，才會載到市場銷售。因隨
即有金門鄉親發現，趕緊向有關單位通報，也在網路上發布照片
，引起大家的關注。

縣水試所指出，目前正是成鱟洄游到北岸潮間帶產卵期，推

估農曆15日將出現高峰期，縣府在得知此一事件後，立即要求
該漁民將誤捕的成鱟37隻送至水試所，並以每對新台幣600元的
價購收購，未來將在植入晶片後放回大海，進行追蹤調查。

縣水試所說明，披著一身甲殼，經常雙雙對對出現，有 「鋼
盔魚」、 「夫妻魚」和 「鴛鴦魚」之稱的鱟，曾廣泛分布於台灣
西部海岸，但因棲地環境的變遷，如今在台灣本島幾乎已經絕跡
，僅金門與澎湖在野外還能發現它們的蹤跡，特別是金門因位處
九龍江口，河海交界水域營養鹽豐富，成為許多海洋生物的優良
孵育場所，尤其是西、北海域的潮間帶，更是鱟在金門的主要繁
殖地帶。

縣府以 「鱟」是金門特有的大型底棲性甲殼類動物，也是地

區發展生態旅遊的主角之一，因此在1999年12月公告畫設全國
唯一，面積廣達400公頃的 「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
區」，多年來水試所致力於稚鱟繁殖、成鱟保育、海洋環境教育
，並定期進行潮間帶稚鱟分布與族群量調查，長期追蹤監測掌握
族群動態。

縣府提醒民眾於海上或潮間帶從事漁業行為時，勿刻意捕捉
，如有混獲誤捕三棘鱟，可電洽金門縣水產試驗所，聯絡電話：
(082)326408，並呼籲漁民應遵守相關漁業規範避免觸法，共同保
育金門的海岸生態。

金門民眾誤捕三棘鱟販售 縣府即刻攔截收購安置

台中就業博覽會明登場
釋6400職缺薪資上看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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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股市連日重挫，繼金管會注意股
市名嘴當 「禿鷹」藉機放空後，法務部調查局8
日亦展開全國性查緝 「股市禿鷹」行動，動員台
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調查處、中機站
及基隆市調查站等6個外勤處站近百名調查官，
同步偵辦可疑的股友社、股市老師、名嘴共19 案
，共約談23人、搜索4處所，依法扣押大批會員
名冊等資料。全案依違反《證券交易法》及《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偵辦。

股市連日大跌，金管會發現到不少股市名嘴
透過社群、電視節目等散布空方消息，相關單位
將調查是否有名嘴在釋出利空消息時別有居心，
想壓低股價再逢低買進，跟主力串聯、當 「禿鷹
」。

據悉，金管會已盯上多個股市名嘴，發現這
波台股連翻重挫問題不在法人而在散戶；很多恐
慌賣股的投資人、散戶因投資經驗不足，是股市
名嘴的忠實觀眾，受其影響甚深，因此金管會等
單位才要調查是否有名嘴刻意 「放空」。

調查局也發現此事，與金管會密切聯繫，經
多日蒐證後，由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規劃統籌

，針對外傳有人利用近期股市波動，透過電視節
目、社群平台等通訊媒介，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
，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及《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

調查局8日針對股市禿鷹的大規模清查行動
，共動員台北市調查處、新北市調查處、桃園市
調查處、台南市調查處、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及
基隆市調查站等外勤處站，同步執行 19 案，約
談 23人、搜索4 處所，並依法扣押會員名冊等資
料。

調查局強調，將持續釐清到案對象是否刻意
誤導投資人意向，影響股市交易秩序，以遏止不
實訊息妨害股市穩定。調查局將加強注蒐不實訊
息影響股市穩定之案件線索，尤其針對刻意誤導
股市風向之特定人士，積極蒐證偵辦，後續也將
與金管會合作調查 「股市禿鷹」。

調查局呼籲投資人審慎過濾消息來源及其可靠度
，切勿輕信不實訊息。民眾若發現不實訊息影響
股市穩定，請立即向調查局提出檢舉，共同確保
股市交易安全，維護經濟穩定發展。

股市大跌疑股市名嘴扮禿鷹放空
調查局全國總動員約談23人

（中央社）張姓男子 2019 年 3 月參加 「第
13屆維士比盃愛河國際鐵人三項」游泳溺斃，
家屬認為大會救生員延誤搶救害命，怒告主辦
單位高雄市體育總會求償837萬餘元，一審認定
大會無責，二審高雄高分院卻查出，比賽當天
人力與救生設備配置不足，判高雄市體育總會
須賠償222萬元，可上訴。

2019 年3月3日一早6點半，張男與500多
名三鐵選手先後下水，預計游泳1500公尺，張

男太太還在一旁錄影紀錄。20多分鐘後張男游
至中正橋前，不明原因突然溺水，經大會救生
員拉起送醫搶救仍回天乏術。

張男家屬認為，大會向每位選手收取報名
費2900元至6000元不等金額，具營利性質，理
應應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為選手投保
300萬元至2400萬元意外險，但實際上只為參賽
者投保體傷責任險200萬元。

事故發生後，張男家屬不滿只獲得100萬元

理賠金，認為救生員事發第一時間沒發現張男
溺水，錯失黃金救援時機，對大會求償837萬元
。

高雄市體育總會辯稱，比賽當天愛河沿岸
每隔100公尺設有浮台，且浮台上均有2名合格
救生員，活動範圍內也有8艘救生艇，救生艇上
至少有2名救生員，還向海軍陸戰隊請求支援。
事發時搶救只花了7分鐘的時間，救生員也非大
會受僱人，大會沒有連帶責任。

一審高雄地院認為，救生員的處置未違反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判家屬敗訴。但二審
高雄高分院發現，鐵人賽事每水道浮台配置救
生員數量不足，動力橡皮艇也未依賽事配置圖
佈建，導致搶救時需特別開道，延誤救援，最
後逆轉改判高雄市體育總會須賠償家屬222萬元
，全案仍可上訴。

高雄鐵人三項選手溺斃 二審逆轉判大會賠22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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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陪審團是每個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
收到陪審團的通知信，應該填好後寄回或通過
上網或傳真的方式及時回復，不能因為工作或
出差的原因申請豁免。

法院按照駕照登記的系統抽取陪審員。收
到陪審團通知的許多人都沒有美國公民身份。
不是美國公民的人不需要履行陪審團義務。

如果符合以下的情況，可以申請陪審團的
豁免：
1. 年齡超過70歲;
2. 家裏有小於12周歲的孩子需要照顧;
3. 本人是公立或私立中學的學生;
4. 本人正在高等教育機構就讀;
5. 本人是參議院，眾議院，或其部門，委員
會，董事會，辦公室或其他立法機構或政府部
門的雇員;
6. 是某無行為能力人的主要照顧者（這一條
不適用於以照顧無行為能力人為職業者。）;
7. 美國軍隊的現役服務人員，並不駐在本區
。

如果不符合以下條件，可以申請免除陪審
團的義務：
1. 年滿18周歲;
2. 是美國公民;
3. 是該州和郡的居民;
4. 在該郡擁有投票權;
5. 有健全的頭腦和良好的道德品質;
6. 能夠讀和寫;
7. 沒有被裁定盜竊輕罪或重罪;
8. 沒有正在被指控盜竊輕罪或重罪。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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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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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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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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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收到陪審團通知應該怎麽處理收到陪審團通知應該怎麽處理？？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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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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們首次在艾多美教育中心見面認識，沈太

太說她是佛教徒，但常看號角月報，是號

角月報的粉絲，她不知道是筆者負責號角

月報。她來愛心送我他們家收成的鷹嘴小

桃子一盒，這是我生平首次吃此水果，沈

先生送我紅棗一包，營養奶八瓶，牛肉罐

頭，麥片蜂蜜小餅。

上周六我幫助沈太太手機裝lnkpad可
以在雲端無限寫稿，她喜愛寫作，準備寫

30萬字，也打算出書，正醞釀中。她很高

興。

短暫停留半小時，說要快回家，等會

兒有人來他們家。離去前，我送他們號角

月報近期與美南福音版數份。

2:25pm有人敲門，筆者開門一看是

Alex 梁弟兄來(昔日號角天使團隊義工)，
他詢問潘思牡身體作檢查近來結果如何？

感謝梁弟兄關心。

2:30pm孫瑜（昔日號角寄報義工）來

角聲，她也送我印度苦瓜，自己栽種的絲

瓜。她拿兩份號角月報回家看。

下午回家已四時多，感謝Jane葉太太

中午愛心送鰻魚飯糰真美味，也顧不得有

血糖問題，回來飯前測血糖82，放心吃完

它，三餐做一餐吃，她也買鹹豆漿給我享

用。

晚上Jane來信：

潘師母，很開心今天在“角聲”與你

見面及聊天，你對 神的忠心，主耶穌不會

忘記， 神的供應必定豐富、一無所缺。

盧傳道很希望可以加多30份「號角月報」

他説梨城是一廣大禾塲，有很多中國餐

館，他們願意擺放「號角月報」，藉此吸

引梨城的華人聽到福音。我可以星期五約

你在”金冠”吃午餐，再拿30份「號角月

報」嗎？謝謝你。 ～Jane
◎友人來信

潘師母：太謝謝您了！您是位很熱情

又精力充沛的人，我卻是消沉愛静的人。

您是眾多基督徒敬愛的師母！也值得我們

佛教徒的尊敬！也請您特别在寫作方面抽

你寶貴的時間和您豐富的經驗，給我多多

指教為盼！再次謝謝您！～沈楊嘉子

6/8（星期三）

下午來探望照顧周

劉美師母，她説週

一搬移大花盆，弄

傷了左手腕，腫起

來很痛，她沒有吃止痛藥，只禱告上帝憐

憫她醫治她，我帶給她田七藥酒消腫化瘀

血止痛，也給她貼的藥膏，冰敷，用彈性

繃帶固定手腕，星期五再來看她，今天她

告訴我好多了，不痛了，天父保守她醫治

她，讚美神的慈愛永遠長存！ 
7/4美國國慶日，也是我們的好友結婚

週年紀念日，筆者祝賀如下：

Dear Dr. Herbert and Anna Lau,
敬祝你們7/4結婚週年快樂！

千里姻緣一線牽，

生兒育女都是好，

少來夫妻老來伴，

恩恩愛愛度一生。

樂上加樂！

潘師母/休士頓

《哥林多前書》8章3 節「若有人愛　

神、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

7/6（星期三）七位朋友到訪角聲

J a n e葉黃碧琴姊妹（號角作者）

11:00am來《角聲》取號角月報30份，她

説要給梨城中國教會盧耀輝牧師師母，七

月份號角月報德州園地《她／他們的故

事》葉黃碧琴姊妹專訪盧牧師的故事。

上午11:30am Mei Li李師母和大女兒

Esther來角聲見我，來拿回全家體檢報

告，因為上周李牧師全家去美東拜訪幾間

教會，傳遞加利利宣教機構的異象與事工

需要，李牧師託我幫忙去他們的家庭醫師

診所拿回體檢報告，快遞寄給他們的律師

收，李師母說今天來還快遞郵費。

李師母和大女兒來看我特別送玫瑰花

一束，真有心！

Mei和女兒說，我們要感謝潘師母在

我們自達拉斯遷到休士頓後幫忙搭橋，讓

我們有機會認識不同華人教會，Esther 說
我也要感謝潘師母的好友海灣華人教會的

郭文仁牧師幫忙介紹我找到Galveston,TX
的租房，八月開學上UTMB護理課程有住

處了。

離去前，我們三位開聲輪流禱告，彼

此代求。

1:30pm沈以利先生沈楊嘉子太太來

角聲辦公室見我，沈先生夫婦上週六我

七位朋友到訪角聲

◎黃桂蘭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美 國 獨 立

日 (Independence 
Day) 是爲紀念美

利堅合衆國于公

元 1776 年 7 月 4
日於大陸會議中

宣佈獨立宣言所

成立的節日。美

國之所以強盛是

因為美國是信仰

基督教的國家，

所有的錢幣都印有 In God We Trust（我們信

仰神）。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詩篇 33:12 
07/04/22 英文金句

But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Matthrew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07/04/22 金玉良言

憂慮的心使人消沉，一句良言振奮人

心。-- 聖經箴言

焦急的開始就是信心的結束，信心

的開始就是焦急的結束。－－喬治穆勒

（George Muller）

　郭文仁牧師

我出生於台灣農村，家裡拜佛。祖父

是地主，父親有四個兄弟，都是祖父的佃

農。1950 年台灣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

政策，父親從祖父那裡分得「三分地」，

後又中了五千元彩券。他就變賣一切，舉

家搬到城裡謀生，那時我才出生 50 天。後

來我們家輾轉遷到台北市，父親棄農從商，

改做房地產生意。

家庭背景

台灣的民間祭日多而繁瑣，廟宇香火

鼎盛，可以說，早期由福建省移民台灣的人

（閩南人），家家戶戶都設有佛堂。一般佛

堂設在正廳，其上供奉觀音、釋迦牟尼、關

公及祖先牌位等。平時小節日在家裡祭拜，

每逢大祭日，人們就到廟裡祭拜。小時候陪

著母親去廟裡抽籤，心中曾有疑問：怎可能

所有善男信女求問的答案，全包含在這些有

限的籤之內呢？有時去廟裡，遇到我生病，

母親就請和尚作法，並且取一些壇上的香灰

回家泡水給我喝。後來知道，這些迷信風習

反而誤事。

那時幾乎所有閩南人都跟隨民間的祭

祀，父親也不例外。每當祭日，他照著規

矩，宰牲祭祀，將一支支香分別插在雞、

鴨、魚肉上。小時候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拜

拜，母親都用滿鍋滾燙的油炸魚，油因魚肚

裡的水而飛濺出來，很是危險。父親為著追

趕「時辰」，整個預備過程總催促著母親，

令她壓力很大，十分忙亂。父母說「拜佛保

平安」；但我屢次看到家裡因為拜拜搞得雞

犬不寧而沒有平安。到底平安何處尋？

反觀我們住所的附近，有一間北門長

老教會，當時同學們以及許多鄰居都去那教

會。住我們隔壁的是個和顏悅色的謝長老。

每逢他們家舉行家庭禮拜時，便傳來優美的

詩歌聲。每個星期日，我們家孩子們總以

羨慕的眼光，看著他們夫婦手捧聖經，帶

著兒女們上教堂。這一幅甜蜜家庭的寫照，

至今仍銘刻我心。由於父母排斥基督教，強

力阻止我們與教會接觸，以致我對基督教的

認識鮮如鱗爪。

長大後，偶爾在台北街頭看到一群人，

穿著白長衣遊行。他們的衣衫前面寫著：

「我是罪人」後面寫著：「信耶穌得永生」

幾個鮮紅色的大字。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抗拒，心想：「你是罪人，我才不是！我沒

有犯法、沒有殺人、放火，怎麼有罪？」那

時我不知道，聖經上所說的罪是包括說謊和

潛藏在人心裡的罪，譬如：恨人、貪心、驕

傲、嫉妒、自私等。原來上帝對人的要求，

不僅是外面要守法，且是人裡面的心思、意

念、動機、態度，都要達到祂的標準。「罪」

的定義即射不中紅心，達不到上帝標準的，

就叫「罪」。

胸懷大志

後來我考進了國立台灣大學護理系，

並於 1973 年畢業。1975 年結婚後，我與外

子相繼在 1975 及 1976 年來到美國芝加哥進

修。五年後，外子拿到生化博士學位，在當

地一間猶太人醫院做研究工作。

我呢？當年是抱著為台灣儲備護理人

才，來美國進修精神科護理碩士的。記得剛

到芝加哥的第一個感恩節，我們參加了由學

校為外國學生舉辦的活動。當時有一個教

會，遠從愛荷華州（Iowa State）開著遊覽

車來接我們，將我們分別安排在他們教友的

家裡。在那四天的假期中，我參加了教會的

聚會、聚餐，氣氛非常好；但我的心猶如鐵

石，對信耶穌毫無興趣，純粹是去玩。

來美國第一年，語言是我讀書的一大

障礙。記得每天上學，我身上總帶著外子抄

寫的格言，我們以為倚靠自己的聰明，加

上自我鞭策，必能成功。哪曉得隔年暑假，

我母親突然中風，腦部蜘蛛膜下腔出血，一

天就過世了。噩耗傳來，我因經不起打擊而

輟學。當時我所攻讀的碩士學位，學科部分

已經完成，只差論文。

巧遇張媽媽

深造的美夢破滅，我轉而投考護士執

照，取得護士資格（RN），並在伊利諾大

學附設醫院工作。1982 年外子轉換工作，

我們全家從寒冷的芝加哥搬到四季如春的

加州聖荷西。改換加州護士執照後，我在當

地一間公立醫院上班。

1985 年的夏天，醫院外科病房住進好

些中國人。他們個個愁眉苦臉，其中卻有一

個例外。我稱呼她張媽媽，她不僅跛腳，也

不識字。她因不明原因的腹痛要禁食觀察，

等候開刀；可她一點不焦躁，反而從她身上

散發著喜樂。那時我 36 歲，在攀登專業的

階梯中遇見困難，在做學問以造福人群的道

路上受到挫折，以致感到追求崇高的理想有

如追逐風箏一樣高不可攀。那一陣子，看見

張媽媽臉上四射的光芒，深被吸引。我知

道，這不是成就所能帶來的；但張媽媽所說

的耶穌，我聽不懂，心裡頗覺矛盾。另外我

觀察她有些與眾不同之處。當時她住在三等

病房，卻成天樂意幫助同房的人端水、拉紅

燈喚護理人員。我曾不服氣地問：「妳幹嘛

整天那麼高興，好像是來渡假似的？」

幾天後，醫生找不出病因，讓她出院。

我雖然對張媽媽傳的福音沒甚麼興趣，卻很

同情她的遭遇。不久，張媽媽又掛急診住

院，這一次因外科病房客滿，她住進了內

科。一天，我午休時間去看她。當我走出內

科病房的電梯，從遠遠的長廊這端，就看見

她房門口擠滿了人。這些人穿著整齊，且有

秩序地進去看她。聽見他們彼此稱呼「弟兄

姊妹」，從他們的關係中流露出一種人間鮮

有的和諧，很令人羨慕。我禁不住自問：一

個從各方面看來很不起眼的人，怎麼會有這

麼多訪客？她怎麼會有那麼不相稱的待遇

呢？到底是誰這樣對待她的？

另一天，我去看她，見她的主治醫師

正在床旁為她做大腸鏡的檢查。這種檢查一

般是在腸胃科，並且需要經過預約後才能做

的。我工作的公立醫院不是貴族醫院，工作

經常超量負荷。她的主治醫生與她非親非

故，為甚麼會特別照應她？對我而言，那簡

直是奇蹟。

平時，張媽媽被分配到一個史丹福大

學的醫學生照顧。那位學生也非常親切且溫

文有禮。每次我去看張媽媽，都請那位學生

給我她的醫療簡報。記得復活節前，我將一

個病人送我的復活節禮物順手轉送他；他卻

婉拒說，他所做的是他分內應做的。諸如此

類，凡發生在張媽媽身上的每一件醫療事

件，在我眼中都看為稀奇。我完全不懂是張

媽媽所信的這位上帝在看顧她。

張媽媽出院時，有一個大學生墨非亞

來接她回家。記得張媽媽輕鬆地對我說：

「黃小姐，我不會開車，好不好以後請這位

姊妹和妳聯絡？妳們年輕人比較談得來。」

起初，我對墨姊妹的來訪很不友善，尤其每

次她提到基督教，我就和她抬槓。很奇怪，

墨姊妹也不煩躁。有一次，她聽我講要去接

孩子，竟然問我：「我可以跟著妳去接小孩

嗎？」墨姊妹的耐性讓我無可奈何。

後來張媽媽邀請我參加小組聚會，我

在那裡聽到耶穌愛我，為我的罪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的事。直到那時，我才開始認真尋求

真理。每週聚會總把握機會發問，而且好像

有問不完的問題。小組的弟兄姊妹很有耐

心，他們有如農夫辛勞耕耘。幾個月後，我

信了耶穌。

上帝是真實的

經過是這樣的，在我持續聚會的幾個

月後，有一天，我在工作上遇到難題。一個

預定由我照顧的病人，在清晨交接班時病情

突然轉壞。那時，日、夜班的醫護人員都被

召來，為她做搶救。我原來並沒有受過急救

訓練，那時在她房門口還有一輛急救藥車。

我心想：「天啊！單單把這個病人給我，就

足以搞得我焦頭爛額了，何況我另有七、八

個病人要照顧！」

過去我很驕傲、自負，依靠自己的學

歷，非常高估自己，更高抬自己的理想。就

是在母親過世，我人生曾到盡頭時，我的心

仍很剛硬，壓根兒沒考慮過信仰。多年來，

我還是狂妄自大，我行我素，以為可以倚靠

自己。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力不能勝，想起

張媽媽的話：「黃小姐，妳若有甚麼需要，

可以向主耶穌禱告。」於是我拉起兩病床

間相隔的布簾，合掌懇切的向主耶穌禱告，

說：「主耶穌啊！我今天熬不過去了��我

真不知該如何接手護理這個病人。」

就這樣，我做了平生第一次禱告。禱

告時，聽到一句話：「這病人的病情在清晨

轉壞，有人通知家屬嗎？」於是，我問同在

工作的老護士：「有人通知家屬嗎？」很快

的，我們通知了家屬。醫生也當機立斷，將

病人轉到內科加護病房。主耶穌領我走過了

這一關！

另一次，主耶穌賜我智慧，在清晨交

接班時，將一個前一夜經由急診處住院，在

昏迷中的病人轉到外科加護病房。我深知，

這種超乎我原有的智慧、果斷、勇敢，甚至

護理專業的訓練，都是上帝所賜。上帝是我

的力量，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參詩篇

四十六 1）。這兩次經歷讓我看見，我的驕

傲和自負不僅攔阻了我聽信福音，還

攔阻了我在工作上蒙恩。驕傲本身就

是罪，我終於看見自己極需要主耶穌

基督。於是我悔改認罪，求祂拯救我

脫離驕傲自大的本性。1986 年 2 月我

受浸歸入主名。那天是中國新年，我

受洗後，從水裡上來，整個人充滿了

喜樂。我一生從沒有那麼喜樂過，這

是從天上而來的喜樂，難以用筆墨形

容。從此，我毫不畏懼，逢人便傳講

耶穌，要把這喜樂傳出去。2006 年，

我從海外神學院畢業，感謝上帝，為

我開路，藉文字宣揚祂的救恩。

（文載自［中信］）

平安喜樂何處尋？

左起：孫瑜，沈以利先生沈楊嘉子太太，
潘師母。

Mei Li 師母與大女兒 Esther來訪潘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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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cieux 北海道生乳
意式奶凍卷採用來自日本
北海道十勝生乳製成的輕
盈滑順奶霜，搭配濕潤柔
軟的蛋糕，然後裹住豐潤
順滑的意大利Panna Cotta
奶凍製成。這道東西文化
交融的甜點由和樂公司
（Well Luck Co）和台灣陳
允寶泉聯合出品，目前已
在各大亞洲超市和Weee！
等電商上架。

生乳卷雖然看起來有
點像瑞士卷，但不可混為
一談。生乳卷其實是日本
人改良和升級的瑞士卷，
但是中間不是採用奶油而
是生乳打發而成，沒有濃
厚油膩的感覺，而是輕盈
順滑的口感和濃濃的生乳
奶香。此外，生乳卷的蛋
糕體也更薄，減少了甜度

而更適合亞洲人的口感。
陳允寶泉出品的Précieux生乳意式

奶凍卷，100%乳源採用北海道十勝產
的生乳，乳香濃郁，口感輕盈，入口即
化。在乳霜中間還放入了意大利著名甜
點Panna Cotta。它质地顺滑丰润，口
感介于布丁和慕斯之间。然後這種輕盈
順滑、乳香绵绵的口感再與英式伯爵红
茶、拿铁咖啡和焦糖完美融合，成就三
款经典生乳奶凍卷。

英式伯爵紅茶生乳奶凍卷在蛋糕體
和內加入英國皇室認證擁有三百年歷史
的唐寧伯爵茶粉，入口盡是迷人的佛手
柑淡雅香氣，經典雋永耐人尋味的餘韻
。

拿鐵咖啡生乳奶凍卷，乳香與咖啡
完美融合的風味，恰到好處的甜度，讓
人一口接一口無法停止！

還有一款焦糖虎紋生乳奶凍卷，表

面是可可粉製成的虎皮紋理蛋糕，中間是焦
糖Panna Cotta，美麗的外表與豐富的內涵，
滿足你視覺與味覺的雙重享受！

陳允寶泉始於日據時代，歷經五代人傳
承，其中二代傳承人曾經渡海到日本研習日
式糕點技術，並將漢餅與日式和菓的製作工
藝融合併創新，打造出經典之作，被稱為
“餅中極品”。這次陳允寶泉再一次將日式
工藝和西式甜點融合創新，創造出適合亞洲
人口味精彩甜點。和其他陳允寶泉產品一樣
，Précieux生乳奶凍卷100%純天然配方，
不含防腐劑，所以需要冷凍保存。吃的時候
室溫解凍1-1.5小時後口感最佳。解凍後放冷
藏，盡快吃完。

各大亞洲超市及Weee！等電商均已上架
，敬請關注電商及超市的推出的嘗新特價，
不容錯過！

北海道生乳意式奶凍卷隆重上市北海道生乳意式奶凍卷隆重上市！！
各大亞洲超市及電商有售各大亞洲超市及電商有售

北海道生乳北海道生乳Panna CottaPanna Cotta奶凍卷奶凍卷，，需要閉上眼細需要閉上眼細
細品嘗的臻味細品嘗的臻味，，配紅茶或者咖啡最佳配紅茶或者咖啡最佳。。

很多車主都知道汽車需要定期、
例行保養，如更換三濾、機油等消耗

品，檢查輪胎和製動系統的安全性等
。但是，在車輛的運行過程中，很多

部件都在不斷地磨損，例行保養、檢
查範圍也遠遠不限於三濾、機油、剎
車片、火花塞等，很多地方如果平時
不注意檢查、維護，說不定什麼時候
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故障。下面就是
容易被忽視的一些汽車部件。

1，點火線圈(Ignition Coil)
很多人都知道火花塞要定期更換

，卻忽略了點火系統其他部件的維護
，點火高壓線圈就是其中之一。在發
動機運轉時，點火線圈上經常有數万
伏的高壓脈衝電流，由於它長時間工
作在高溫、多塵、振動的環境中，不
可避免地要發生老化甚至破損。

2，制動盤（Brake Rotor)
制動盤與製動蹄片是一對摩擦兄

弟，制動蹄片磨損了，制動盤也會有

一定的磨損。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
很多人在保養車輛時卻只注意更換蹄
片，忽略了更換制動盤。制動盤過度
磨損帶來的後果很嚴重，一般來說，
在製動蹄片更換2~3次之後，制動盤
也應更換。別心疼錢，它帶給你的安
全保障可是無價的。

3，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
發動機支架是用來將發動機和變

速器固定到汽車的車架上的。由於發
動機及變速器的工作會產生震動，為
了減少震動感必須要靠能起緩衝作用
的發動機支架， 一定是橡膠做的。經
過長期的高溫及震動和壓力的作用產
生老化橡膠破裂。一般來講發動機支
架（Engine Mount）的壽命只有6萬-8
萬英里。

4，電氣插接件
汽車上除了極少數重要的電氣插

接件採用金觸點，其餘大部分接頭都
採用銅-鋅合金，在正常情況下，它的
可靠性是有保障的，但如果車子長期
在高溫、 高濕、顛簸的環境下運行，
這些接頭就有可能產生鬆動、鏽蝕、
接觸不良等故障，而一些稀奇古怪的
電氣故障也大多由此而產生。因此，
在例行保養時，應著重檢查車上的電
腦、傳感器、噴油嘴等部件的接頭。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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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

記賬是商業活動資金流動方面的
記錄及總結。自從人類有了政府及商
業行為，記賬方式及記賬工具就產生
了。

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會計起源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美索不達米
亞文明時期。那個時期是遠古文明發
展的鼎盛時期，發明了太陰歷，以月
亮的陰晴圓缺作為計時標準，把一年
劃分為12個月，共354天，並發明閏
月，放置與太陽歷相差的11天。把一
小時分成60分，以7天為一星期。還
會分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和解一元
二次方程，發明了10進位法。正是由
於這些記錄方法的產生以及物物交換
商業行為的記錄需求產生了簿記-會計
的雛形。單式簿記的崛起10世紀至11
世紀，隨著中世紀西歐工商業中心的
城市興起並很快得到發展。

一般認為近代會計始於復式薄記
形成前後。1458年，Benedetto Cotrugli
發明了復式會計系統。1494年，意大
利數學家 Luca Bartolomes Pacioli 在威
尼斯出版了一本數學教科書《概述：

算術、幾何、比例和比率》（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à），在此書中他首次
詳盡闡述了復式記賬系統，Luca Bar-
tolomes Pacioli也因此被尊為“會計學
之父”。

復式記賬，在會計，是一個系統
記賬，每一個進入到一個帳戶需要相
應的和相對的進入到不同的帳戶。復
式系統有兩個相等且對應的一方，稱
為借方和貸方。復式記賬中的交易總
是至少影響兩個賬戶，總是至少包括
一個借方和一個貸方，並且總借方和
總貸方總是相等的。例如，如果一家
企業以 10,000 美元的價格獲得銀行貸
款，記錄交易將需要向名為“現金”
的資產賬戶借記 10,000 美元，以及向
名為“銀行貸款”的負債賬戶貸記 10,
000 美元。

復式記賬是以平衡會計等式為基
礎的。會計等式用作錯誤檢測工具；
如果在任何時候所有帳戶的借方總和
不等於所有帳戶的相應貸方總和，則
發生錯誤。這就是為什麼會有Balance

Sheet，資產負債表和Income statemen
， 損益表。資產是借方（Debit）負債
是貸方（Credit），凈資產是貸方。資
產=負債+凈資產。成本和費用是貸方
，收入是借方。資產負債表是公司從
成立的第一天到目前的資產及債務累
計。損益表是一段時期內，通常是一
年內商業活動的統計及總結。收入大
於成本及費用說明公司在這個階段是
盈利的。成本及費用大於收入說明這
個階段公司是虧損的。其凈盈利或凈
虧損會累積到資產負債表的凈資產部
分。

首批會計師專業組織於1854年在
蘇格蘭成立，首先是愛丁堡會計師協
會和格拉斯哥會計師和精算師協會。
這些組織分別獲得了皇家憲章。隨著
公司的激增，對可靠會計的需求激增
，該行業迅速成為商業和金融體系的
組成部分。 會計師組織現已在全球各
地成立。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AP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
tants成立於1887年。在1916年更名為
Institute of Public Accountants並延續到

1957年。在1957年美國註冊會計師協
會最終更名為現在的AICPA,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現代社會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
手工記賬已成為歷史，電子記賬應運
而生。記賬軟件系統更是數不勝數。
下一期專欄我們將會介紹一些適用於
小型企業的會計記賬軟件系統。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
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
咨詢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
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
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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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1010
記賬起源及發展歷史記賬起源及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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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林殿凱醫師七月初抵休林殿凱醫師七月初抵休
介紹最新的介紹最新的 「「EVOICLEVOICL 的植入式鏡片視力矯正手術的植入式鏡片視力矯正手術

休斯頓著名女子乒乓球好手承寧休斯頓著名女子乒乓球好手承寧
在美國乒乓球錦標賽中大放異彩在美國乒乓球錦標賽中大放異彩 「喪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MetLife /

MassMutual 成功著名財務代表黃鳳鶯 (Nelly

Feng - Ing Lin )女士，慟於2022年7月2日病逝加

州洛杉磯，享年75歲。其家屬謹擇於7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九時（西部時間）舉行告別式

，隨即出殯安葬於Rose Hills Memorial Park Mor-

tuary Hua Yuan-Hall of Wisdom ( 3890 Workman

Mill Rd.,Whittier, California 90601 )

黃鳳鶯女士於1947年二月八日出生於台灣

台南市仁德區，在台灣淡江大學修完學士學位

後來美深造於SUNY Binghamton 取得數學碩士學

位，最後47年間努力工作，為MetLife / MassMutual 成功的高級財務代表，她終

身熱愛她的家庭，兒孫和事業，忠誠對待朋友，客戶，和同事，她的愛心將永

存人間。

為使黃鳳鶯休士頓的朋友當天也能參加喪禮，其家屬在7月14日當天（中部

時間中午12時）設有線上喪禮，可查看服務：https://tinyurl.com/nelly2022

當天的Meeting I D: 872 6886 9280

Passcode : 321

Dial in : +1 346 248 7799 US ( Houston )

（本報訊）休斯頓著名女子乒乓球好手承寧這次在美國
乒乓球錦標賽中大放異彩：在2022 US Nationals 美國乒乓球
錦標賽承寧取得了一塊銀牌（40+女單），四塊銅牌（40+
女雙、50+女單、50+女雙、40+女單硬板）的佳績，祝賀..
另外，她還在比賽間隙擔任10多次比賽的Umpire, 她是休斯
頓的驕傲！

（本報記者秦鴻鈞）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自去年加入IQ Laser Vision 以來，聯合為德州及
加州的華人及華裔患者提供服務。該中心的林殿

凱醫師（Dr. Robert Lin ),平常帶領一個由六名美
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醫師團隊，在德州
和加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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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級的服務。

林殿凱醫師於7月3日抵達休士頓，他和邁特利
澳醫生於7月6日抵達美南新聞，接受美南電視主
持人馬健的專訪。他並於7月7日專程拜訪美南報
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兩人相談甚歡，共同研擬
未來醫學中心的發展計劃。他這次來休士頓，是
正式介紹推廣最新的「EVOICL的植入式鏡片視力
矯正手術」，受到廣泛的重視。

由邁特澳利醫生領導的「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
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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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台白內障/植入手術、以及超過6萬5千次激光
屈光治療。正當記者寫新聞稿時，又傳來好消息
，邁特澳利醫生（Dr. Mattioli )今年又被選上Top
眼科醫生！

邁特澳利為了更好地服務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 配置了中文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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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惠顧廣大中國患者，MVP 提供免費眼部視
力評估（只是針對雷射視力矯正的評估）和$1100
的折扣（優惠券代碼 clearvision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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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west Fwy, Suite 500,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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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打電話諮詢。聯
系方式：電話：713-776-3937（英語），電子郵
件：jenny@mvpeyes.com，該診所的網站：英文
： www.mvpeyes.com, 中 文 ： https://iqlv.info/
mvpchinese

圖為林殿凱醫生圖為林殿凱醫生（（左左 ））77 月月 77 日專程前日專程前
來拜訪李蔚華董事長來拜訪李蔚華董事長（（右右 ））並接受李董並接受李董
事長的贈書事長的贈書。（。（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林殿凱醫生圖為林殿凱醫生（（左二左二）、）、邁特澳利醫生邁特澳利醫生（（中中 ））77月月66日來美南電視接日來美南電視接
受主持人馬健受主持人馬健（（右二右二 ））的訪問的訪問。。旁為該中心的華人經理旁為該中心的華人經理Jenny (Jenny (左一左一 ））
，，及執行經理及執行經理Janet (Janet (右一右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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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豬小排以流動冷水洗淨，去除雜質。 (2)將牛頭牌沙茶醬、蒜泥、雞蛋 、醬油、
    米酒、白胡椒粉、五香粉和豬小排拌勻後，放冰箱冷藏醃漬至少4小時或隔夜。
(3)將醃好的豬小排均勻裹上地瓜粉，靜置備用至表面反潮。
(4)氣炸鍋預熱至360°F，將豬小排放入，噴上食用油。
(5)烘烤6-8分鐘後，翻面再烤6-8分鐘。再重複第二次，
    共烤24-32分鐘(依氣炸鍋不同，自行調整時間)。
(6)最後以360°F氣炸約5分鐘或至表皮金黃酥脆即完成

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沙茶排骨酥 Taiwanese Fried Pork Rib Tips 

食材
● 1磅 豬小排
● 1杯 地瓜粉

【醃豬排用】
  ● 2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2大匙 蒜泥

● 1顆 雞蛋
● 1大匙 醬油
● 1大匙 米酒

● 白胡椒粉，調味用
● 五香粉，調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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