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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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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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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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 黃春
蘭會長誠摯邀請您共襄盛舉雙十
國慶活動，也歡迎您廣邀園藝愛
好者一起來參加由吳哲芳博士主
講的 「國慶園藝夢」，分享他40
幾年種植、栽培、稼接、廚餘和
維護經驗。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

會除了準備有精美點心茶水招待
，同時也將贈於與會者種子，讓
您帶回家種植，一圓大家的園藝
夢！

活動: 「國慶園藝夢」
日期：9月10日, 星期六
時間： 美中下午兩點

地點: 休士頓僑教中心 203
會議室

或點擊 YouTube Live（連結
如 下 ） 參 加 現 場 直 播 https://
youtu.be/N2e9jjFtFT8

或掃描flyer上的二維碼參加
現場直播

國慶園藝夢

Turning Point Center(elderly
homeless shelter)是一個照顧50歲以
上街友的緊急及中途收容所，顧
名思義這個中心是這些不幸老年
人的人生轉捩點，提供他們住所
、食物、衣服、心理諮商及就業
輔導，讓他們可以再度回歸貢獻
社會。

此次在 COVID-19 疫情嚴重
肆虐之下，他們深受影響。目前
尚有相當多的街友染疫，需要大
家鼎力協助、雪中送炭。

大家的愛心，可以捐款及捐
贈物資方式協助他們，所需的項

目詳列如下：
捐款 donation

請把捐贈的支票送至台灣人
活動中心櫃臺，支票抬頭寫Turn-
ing Point Center。基金會在捐贈活
動結束後，一起轉送。
食品項目 food items
米rice
西式乾麵 pasta (elbow or spaghetti)
香料調味品 spices
黑胡椒 black pepper
蒜粉garlic powder
多香果粉 allspice
其他項目 other items

衛生紙 toilet paper
廚房擦手紙 paper towel
餐巾紙 napkins
垃圾袋 garbage bags
煩請所有捐贈物資皆為未開封及
未過期之物品，並送至台灣人活
動中心。

謝謝您的愛心！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捐 贈 地 址 ：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713-271-5885

日期：2022年10 月14日，星期五
地點：GHD休斯頓總部，11451凱蒂高速公路套房400休斯

頓TX 77079
註冊現已開放！
www.capaus.org （在此處放置註冊連結，限制為50名出席者

）
報名費：$20（含午餐，只限親臨）
主題演講（上午9：00至中午12：00） – 能源轉型和職業

選擇
Dr Linhua Guan關林華博士， 浪湧能源 首席執行官
Mr. Vance Nobe萬斯·諾貝先生，阿卡里能源 首席執行官
Mr. Rob Campbell-Watt 羅伯·坎貝爾-瓦特先生，GHD 項

目負責人
Dr. Jay Chen陳傑博士，殼牌 自然科學人工智慧團隊負責人
Mr. Chih-Cheng Lin林志成先生，高級工程師 & 殼牌中小

企業
下午職業發展論壇小組討論（下午1

：00 – 3：00）
聯合國會員國和所有主要能源公司

承諾向零排放目標的過渡不僅帶來了許
多挑戰，也為職業轉型提供了許多機會
。由於過渡而非常需要的技能組合將被
討論。

主題：能源轉型 中的職業選擇
小組成員：關林華博士、野部萬斯

先生、蔣譚雅女士（英國石油公司海洋
工程）、向靜女士（馬拉松石油高級IT
數據分析師）、楊俊傑博士（貝克休斯高級數據科學家）

蔡國臣博士，2022年CAPA主席兼技術論壇主席
CAPA 2022 研討會委員會：

楊梅（聯席主席）、陳慶文、張琦、崔靖琦、楊佩妮、金石
、秦佳生、吳英輝。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發起為Turning Point Center捐贈物資

2022 CAPA年度技術論壇
能源轉型與職業選擇

（本報記者秦鴻鈞）喜歡收藏古董的人，肯定他們的人生過得比一般人多彩而豐富。不僅每天都有驚喜，一段時間
下來，更賺得滿鉢滿盆，腰纏萬貫。

老休士頓人對 「Yan Sushi 」一定不陌生，林先生夫婦在休市交了不少的好朋友。現雖已從餐館界退休，卻在另一個
領域異軍突起，做的紅紅火火— 開設 「藏寶屋」，令人跌破眼鏡、驚喜不已。

「藏寶屋 」果然寶物不少，很難一下子窺探全貌。大致包括：日本18 吋以上古董高級大盤、龍銀：袁世凱大頭、
小頭；美國各式郵票、錢幣、各國銀幣；百年歷史的瓷器、花瓶、還有鑑賞家，名為花輪哥鑑定的玉器，還有天津羊脂
玉麒麟、母子玉戒指、玉項鍊；台灣郵票、錢幣套幣、早期紙鈔等等，無法一次講完，歡迎蒞臨 「藏寶屋」親自來掘寶!

「藏寶屋 」的地址：906 n Travis’ave Cameron TX 76520（走8號 再走290 往Austin 方向直走別轉彎 到一個t字路
口紅綠燈時左轉約一哩再走12公哩即到Cameron）, 聯系電話：254-910-0007， 254-408-2398 （可聯絡林太太 ）

歡迎休士頓人來 「藏寶屋」 掘寶
保證令您驚喜不已，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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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9月9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前海新政撐建新型研發機構
最高年資助1000萬 支持對象為龍頭企業港澳高校等 旨在促進深港創新鏈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前海再推

重磅獎勵措施，港

澳企業或高校在前

海設立新型研發機構，有望獲得最高每年1,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資金支持。前海管理局日前印發

並實施《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支

持新型研發機構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

法》），旨在支持龍頭企業、港澳高校、港澳研發中

心建設新型研發機構，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和產業應用

導向，聚焦港澳優勢科技領域，搭建港澳科技成果轉

移轉化平台，促進深港創新鏈對接聯通，打造港澳與

內地科技協同研發與成果產業轉化的創新平台。

《辦法》對新型研發機構的設立單位、資金
支持條件等做出規定，其中，新型研發

機構的設立單位須為龍頭企業或港澳高校、港
澳研發中心。龍頭企業須滿足《辦法》規定的
營收規模和研發支出強度，港澳高校須為香港
特區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並可頒授學
位的高等教育院校或澳門綜合性大學，港澳研
發中心須為港澳特區政府成立的科技研發機
構。此外，前海合作區企業設立的新型研發機
構須與港澳高校或其重點實驗室、港澳研發中
心簽訂新型研發機構合作協議。

研究需圍繞港澳優勢科技
《辦法》對年度研發投入超過1,000萬元的

機構，設置300萬、600萬和1,000萬元三檔年
度支持標準；對港澳高校、研發中心設立的新
型研發機構，通過協議方式予以支持。

為鼓勵機構發展，《辦法》對獲評粵港澳
聯合實驗室的機構，予以一次性100萬元獎勵；
獲得國家、廣東省科技計劃項目立項資助並順
利結題的，每年可累計獲得最高100萬元獎勵。
《辦法》還規定，新型研發機構需聘請3名

以上港澳高校教授或港澳研發中心高級工程
師，每人每年度在新型研發機構工作不少於6
個月，且全職工作的研發人員不少於15人，其
中港澳居民和曾受聘於港澳高校、港澳研發中
心的外籍研發人員合計佔比不少於三分之一。
機構還需具備港澳技術成果轉移轉化的實施能
力，面向產業需求已完成或正在開展的技術服
務項目不少於2個。

此外，《辦法》規定，新型研發機構研究
方向需圍繞港澳優勢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
健康醫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聯網、新
能源、新材料等，或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發
展方向，如網絡與通信、半導體與集成電路、
軟件與信息服務、智能機器人、精密儀器設
備、海洋產業等。

多所港高校設研發中心和實驗室
2017年進駐前海的百邁技術，聚焦工業視

覺底層技術研究，創始人周飛畢業於香港科技
大學，合夥人團隊中有3名成員來自香港，目前
公司還在不斷吸引香港的高端科技人才加入，
公司團隊從當初的十多個人發展到現今的近200

人，在 3C（Computer, Communications, Con-
sumer electronics）、半導體、新能源等多個行
業的大型工廠落地整廠統一AOI平台重大項
目。周飛表示，公司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得益於
前海在租金、人才住房等政策上的支持，使公
司可以把更多時間、人力和資源集中投入到產
品和研發上。對於前海支持粵港澳科創合作，
他認為，香港基礎研發實力雄厚，而深圳具有
十分強大的市場轉化能力，企業也希望和香港
科技大學以及其他院校展開合作，推動深港的
聯合技術攻關，吸引更多香港高端科技人才到
前海加入百邁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目前前海已陸續
吸引了多所香港高校設立研發中心和實驗
室，其中香港大學將在前海設立香港大學大
灣區金融科技研究院、港大前沿科技產業園
等，香港城市大學則在前海成立三所國家重
點實驗室及工程中心，分別為 “香港城市大
學-深圳前海太赫茲及毫米波創新研究院”、
“香港城市大學-深圳前海貴金屬材料創新研
究院”和“香港城市大學-深圳前海海洋污染
創新研究院”。

◆◆20172017年進駐前海的百邁技術年進駐前海的百邁技術，，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研究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研究，，創始人周飛畢業於香創始人周飛畢業於香
港科技大學港科技大學，，他認為香港基礎研發實力雄厚他認為香港基礎研發實力雄厚，，深圳具有十分強大的市場轉化能力深圳具有十分強大的市場轉化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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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為支持前海深化改革，海關總署日前發
布18條措施，在深港規則對接、跨境要素便
捷流動、建設深港現代服務業綜合保稅區等
三方面，推動粵港深化合作。

據了解，為推動深港融合發展，海關將
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踐行“智慧海
關、智能邊境、智享聯通”理念，試點建設跨
境貿易大數據平台、深港“一單兩報”、支持
中新（深圳）跨境貿易數據國際互聯互通項
目，推動實現跨境數據互聯、單證互認、監管
互助。

同時，發揮前海先行先試優勢，聚焦深
港規則對接，開展深港兩地規則制度“軟聯
通”合作，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共商共建
兩地工作溝通機制，推進深港兩地監管規則和
檢測標準的銜接，試點“一次檢測、一次認
證、一體通行”，並充分利用香港檢驗檢測資
源，在前海率先試點對農產品、食品以外的部
分法檢商品檢驗實施採信，提升通關效率。

支持深港澳會展業“一展三地”聯動
此次措施還結合前海特點，進一步在會

展業發展、科研材料通關、跨境人員等方面
提供便利。其中，在會展方面，海關將支持
深港澳會展業“一展三地”聯動，優化參展
出入境及展品通關便利措施，打造數字化、
智能化、便利化、集約化的展會全流程監管
模式。

此外，前海綜合保稅區作為前海重要的
產業聚集地，海關將支持建設具有深港現代
服務業特色的綜合保稅區，推動區域功能向
全球供應鏈管理服務型、貿易結算型、資源
配置型轉型。支持建設電子元器件和集成電
路國際交易中心、打造免稅品集散中心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南方電網公司
與港澳高校共建聯合研究機構簽約暨揭牌儀式，8日在
廣州、香港、澳門和北京四地連線舉行。

中國南方電網公司與香港理工大學、澳門大學分別
聯合成立“南方電網-香港理工大學綠色安全電網聯合
研究院”和“南方電網-澳門大學碳中和智慧能源電力
聯合實驗室”，為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注入強勁動
力。

在香港，中國南方電網公司與香港理工大學共建綠色
安全電網聯合研究院，將開展聯網電動汽車與配電網能源
管理技術、電力交通網聯合運行規劃技術等研究。

在澳門，中國南方電網公司與澳門大學共建碳中和
智慧能源電力聯合實驗室，開展物聯網技術在能源電力
領域的相關研究。

南方電網與港澳高校共建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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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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央行推數字人民幣電子支付互聯互通
統一二維碼制實現“一碼通掃” 加載智能合約降低違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數字人民

幣試點啟動逾兩年，官方最新透露

數字人民幣創新發展的兩個新方

向。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9

日在2022年第二屆中國（北京）

數字金融論壇上指出，要推動數字

人民幣創新應用，通過加載智能合

約實現定製化支付。此外，央行有

意打破支付壁壘，將推動數字身

份、報文規範、二維碼制、藍牙和

NFC（近距離無線通訊）等方面

規範和標準統一，實現數字人民幣

體系與傳統電子支付工具互聯互

通，讓消費者“一碼通掃”。

◆202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
公布首批數字人民幣試點城
市，包括深圳、成都、蘇州和
雄安新區。

◆2020年10月，試點城市增加
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
島、大連和北京冬奧會場景等。

◆2022年1月4日，數字人民幣
App（試點版）正式上線。

◆2022年3月，新增天津、重
慶、廣州、杭州等第三批試點
城市，試點城市增至23個。

◆截至2022年5月31日，試
點地區通過數字人民幣累計交
易筆數約為2.64億筆，金額約
為830億元，支持數字人民幣
支付商戶門店數量 456.7 萬
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范一飛在演講中表示，數字人民幣作為央行
貨幣支付體系的重大創新和升級，在技術

和業務模式上都有很大的調整，一個突出方面就
是可編程性，通過加載智能合約實現定製化支
付。數字人民幣在此方面具有突出優勢，數字人
民幣智能合約已在消費紅包、政府補貼、零售營
銷、預付資金管理等領域成功應用，取得良好效
果。

新產品“元管家”可防商戶“走佬”
“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要在支撐數字經濟發

展、服務營商環境建設和提升數字化治理能力方
面切實發揮作用。”范一飛指出，智能合約疊加
數字人民幣，有利於提升交易透明度，並降低履
約成本和違約風險，有利於消費者權益保護、企
業降本增效和監管能力優化。

不過范一飛也強調，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要
注意制度銜接和剩餘風險防範，“智能合約並不
能消除各行業的原生風險，要加強與相關行業管
理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溝通協調，共同探討業務剩

餘風險管理問題。”

加快推進數幣體系標準化建設
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在當日論壇上對外

發布了首個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預付資金管理產
品“元管家”。內地教培、健身、美容美髮等行
業常採取預付消費方式，針對近年來頻發的預付
資金類商戶捲款跑路、侵害消費者權益問題，
“元管家”在數字人民幣的錢包上部署智能合
約，在預付消費服務場景提供防範商戶挪用資
金、保障用戶權益的解決方案。

另外，由於內地支付體系的二維碼制不統
一，一直存在支付壁壘，數字人民幣與微信、
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如何互聯互通，備受
市場關注。范一飛在演講中表示，在移動支付
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更加需要打破支付工具
之間的壁壘，提升資金管理效率和消費者支付
體驗。

“在推進數字人民幣生態建設方面，受理環
境和應用場景拓展亟待破局，其中標準的統一和

規範是關鍵所在，要從信息交互、業務流程、技
術規範等維度加快推進數字人民幣體系的標準化
建設。”范一飛表示，具體來講，要推動數字身
份、報文規範、二維碼制、藍牙和NFC等方面
規範和標準的統一，實現數字人民幣體系與傳統
電子支付工具的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一碼
通掃”，商戶也不用增加成本即可支持各類支付
工具。此外，為避免用戶信息洩露，消除數據安
全隱患，也需要統籌組織各方對相關技術進行升
級加固，提升安全防護水平，保障支付的安全便
捷。

數字人民幣自2020年4月啟動首批試點，目
前已有15個省（市）的23個地區和10家運營機
構參與研發試點。在最初通過發放消費券吸引用
戶之後，數字人民幣引入智能合約技術，其試點
應用場景也從購物、餐飲、出行、生活繳費等消
費場景，擴展到消費分期貸款、理財、保險、中
小企業貸款、工資發放、稅費繳納等場景。中國
人民銀行在年中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有序
擴大數字人民幣試點”。

中國推動數字人
民幣加載智能合約，
來實現定製化支付。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副所長張明對此指

出，數字人民幣的一個獨特特點是，
具有條件支付和擔保支付功能，可以
在安全合規的前提下，根據交易雙方
商定的條件、規則進行自動支付交
易。這一特性增強了數字人民幣的可
拓展性，在未來存在巨大應用潛力，
為應用場景拓展和業務模式創新提供
了可能。

可探索用於預付式消費出糧等
張明舉例說，數字人民幣加載智能

合約的條件支付、擔保支付功能在預付
式消費、租賃交易等場景具有廣闊的應
用空間，比如商品房預售、工程預付、
尾款支付、供應鏈金融等等，現在通過
智能合約，實際上改變了資金運行和交
易邏輯。廣泛應用智能合約技術，將大
大提高貨幣支付清算效率，提高交易的
效率。

張明認為，未來可進一步豐富應用
場景。目前，數字人民幣的試點已經覆
蓋購物消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休
閒娛樂、生活繳費、政務服務等零售場
景，未來還可能應用於醫療、教育、金
融等。在對公支付領域，可以探索數字
人民幣在企業工資發放、住房公積金業
務、稅費和保險繳納、工程款發放等方
面的應用。

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副所長狄
剛在2022年第二屆中國（北京）數字金
融論壇上也表示，很多行業、地區都已
提出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的應用需求，
比如財政補貼、貸款、科研經費等對資
金發放對象和支付用途有嚴格限定的場
景；預付資金管理、資金歸集、智能分
賬等涉及資金存管、存在多個主體之間
複雜資金往來關係的場景；周期繳費、
押金退還等需要保障資金及時自動劃轉
的場景；以及高度依賴可信信息輸入的
供應鏈貿易等場景。數字人民幣智能合
約有助於控制風險、保障權益、增進互
信、降本增效。

另外，對於支付體系互聯互通，張
明認為整合支付體系實現“一碼通
掃”，有利於節約全社會資源，並利好
各方，最終推動實現普惠金融和支付便
利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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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數字人民幣試點中國數字人民幣試點啟啟動逾兩動逾兩
年年。。圖為遊客在北京遊樂園體驗使用圖為遊客在北京遊樂園體驗使用
數字人民幣消費數字人民幣消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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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又
出包！有護理師投訴，更衣室遭某醫師裝密
錄器，但院方卻遲遲不給交代，目前已有2
名護理師為此離職，已報案希望司法還公道
；對此，警方表示，全案已在2日依妨害秘
密罪嫌函送偵辦。

護理師投訴指出，6 月 17 日 1 名護理師
上完大夜班後，在5人共用的更衣室發現冷
氣上方遭裝密錄器，趕緊通報院方，而後得
知密錄器為某位醫師所有，不料醫師自稱他
的密錄器不見很久後，主管竟然把密錄器還
給醫師。

護理師無奈道，她們掌握的資料沒有更
衣影片，只有更衣室空景，以及醫師在自己
辦公休息室拿著手機、對著密錄器調整鏡頭
角度的畫面。

「院方都沒有給交代！」護理師怒訴，
案發至今，欠她們一個道歉，沒人告訴她們
密錄器何時裝的？誰裝的？是否有更衣影片

遭遠端刪除？她們為此經常做惡夢，已有2
名護理師因而離職。

不堪其擾的護理師已在7月中旬向警方
報案，而院方則指出，在接獲同仁反映與了
解實況後，即啟動行政調查，針對辦公區等
場域實施針孔偵測，都無異常，另也對男女
更衣室增設門禁設備與門口監視。

此外，院方也針對內部管理開檢討會，
另安排同仁座談，說明處理流程，並關切相
關人員工作及身心狀況，目前與警方持續保
持聯繫，了解案件處理進度，並隨時留意同
仁工作及身心狀況。

警方表示，全案已在2日依妨害秘密罪
嫌函送，並呼籲大眾若遇有密錄器、疑似偷
拍等情節，因涉及刑事的妨害秘密罪，請在
發現的第一時間報警處理，謹慎保全證據。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更衣室密錄器護理
師離職妨害秘密罪

（中央社）6日晚間9時許，台北市大同區發生一起行車糾
紛開槍事件，張姓男子因不滿被按喇叭示警，便朝對方車輛開槍
，造成對方副駕駛陳姓男子 「鼠蹊部中彈」，便與開車的朋友連
夜逃亡，警方昨(8日)荷槍實彈在淡水一處汽車旅館攻堅，當時
張嫌槍枝已經上膛，幸好在警方壓制過程中，手槍掉在地上，詭
異的是，張被逮後還坐在地上露出笑容，

據悉，從副駕駛座開槍的46歲張姓嫌犯是通緝犯(殺人未遂
通緝犯)，已逃亡6年，警方調閱沿路監視器，發現張嫌投藏匿在

淡水某汽車旅館，警方派出約50名警力圍捕，順利將張嫌逮捕
歸案，並且取出1把槍、15發子彈，現金數萬元。

警方釐清案發原因發現，6日晚間一名30多歲陳姓男子與妻
子在酒泉街用餐，由於陳男喝酒，將車子交給妻子駕駛，但因前
方轎車緊連車頭，按喇叭示意要求移車，不料對方車上男子非但
不理會，更在陳男駛離後追上前，還故意在路中緊急煞車，引發
陳男不滿，兩人在重慶北路3段下車理論，爆發口角。

從影片可見，2車從大龍街與酒泉街口，追逐女駕駛車輛到

重慶北路3段與酒泉街口，女駕駛欲右轉，等待前方公車先行右
轉，發生行車糾紛車輛，便切入擋在女駕駛車前，但該車輛副駕
駛竟拿出槍枝對著女駕駛車輛副駕駛座開槍，造成女駕駛副駕駛
座男子 「鼠蹊部中彈」，中彈的男子還下車拍打對方車子企圖理
論，最後讓對方車輛闖紅燈逃跑。

對方男子竟從車上拿出改造槍枝，近距離開1槍，子彈並未
穿透大腿，彈頭卡在皮膚，隨即逃逸，警方根據車牌號碼追查後
逮捕因槍砲通緝中的張姓嫌犯。

移車口角開槍射他下體
警攻堅嫌 「槍已上膛」 坐地詭笑

（中央社）中秋節3天連假許多人都會出遊或返鄉，高雄市
交通局預期市內交流道、熱門景點車流將大幅增加，提醒民眾留
意行前交通資訊，也將管制渡輪、遊覽車，籲民眾多使用捷運、
輕軌、YouBike及公車等公共運輸系統，降低私人運具，減少塞
車。

交通局與高雄市觀光局等單位共同合作，對旗津、西子灣、
哈瑪星、佛光山、美濃、旗山等觀光景點，依交通狀況實施交管
措施。另外也對2日至13日於田寮月世界舉辦 「2022高雄愛·月
熱氣球」活動做交通管制。

交通局指出，預計連假第1日車流大多是返鄉、出遊，車流
中午前大多集中在市內三多、中正、建國、九如、大中路5處高
速公路周邊路段、下午3時至6時則是前往旗津、美濃台28線、
高140路段較多。

第2日以出遊為主，市內熱門景點如駁二、西子灣等則是下
午4時至6時車流量最多；第3日為收假車流，下午2時至5時同
樣在5處高速公路周邊路段。

對此，交通局針對主要幹道調整號誌周期，如台28線將從
120秒周期增至150秒；前往駁二主要幹道五福路，也從周期150

秒增加至180秒，增加綠燈秒數疏導主要幹道車輛。
觀光景點交通管制部分，往返旗津至鼓山的旗鼓渡輪航線，

連假期間每日上午11至下午5時管制禁止一般遊客騎乘燃油機車
搭乘渡輪（公務用機車、電動機車、旗津居民機車除外）；而通
往旗津的過港隧道則視車潮狀況分段式封閉，改搭接駁車進入。

此外，全日禁止遊覽車進入哈瑪星，遊覽車可停放於哈瑪星
旅運接駁中心，遊客轉搭接駁公車或步行前往哈瑪星。

高雄觀光景點 秋節連假交通管制

國軍屏東分院更衣室驚爆遭裝密錄器
女護禮師集體崩潰 醫師送法辦

紅龍果雙冠王 蔡錦菊改寫丈夫紀錄
（中央社）屏東縣優質紅龍果評鑑出爐，果農蔡錦菊除獲得

品質、果王雙料冠軍外，她種出的1070克紅龍果還打敗去年先
生創下的1036克紀錄，夫妻倆在果園 「鬥智慧」，深獲縣長潘
孟安肯定，期許2人在智慧型農業的成功發展，能影響更多農友
。

蔡錦菊指出，她在結婚前是名護理師、結婚後成了兒童美語
老師，直到生了龍鳳胎後，才與離開科技業的先生返鄉當青農，
他們的從農之路僅10年而已，但為追求種植高品質紅龍果，決
定跳脫傳統方式、不惜任何成本採IPM（病蟲害綜合管理）控管
果園。

蔡錦菊說，IPM是兼具經濟及物理防治的田間管理方式，他
們下田都會隨身攜帶工具，以便隨時切除病害的枝條，藉此減少
農藥使用，而紅龍果要種得大顆、品質又好，溫度調適非常重要
，此時技術性問題特別關鍵，智慧型工具正好派上用場。

蔡錦菊分享，他們正與高雄農改場合作在果園建置智慧噴灌
，上個月還成了智慧果園示範點，而智慧噴灌確實省時又省力，
中午11點至2點期間，只要高溫超過30度、溼度低於70度，噴
灌就會自動灑水，以前不是忘了噴水就是忘記關水，現在完全不
會有這種困擾。

她說，紅龍果怕熱又怕雨，高溫產果不易、雨來枝條生病害

，若不靠科技輔助，實在太難種植，她與先生各有各的果園，每
天 「鬥智慧」也鬥出好口碑，屢屢獲獎外還影響孩子想要從農，
2個孩子現在都是嘉義大學農業管理公費生，以農二代為榮、以
農為志向。

看著蔡錦菊夫妻倆在智慧農業上的堅持與成功，潘孟安開心
道，現處智慧型時代，農業也不例外，透過手機智慧化管理，人
在台北也能隨時田間管理，也許對很多農友來說，智慧農業很夢
幻，但真人真事告訴大家，智慧農業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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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民進黨苗栗縣長參選人徐定禎近
日積極走訪苗栗18鄉鎮市，他參訪西湖老街百年
打鐵老店後有感而發，指苗栗有豐富歷史文化，
若上任除延續苗栗傳統工藝，也要推動深度文化
觀光，帶動苗栗觀光、文化與經濟。

徐定禎走訪西湖三湖村店仔街，也拜訪擁有
120多年歷史的打鐵店，並跟第4代打鐵師傅體驗
打鐵。徐說，店仔街是三湖村內唯一一條商店街
，也是村裡重要的信仰中心，最早在清朝作驛站
使用，現在仍是當地居民、人潮聚集地，非常有
歷史文化氣息。

徐定禎表示，打鐵店過去在農業社會有著非
常重要的地位，因為農具都透過打鐵生產，曾經
是很熱門的產業，大概60多年前的西湖鄉就有6
、7家打鐵店，但進入工業時代後，農業和傳統
產業式微，村裡人口也逐漸外流，即便如此，打

鐵師傅卻留下來，60多年來堅持傳統延續打鐵產
業，展現出台灣職人精神。

他說，苗栗18鄉鎮市都有不同特色，像西湖
打鐵產業不只象徵代代傳承，更記錄台灣寶貴鐵
器史，若順利當選要推展1鄉鎮市1特色，並建
立地方品牌，同時要行銷到國際舞台，更要建立
山海觀光廊道，把苗栗的好山、好水、好人情味
串連起來。

根據文化部資料，苗栗有1處國定古蹟、15
處縣定古蹟跟58處歷史建築，每個發展歷程都呈
現出苗栗的歷史文化，民間更有10多家像西湖打
鐵店這樣的百年老店，徐定禎也希望推動苗栗的
文化觀光，並活化閒置的歷史建築空間，讓藝術
家、青創產業進駐，提升苗栗觀光、文化與經濟
。

苗栗徐定禎訪老街
拚上任延續傳統工藝

（中央社）桃園於1954年規畫興建石門水
庫，水庫淹沒區範圍內的部落、聚落紛紛被迫
遷移，其中卡拉社部落的泰雅族人更是3遷至不
同地區，顛沛流離。市議員王仙蓮指出，依石
門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設籍復興區的民眾每人每年可領5000元生活補
助金，但早已散居各地的卡拉社部落族人卻無
法申請，盼市府落實公平正義。市長鄭文燦回
應，已成立專案小組與北水局聯繫，正在查核
族人身分，評估納入的可行性。

市府早年為興建水庫，要求淹沒區範圍內
的部落、聚落遷移，只要設籍復興區的民眾可
領到由石門水庫回饋金發放的補助金，今年調
漲每人1年有5000元。卡拉社部落族人被迫歷
經3次遷徙，從石秀坪到大溪中庄新村，遇上颱
風房屋遭摧毀，後再遷移到觀音大潭新村，又
遇高銀化工排放含鎘廢水，農地受汙染被迫離
開，散居各地的族人卻無法申請。

王仙蓮說，為建置水庫，部落族人犧牲土
地，相信政府會協助安置，卻落散居各地，現

設籍復興區的人約有1萬2千多人都能獲得補助
，但卡拉社部落族人有 46 戶，第 1 至第 3 代有
386人散居都會區，其中僅有約100人回到原鄉
，希望市府能納入發放生活補助金，或回饋原
鄉土地，讓族人有機會重返家鄉。

鄭文燦坦言，興建水庫導致部落被遺忘甚
至消失，現已透過溯源的方式重新組織卡拉社
部落協會，近年來投入8、900萬元協助辦理活
動、出版紀錄片、影像及論壇，贊成將卡拉社
部落族人納入發放生活補助金，已成立專案小

組與北水局聯絡，正查核族人身分，評估是否
可以納入。

復興區公所表示，目前能確切掌握的卡拉
社部落族人為當年遷至大潭新村的46戶，將以
46戶為母體擴散追蹤調查背景，要確定是因為
興建石門水庫、被迫遷移導致權益受損才能納
入。

興建石門水庫部落被迫遷移 盼爭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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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1010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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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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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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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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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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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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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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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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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09月08日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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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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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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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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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灣，香港)
2016年08月08日中國大陸2016年08
月08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有名額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17年01月01日中國大陸2017年
01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9年11月08日中國大陸2009年11
月08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7年12月15日中國大陸2007年12
月15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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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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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2022年8月23日宣布
今年財政年度H1b工作簽證名額已滿
。今年抽取的名額已經達到國會規定
的H-1B 簽證常規的65,000個名額上
限和 20,000 個美國高學位豁免（又被
稱為碩士上限）名額上限。
3. 2022 年 4 月 14 日，美國移民局
宣布，超過 48,000 名雇主提交了 483,
927 份 H-1B 註冊，其中 127,600 人
在首輪抽籤中籤。大約 31% 符合條件

的註冊申請是擁有美國碩士或碩
士以上高級學位人士。美國移民
局今年於 3 月 1 日到 18 日東部時
間中午12點註冊今年的H1b工作
簽證抽籤程序。
4.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移
民法庭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的案件
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移民積
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5. 移民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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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之間所發出的
所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和
N14,的回复，在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
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
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
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
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
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
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
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
，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
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
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影
響。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
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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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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福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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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梁明彪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舉行。英

國全境將默哀2分鐘。女王將在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的喬治六世紀念禮拜

堂（King George VI Memorial Chapel）下

葬，長伴她父親喬治六世身旁。在歷時一

個月的全國哀悼期間，政府大樓懸掛以黑

色緞帶裝飾的女王遺像。

9月10日中秋節
祈禱：千好萬好事事好，月圓情圓人

團圓，祝：中秋節快樂，萬事如意，心想

事成！

要等候神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

們，……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

賽亞書30章18節）

著急是許多人的天性，但也因此作錯

了許多事，失去許多機會。我們在 神面

前尤其是這樣，不知有多少時候， 神要

施恩給我們，成就我們的祈求和願望，也

是要達到他的目的和美意，但他有一定的

時候， 神不能提早成就， 神要等候到最

合適的時候才作，因為早了，我們還沒有

預備好，不夠接受的條件，就是給我們對

我們也無益。好像果子未成熟不能摘下來

吃，小孩子不到時候不能給他某種工具一

樣。

但我們常出於天性的急切，以至對 神
沒有真正的信心，不能忍耐等候 神的時

候，就自己先急忙的作了，決定了。結果

失去以後更好、更有福的機會，非常不

幸。我們抓住自己錯誤的產物，甚至想丟

掉，都擺脫不了。

所以要等候神，清楚 神的旨意，並等

候 神的時候，直到看見 神親自帶領，安

排和成就，不放在自己急切的手裡，不隨

從自己妄想的心，那時必要看見 神的榮

耀。(本文摘自天國福音宣教中心)

9月8日（星期

四）晴天

今天下午筆者

外出去中國城辦完

五件事，見了11位
朋友，回家後，邊吃晚餐邊收看手機新聞

報導，真令筆者驚訝的是

英國白金漢宮於8日證實，現年96歲
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今天駕崩了。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世

上在位君王最長久的。25歲登基，精明能

幹治理國家大小事，家務事，迄今96歲仍

然孜孜不倦，工作不息。女王身體健康維

護的很不錯，頭腦思路清晰，耳聰目明；

年輕時的英姿風範，年老時仍雍容華貴，

她是女王，是妻子，是母親，祖母，外

婆，她每個角色活得精彩有佳，再再都令

我們由衷敬佩愛戴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女

王在世時一直掌權治理國家，沒有進行轉

交王位給她大兒子查爾斯王子，相信是她

的英明，與有所顧慮的。

相信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一生是盡忠

心為英國，她真的是為大英帝國鞠躬盡

瘁，死而後矣！令我們永遠懷念敬愛的女

王。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世最後短暫

停留住在蘇格蘭巴摩拉城堡（Balmoral 
Castle），女王自去年喪夫後其健康度就

轉差，今年2月更曾染疫新冠肺炎，健康

度急轉直下，是英王室成員相當擔憂。

女王駕崩後，女王的私人秘書首先以

電話通知首相及成員包括高階官員的樞

密院（Privy Council），「倫敦橋垮了」

（London Bridge is down）。國家通訊社

「英國聯合社」（Press Association）向全

球發布女王駕崩快訊。白金漢宮大門掛上

關於女王駕崩的正式公告。

內閣辦公廳另行以電郵通知副大臣層

級官員及高階公務員女王死訊。電郵發

出後，中央政府機關應在10分鐘以內降半

旗。若適逢休會，英國國會以及蘇格蘭、

威爾斯、北愛爾蘭議會必須召回議員。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國葬在西敏宮附近

令我們永遠懷念敬愛的女王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仰望神不是

東張西望，是專

注神 ! 靠著祂沒

有跳不過去的牆，

沒有過不去的坎

只有那些想不通

的人。 
「 我 的 心

哪，你爲何憂悶？

爲何在我裏面煩

躁？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贊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原文

是幫助），是我的神。」詩篇 43:5
09/08/22 英文金句 :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for welfare and 
not for evil,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Jeramiah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

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09/08/22 金玉良言 :
往事不堪回首。若你一直活在過去不

愉快，失敗的光景中，所留下來的就是憂

悶，悔恨。若你的心回轉歸向神，心裏就有

指望，因祂必供應。

「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却未見過

義人被弃，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
大衛的詩

　郭文仁牧師

我生於香港，家境清貧。父母親一共

生了五個兒子，沒有女兒。爸爸是文員。我

小學畢業後，我們搬到元朗，父母在那裡

開了一個豬場，由媽媽和我們幾兄弟照料。

父親每天清晨起來先照顧豬隻，然後才去

中環上班。1972 年我會考後，讀大學預科，

才與大哥搬去九龍。

因為父母沒女兒，我是次子，又較聽

話，媽媽就常叫我幫忙家務，照顧弟弟，負

責為家裡所有神位上香。我們家的「神」可

多呢！有祖先、灶君、土地、齊天大聖等，

不一而足。我也不知道為甚麼養豬的總要供

奉齊天大聖，求牠保豬隻平安。我們的豬如

果生了病，或快產小豬，我就要負責求齊天

大聖保佑。

崇拜科學

上中學三、四年班時，我對科學略知

一點皮毛，就以為科學萬能。很佩服馬克

思的說法，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和弱者

的手杖。那時，我開始看不起所有宗教，

認為都是無知婦孺和市井之徒的迷信。對

於基督教，我更反感。因為讀了中國歷史，

甚麼鴉片戰爭、八強亂華、滿清喪權辱國，

割地求和等，我就有仇外的情結，甚至連宣

教士也痛恨，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

具。我發誓決不信任何宗教，若非信不可，

那就信佛教吧！因我誤認佛教是中國的本

土宗教，後來才知道它來自印度。

1969 年美國太陽神十一號（Apollo 
11）成功登陸月球，我十分興奮，嘲笑班上

的基督徒同學，說：「你們還相信有天堂

和上帝嗎？如有，也被太陽神撞穿了！」

當時我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所以口出狂言，

挑戰上帝。其實，恰恰相反，正好證明自己

的無知，只看到報紙和雜誌上說「人類偉大

的成就」，卻不知道太空人 Edwin E. Aldrin
登陸月球之後，還朗誦了聖經詩篇第八篇 3
至 4節：「我觀看袮（上帝）指頭所造的天，

並袮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

袮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袮竟眷顧他！」

我的專業

1974 年我們一家七口移民美國夏威

夷，那年我中七畢業。由於夏威夷工作少，

物價高，我住了一個暑假就離開了。因移民

前我已被英國一間大學錄取，所以就飛往

英國倫敦讀書。大哥選去芝加哥。我們兄

弟倆只相差一歲多，同屆畢業，手足情深。

1977 年我在英國拿到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就到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州立大學唸研究院。

拿到碩士和博士學位後，我去休斯頓

工作，從事石油天然氣工業。我的專業是

為石油公司做開發油田的工程，為他們設

計並裝嵌一些深海設施，例如在水深七千

多呎的海洋中，把地殼內的石油抽取出來。

我在這行業服務了 30 年，現任這類型深海

石油生產工程的經理。

啞口無言

回頭說，我於 1977 年到伊利諾州立大

學讀書，室友是基督徒，他邀請我參加團

契。我在這陌生的地方沒有朋友，想藉這

些活動多認識幾個朋友。那時帶領查經的大

概是 Simon Chan，有一天，他問我們對上

帝的存在有甚麼看法。沒有人回答。我就舉

手，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上帝。」

哪知 Simon 問：「你為甚麼覺得這世

界沒有上帝呢？」我說：「科學證明這個世

界沒有上帝。」Simon 心平氣和地問：「可

否請你解釋科學怎樣證明沒有上帝？」我

想，這問題還要問嗎？不就是一加一等於

二嗎？這麼簡單也要問，真是！可我發覺，

我竟然答不出來。回家後我就想，為甚麼我

無法回答他的問題？究竟是怎麼回事？

又一次，Simon 問我們怎樣看耶穌。

我又舉手說：「請別怪我直率，我認為根本

就沒有耶穌其人，是人們虛構出來，讓教徒

有個寄託而已。」Simon 又心平氣和地問：

那段自以為科學的日子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是哪一本歷史

書，或哪一位歷史學家說過這樣的話呢？」

我竟然又答不出來！

開始反思

回家之後，我開始反思，原來我對宗

教的認識竟然都是道聽途說。甚麼科學證明

沒有上帝、耶穌是虛構的人物等，都是我聽

來的，根本從沒客觀和深入地研究過。僅僅

看了馬克思、列寧幾句話，我就盲目相信，

把偏見當作真理。

於是，我調查 Simon 的背景。啊，原

來他比我優秀呢！他在香港讀預科，在高級

程度會考中取得四科甲級。他放棄香港大

學，選擇伊利諾州大，畢業時獲全屆最高成

績。他與我同屆，現開始讀博士班。我一向

以為基督徒都是不學無術的人，哪裡知道他

們中間也有優秀人才，也經過深思熟慮才信

耶穌的。再看看我自己，對宗教從來不研

究，一直把道聽途說都看作真理。我小時曾

給齊天大聖燒香，求牠保佑豬隻平安。這齊

天大聖是小說《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只是

一個虛構的角色而已，我竟然燒香叩拜，愚

昧的居然是我！

我對自己說：以後要虛心一點，要聆

聽，不要老和人爭辯好勝。但是，耶穌是

大約二千年前的人物，那些基督徒也沒見

過上帝，為甚麼他們會信？為甚麼信得那麼

認真？以往我認為答案是現成的，根本不需

要研究：因為基督徒都是愚民，他們迷信神

鬼的無稽之談。現在我明白，至少要虛心觀

察，研究他們信的是甚麼、為甚麼信。

開始明白

經過大約一年的觀察，我發現基督教

的信仰原來很合理性邏輯，經得起挑戰，

有說服力，便打開心門。不過當時只是理

性層面上的接納，不覺得特別需要救主耶穌

將我從罪惡裡拯救出來，因為我自小就是好

孩子。後來，上帝開了我的眼睛，讓我想起

七、八歲那年，有一天，我早起幫忙父母收

拾房子，希望他們給我錢去看電影。那是一

部黑白片，內容是：喝了隱形藥水之後就沒

有人能看到你，你想做甚麼都可以。那天看

完電影，晚上我在床上胡思亂想，想到要真

有隱形藥水多好，我就可以做這事那事，沒

有人知道。忽然，我心中驚覺，像我這樣一

個「好孩子」竟然希望做一些別人看不見的

事 !? 人性不是太可怕了嗎？後來我看到南

京大屠殺的影片，十分憤怒，痛恨那些日本

兵禽獸不如。可後來退一步想，如果我當時

是日本兵的其中一員，會不會也做出同樣禽

獸不如的行為？很難說。我開始明白，人的

罪太可怕，我們真需要救主！

生命改變

我在 1979 年受浸歸入耶穌基督名下。

起初靈命很幼稚，參加聚會只如社交，交交

朋友，增添生活色彩而已。感謝上帝，祂在

我身邊安排了一些有美好見證、有理想、有

愛心，又認真追求聖經真理和靈命成長的弟

兄姊妹。我在校園裡受他們薰陶，讀聖經、

聽道理，漸漸明白信耶穌是委身基督，是一

件嚴肅的事。就像結婚，「二人成為一體」，

要委身於對方；「信耶穌」也是一樣，是

一件神聖而嚴肅的事。我起初也不明白，為

甚麼上帝要基督徒委身服事祂和服事別人，

後來明白上帝要我們善用資源，不要把祂所

賜的恩典藏起來，浪費了。上帝要我們與人

分享，成為別人的祝福。上帝不缺少甚麼，

天地萬物都是祂所造的，祂不需要我們的生

命、財產；但我們如果把生命獻給祂，我們

的生命就變得豐盛，人生也有了神聖的使

命、目標和意義。不像那些迷茫少年，糊塗

度日。

我信主耶穌轉眼已三十多年，在學業、

事業、婚姻、養兒育女和事奉各方面都遇過

困難、挑戰；但在這許多經歷中，我看見上

帝的同在、引領和保守。深深地體會，主耶

穌是又真又活的救主，祂與我一同走過高山

深谷。我在主基督裡的人生，遠勝過活在

罪中的人生。更何況信了主耶穌後，我們就

有永生。人最大的悲哀是死，人人都要死，

唯有主耶穌勝過死亡，叫我們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信耶穌實在是十分美好的

事！

（文載自［中信］）

我在一個傳統猶太正統派家庭長大，我

的太太愛麗森是基督徒，交往的時候，我

覺得她的信仰對我是威脅。最終，愛麗森覺

得必須在神和我中間做一個抉擇，她選擇了

神。這個決定令我們心碎，但是我又不能假

裝相信，如果我相信耶穌基督，就是對猶太

身分認同的背叛。幸運地，我們接受一位資

深基督徒的輔導。

一個禮拜天早上，我坐在咖啡廳裡等

她，並且開始讀聖經，我發現耶穌被釘死然

後復活好像才發生，我感到十分興奮。正當

歡欣鼓舞之際，我頓時驚慌失措，想到跟隨

耶穌的後果會怎麼樣？我的身分和猶太傳

統文化呢？最關鍵的是我的家人和猶太朋

友會怎麼想？於是神牽著我的手，幫助我面

對每一個障礙。

1996 年 12 月我跟愛麗森在教堂結婚，

家人和家族都奇蹟式的參加婚禮，跟隨耶穌

的人生並不簡單，也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更別說是猶太人跟隨耶穌。但我知道耶穌基

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因著他，我與神有

一個最特別的關係！

本見證翻譯自“The Unusual Suspects”

一書，2008 年出版，經作者 Richard Gibson
牧師同意轉載

代禱文

天父，使徒保羅說：「神棄絕了他的百

姓嗎？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

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感謝你

讓我們再次確信，你就是那位守約施慈愛的

神！教會沒有取代以色列人，出於你的恩典

和憐憫，在他們當中，存有你所揀選的餘

民！我們祈求各國眾教會在替代神學的錯誤

教導中，能夠靠主站立得穩，繼續奔跑，完

成父神所定的旨意，更迫切地參與猶太人的

宣教事工。願重生得救的彌賽亞猶太人在基

督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並效法保羅，

回頭向骨肉之親傳揚天國好消息！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信主猶太人朱立安的見證

20220910美南福音版.indd   1 2022/9/9   上午 1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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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怀揣夢想來到
美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慮，害怕找不到一
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在美國找
工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即使擁
有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也面臨著失業，
被裁員，乃至找不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五百強名
企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專家。究竟是
不甘心地離開，還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擇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Cisco，但很少
有人知道什麼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
是美國Cisco（思科）公司推出的專家級考試認
證，被認為是IT業內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
具有終極IT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業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佔據了信息技

術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崗位。
取得CCIE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術領域中成

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不僅可以找到薪資豐
厚的好工作（一般都有10萬美元的起薪），還
能得到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勞動局
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 Cis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soft 和其他 IT 培訓，致力
於幫助更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 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證，就
業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和就業一條龍）
服務，幫助學生順利通過CCIE考試，並且幫助
就業，找到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者是退伍
軍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WIOA or Gi Bill）
免費學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從電子科
技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電視機廠的一
位電子設計師。但不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

工作的無趣，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
專家CCIE認證。用了10個月的時間，Jeffrey攻
克了英語和電腦難關的同時，完成了CCNP的
培訓，成為中國第一代Cisco網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三次，終於在

2003年8月4日取得了路由和交換CCIE的認證
。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大公民
。 2007年Jeffrey考過了安全CCIE，2009年又考
過了IP電話CCIE（Collaboration）。

在2012年3月，他被AT&T僱到美國做高
級網絡架構師，2014 年 6 月又通過了電信營運
商CCIE。在為AT&T工作三年之後，2015年7
月又成為AT&T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Jeffrey劉，心裡
一直感謝當年把CCIE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定開辦一
所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更多想要像他一樣
取得成功的人。於是2014年，LaneCertInc快捷
培訓 2014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5月在休斯
頓，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年9月在聖地
亞哥，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 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的一條高
速大道。 Cert，則代表著CCIE的Certification。
整體寓意是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
Cisco互聯網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技術人員
供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
出。

Cisco 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是設計
和維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劉認為它是數據
時代的首選工作，因為Cisco互聯網操作系統相
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鬆；
聘請 CCIE 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解決身

份問題。
為什麼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層，中層
。

LaneCert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專家授
課，Lab Assistant手把手、一對一指導真機實操
，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教材設計路線

教 學 ，
使 學 員
輕 鬆 通
過 業 界
都 望 而
卻 步 的
CCIE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麼年齡段
，結課後，通過職業規劃和行業
內推，在幾週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
習、實操訓練，專業考證、簡歷
修改，模擬面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
鉤，不與行業脫節，畢業後直接
進入頂級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
更為 F-1 留學生提供 CPT、OPT
乃至H1B，叫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週期短

800小時培訓，平均3-4個月
，包教包會，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
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
度，因材施教，每一位目標成功
的學員都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
Cell: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繫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驗者
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一
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干名， 無區域，年齡，性別，背
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曆書到 info@lanecert.com

【低收入 Or 老兵免費學】高薪、穩定、升職加薪
只用4個月Offer拿手軟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天后廟熱烈慶祝瑤池金母娘娘寶旦並歡度中秋佳節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眾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眾
向瑤池金母娘娘敬禱向瑤池金母娘娘敬禱

西曆二西曆二○○二二年九月四為二二年九月四為
日瑤池金母娘娘寶旦天后日瑤池金母娘娘寶旦天后
廟特別舉行慶賀大典廟特別舉行慶賀大典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向觀世音菩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向觀世音菩
薩上香薩上香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
眾向觀世音菩薩敬拜眾向觀世音菩薩敬拜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信眾向瑤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信眾向瑤
池金母娘娘獻金豬池金母娘娘獻金豬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率經生班及信眾先
向天后娘娘上香向天后娘娘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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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八月份例會
呼籲僑胞參與11月美國中期選舉

（（左起左起 ））選務代表黃思賢選務代表黃思賢、、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國慶籌備會主委江麗君等人手持中期國慶籌備會主委江麗君等人手持中期
選舉海報選舉海報。。

出席會議的各社團代表手持選務辦公室中期選舉海報出席會議的各社團代表手持選務辦公室中期選舉海報。。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左左 ））縣選務辦公代表黃縣選務辦公代表黃
思賢思賢（（右右 ））呼籲僑胞參與呼籲僑胞參與1111月美國中期選舉月美國中期選舉。。

縣選務辦公室代表黃思賢出席會議縣選務辦公室代表黃思賢出席會議，，介紹美國中介紹美國中
期選舉期選舉。。

（（左起左起））中華公所主席李迎中華公所主席李迎
霞霞、、縣選務辦公室華裔社區縣選務辦公室華裔社區
代表黃思賢代表黃思賢、、僑教中心主任僑教中心主任
王盈蓉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在會副主任黃依莉在會
場合影場合影。。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左左 ））與縣選務辦公與縣選務辦公
室代表黃思賢室代表黃思賢（（右右 ））在會上介新投票機使在會上介新投票機使
用方法用方法。。

出席中華公所例會的社團代表合影出席中華公所例會的社團代表合影。。

出席中華公所例會的各社團代表出席中華公所例會的各社團代表，，公所成員與華僑組織代表與主席李迎霞公所成員與華僑組織代表與主席李迎霞（（前排坐者中前排坐者中））
，，僑教中心新任主任王盈蓉僑教中心新任主任王盈蓉（（坐者右二坐者右二））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坐者右一坐者右一））合影合影。。

僑教中心新任主任王盈蓉日前來美南新聞訪問僑教中心新任主任王盈蓉日前來美南新聞訪問

臺灣作曲家陳士惠喜獲傳藝金曲獎提名臺灣作曲家陳士惠喜獲傳藝金曲獎提名 休士頓全球首演休士頓全球首演

（本報訊）甫獲得第33屆傳藝金曲獎最佳

編曲提名的台灣作曲家陳士惠將在9月份於美國

休士頓萊斯大學、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舉辦2場世

界首演音樂會。

《國峻不回來吃飯》，是一部結合大提琴

與多媒體的大型室內樂，由台裔大提琴家邵欣

玲及台裔指揮家后正宇共同演出。曲子創作以

知名台灣作家黃春明的詩作〈菅芒花〉、〈吃

齋唸佛的老奶奶〉、〈龜山島〉及〈國峻不回

來吃飯〉等為主軸，將詩作細膩、描寫日常生

活點滴、展現小人物的堅持與無私奉獻轉為音

符；菅芒花每年某日固定來打掃天空、長年唸

佛經吃齋的老奶奶、不斷地數著回家日子，心

裡掛牽故鄉的遊子、以及總是等著兒子回家吃

飯，但最終失去至愛的父母。整部樂曲既溫和

親切，甚至有點童詩的味道，卻也沉重感傷。

作曲家陳士惠表示樂曲所描述的悲傷與懷

舊，是大家共有的經驗，同時企圖藉由這首曲

子來呈現21世紀跨界的表演藝術，進而引發不

同層次觀眾的共鳴。第1場音樂會將於9月18日

下午2:00在萊斯大學音樂學院Wortham Theater

演出。9月23、24日陳士惠也在亞洲協會德州中

心首演室內歌劇《或是／也是》。這部受亞洲

協會委託創作的歌劇，透過母親與女兒的世代

對談、排灣部落五年祭的盛況，及在休士頓的

反新移民政策示威活動為題材，採一桌一椅極

簡佈景的舞台，由5位音樂家與穿梭引線的說書

人及多媒體影音的串連，來講述反映社會與同

理心的議題，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詳細資料請查看亞洲協會連結: https://asiaso-

ciety.org/texas/events/world-premiere-orand

這兩部多媒體跨界的作品均是由陳士惠與

國際知名視覺設計及導演Doug Fitch共同合作。

Fitch導演曾為世界各大歌劇院打造歌劇作品，

包括與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合作的《彼得洛希卡

》，及受薩爾茨堡木偶劇院和「2020年莫札特

週」委託執導的編作劇場作品《Punkitititi》。

出生於休士頓的大提琴家邵欣玲現於康州

大學任教，19歲就獲得具有權威性的Avery Fish-

er Career Grant 大獎，之後又在國際聞名的「羅

斯托波維奇 」和「柴可夫斯基」世界大提琴比

賽中獲獎，並與包括BBC、Houston及台北愛樂

交響樂團等大型交響樂團演出。享譽國際的指

揮家后正宇目前為萊斯大學交響樂團、Atlanta

交響樂團、Grand Teton 音樂節副指揮，渠合作

樂團尚有 達拉斯、聖路易交響槳團及紐約愛樂

。

陳士惠現為萊斯大學音樂學院專任教授，

推廣台灣文化不遺餘力。陳教授所主持的臺灣

研究計畫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

組組長楊淑雅的推動下，獲得休士頓僑界E&M

基金會王敦正董事長、蕭素薰、徐為樁、李敏

翔等人的慷慨贊助。這兩場音樂會原訂去年配

合臺灣研究課程辦理，因疫情緣故改於今年正

式推出。

陳士惠出生於台灣，1982 赴美深造並取得

波士頓大學作曲博士學位。2000年起任教於美

國萊斯大學音樂院，現為該校專任教授、「古

樂今曲」音樂節執行長、亞洲協會 (Asia Soci-

ety) 的表演藝術委員。她曾連續三年擔任美國傅

爾布萊特（ Fulbright ) 獎評審委員、萊斯大學音

樂院作曲系主任三年、Syzygy現代音樂會執行

長十年。

旅美期間，陳士惠的作品不但曾獲得：國

家文藝獎、羅馬音樂大獎、古根漢基金會獎、

洛克斐勒基金會及學院文藝獎，也常年在美國

發表，更多次赴日本、韓國、英國、德國及義

大利等地演出，歷年合作演出的樂團包括：費

城、克里夫蘭、西雅圖、波士頓現代以及臺灣

交響樂團。

個人創作之外，陳士惠還多次策劃、執行

跨界的音樂會，例如:2013年她和林昭亮、胡台

麗合作的臺灣原住民阿美族紀錄片《讓靈魂回

家》在美國七所大學巡迴演出；2015年在萊斯

大學、亞洲協會舉辦了六個國家、12所學校、

30多位音樂家的「國際絲竹音樂營」；以及

2016年南管「古樂今曲」在美國六所大學的巡

迴演出。

陳士惠近期創作的代表有：《留傘》（國

樂團）、《菅芒花》大提琴協奏曲及為 The Me-

nil Collection/Cy Twombly 美術館量身製作45分

鐘的 Echoes from Within: a Musical Response to Cy

Twombly (笙、bass and electronics, 與 Kurt Stall-

mann 合作) 。她個人的錄音作品由 Albany、

New World 和 Bridge Records 等 CD公司出版。其

中《讓靈魂回家》獲英國前衛音樂雜誌《The

Wire》盛讚「深具音樂智慧」。個人網頁: www.

shihhuichen.com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教中心新任主任王盈蓉於日前來
本報訪問，受到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社長朱勤勤夫婦的熱誠
接待。雙方談起求學經過，原來政大外交研究所出身的王主任，
還是李董事長、朱社長夫婦的校友，雙方相談甚歡。

李董事長向王主任介紹美南新聞的歷史，他們夫婦四十多年

來創業成長的經過，以及美南報系如何從休士頓發展到達拉斯、
芝加哥、華盛頓等全美各大城市的歷程。以及美南傳媒為了走在
時代之前端，多年來創建美南電視網、透過網路、電視、及電子
報三位一體，加大對讀們之高品質服務。

李董事長同時也提到休士頓華埠的發展歷程，以及他擔任休

士頓國際區區長，依索匹亞駐美大使，多年來對社區所作的點點
滴滴，及未來廣大的發展計劃。

王主任也提及她在美國及國內的工作經歷，希望在休士頓三
、四年任期內，雙方能共同為社區、國家多作一些建設性的，有
意義的工作。

圖為美南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圖為美南報系李蔚華董事長（（中中））向僑教中心向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王盈蓉主任（（左左））介紹美南報系的發展歷程介紹美南報系的發展歷程。。
（（右右））為本報朱勤勤社長為本報朱勤勤社長。。

圖為王主任圖為王主任（（中中 ））與本報董事長李蔚華與本報董事長李蔚華
（（右右））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左左））夫婦相談甚歡夫婦相談甚歡。。

李董事長李董事長（（右右 ））以其所著以其所著 「「從哈佛看世界從哈佛看世界」」一書贈一書贈
與王主任與王主任（（中中 ）。）。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中中 ））日前訪問本報日前訪問本報，，受到本報受到本報
系董事長李蔚華系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右二右二），），副社副社
長朱幼楨長朱幼楨（（右一右一 ））秦鴻鈞秦鴻鈞（（左一左一））的熱烈歡迎的熱烈歡迎。。

亞協中心表演藝術文化總監亞協中心表演藝術文化總監Michael Buening (Michael Buening (右右））及傳播及傳播
總監總監 Stephanie Todd-Wong (Stephanie Todd-Wong ( 左左 ））與作曲家陳士惠與作曲家陳士惠（（中中
））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的記者會上合影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的記者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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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專員 R. 杰克 卡格爾 網上辦公室，將竭誠為您服務！

路橋維護

聯系方式：

   公園與休憩場所

    休閑娛樂設施

     事件和活動

               道路危險清除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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