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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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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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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832-930-2788
(越語)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歡 迎 來 電 洽 詢 買 方 優 惠 計 劃 kim83293027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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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黴菌？
黴菌如果開始在家中生長，就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黴菌的生長通常可能會發生在有水分的地方- 而且並不總是在你
立即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如果不及時修復黴菌，可能會給您的家
人帶來健康問題，並對您的住所和財物造成損害。
在處理黴菌損壞時，您可能會考慮聯繫您的房屋保險公司，
只是發現它並不在您的保單的承保範圍之內。黴菌保險並不總是
有保證的，因此了解房主保險何時承保黴菌損壞是非常重要的。
房主保險何時承保黴菌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承保黴菌損害？您的黴菌損壞是否被涵蓋是基
於黴菌的來源。如果黴菌是由於保單中列出的承保風險或事件
（通常與水損壞有關）而造成的，那麼您的保險可能會涵蓋黴菌
損壞。
可能涵蓋的黴菌損壞的情況
一般來說，由以下這些情況造成的黴菌損壞可能會得到賠償
：
● 設備故障，如熱水器，洗衣機或洗碗機，導致洩漏導致的
● 爆裂或凍結的管道而導致的
● 滅火造成的水災損壞
重要的是要注意，對於上述各種情況，保險公司可能會賠償
黴菌造成的損壞而不是造成黴菌損害的源頭。這意味著您的保險
公司可以幫助您進行黴菌修復和修復地板或牆壁，但它可能不會
為您更換損壞的設備。您的保單也可能對黴菌賠償所支付的金額
設定上限，這可能不包括所有黴菌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不承保黴菌損壞？
通常房主保險不會涵蓋由於缺乏定期保養或維護造成的黴菌
損害。

可能不會被涵蓋的黴菌損壞的情況
如果由於以下原因形成的黴菌，您可能不會被涵蓋：
● 浴室或廚房通風不良導致濕度增加
● 馬桶或淋浴器底部的密封不當，使水滲入地板
● 骯髒或破損的屋頂排水槽迫使水流進房屋的其他部分
如果您的保險公司認為您的黴菌損壞是可以預防的，那
麼您可能會需要完全自掏腰包進行維修。
當然洪水通常不涵蓋在標準房主保險單中，通常需要單
獨購買洪水保險。如果您處於高風險地區，這可能是值得購
買的，甚至可能是法律要求的。
防止黴菌在家中生長
無論是黴菌由於濕度過高，冷凝還是真正的水害造成的，您
家中容易聚集水分的區域將最容易發生黴菌。
控制水分的技巧
為了有效防止室內過度潮濕，請遵循以下提示：
● 在水害發生後的一兩天內及時清理漏水和溢出物
● 定期清理和維修屋頂排水槽
● 確保空調滴水盤清潔，排水管路正常流動
● 檢查房子周圍的地面是否有朝著您房屋之外的方向傾斜的坡
度，以免水聚集在地基周圍
控制房屋濕度也是管理水分的關鍵部分。盡量保持室內低濕
度; 如果你有辦法測量它，濕度應該保持在 60%以下。留意窗戶
，牆壁或管道上的冷凝水積聚，因為這可能意味著高濕度。
黴菌生長很可能會是一個令您不快的突然發現，但大多數時
候，定期維護和檢查房屋可以防止它失控。
歡迎聯繫瑞源保險公司，免費諮詢。我們可根據您的獨特需求進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云專欄 75
汽車維脩大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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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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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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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制您的房屋保單。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個人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
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要。瑞源
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 A 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的保單和
優質便宜的報價。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諮
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
盛譽。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 20 年的保險行業經
驗。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
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公司 Email:IN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
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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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2年8月5日（星期五）

中國外交部：列強夢該醒醒了
香港文匯

台海風雲 之

反制進行時

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七國集
團和歐盟外長
濫發顛倒黑白

的涉台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8 月 4 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批駁稱，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帝
國主義列強可以在中國大地上耀武揚威、為所
欲為的世界，今天的中國也不是 100 多年前任
人欺負、任人宰割的舊中國，他們的列強夢應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
網上圖片

該醒醒了。

同日，因日本夥同G7國家和歐盟發表無理
指責中國的共同聲明，原定當天在柬埔寨

舉行的中日外長會晤取消，且不再安排。華春
瑩表示，日本顛倒黑白，替美國侵犯中國主權
的行徑張目，中國人民極為不滿，為此中方不
再安排中日外長在金邊會晤。“日本在台灣問
題上負有歷史罪責，沒有任何資格就涉台問題
說三道四。”
據報道，3 日，七國集團外長和歐盟外交
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聯合聲明稱，對中方
宣布的威懾行動感到關切，可能導致不必要的
升級，沒有理由利用佩洛西訪台作為侵略性軍
事行動或脅迫的藉口。立法者進行國際旅行是
正常的。還表示七國集團成員在適當的情況下
各自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變化。
華春瑩表示，七國集團外長的這份聲明
讓人有時空混亂之感。這幾個國家外長顯然還
以為自己生活在 120 多年前的八國聯軍時代。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帝國主義列強可以在中國大
地上耀武揚威、為所欲為的世界，今天的中國
也不是 100 多年前任人欺負、任人宰割的舊中
國，他們的列強夢應該醒醒了。

美方造成台海局勢持續緊張
華春瑩強調了四點內容。第一，中國有
權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她表示，當前台海局
勢持續緊張，根本原因是美方不顧中方強烈反

對和嚴正交涉，縱容美國政府三號人物乘坐美
國軍機竄訪中國台灣地區，是升級美台實質關
係的重大事件，嚴重損害一個中國原則，嚴重
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方早已反覆明確
表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並強調中方堅決反
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決不會為任
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如若美
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由美方全部
負責，勿謂言之不預。
華春瑩表示，美方惡意挑釁在先，中方正當
防衛在後。面對公然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肆意挑釁，中方採取反制措施都是正當的，也必
然是堅決的、有力的。對此，世界看得非常清
楚，上百個國家已經在第一時間發出了公正的聲
音，強調應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方維護
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這幾個國家真心關心
台海和平穩定，他們就應該早點勸阻美方不要對
中國採取危險而魯莽、不負責任的挑釁。佩洛西
竄訪台灣之前，他們裝聾作啞，默不作聲，現在
卻跳出來對中國採取正義行動橫加指責，他們的
虛偽和醜惡嘴臉暴露無遺。
第二，一個中國原則是七國同中國建交
的重要政治基礎。華春瑩強調，中方一貫堅決
反對建交國同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來。七國政府的立法機構負責人理應遵守政府
承認和承諾的外交政策。如果有關國家政府對
其議會違反本國外交政策的行為無所作為、放

任自流，只能證明其政治無能、治理無效，在
國際上背信棄義。在這一嚴肅問題上，玩弄文
字遊戲，或者試圖偷樑換柱，沒有任何意義，
也不會有任何效果。
第三，一個中國原則只有一個版本、一
種含義，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 1971 年第 26 屆聯
大通過的第 2758 號決議明確規定的，是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也是包括七國集團在內的 181
個國家同中國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治基
礎，不允許私塞任何前提後綴，也不允許任何
歪讀曲解。

七國集團代表不了國際社會
第四，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以美國
為首的七國集團成員都是侵略、脅迫的形象代
言人。華春瑩指出，說到“侵略”或“脅
迫”，這頂帽子還請七國集團國家自己戴。這
七國不要忘了，他們代表不了國際社會。他們
的觀點只是極少數。正如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日
前指出“七國集團在國際上大搞專制獨裁。”
這點在這份聲明中也得到充分體現。
“我想再次提醒這七個國家的外長，現
在已經是 21 世紀的第三個 10 年了，如果腦子
還停留在 100 多年前，是要出問題的。”華春
瑩說。

王毅：誰給它們這樣的資格？

斥G7夥歐盟外長濫發顛倒黑白涉台聲明 因日助紂為虐中方取消兩國外長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8月4
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金邊出席東亞合作系列
外長會期間對七國集團外長發表涉台聲明予以堅決
駁斥。
王毅表示，台海緊張局勢的來龍去脈一清二
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挑起事端的是美國，製造
危機的是美國，不斷升級緊張局勢的仍是美國。美
方的公然挑釁造成了惡劣先例，如果不予以糾正、
不加以反制，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還要不要？國際法
還要不要維護？地區和平應如何保障？

美國挑起事端製造危機

王毅強調，七國集團外長的聲明顛倒黑白、混
淆是非，無端指責中國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合理
合法舉措，它們何來這樣的權利？誰給它們這樣的
資格？包庇侵權方，指責維權者，豈非咄咄怪事！
王毅說，七國集團的錯誤行徑引起中國人民的
極大憤慨。中國和各國的主權和獨立是人民浴血奮
戰贏來的，絕不容許再被無端侵害。今天的中國已
不再是 19 世紀的中國，歷史不應重演，也絕不會
重演！
王毅表示，國際社會理應明確反對任何挑戰
一個中國原則的行徑，抵制一切對各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侵犯。地區國家更應當團結起來，反對
強權霸道在本地區橫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維
護好各自的安全，真正維護好地區的和平穩定。
王毅還就美方侵犯中國主權的挑釁行為進一步
闡述中方立場。

東盟外長會議聲明
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正在柬埔寨首都金邊
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8月3日舉行成員國外長全體會議，會
議就緬甸局勢及台海局勢進行了磋商。會議重申東盟成員
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會議就軍方掌控實權的緬甸局
勢進行了磋商。緬甸軍方曾與東盟達成協議，協議要求緬
甸軍方立即停止暴力行為等。據各國外交部消息，會上，
針對緬甸軍方對履行協議採取消極態度的做法，一些國家
外長相繼表示擔憂。
其中，馬來西亞強調指出，如果今後也看不到緬甸軍
方在行動上有重大進展的話，東盟就應該採取進一步措
施，包括暫時中止緬甸參加東盟的資格。
另外，會議還就因美國眾議長佩洛西訪台而緊張氣氛
高漲的台海局勢交換了意見。
據聯合早報網報道，東盟外交部長8月4日在一份聲明
中表示，國際和地區動盪局勢加劇可能導致“主要大國之
間產生誤判、和不可預測的後果”。東盟呼籲各方最大限
度地保持克制，避免採取挑釁行動。“我們重申東盟成員
國對各自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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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F 領導力及企業高峯會議 2022 頒獎典禮
文 / 圖 ... 周菊子 張海麒 孫冰瑞 羅鴻進

馬里蘭州長雷力霍根出席 ILF 年會
鼓勵亞太裔青年從事公務事業

領導力高峰會頒發 2022 領袖獎

趙錫成博士 (Dr. James S. C. Chao) 榮膺年度人物獎
梁見後總裁 (Mr. Charles Liang) 榮膺企業領袖獎

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 2022 年 7 月 28 日在華盛
頓首都希爾頓舉辦「2022 國際領袖基金會企業
與領袖高峰會」，馬里蘭州的雷力霍根州長 (Larry
Hogan) 在國際領袖基金會的 2022 年獎學金和頒
獎晚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 州長鼓勵亞裔美國青年
從事公共服務事業。
獎晚會表彰了多個類別的個人和組織，
以表彰他們在過去一年中為促進和支持
AAPI 社區所做的努力。第一夫人 Yumi
Hogan 於 2016 年獲得 ILF 勵志領袖獎。

馬里蘭州長雷力霍根 (Larry Hogan) 昨晚
在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 舉辦的的 2022
年獎學金和頒獎晚會上發表了主題演
講，該基金會是一個鼓勵亞裔太平洋島
民 (AAPI) 青年從事公共服務和創業的非
營利組織，霍根州長說：「今晚，當我
看到所有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年輕亞裔
美國領導人時，這讓我希望美國最好的
日子還在前面。所以，擁抱讓你與眾不
同的事物，做你熱愛的事情，大膽冒險，
挑戰現狀，永不放棄」。ILF 的年度頒

去年 11 月，霍根州長宣佈了一系列全州
範圍內的行動，以應對因 COVID-19 大
流行而導致的反亞裔仇恨和偏見犯罪的
增加。在上個月韓美投資論壇發表講話
時，州長還宣佈，他將於 9 月率領一個
經濟發展代表團訪問日本和韓國。

左起 ILF 創辦人杰龍、董繼玲伉儷、受獎人劉秀美、馬州議員齊麗麗、加州聖荷西大學陳潤吾教授、霍根州長、趙小蘭部長、
傑出企業家 Ivan Tay、星鳥日報執行長梅建國、美駐聯合國大使盧沛寧、ILF 執行主任黃靈輝。

ILF 創辦人杰龍 ( 右一 ) 及董繼玲女士、接受馬里蘭州長雷力霍根 (Larry Hogan)
的頒獎，左為 ILF 執行主任黃靈輝。

國際領袖基金會 2022 年八位獲獎者

霍根州長和第一夫人在昨晚的活動中
介紹了他們的女兒傑米 · 斯特林（Jaymi
Sterling），她上週贏得了巨大的勝利，
成為聖瑪麗郡的下一任州檢察官。
霍根州長還特別向同時與會的前美國交
通部長和勞工部長趙小蘭；美國駐聯合
國大使盧沛寧；美國眾議員趙美心；美
國亞太裔總商會會長兼首席執行官、ILF
創始會長董繼玲女士熱情問候。

Atalanta

2022 年獲獎者 : 左起年度人物獎 : 趙錫成
博士 (Dr. James S. C. Chao); 企業領袖獎 :
超微電腦公司 (Supermicro) 總裁兼執行
長梁見後 (Charles Liang)。

公共服務領導獎 :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盧
沛寧 (Christopher P. Lu); 美國總統副助理
暨亞太裔資深聯絡員 Erika L. Moritsugu;
馬里蘭州眾議員齊麗麗 (Lily Qi);

公民領袖獎 : 捷連教育基金會理事長暨
聖荷西州立大學榮譽教授陳潤吾 (Ray
Chen) 博士 ; 美國星島日報董事長梅建
國 ;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士頓會長暨世界
龍岡親義總會榮譽主席劉秀美

Global Comm

Chicago

Colorado

Trainning Comm

2022 ILF 領導力及企業高峯會議與晚宴
( 本報華府訊 ) 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 和亞
美企業組織聯盟 (CAABO) 合作，於 7 月
28 日 ( 週四 ) 舉辦 2022 ILF 領導力及企業
高峯會議。特邀嘉賓有馬里蘭州州長 Larry
Hogan、曾任美國交通部部長的趙小蘭，以
及著名偵探大師李昌鈺博士。
包括傑出亞太裔企業及社區領袖、企業家，以
及國際領袖基金會學員，將近 400 人出席。
這場領導力及企業高峰會議和晚宴旨在為培
養亞太裔下一代傑出領袖。全球頒獎典禮就
是表揚亞太裔社區中為其社區提供特殊服務
的傑出者。獲獎者也為下一代年輕領袖樹立
了有以遵循的榜樣，讓他們看到亞太裔在主
流社會中茁壯的景象。
會議包括趙小蘭部長和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
人董繼玲的爐邊談話，趙小蘭部長在會上分
享天下文化出版的新書「破浪者哲學 - 船王
趙錫成與夫人朱木蘭的人生智慧」。
戰亂劇變淬煉出的格局，東西文化並蓄的胸懷
是船王趙錫成伉儷送給年輕人最珍貴的禮物。
趙錫成是勤儉向上的農村子弟，朱木蘭是溫婉
聰穎的名門閨秀，他倆攜手在大時代中揚帆勇
闖，在世界地圖上乘風破浪，以堅強意志、克
服求學、別離之苦，勇敢面對創業挑戰，衝破
無數風浪。他倆抱持修身齊家、慷慨奉獻、
行動積極的準則，走過的人生精彩如同電影故
事，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開創屬於自己的
新時代。
國際領袖基金會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推動亞
太裔社區參與公眾事務，培養領導能力，賦
能，在經濟上繁榮。國際領袖基金會的使命
是培養具有公共事務思維的未來亞太裔領
袖，從 2000 年創立以來，已為 1 萬餘名亞太
裔學生提供獎學金，領袖人才培育，職場規
劃以及德智體群均衡發展等項目。

會中巨星雲集，包括主題演講人在內的著名
出席者有 : 馬里蘭州州長 Larry Hogan、趙小
蘭 (Elaine L. Chao) ，美國第 18 任交通部部
長暨第 24 任勞工部部長、美國貿易大使戴
琪 (Katherine Tai)、神探李昌鈺博士、美國駐
聯合國大使盧沛寧 (Christopher P. Lu)、聯邦
眾議員趙美心 (Judy Chu)、聯邦眾議員 Young
Kim ( 加州 )、聯邦眾議員孟昭文 ( 紐約 ) 、
聯邦眾議員 Michelle Steel ( 加州 )、佛利蒙
(Fremont) 市長高敘加 (Lily Mei)、馬里蘭州
參議員林立圖 (Clarence Lam)、馬里蘭州參
議員 Susan Lee、馬里蘭州眾議員齊麗麗 (Lily
Qi)。美國總統白登，以及幾位聯邦參議員，
為大會致上賀詞、美國總統白登在發給國際
領袖基金會的賀函中指出，美國亞太裔在美
國的歷史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在
政府高層中代表國家，開創新事業，獲得奧
林匹克獎牌，支持民權 … 等許多傑出表現。
亞太裔以其多元族裔，語言和經驗，讓美國
人更加自豪，並豐富、茁壯了我們的國家。
然而，亞太裔社區面對的暴力，仇外心理及
種族主義等行為日益增加，這些攻擊基本上
是不符合美國的基本傳統，我的政府持續致
力確保在美國或任何地方，《仇恨》是沒有
生存空間的。像國際領袖基金會這樣的組織
對建造更好的美國，十分重要。
未克親自出席的聯邦參議員 Tim Kaine ( 維
吉尼亞州 )、 Mark Warner ( 維吉尼亞州 )、
Chris Van Hollen ( 馬里蘭州 )、聯邦眾議員
Kaiali’i Kahele ( 夏威夷州 )、 Andy Kim ( 新
澤西州 )、 Amata Radewagen ( 薩摩亞區 ) 也
都以網路視頻參與道賀。由於疫情變異，但
出席嘉賓仍然踴躍，大家對 ILF 的使命感，
都抱持認同及積極參與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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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是全美
最著名的青年領袖人才訓練機構，以促進美國及亞太地區各
項國際交流活動，培育國際青年政經領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
組織。過去 20 多年來，本會每年選送 150 多名美國亞裔優
秀學生，進美國聯邦政府，各行政部門正式實習，以了解美
國國會的實際運作， 並參加政府公共政策訓練課程，以培
育國際青年學生，使他們具備更優秀的創造力、執行力、競
爭力與國際觀。www.ILF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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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商會降港經濟增長預測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香港總商會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
測由 2 月份的 1.2%下調至-0.5%。
該會稱，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
兩年半，各種限制措施對企業和經
濟造成沉重打擊，而供應鏈瓶頸和
烏克蘭衝突持續更是雪上加霜。香
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表示，烏克蘭
衝突和地緣政治局勢升溫導致全球
通脹上升，美聯儲及其他央行因而
需要加快加息步伐，此舉削弱本地
和國際市場消費者的購買力之餘，
亦會打擊營商信心和投資意慾。香
港與內地及國際持續未能恢復正常
通關，不僅窒礙投資活動，亦令經
濟復甦前景難以樂觀。他表示：
“我們要為香港制定具體的恢復正
常通關時間表，確保繼續吸引人才
和企業來港。”
總商會同時下調今年零售銷
售增長 1 個百分點至 3%，商品出
口增長下調 4 個百分點至 2%。另
將整體通脹率預期上調 0.2 個百分
點至 2.2%，至年底失業率預期料
改善0.5個百分點至4.3%。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2年8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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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季度表現勝預期
季度收入首錄下降 惟內地消費趨勢漸改善

疫情和宏觀環境變幻下，阿里巴巴
錄得有史以來首次季度收入下滑，阿里
4 日晚公布截至 6 月底止的 2023 財年首季業績
報告，期內錄得收入 2,055.55 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大約持平；非公認會計準則

-0.5%

今年4、5月份內地多城市實施嚴格的疫情
封控，年中“618”購物節也未能助力季

度收入擺脫困境，季內中國商業收入1,419.35
億元，按年跌 1%，好過預期；來自中國零售
商業的收入為 1,369.77 億元，按年下降 2%，
淘寶和天貓的線上實物商品 GMV（商品交易
總額）錄得按年中單位數下降。

（Non-GAAP）淨利潤 302.52 億元，同比跌
30%。在巨大壓力之下，數據均仍然好過市場
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下半年經濟不容樂觀

梁兆基早前已表示，相信香
港今年全年經濟將出現負增長，第
一季香港經濟已經出現負 4%的收
縮，預計第二季數字亦“相當難
看”，認為整個上半年是負增長，
今年全年或會再度出現負增長。今
年2月正值第五波疫情及俄烏衝突
剛開始，香港的經濟增長預測已由
去 年 底 預 測 2.8% 調 低 至 2 月 份
1.2%。鑒於疫情及衝突持續時間
較想像中長。他預料今年整個上半
年出現負增長，而第三季的經濟亦
看不到“好訊息”。他又認為，即
使第四季可以全面通關，但在外圍
局勢不穩定下，加上近日出口減
慢，相信下半年的經濟亦不容樂
觀。
梁兆基亦希望香港盡快恢復
正常通關，並形容為“近在眉睫”
的事情，因為現時全球大多數城市
都開放通關，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對外交往相當重要。惟香港
目前已放慢步伐一段很長時間。他
擔心再不恢復正常通關，香港將流
失不少生意機會或未來經濟增長的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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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錄得首次下滑，但幅度比市場預期
為少，在美股價一度明顯上升。
資料圖片

張勇：內地消費願望在提升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於電話會
議中稱，困難重重下，集團收入整體保持穩
定，並且在多個戰略性業務上改善了經營效
率，減少了經營虧損。消費趨勢也正在逐漸改
善，6 月以來隨着供應鏈、物流網絡逐漸恢
復，“618”表現不錯，7 月這一趨勢則更為
積極，消費者的消費願望正在不斷提升。商家
的經營意願也變得更強，阿里會繼續為商家提
供更好的工具和服務，強化商家可持續經營主
陣地的地位。
另一邊，雲業務等其他分部業務收入的
增長，抵消了部分核心業務收入放緩的影響。
期內，本地生活服務收入為 106.32 億元，按
年增長 5%；菜鳥收入 121.42 億元，亦按年升
5%。雲業務分部收入更是增加一成至 176.85
億元。
張勇分析，雲業務收入的變化反映出各
行各業正在復甦，經濟也在增長中，金融服
務、公共服務、電訊行業等都需要雲的支持。
他指出，產業數字化已是大勢所趨，雲

業務將繼續作為集團的核心戰略業務發展。他
強調，對集團未來長期增長充滿信心，“在變
化莫測的大時代中，最好的投資是投資自己，
建設好自己的能力，不斷完善自己。”
截至今年6月底止的12個月，有超過1.23
億名年度活躍消費者每人在淘寶和天貓上消費
超過 1 萬元。至 6 月底，集團有 2,500 萬名
88VIP會員，每名會員的年平均消費額為超過
5.7萬元。

委任利蘊蓮吳港平為獨董
阿里巴巴並宣布，委任希慎興業(0014)執
行主席利蘊蓮、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前主
席吳港平為集團董事會獨立董事，4 日起生
效。公司希望，獨立董事的委任能夠幫到美港
兩地雙重主要上市的計劃。
此外，據最新財報測算，阿里巴巴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的三個月內，從螞蟻集團
錄得投資收益 37.17 億元；阿里巴巴延後一個
季度計入所有權益法核算的投資損益，且阿里
持有螞蟻 32.65%的股權，路透據此測算，螞
蟻今年一季度淨利潤為 113.8 億元。同樣計算
規則下，螞蟻集團去年一季度、四季度分別錄
得淨利 137.6 億元和 222.8 億元，意味着螞蟻
集團今年一季度淨利同比下滑17.3%，環比則
大降48.9%。螞蟻集團今年以來大力調整董事
會構成，增加獨董比例，近期還讓螞蟻集團管
理層集體退出阿里巴巴合夥人計劃，進一步在
公司治理方面釐清二者關係。

軟銀傳減持阿里套現逾22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據外電報道
指，阿里巴巴單一最大股東日本軟銀集團，今年
會通過預付遠期合約的方式減持阿里巴巴股份，
目前出售合約三分之一的阿里巴巴股份，融資多
達220億美元。

以預付遠期合約方式減持
報道指，預付遠期合約是一種衍生品，可以
讓股東快速獲取資金，同時保留繼續持有這些股
份的可能性。自去年10月以來，軟銀已轉手4,000

萬股阿里巴巴的股票，在7月中旬將其在阿里巴巴
的持股比例從24.8%降至23.9%。
軟銀表示，出售阿里巴巴股份是軟銀多元
化持股努力的一部分，通過出售阿里巴巴的遠
期資產，將其投資組合的擴張置於複雜的金融
工程之上。融資的一部分會流入該集團的願景
基金。若軟銀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數目屬實，
可能會將其持股縮減至保留在阿里董事會席位
門檻之下，且無需在其財務報表中確認阿里巴
巴的收入份額。

隨着科技股在環球市場遭到拋售，軟銀也積
極採取衍生工具方式，將股份套現，籌集現金的
同時亦能保留持有股票的可能性。在5月中軟銀發
布財報，其創辦人孫正義稱，旗下願景基金在上
一財年虧損逾 270 億美元，為基金 2017 年成立以
來最差表現。
另一方面，據季報披露，阿里巴巴上季斥資
約 35 億 美 元 回 購 約 3,860 萬 股 美 國 存 託 股
（ADS），截至6月底，回購計劃仍有120億美元
未使用的額度。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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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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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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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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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末單媽無力照顧幼娃被安置
社工安排抓周讓母子相聚
（中央社）33 歲的原住民小
喬（化名）因單親撫養 3 名小孩
，其中最小的 1 位由新北市社會
局委託安置。小喬罹患癌症末期
，思念安置中的孩子，社工特地
在小孩滿周歲時安排抓周，讓母
子能多一點相聚時光。
小喬原居住台東，為排灣族
原住民，從小隨父母移居蘆洲，
她曾和前同居人生有 1 女，目前
就讀國中；後來又與先生結婚，
育有 7 歲長子，2018 年因受不了
家暴而離婚，經通報進新北市家
防中心和蘆洲社福中心開案服務
。
小喬與前夫離婚後，為了子
女教養，試圖修復感情，仍住在

一起，因此又懷孕，在產檢時經
醫院發現罹患有肝內膽管癌，小
喬在生下次子後，接受醫院標靶
治療和放射性治療，但醫院發現
已有移轉，屬癌症末期，主責社
工羅世勝考量小喬經濟及照顧能
力後，經小喬同意，委託安置在
社福機構，每隔一段時日才見面
一次。
七夕情人節正是小孩滿周歲
，社工貼心的在社福中心安排一
場抓周活動，讓母子相會。當小
喬帶著姊弟看到社工揹著娃兒現
身時，娃兒兩隻胖嘟嘟小手抓呀
抓，小喬一把衝向前抱住，看得
蘆洲社福中心主任陳家崋等人都
紅了眼眶。

小喬說她為了孩子一定會好
起 來 ， 她 還 教 娃 兒 叫 「Gina」
（排灣族語，母親之意），希望
孩子不忘本。
蘆洲社福中心主任陳家崋表
示，由於小喬生病後，無法再到
工地打工，沒了收入，前夫也失
去音訊，社工為小喬辦理中低收
入戶，每月領有弱勢兒少生活補
助，另外不定期提供實物銀行生
活物資，也依家庭變化適時媒合
愛心大平台善款挹注。在小孩滿
周歲之際，社工貼心的安排家庭
聚會，希望讓母子多一點親情相
聚時光。

石虎家族攜手 YOYO 家族
8 月陪小朋友 FUN 暑假
（中央社）臺中城市吉祥物 「石虎家族與歐米馬」見面會即
將登場！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分別於 8 月 7 日在臺中市港區藝術中
心及 8 月 21 日在南區健康公園安排兩場見面會，讓大小朋友與石
虎家族一起快樂放暑假！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表示，首場見面會適逢父親節前夕，將有
神秘嘉賓驚喜現身為 「虎爸」祝福，現場還有豐富趣味的音樂演
出，迎接好朋友 YOYO 家族，讓大家一同歡度假日。另臺中城
市吉祥物石虎家族和歐米馬一直是民眾的好朋友，為陪伴孩子度
過開心又充實的暑假，打造專屬小朋友與石虎家族的記憶，舉辦
2 場吉祥物粉絲見面會活動，邀請受小朋友喜愛的 YOYO 家族香
蕉哥哥、百香果姐姐、KIWI 姐姐、鳳梨哥哥等超人氣哥哥姐姐

，帶來耳熟能詳的卡通組曲，一同唱唱跳跳共度歡樂時光。
新聞局說明，月亮姐姐與樂虎、來虎將以輕快的舞步唱跳出
主題曲 「臺中石虎 GOGOGO」，不僅用歌曲介紹出石虎家族成
員的個性，也融入臺中在地特色美食，是一首可愛又朗朗上口的
歌曲，歡迎大小朋友跟石虎家族扭扭身體舞出動人的精采旋律。
此外，也邀請深耕臺中多年的小青蛙劇團，演出吸睛且寓教於樂
的兒童劇，活動最後還有機會與石虎家族合影留下珍貴夏日回憶
的照片，歡迎大家一同參與。
「石虎家族 FUN 遊臺中」是吉祥物和粉絲們的年度重要活
動，每年石虎家族會到不同的地區舉辦見面會，除和粉絲們近距
離互動，在地劇團演出道安宣傳短劇，以深入淺出的表演，協助

大家建立交通安全觀念，加上活動場地常常是當地的特色景點，
帶領民眾認識臺中各區的人文特色。除表演節目外，還有臺中市
道安工作小組有趣的交通安全小知識攤位、社會局臺中親子館的
關卡遊戲，現場通過考驗的小朋友還有小禮物，數量有限，千萬
別錯過。
「石虎家族 FUN 遊臺中」活動將於 8 月 7 日下午 14 時在臺中
市港區藝術中心及 8 月 21 日下午 14 時在南區健康公園熱鬧登場
，免費自由入場，歡迎大小朋友前來參與，溫馨提醒您，疫情期
間仍要戴口罩、勤洗手，保護自己與家人的健康，活動詳情請見
「石虎家族 Love&Life」FB 粉絲團。

台新金相挺 喜添總統教育獎2得主
（中央社）今日將於總統府接見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其中
兩位來自台新金控長期支持的南投空手道隊。台新金控董事長吳
東亮特別設宴祝賀田奕聖及張佑銘兩位得獎學生，長期協助南投
空手道隊發展的前縣議員許阿甘、教練黃泰吉、廖德蘭等均受邀
出席。
吳東亮表示，南投空手道隊累計已培育出 19 位總統教育獎
得主，表現卓越。
總統教育獎高中組得主田奕聖，來自花蓮壽豐鄉的阿美族，
父母多年前離家，自幼由嬸婆扶養，雖身處困頓卻從未自我放棄
，為不辜負嬸婆養育之恩，要求自己更專注於空手道訓練；他撐

過辛苦訓練，從 2018 年至今一路累積奪下四金、四銀、六銅佳
績。
總統教育獎國中組得主張佑銘從小即是由祖母扶養，未料祖
母於 2020 年底中風倒下，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反而更加投入
空手道訓練，從 2020 年迄今共取得一金、一銀、二銅佳績。
台新金控 2005 年開始支持南投空手道隊，多年來在教練黃
泰吉與廖德蘭夫婦帶領下，除培育出 19 位總統教育獎得主，在
國內外重要賽事更是戰績輝煌，獲得超過 1700 面獎牌。
為回饋台新金長期支持，南投空手道隊也擔任台新公益慈善
基金會天使團，2017 年起利用放假時間，由教練黃泰吉親自帶領

學生訪視基金會輔導的社褔團體，善盡己力回饋社會。
黃泰吉表示，南投空手道隊學生接受幫助後，進而也投入社
會公益，這是他們能在眾多優秀受推薦學生中獲得青睞的重要原
因，特別感謝吳東亮董事長對南投空手道隊及社會付出的大愛，
使善循環得以綿延不斷。
台新長期重視體育發展，自 2005 年贊助空手道、2011 年贊
助女子高爾夫選手至今，承襲推動公益善循環的體育推廣策略，
將持續結合體育與公益，做到高度推廣、深度關懷。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公布新增 2 萬 2959 例
新冠病例，包含 2 萬 2707 例本土及 252 例境外移入，死亡個案增
加 56 例、中重症新增 152 例，包含 1 例 6 個月大男嬰確診 MIS-C
，為國內監測到最年幼案例。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國內
疫情預期在往後 1 個月內緩步上升，呼籲符合資格的民眾踴躍接
種疫苗預防 BA.5 疫情。
新增本土病例中，以新北市增加 4326 例最多、其他依序為
台中 2807 例、台北 2388 例、桃園 2352 例、高雄 2159 例、台南
1744 例。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表示，新增死亡個案年齡

介於 40 至 90 多歲，其中 3 例年約 40 多歲，其中一名 40 多歲女性
，沒打過疫苗，有癌症病史，7 月 31 日出現發燒、咳嗽、呼吸困
難至急診，PCR 陽性，隔天因敗血症休克在醫院死亡，死因為
肺炎併敗血性休克。
另名 40 多歲男曾接種 2 劑疫苗，有癌症病史，7 月 31 日出現
口腔大量流血，合併呼吸困難就醫，檢驗出陽性，出院後隔天就
因癌症出血併呼吸衰竭過世。
另名 40 多歲男有高血壓病史，7 月 15 日因全身抽搐、意識改
變送入急診緊急插管，經電腦斷層檢查發現為自發性腦幹出血，
同時 PCR 陽性，收治加護病房後於 7 月 27 日死亡，死因為腦幹

出血及染疫。
中重症方面，新增 2 例兒童 MIS-C 個案，其中年僅 6 個月大
男嬰，是國內年紀最小的個案；另一名 5 歲女童，6 月 8 日接種 1
劑 BNT 疫苗，目前 2 人都已好轉。目前共累積 146 例兒童重症，
包含 79 例為 MIS-C。
另外，近期新竹出現一名 1 歲兒童二度感染，且病毒量極高
，症狀較前一次嚴重。
羅一鈞說明，從國外的研究統計來看，重複感染的重症、死
亡率不會增加，甚至有可能降低，新竹這起為較特殊的案例。

莊人祥：疫情 1 個月內緩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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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大現金搶案
最後落網者二審判18年
（中央社）台南市 2009 年發生台灣史上最大
現金搶案，全案 8 人預謀行搶 7736 萬現金得手，7
名嫌犯陸續緝獲到案，最後 1 人黃江正逃亡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安平區落網。台南地院一審
判處 21 年徒期，黃不服上訴，台南高分院因他曾
自首報繳槍枝，符合減刑 3 年，4 日改判 18 年、
併科 15 萬元罰金。全案可上訴。
2009 年 11 月發生的台南市中西區 「寶信鐘錶
」遭強盜案，歹徒 4 人 1 車，由綽號 「大目仔」
蔣春益開車，林秉嶧、王志成與黃江正下車，分
持電擊棒、槍與烏茲衝鋒槍等武器，強搶剛提領
完鉅款的被害人蔡進添裝滿現金的行李箱與袋子
，再逃逸到南科一處工寮分贓。
警方調查得知，全案為蔡進添胞妹蔡婕涵內
神通外鬼，得知兄長從事地下黃金買賣，經常有
大量現金出入，告知共犯方東隆，方男再找來蔣
春益、林秉嶧、王志成、黃江正與蘇建銘共謀犯
案。

檢警逮回 7 人宣告破案時，僅追回 1190 萬元
，懷疑唯一在逃的黃江正藏匿其餘現金。直到他
逃亡 12 年後落網，警方得知他花 750 萬元買 1 棟
房子送給女友，卻未發現其餘現金。
警方在黃江正落網時起獲 3 把槍枝，其中 1
把為空氣槍，兩把為改造槍，還有 28 發子彈，他
將槍枝來源推給死者，並報繳給警方。
台南地院依他攜帶凶器強盜罪判處 14 年，共
同剝奪他人自由判處 1 年 6 個月，藏匿 2 把改造手
槍各判 6 年併科罰金 12 萬元及 5 年 6 個月罰金 15
萬元，法官審酌判處應執行 21 年有期徒刑，併科
25 萬元罰金。
台南高分院審理時，發現黃男落網後自首報
繳其中 1 把槍枝，符合減刑標準，將 5 年 6 個月徒
刑改判 2 年 4 個月，減刑 3 年，罰金也降低，全案
應執行 18 年，併科 7 萬罰金，仍可上訴。

職能治療師重拾畫筆 傳達生命熱情
（中央社）32 歲職能治療師施懿真自幼開
始學畫，從素描和水彩練起，升學時期為專注
課業便中斷好些年，直到 6 年多前就業後，工作
之餘返回畫室，重新燃起繪畫熱忱。 「我喜歡
騎著腳踏車，並觀察周邊生活取得靈感」從施
懿真的畫作中，可見她對故鄉的熱愛，更特別
的是，她也以藝術為媒材，陪伴患者心靈重建
。

出生台南市新營區的施懿真，小時候在藝
術家李政哲畫室學畫，後來課業關係，較少接
觸繪畫，自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畢業後
，曾在高雄長庚醫院服務一陣子，之後有機會
回鄉服務，便在柳營奇美醫院擔任復健科職能
治療師，並回李政哲畫室繼續學畫。
施懿真說，除跟李政哲老師學油畫，前年
也向李偉誠老師學色鉛筆作畫，而她繪畫的靈

感來源，大部分源自對於生活的體驗或感觸，
每到假日她常騎著腳踏車，走訪鄰近鄉鎮，發
掘有趣的人事物，再回來用畫筆描繪記錄。
從施懿真的作品中，可見六甲落羽松美景
、急水溪白茫茫的甜根子美景，也有孩子們奔
跑、玩耍，或是農村老婦回眸凝視的景象，並
期望透過作品，帶給接受早療教育的孩子、中
風患者等個案對象生活啟示或心靈上的撫慰。

在介紹作品《燦爛盆花》時，施懿真提到
，這幅畫是在完全抽象、沒有打稿的情況下，
從很陰暗的顏色，用油畫刮刀隨意創作的作品
，就像復健路途，受傷需復健的病人突然被打
入一個深淵，但這些生命刻痕，反倒是促進他
們轉念思考，才能獲得燦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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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
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
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應超過六個月。
如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
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期為兩年的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
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一年有效。
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過三個月
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但
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
相對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關於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規定：凡申請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經過打
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以
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移
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
此程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到三
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
請。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
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
明文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
信封。移民法還要求在遞交回美證的
時候，申請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
六個月,但是來不及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
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家人或
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如配偶的工
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國的上學
證明,成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
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
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
被美國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
件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
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
水，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證，車輛
的所有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

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
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
離境的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
，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
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
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
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的
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期
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因
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
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所有相關
的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
。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
是因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
國，須提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
錄和親屬關係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
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面談只是決定
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如果
領事決定符合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
會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
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
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有材料後做出
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
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
控制的特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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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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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簽證抽籤程序。第一輪抽籤已經

結束，第一輪幸運中籤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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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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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9 日宣
布，申請人可在遞交綠卡申請的
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
民局批准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
自動轉到社會安全局，申請人可
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請的
舟車勞頓。
7. 美國移民局宣布，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將暫停部分 I-539
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
轉 換 身 份 的 H-4, L-2, E-1,
E-2, 或 E-3 的申請。這項新政
策適用於已經提交的但到 5 月 17
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申
請以及在 5 月 17 日當天和以後提
交的申請。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這
些類別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 85 美元的
打指模費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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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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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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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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數算 神的恩典！
◎李和美 ( Amy Su)

李和美 ( Amy Su)
感謝上帝！我們雖然生活在這變化無
窮的世界裏。生老病死，天災人禍，隨時
隨地都會發生。照常理人常會處於患得患
失的日子中，唯恐這些事不知何時何地會
發生在自己，在家人、至親、至友的身上。
而心中常會處於不平安，或擔憂的狀況下。
但這裏有一個秘訣，可以讓我們心中常有平
安及喜樂！ “就是信靠耶穌基督為生命的
救主！＂隨時隨地禱告與主耶穌靈命連結，
無論作何事或在何處，都可以藉著禱告與耶
穌連繫。如果遇到任何難處，就可以在心中
藉著禱告說“主耶穌請幫助我，賜給我智慧
處理。＂祂就會在你心中指引你當作的事。
首先賜給你心中安靜平安，或是不着急，禱
告中等候神的旨意指示。這就是完全信靠主
耶穌，心中得平安，不必擔憂地過每一天的
秘訣。
哥林多後書 12:9 “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祂的恩典是夠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這多年來，因大森的身體狀況的變化，
已經不太能自理了。所以我就成了 24 小時
的看護。感謝讚美神的恩典夠用。祂保守
我的身體還很健康。更感謝！藉著活泉教
會弟兄姐妹們的禱告，關懷及扶持，以及
兒女 . 孫兒女們的隨時幫助，生活一
切良好，心中常常有無限的平安喜
樂。在這兩年疫情居家中，爲了減少
大森受感染或住醫院的風險，都沒有
外出。連買菜購物或任何需要，都是
大女兒及兒子代勞。大森去醫院照 X
光，抽血，檢驗等，才由我或大女兒
帶出去。
活泉教會已經開放作實體敬拜
快一年多了，大森也未去參加過。而
我只去了兩次，擔任台語主日學教

課。下課後又馬上趕回家，與大森作
ZOOM 的網路禮拜。非常感謝大森
對教會的查經，禱告會及主日學都很
注重，且認真參與網路或 LINE 綫上
的活動。非常感謝白牧師，王醫師，
如鈺姐，聖歌隊及所有服侍團隊的熱
心籌劃參與，使我們雖然未能親身到
教會參加，但卻可以在網路綫上得到
靈性上很多造就增長，參與教會活動
見到弟兄姐妹們。
在疫情期間，我們都沒去教會，
感謝主！教會有幾位兄姐及好友會來
看我們。有時會將家中自己種的瓜果蔬菜等
送來家門前。有些兄姐會帶些可口的好東西
來，令我們享了不少口福。尤其有位姐妹把
她剛學做的點心送來分享，又很客氣地說，
要我們試吃批評。真令我們感恩又感動！
神的愛透過這些兄姐們的愛及關懷，給與我
們無限的溫情。而且在過年過節，如端午
節，中秋節，聖誕節等，我們雖然沒有出去
購物，但反而每每享受不同的兄姐送來的粽
子，中秋餅或聖誕佳餅來與我們分享佳節。
真的！太感恩了！感謝上帝的奇異恩典，我
們實在是非常蒙福啊！
這兩年疫情居家中，數算神恩時，憶
起在我們及兒女們家中，確實經歷了不少感
恩，喜樂及試煉之事。更看見神的聖手如何
在其中保守及引領。我們真的更加向我們所
信靠，慈愛的神獻上無限的感恩。
1) 大女兒，孫兒女及兒子，差不多每
星期六都會回來。買些蔬菜，水果及所需用
之物回家。並且幫忙照顧大森，處理一些家
中瑣事。大女兒及兒子會輪流帶外賣回來晚
餐，一起享用不同口味的美食。
2) 二女兒在路州 Shreveport，約三四個
月，一家會趁著有周末長假回來探望我們，
相聚享受天倫之樂。因爲疫情須隔離，最

～思牡札記～

從「得著救恩」到「精品人生」
筆 者 摘 錄
youtube台北新店
行道會張茂松牧師
2019年5月26日主
日講道：從「得著
救恩」到「精品人生」與讀者分享。
經文《以弗所書2章8-10節》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裡造
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我們是 神
手中的傑作（我們原是祂手中工作）。
神給我們福音是全面的。
一、得著救恩：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上帝給的恩，我們用信心相信接受。
耶穌釘十字架，代付了我們所有的罪
債，上帝給你的，你要接受白白的救恩。

A. 脫離死亡：
不要怕死亡，保羅說：
《哥林多前書15章55 節》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
你的毒鉤在那裡。
1. 死亡是換新衣服：
上帝給我們換新衣服，靈魂脫掉舊衣
服，換上新衣服。
2. 死亡是改變：
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有限的，不受
限制。
3. 死亡是回家：
基督徒面對死亡是好的無比，是不一
樣的。告別，在天上可以重逢，臨終病
人，服事關懷他/她，死亡是回家，不要
怕。
有位教友的祖父回天家，家人不捨，
難過哭泣禱告，切切懇求上帝憐憫醫治祖

父，祖父突然醒來，告訴家人說，天家很
美好，問家人為什麼禱告要他回來人間？
家人說：我們沒有心裡準備好啊！過不
久，祖父又說：我要回去天家了！
基督徒不怕死亡，脫離死亡：哥林多
前書15:55
B. 脫離罪惡：不再被釘罪。我已經被
赦免，羞恥已經過去，不再做罪的奴僕，
我們不屬於牠。
因為耶穌的救贖，可以坦然面對過去
的我，大聲的說：我已經死了，我已經被
赦免，沒有人可以再用我的過去來指責
我，羞恥已經過去，因為耶穌的寶血有功
效，耶穌說你不是罪人了，誰也不能挖出
你的罪，不要在乎別人如何看我們。
不再被轄制：不再被罪惡權勢轄制，
不再作罪惡的奴僕，我們可以大聲的宣
告，我們不屬於它。我們不再是奴隸了，
毒品，情慾，香煙，酒精，習慣個性都可
以改變。
C. 脫離患難：
祂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
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上帝在我
們四圍安營，保護，上帝看顧我
們如眼睛的瞳仁。
曠野有撒旦，野獸，天使，
患難中的故事是最感人的故事。
患難中要有信心，愛心，勇氣的
故事，揹十字架的故事。
D. 脫離軟弱：
軟弱中才會依靠神，脫離奴僕，成為
神的兒女。
*成為一個「精品」
上帝是我們生命匠人，祂的雙手要將
我們做成一個精品，你是一個精品，不是
一個瑕疵品，不是擺地攤的。
祂能使你變成一個傑作，精品就是傑
作。
有位中風的長輩，每天來教會讀經，
禱告，因人聽不懂他說什麼？？後來每年
回安徽老家傳福音，他活出精品人生。
抬起頭來，活出一個精品的生活，活
出精品的品德，精品的態度，精品的高
度，活出精品的品質，精品的品味。

（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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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年，他們都住在
附近旅舘。最近幾個
月，就住在兒子家，
他們姐弟更有機會互
相分享照顧。
3) 去 年 9 月 11
日，兒子帶全家四個
兒女一起回家，慶祝
大 森 88 歲 的 米 壽，
過了很喜樂的生日。
4) 去 年 在 路 州
的二女兒，開 Toyota
Van 發生嚴重車禍，與一大卡車相撞 ，車
全毀。感謝主！她平安，受了些傷，不很嚴
重，只住院一兩天就回家療傷了 .
5) 今年二月中旬，在路州 Shreveport
的二女婿，忽然血栓阻塞在腿部，並擴散到
肺部。感謝主的恩典！及時急救醫治，手術
救回性命。感謝教會兄姐們，繼續禱告。現
在腿已經 95% 恢復，而肺部血栓繼續用藥
治療中。
6) 在路州的大孫女，在懷孕後期有產
前高血壓之症。醫師提前幾個星期，使她
生產一個可愛健康的男嬰。我們升級作阿祖
了 ! 孫女夫婦特別於 3 月 26 日帶六個星期
大的 Baby 來給我們大驚喜！享受四代同堂
的喜樂！
7) 和美於今年一月中旬與鄰居 Helen
一起走路運動時，在附近社區過馬路，忽
然向前絆倒在地上，不能動彈。感謝上帝，
Helen 臨時阻擋車輛，過了十多分鐘，等我
鎮靜後，才扶我起來，慢慢扶我回家。我一
直向神禱告，保守醫治我，不要受太大傷，
因爲大森需要我的照顧。奇妙的主！回應我
的禱告，有幾處手及腿受傷，右手臂手腕有

走出迷途
◎宋紅玲
我小時候有坎坷經歷，後來靠自己努力
學習，爭取到優秀的成績和榮譽，獲得別人
尊重。1997 年，我 17 歲，被查出有乙型肝
炎。我懷疑是遺傳的，便怨恨父母。那時，
我是重點高中名列前茅的學生，但是開始灰
心，感覺前途渺茫。
我對學習失去了興趣，渴望戀愛，想快
點結婚離開家庭。那時家人沒安慰我，我感
到孤單，夜夜失眠，成天沉迷在小說裡，逃
避現實生活，學習成績不斷下降。
我開始初戀了，最終我輟學，選擇成人
高考，進入一所重點大學繼續學業。這些都
發生在 18 歲，也是我與父母關係進入冰點
的時候。
大學與我家跨了三個省份，我想遠離家
人，過自由自在的生活。因家裡反對，我拋
下初戀，後來戀上一位漂亮的男生，沒多久
就發現他有不軌的行為。與他分手的同時，
發現自己懷了孕。獨自去醫院墮胎，卻發現
染上了性病。我多災多難的 19 歲！再沒臉
呆在那個城市，便選擇了出國留學。
20 歲的我，開始了加拿大的留學生涯，
一呆就是十年。簡單概括前五年的生活，就
是重複著談戀愛、墮胎，甚至經歷家暴，只
是仍找不到所追求的幸福。我身心俱疲，想
到自殺，用刀在胳膊上一刀刀的劃，煙一根
接一根地抽。我對自己厭惡極了！
這期間，我認識了一位基督徒，他總不

些扭傷。隔天看了醫生，照了 X 光，奇跡
性地右手腕竟然完全沒有骨折破裂之跡象。
感謝上帝的奇異恩典！
有主耶穌同在的生活，實在是我們一
生最大的祝福！人生在世的日子長短並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活出有主耶穌同在的精
彩人生。境遇好壞，親人朋友及兒女瑣事，
都不必擔憂。天天以感恩，喜樂，平安的
心，在有愛有禱告的教會及家庭中，由主耶
穌牽著我們的手，以禱告讚美及依靠，向前
走！
神的恩典不能使我們逃過風浪或疾
病，但卻能使我們平安經過。不能保住我們
不逢危險，卻能保住我們穩到彼岸。以下的
經節互勉之：
約翰福音 16:33“耶穌說：我將這些事
告訴你們，是要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
過世界。”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5:16-18“ 要 常 常 喜
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爲這是 神
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斷鼓勵、安慰和肯定我，每天為我祈禱，為
我播放福音影片。當時我的心很被打動，借
他的聖經讀；但讀不懂，看到的只是上帝多
麼嚴厲！不久我就放棄了。
在加拿大第六年，感謝另一位基督徒在
我瀕臨崩潰的時候帶領我去教會，幫助我戒
煙，與過去的不好關係絕交，與父母的關係
和好。
2007 年夏天我受洗了。那年秋天，我
蒙上帝開恩，結婚生子。雖然我有「乙肝」，
孩子卻很健康。我的心充滿快樂，讚美上
帝。
2010 年夏天，我父母家已全部移民加
拿大。我因超負荷地工作、學習，和照顧孩
子，加上心裡也渴慕服事上帝；同時因丈夫
是美國公民，我要考慮移民美國。我因思慮
太多，就患上了憂鬱症，晚上無法入睡，總
想到悲慘的事，常常大哭。
感謝上帝，好多有愛心的人從四面八方
來幫助我。教會裡姊妹的關懷、家人的溫
暖、醫生的治療，我的病好了。2011 年初，
我搬來加州，充足的陽光對我的憂鬱症很有
療效。在如此經濟蕭條的時候，我竟找到一
份穩定的工作，真是上帝的恩典！無論甚麼
時候，祂總扶持我，用祂的話語安慰我。
感謝天父上帝，因祂赦免我的過犯，我
的心得著完全的釋放，可面對不堪的過去，
數算著上帝的恩典。「我的心哪，你要稱頌
耶和華！……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
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
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篇
103:1,11-12)
（文載自［中信］）

活出美好
得救的信心
有三 : 一、相信神
的 話， 二、 順 服
神 的 誡 命， 三、
仰賴神的應許。
「有一個女
人， 患 了 十 二 年
的 血 漏， 來 到 耶
穌 背 後， 摸 他 的
衣 裳 繸 子； 因 為
郭文仁牧師
她 心 裡 說：「 我
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耶穌轉過來，
看見她，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
你。」從那時候，女人就痊癒了。馬太福音
9:20-22
08/03/22 英文金句：
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whoever would draw near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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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仁牧師

rewards those who seek him. Hebrew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
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 11:6
08/03/22 金玉良言：
神使我們的信心受到試煉、考驗，不
只叫我們有長進，也能使我們經歷到滿足的
喜樂。試煉是生命成長的踏脚石 : 如果沒有
經過時間的考驗，沒有挫折的歷練，我們的
生命就會停滯不前，很容易一下就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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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政治极化与堕胎权问题上的争议
当地时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在联
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
护。以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为代表的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在美国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有文章主要强调他们在思想方面对堕胎问题发表的看法，较少
谈及他们如何通过参与政治议程实现自己的思想抱负。这些宗教保守力量通过控制共
和党议程，同时借着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东风，成功实现了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
权利运动的反攻倒算，并且在未来极有可能推翻更多权利运动取得的成果。当地时间
2022 年 7 月 4 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堕胎是自由”集
会。上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
权，让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堕胎。
当地时间 2022 年 7 月 4 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堕
胎是自由”集会。上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废除了宪
法规定的堕胎权，让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堕胎。

（接上期）
在伯克闯关失败后，围绕着最高法院大法官
提名的党争稍息。里根转而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
法官道格拉斯· 金斯伯格，却被曝出他在哈佛法
学院任教时曾多次吸大麻，这对当时的两党参议
员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金斯伯格主动退
出。里根提名的下一位法官安东尼· 肯尼迪最终
获得参议院 97 比 0 的高票通过。当自由派大法官
小威廉· 布伦南在老布什任期内宣布退休时，他
的继任者再一次成为焦点。得到提名的大卫· 苏
特被广泛认为是个保守派，全国妇女组织和有色
人种促进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但与曾
多次撰写判词的伯克不同，苏特极少留下相关记
录，老布什得以在提名苏特时表示并不清楚他对
堕胎权和肯定性行动（即在招生录取等方面考虑
申请人的族裔，以纠正多年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
造成的社会不公）的看法。此外，苏特的智识水
平给参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只有 9 位民
主党参议员投反对票，90 位参议员投票赞成。在
1992 年的凯西案判决中，奥康纳、肯尼迪与苏特
均投票支持堕胎权，这在令保守派大为光火的同
时，或许也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欣慰；他们并没有
看错人。与之相类似，克林顿总统提名的鲁斯·
贝德· 金斯伯格被认为是温和派，而史蒂芬· 布雷
耶取代的是同样持自由派观点的哈里· 布莱克蒙
，因此也获得了参议院的高票通过。
然而，1991 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的克拉伦斯·
托马斯引发了巨大争议。他所要取代的是最高法
院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大法官、担任布朗诉教育委
员会案律师的瑟古德· 马歇尔，托马斯本人却极
度保守，尤其反对肯定性行动、缺乏判决经验，
这对自由派而言无异于一记耳光，让他们记起数
年前里根提名伯克的尝试。此外，就在听证会结
束后，托马斯前同事安妮塔· 希尔站出来指控他
曾多次对她进行性骚扰。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主席的拜登迫于外部压力，只得重开听证会，请
希尔出庭作证。曾经在否决伯克提名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拜登这次却表现不佳，未能传唤希尔之外
同样对托马斯提出指控的潜在证人，且任由委员
会中的共和党男性同僚质疑希尔的可信性。与此
同时，讽刺的是，托马斯引用非裔美国人的血泪
史，称这场听证会是委员会“对一位自豪的黑人
的高科技私刑”。托马斯的非裔身份给了他伯克
所未曾具有的保护，再加上男性统治的参议院对
女性的不信任，以及民主党内部仍具相当影响力
的保守派的存在，致使在参议院拥有 57 对 43 席
优势的民主党阻止提名失败。共有 11 位民主党参
议员投票支持托马斯，而仅有 2 位共和党参议员
投票反对，托马斯的提名最终以 52 对 48 涉险过
关。
围绕着托马斯提名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预示
着未来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党同伐异时代的
到来，这在 21 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林奎斯特
于 2005 年去世后，小布什提名约翰· 罗伯茨继任
，二者均持保守观点，且罗伯茨在听证会上明确
表示尊重“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他的提名原本

不会引发太大争议，但仍有 22 位民主党参议员投
票反对，接近林奎斯特当年遇到的阻力。事实上
，在肯尼迪于 2018 年退休后，罗伯茨成为了新的
最高法院摇摆票。换言之，他并不像自由派参议
员们所描述的那样保守。更大的争议在小布什提
名塞缪尔· 阿利托取代奥康纳时来临，美国公民
自由联盟明确表示了对他的反对，上一位遭到该
组织反对的正是伯克。在听证会上，阿利托拒绝
表态尊重“罗诉韦德案”判决，时任伊利诺伊联
邦参议员的奥巴马直言小布什此举是“为了安抚
共和党的极右翼”。部分民主党参议员考虑实施
阻挠议事，以阻碍阿利托的提名获得确认，只因
他们的民主党同僚忧心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最
终有 40 位民主党参议员和 1 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
反对提名，仅有 4 位民主党参议员赞成。共和党
参议员也几乎全体反对奥巴马提名的头两位最高
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她们分别得到了 9 张和 5 张
共和党参议员的赞成票，尽管她们取代的也都是
自由派大法官，不会对法庭的力量对比构成影响
。共和党参议员此举既是对民主党的回敬，同时
也是迫于他们的领袖麦康奈尔的压力，即最大限
度地阻碍奥巴马政府的施政。2013 年，对麦康奈
尔滥用阻挠议事战术感到忍无可忍的参议院民主
党人废除了该程序在审议所有总统提名人选中的
存在，仅保留其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中的作用
。当地时间 2022 年 5 月 11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现身国会
大厦。
2016 与 2020 年的两次争议将最高法院大法官
提名过程中的党同伐异推向新的高度。2016 年 2
月斯卡利亚去世，当时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 54 席
，麦康奈尔迫使几乎全部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曾
推荐金斯伯格的犹他州联邦参议员奥林· 哈奇，
结成统一战线，借口当年是总统选举年，且奥巴
马无法参选，拒绝为奥巴马提名的温和派法官召
开听证会。麦康奈尔的赌博收到了奇效，特朗普
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希拉里，得以在共和党占多
数的参议院提名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深感被打
劫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在听证会过程中进行阻挠议
事，结果该程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中的应用
被麦康奈尔以 2013 年民主党开启的先例为由废止
，参议院以 54 对 45 通过了特朗普提名的第一位
大法官。转眼到了 2020 年 9 月，离大选不足 2 个
月时，金斯伯格去世，麦康奈尔此时将他 2016 年
发明的规则抛到脑后，迅速就特朗普提名的艾
米· 巴雷特进行了听证与投票程序，愤怒的 47 位
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票反对，但只有 2 位共和党
参议员加入他们，于事无补。一位女性大法官取
代了另一位女性大法官，她们在政治观点上却是
大相径庭。加上特朗普任命的前两位大法官，以
及托马斯和阿利托，保守派在最高法院拥有了稳
定的绝对多数，最终导致了“罗诉韦德案”的被
推翻。

四、对未来最高法院的展望

2016 年与 2020 年的两次争议开启了一个可怕
的先例，即只有当总统与参议院多数党属于同一
党派，或总统遵从参议院多数党对法官立场的偏
好时，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方才有通过的可能。
就参议院选举版图而言，民主党愈发处于不利地
位。如前所述，民主党整体投向自由派使该党在
大城市较少、乡村遍布的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竞争
力锐减。事实上，2014 年选举前，算上两位大体
赞同民主党观点的独立派参议员，民主党在参议
院仍拥有 55 个席位。可 2014 年选举净输 9 席的惨
败使得民主党让出了参议院的多数权，奥康奈尔
这才有了拒绝考虑奥巴马提名人选的资本。更不
利的是，在输掉的 9 席中，蒙大拿、南达科他、
伊阿华、西弗吉尼亚、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短期
内恐怕都将牢牢掌握在共和党手中。与之类似的
是，2018 年选举见证了北达科他和印第安纳现任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败选，特朗普向参议院民主
党领袖查克· 舒默吹嘘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舒默的回应是“当总统为赢得北达科他和印第安
纳而沾沾自喜时，他其实已经有大麻烦了”，言
下之意，是共和党在此类州取胜是理所应当的。
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多数派意见在结尾写道：
“宪法并没有禁止各州公民监管或禁止堕胎。罗
伊案和凯西案僭越了这一权力。我们现在推翻那
些判决，把权力交还给民众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在共和党占统治地位的州内，这意味着党内初
选的获胜者基本等同于大选的当选人，候选人必
须持极端保守的立场方能胜出，因此越来越多的
共和党参议员在堕胎权问题上持极端立场。更何
况，2016 年与 2018 年选举均表明，相比于自由派
，保守派对最高法院有着更大的热情，更愿意参
与选举。
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异常脆弱
，而现任保守派大法官均身体健康，短期内不会
出现空缺。即使是在选民热情高涨、民主党四面
出击的 2020 年选举后，该党也仅拥有 50 席，得
算上副总统哈里斯的决定性一票，方能掌握参议
院多数，任何一位高龄参议员的去世都将使参议
院权力易主。鉴于金斯伯格的教训，年老的布雷
耶大法官刚刚退休，为年轻的凯坦吉· 布朗· 杰克
逊所取代，以防夜长梦多。毕竟由于通胀危机严
重，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支持率较低，民主党
很可能在 2022 年中期选举后丢掉参议院多数党地
位，共和党也极有可能在 2024 年重夺总统席位。
此外，由于政治极化严重，选民越来越倾向于在
各级选举中把票投给同一党，这对 2024 年需竞选
连任的蒙大拿、西弗吉尼亚与俄亥俄的民主党联
邦参议员极为不利，除非出现战争或经济高速发
展等特殊情况，否则该党至少在 2026 年前都很难
重夺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因此最高法院年龄最高
的两位保守派法官托马斯和阿利托有极大可能还
是会为共和党中意的候选人所接替，继续维持保
守派在最高法院中的优势地位。当地时间 2022 年
5 月 11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已经成为两党间你死
我活战争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共和党再也不会提

名观点中正的法官了，而是尽一切可能向法庭输
送极端保守派法官，以保证未来数十年最高法院
的保守倾向。2018 年摇摆派肯尼迪退休后，特朗
普提名的布雷特· 卡瓦诺在意识形态上比他提名
的第一位法官还要保守。此外，为了防止再度出
现像苏特那样的“变节者”，共和党加强了对未
来候选人的培养与审查。所有共和党提名的现任
最高法院大法官均出自联邦党人学会，以确保候
选人意识形态上的“纯粹性”。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最高法院的独立性
与权威性饱受质疑。在制度设计之初，最高法
院大法官之所以能够终生任职，为的是使他们
独立于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能够对涉及行政
部门和立法机关的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尤其
是判断行政部门的行事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
是否合乎宪法。除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立场的法
官外，大多数法官都能对具体的案件进行个案
分析，考察它们是否合乎宪法，在此基础上做
出判断。如前所述，审理 1992 年凯西案的三位
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站在了多数派一边，维持
了“罗诉韦德案”。有鉴于此，再加上当时两
党意识形态分野并不泾渭分明，因此保守派在
寄希望于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同时
，也在不断推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反堕胎写
入宪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两
党间意识形态分野逐渐明晰，党派间关系急剧
恶化，导致堕胎权问题成为了你死我活斗争的
一部分，掌握了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极力推动
任命反堕胎权的法官，并将其作为向选民邀功
的一部分。2016 年竞选辩论时，最高法院空缺
尚未填补，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提名推翻“罗
诉韦德案”的法官。这一目标在最近的判决中
得以实现，志在 2024 年卷土重来的特朗普当然
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吹嘘自己功绩的机会。与此
同时，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大呼
上当，称卡瓦诺在与她会面时明确表示不会推
翻“罗诉韦德案”。这也开启了更为危险的先
例，即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为了获得参议院
确认，不惜扯谎。
与对宪法尚有敬畏之心的老一辈法官相比
，新上任的保守派法官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一
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回报将他们推上席
位的共和党总统与参议员们，同时羞辱自由派
民主党人。早在听证会时，便有参议员质疑，
围绕着卡瓦诺性骚扰案件的争议可能会令他满
怀怨恨，越发变本加厉地贯彻自己的主张。经
历非议的巴雷特法官也是如此，在她的主导下
，最高法院改变了基本不介入持枪权的做法，
宣布诸多限制公共场合隐蔽持枪的州法违宪，
这对控枪事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托马斯亲自撰
写了该案以及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的多数
派报告，而这还仅仅是保守派利用本届最高法
院推行自身主张的开始，据悉托马斯对推翻
2015 年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确立的美国同性恋婚姻
合乎宪法的裁定跃跃欲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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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宛然攜手孫悟空 八月大鬧美國五城市
（本報訊 ）兩年疫情之後，臺
灣布袋戲團搶先出國巡演。在文
化部的全力支持和駐休士頓臺灣
書院及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共同
籌畫下，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今
年 8 月受邀前往美國休士頓、聖
安東尼奧、奧斯汀、底特律及安
娜堡等五大城市的六個場館巡迴
，演出經典戲碼西遊記 「大鬧水
晶宮」，也將舉辦多場操偶及臺
灣鑼鼓音樂工作坊。此次是繼
2019 年亦宛然掌中劇團在美東上
演西遊記 「火雲洞」之後，孫悟
空再度躍上美國舞台，讓美國觀
眾透過熟悉的角色，領略布袋戲
的迷人世界。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團由團長黃武山於 2002 年創設，今年剛
好成立 20 週年。黃武山師承國寶級傳統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兩
位公子陳錫煌、李傳燦，為李天祿第一代徒孫，也是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傳藝接班人計劃結業的藝生。黃武山同時也向客家山歌天
后賴碧霞學唱客家山歌，還將客家語言、音樂、戲劇等元素融入
演出，展現出獨具客家韻味的掌中戲美學，成為少數能以客語搬
演全場的布袋戲團。黃武山表示， 「大鬧水晶宮」不但會將整個
海底世界搬上戲臺，還有不少精彩的打鬥戲碼，搭配現場演奏鑼
鼓音樂，臨場感十足，希望透過目不暇給的觀看體驗，饗宴美國
各地偶戲迷。
文化部表示，布袋戲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資產，透過
傳承與創新，精緻的掌中戲偶、純熟的操偶技巧以及家喻戶曉的
經典戲碼，每次到國外演出都深受各國觀眾喜愛。這次山宛然操
偶師加上樂師一行 6 人的大陣仗，尤其要讓美國觀眾充分感受
「三分前場、七分後場」的現場震撼力。

山宛然此趟美國行獲德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聖安東尼奧美術館(San Antonio Museum of Art)、
奧斯汀公共圖書館央圖(Austin Public Library-Central Library)、底
特 律 美 術 館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安 娜 堡 市 立 圖 書 館 總 館
(Ann Arbor DistrictLibrary)及密西根人文協會等單位邀請，共計將
演出 6 場 「大鬧水晶宮」及 6 場工作坊。
各地活動相關資訊：
西遊記之 「大鬧水晶宮」將以客語演出，搭配中英字幕。
8 月 4 日(四)美東時間下午 1 時
「客家文化及臺灣布袋戲表演藝術(Hakka Culture and the
Art of Taiwanese Hand Puppetry)」線上講座
主辦單位：底特律美術館
網 址 ： https://www.dia.org/events/tatm-studio-visit-hakka-culture-and-art-taiwanese-hand-puppetry
8 月 12 日(五) 美中時間 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兒童夏令營─臺灣布袋戲操偶工作坊
主辦單位: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地點: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8 月 13 日(六)美中時間 上午 11 時、下午 1 時
臺灣布袋戲操偶/鑼鼓工作坊及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布袋
戲各一場
主辦單位: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地點: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網 址 ： https://asiasociety.org/texas/events/adventures-crystal-palace-performance-taiwans-shan-puppet-theatre
8 月 14 日(日) 美中時間 下午 1 時至 3 時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布袋戲及臺灣布袋戲操偶/鑼鼓音樂
工作坊各一場
主辦單位: 聖安東尼奧美術館
地點: John L. Santikos Auditorium, 200 W Jones Ave, San Antonio,TX 78215

網 址 ： https://www.samuseum.org/events/event/shan-puppet-theater-performance/?year=2022;month=8&amp;day=14&amp;
hour=18minute=0&amp;second=0
8 月 15 日(一) 美中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布袋戲及臺灣布袋戲操偶/鑼鼓音樂
工作坊各一場(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 奧斯汀中央圖書館
地點: 710 W Cesar Chavez St, Austin, TX 78701
網 址 ： https://library.austintexas.gov/event/performances/
shan-puppet-theatre-taiwan-7718368
8 月 17 日(三)美東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至 6 時 30 分
臺灣布袋戲操偶/鑼鼓音樂工作坊一場(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底特律河濱管理局(Detroit Riverfront Conservancy)及密西根人文協會
地 點 ： Dequindre Cut Greenway, Lafayette Entrance, Detroit,
MI48207
8 月 20 日(六)美東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3 時至 4 時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布袋戲兩場(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底特律美術館
地點：Detroit Film Theatre, 5200 Woodward Avenue, Detroit,
MI48202
網址：https://www.dia.org/events/shan-puppet-theater
8 月 21 日(日)美東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布袋戲及臺灣布袋戲操偶/鑼鼓音樂
工作坊各一場(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安娜堡市立圖書館及密西根人文協會
地 點 ： AADL Downtown Library, 343 South Fifth Ave., Ann
Arbor,MI 48104
網址：https://aadl.org/node/584489

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周年獎學金選美大賽結果
（本報訊 ）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周年獎
學金選美大賽於七月卄三日晚在 Royal Sonesta 酒店
盛大舉行。晚宴賓客如雲 席開四十多桌。加上餐後
選美大賽觀眾共五百多人參加。德州哈里斯郡等四
分 區 專 員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哈 里 斯 郡 法 官
Lina Hidalgo, 前名譽法官張文華, 前市議員 Gordon
Quan,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和夫人, 僑
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也應邀出席。這次慶祝 50 週年
的活動, 也邀請歷界獲獎的休士頓華埠小姐出席。
休士頓同源會會長趙婉兒表示休士頓同源會於
1954 年成立。第一屆的華埠小姐選美大賽是在 1971
年迄今已踏入第五十屆。是休士頓社區的亮點盛會
之一。今晚這個重要的時刻為華裔社區表揚模範的
華裔年輕女性，鼓勵她們通過自己的才能和促進藝

術的表達和智力發展，並為華裔年輕女性提供了了
解她們的傳統並回饋休士頓社區的機會。
華埠小姐獎學金選美大賽由選美大賽主席 Betty
Gee 和共同主席 Grace Lynn 和 Tammy Su 共同策劃
。晚宴的主持人 Rose-Ann Aragon 和 Jonas Chin 熱
情活潑, 快速的臨場反應互動更是提昇全場的氣氛。
此次參賽佳麗共有九位。從自我介紹, 泳裝走秀, 才
藝競賽, 旗袍儀態及機智問答等。經過五位評審遴選
後, 最終入選四位佳麗: 18 歲的克萊門茨高中畢業生
袁加麗奪得了冠軍, 亞軍/中國新年小姐得主是關美
珍, 二公主是劉雨, 才藝小姐是載曉芸。冠軍袁加麗
將代表休士頓參加 2023 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華埠
小姐選美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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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中國城治安委員會月會
與會者熱烈討論近日在華埠發生的徇大治安事件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 3 日舉行中國城治安委員會月會，討論的項目包括將於下週舉行
的全國 National Asian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 Training Symposium 大會，以及將於秋初舉行的公
共安全議事廳社區會議、和行之有年將於 10 月 4 日舉行的 National Night Out 推動社區安全活動。
尤其引起參與會議的民眾、單位代表、媒體，以及警方代表熱烈討論的主題，是近日在華埠發生
的重大治安事件，包括受害方代表業主 Ada Wang 女士，及管委會主席李雄，都詳細說明了報案
及後續，以及希望社區及警方可以多方合作以繼續改善調查處理程序，以達到更有效解決與防範
的措施。
Ada Wang 首先再次說明 7 月 18 日事件始末，表示案情嚴重點包括歹徒大白天在銀行內外跟
蹤被害人，然後在被害人返回住處時，在停車場由 4 名歹徒持槍行搶。還好住處經理及時衝出協
助，也發生持槍還擊場面；歹徒落荒逃逸，而沒有傷亡是不幸中的大幸。產業主 Ada Wang 等收
集証據，積極報案處理，至今已掌握至少一名歹徒狀況，警方表示已經接近四位嫌犯全數到案、
正式破案的時刻了。Ada Wang 表示她知道華人遇事不習慣報案，這次事件發生後，甚至也有人
勸她不要嘗試繁瑣的報案和調查程序；但是她相信治安問題需要大家積極反應及出來說明，才可
以與整個社區及警方共同尋求防治及改進之道。她在感謝警方這次快速行動，在雖然沒有傷亡的
案件中，積極啟動調查讓破案過程進展順利。
管委會主席李雄則表示，他本人及管委會全體，多年來一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的華人，
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才能夠更積極有效地改善治安問題。像是這次事件，Ada Wang 快速地進
行了正確反應：收集現場証據、報案、配合並協助警方調查，而且還到管委會會議中報告並進一
步溝通，管委會應該要感謝她，並希望能鼓勵其他華埠治安事件受害人能如此採取因應行動。
李雄並強調，如這次的例子，四名歹徒坐在車子中在銀行的停車場上長達二十分鐘，甚至還
進入到銀行跟監受害人，是否警方可以和銀行負責安全的人員合作、舉行教育及訓練活動，讓銀
行方面可以提供客戶更多的安全保護？另外是否可以加強與在管委會範圍內巡邏的 S.E.A.L.的連
絡，以更機動有效的方式達到保護社區安全的目的？參與會議的警方代表、S.E.A.L.代表也都表達
繼續合作加強治安問題防範的決心，也對案情的程序及後續進行詳細說明。S.E.A.L. 代表也舉最
近發生的另一案件，說明遭到店面被連續侵入的受害業主，就表示不願報案；管委會主席李雄建
議由警方代表和店家熟識的社區人士，同至受害店家與業主做進一步溝通。
其他會議議題方面，將在下週舉行的 National Asian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 Training Symposium 是在二十多年後，重返休士頓舉行的盛事，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也是大會贊助單位之一。這次
將有三百多名全國各地以亞裔為主的警界人員，聚集在休士頓參與大會；加上他們的家屬親人，
都會在會期中受訓、交流、慶祝，並認識休士頓這個多元大都會。管委會主席也再次表示希望藉
此機會，吸引更多亞裔警察轉職到休士頓來。
這次參加中國城治安會議的社區來賓中，還有一位新面孔：Charles Onwuche 父母來自奈及利

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他本人及管委會如王敦正董事
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
他本人及管委會如王敦正董事，
，多年來一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的華人
多年來一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的華人，
，
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
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
。這次事件 Ada Wang 業主 快速地收集現場証據
快速地收集現場証據、
、報案
報案、
、配合並協助警方調查
，管委會感謝她並希望鼓勵其他受害者也如此因應
管委會感謝她並希望鼓勵其他受害者也如此因應。
。
亞，他自己的經歷包括美國、歐洲、中東、非洲的生活，主修法律的他會說幾國語言，喜愛休士
頓的多元環境。他對治安會議的每個議題都專心聆聽並提出問題，Onwuche 並表示會議內容讓他
留下深刻印象及感想，他會持續來參加管委會會議。熱心公眾服務事務的 Onwuche 並尋求參與明
年競選休士頓市議員席位。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將於 8 月 14 日暨 8 月 20 日上午
啟建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與菩提中心誦經回向
（本報記者秦鴻鈞）德州佛教會於日前發佈通告如下：8 月 14 月（星期天）上午十時本會假玉佛寺
大雄寶殿啟建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恭請本會會長宏意師父主持，玉佛寺及菩提中心全體常住法師共
同參與。法會內容包括：恭誦《盂蘭盆經》、持念藥師咒、會長佛法開示 「別別解晚的人生觀」 、佛前
大供、延生位回向、往生位回向、供養僧寶。

此次法會採取現場網上播放方式進行。會友大眾也可在當天上午十時，直接上 Webex，在家中參
加網上法會 。
8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本會將在菩提中心為已往生親友誦經回向，歡迎大眾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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