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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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應雙十國慶，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於2022年10月22日下午
2-5點舉辦國慶英語口說工作坊暨演講比賽，邀請旅美的台灣僑
青以台灣為題，培訓自我英文口說能力。

現場由僑界各方共襄盛舉，約30人到場與會。開場由校友
會李秉謙副會長闡述活動宗旨並歡迎嘉賓，包含經文處王韋龍副
處長、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江麗君主委和孫玉玟副主委、中華
公所賴李迎霞共同主席。

上半場由校友會潘敏顧問擔任主持，邀請專業導師群(Ceci-

lia Lee, Ted Kirpach, Brent Jatko, Roop Roy, Marcia Hudgens)遵循
國際演講會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演講訓練營模式為學員
分組指導，下半場正式進行演講比賽，由休台姐妹會Amy Co-
burn會長、中華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
會何怡中會長擔任客座評審，並請休士頓國際演講會的胡兆鈞主
持比賽流程。

每位參加學員均授頒培訓證明，得獎學員獲頒由僑委會和王
敦正董事長贊助提供的豐厚獎金和獎品。冠軍呂汶錫(Kevin Lyu)

，主講 「世界最佳的醫療保健系統」，專業流暢介紹台灣健保以
及自己對美國醫療的心得。亞軍周韋君(June Chou)，以 「南台灣
精神」為主題，幽默風趣地介紹台灣南北的差異。現場其他參賽
者的講題也都以英文推廣台灣特色，呈現出海外僑青與台灣的連
結。其參賽過程錄影紀錄，將剪接成紀錄片上傳YouTube，向世
界分享休士頓華人與台灣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英語話台灣、共慶雙十

Organizer主辦單位: Asian Ameri-
can Voting Alliance (AAVA) - A
non-partisan voting alliance, advocates
Asian Americans to vote and participate
in elections.

美國選舉制度宣講會暨亞裔選舉
聯盟 - (亞盟)是個無黨派組織，致力
推動美國亞裔投票並參與選舉活動。

Co-organizers 協辦單位: 中國人
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國華
人消費協會 、川渝同鄉會、東北同
鄉會、休斯頓江西同鄉會、環球之星
公益聯盟、全美客家聯誼會

Date 日期: 10/29/2022 (Sat) (六)
Time 時間: 10:00 - 12:00
Event Address 講座地點: South-

western National Bank, First Floor,
Conference Room 美南銀行一樓會議
室

6901 Corporate Dr., Suite 101,
Houston, TX 77036

Host 會議主席: Mr. DeQing Yang
楊德清 先生
Guests' speech 嘉賓:

Mr. Leon Z.G. Chen 陳灼剛 先生
Mr. Wea Lee 出版人 李蔚華 先生
Mr. Ke Chen 陳珂主席
Dr. Jian Wei Feng 豐建偉 醫生
Dr. YiChuan Fang 方一川 博士

Speaker 講者:
Ms. Shirley Wong 黃思賢女士
Harris County Elections Adminis-

tration Office, Bilingual Communica-
tions &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ordina-
tor

Harris 縣選務辦公室華裔社區統
籌
Topic 講座題目:

How should Asian voters prepare
for Mid-Term Election? 亞裔選民如何
為中期選舉準備?
Content 內容:

Asian Voters Turnout Rates in
Harris County 亞裔選民投票率

Harris County’ s Bilingual Elec-
tion Program《Harris 縣雙語選舉計劃
》

Harris County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 語言協助對策
How to prepare to vote 如何預備

投票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when

voting 投票常問問題
Key positions and candidates de-

scriptions from both parties 主要競選席
位及兩黨候選人介紹 (黃登陸 Peter
Hwang)

Interactive Q&A 互動問與答
This event is Free-Of-Charge and

will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Chinese,
supplemented in English.

免費講座, 以中文進行, 英語輔助
。

座位有限、請先注冊報名. 報名

网 址 ： https://forms.gle/
9SEvKT6oeRXsXg857

亞盟成立於今年 9 月份，是政治
中立組織，沒有黨派傾向。致力推動
在華人群體普及選舉知識，幫助華人
進行選民登記，提高華人投票率，提
高華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為宗旨。

中 文 選 舉 指 南 網 站 ： https://
lwvhouston.org/simplified-chi-
nese-voters-guide/

各選舉職位英文介絕網站：https:
//lwvhouston.org/wp-content/uploads/
2022/10/2022-LWV_Voters-
Guide_DIGITAL.pdf

選舉教育講座: 美國中期選舉須知科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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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美應消除影響兩軍關係消極因素
美若有意加強中美軍事溝通 應切實尊重中方利益和重大關切國

防
部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防部27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新聞發言

人譚克非指出，美方如果有意加強中美軍事溝

通，就應言行一致、展現誠意，切實尊重中方利

益和重大關切，消除影響兩軍關係的消極因素。

有記者問，美國白宮日前發布《國家
安全戰略》報告，聲稱中國是唯一

一個既有意圖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
爭者，對美構成最嚴重地緣政治挑戰。請
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美方惡意製造陣營對抗
譚克非指出，美方這一報告充斥冷

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刻意渲染中國
“挑戰”、地緣衝突和大國競爭，以意識
形態劃線惡意製造陣營對抗，質疑中國正
常軍力發展，這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
國發展的誤讀，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和
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背道而馳。

譚克非表示，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
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堅定不移走
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
革和建設，始終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
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堅定
維護者，這在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已成公
論，不是哪個國家發一份報告就能把是非
黑白給顛倒的。

“反觀美方這一報告，仍在按照製
造敵人、拉幫結派、擴充軍力的套路，在
軍事上推行‘一體化威懾’，加速‘三位
一體’核力量建設，為謀求和鞏固霸權強

權製造藉口，將自身利益凌駕於國際公義
之上。這才是對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重
大威脅和嚴峻挑戰。”譚克非說。

譚克非還指出，中美合則兩利、鬥
則俱傷。中方敦促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中國
和中國軍隊發展，把拜登總統“四不一無
意”的表態落到實處，與中方相向而行，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

美應言行一致展現誠意
另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防部長

奧斯汀接受採訪時稱，美正在努力重開美
中軍事溝通渠道，希望中方能就此與美方
合作。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注意到美方有關表態。”譚
克非說，中方高度重視中美兩軍關係，願
與美開展兩軍之間的溝通，但對發展兩軍
關係是有原則、有底線的。針對美方前期
惡意挑釁行徑，中方採取堅決手段予以反
制，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

譚克非指出，凡事皆有因果。當前
兩軍關係面臨的嚴重困難，責任完全在美
方。美方如果有意加強中美軍事溝通，就
應言行一致、展現誠意，切實尊重中方利
益和重大關切，消除影響兩軍關係的消極
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毛寧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美重
啟有關溝通，需要有利的條件和氛圍。

當天有記者提問，周三，習近平主席在致美
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晚宴的賀信中呼籲中美雙
方加強溝通。請問習近平主席是否會出席11月的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並在峰會期間同拜登總
統會面？中方是否計劃重啟在8月暫停的中美兩
軍戰區領導通話和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對話？

對此，毛寧回應道：“10月26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致

賀信，中方已經發布了消息，你可以查閱。”
“關於你提的具體問題，我目前沒有可以

提供的消息。中美重啟有關溝通，需要有利的
條件和氛圍。”毛寧說。

美虛化一中原則試圖改變台海現狀
另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

採訪時稱，中國大陸正試圖加速“奪取”台
灣。布林肯稱，發生的改變是，中國已決定不
再接受兩岸關係現狀，希望加快統一進程。中
方對此有何回應？

“首先，台海的現狀是海峽兩岸同屬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毛寧表
示，試圖改變現狀的不是中方，而是民進黨
當局“台獨”分裂活動和美方歪曲虛化一個
中國原則。

毛寧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立和發展
外交關係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礎，是中美在
台灣問題上的基本共識。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
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
廣闊空間，但絕不會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
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中美重啟有關溝通 需有利條件和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
上海市發展改革委消息，上海三季度以來，
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效應持續顯現，主要指標
表現好於預期，市場預期和信心逐步改善，
展現出較強的發展韌性。第三季度上海全市
經濟增長好於預期，工業、外貿、外資等指
標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業物價保持穩定，發
揮了穩經濟的重要風向標作用。其中，外貿
進出口連續三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長。第三季
度上海市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6.6%，前三
季度累計增長5.6%。

新能源等引領出口增長
汽車、手機、新能源等引領出口增長。

第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長27.7%，連續3個月保
持 20%以上增長，前三季度累計增長
13.1%，主要是鋰電池、手機、汽車、筆記本
電腦等保持較快增長，四類產品合計拉動出
口增長8.1個百分點。

進口累計增速實現由負轉正。第三季度進
口同比增長9.5%，累計增速由上半年-3.6%轉
為前三季度增長1.1%，主要是黃金、大宗商
品進口增長拉動，如黃金、鋼材、糧食、銅材
分別增長45.3%、33.8%、20.7%和18.6%，合
計拉動進口增長2.6個百分點。同時，中歐班
列“上海號”開通運行一周年，班列國際線路
增至9條，累計開行50列、總貨重3.7萬噸。

利用外資增勢向好。1-8月實際使用外資
163億美元，同比增長8.4%。吸引外資能級
提升，1-8 月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20.8%，其中高技術製造業佔比達80.5%；服
務業增長8.1%，其中佔比40.5%的高技術服
務業增長28.9%。總部經濟加快集聚，前三
季度新認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46家、外資研
發中心17家，累計分別達877家和523家。

工業生產快速反彈
工業生產快速反彈。第三季度規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14.9%，上海市工業生產已經連
續4個月實現月度增長，其中9月份工業總產
值達到4,041.2億元人民幣，規模再創歷史新
高。汽車、電子信息等重點行業和龍頭企業積
極擴產增能，開拓市場增勢良好。其中，前三
季度，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總
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10.8%，增速比上半年提
高 5.8 個百分點；汽車製造業總產值增長
10.2%，增速提高9.8個百分點。

新興產業引領增長。前三季度工業戰略
性新興產業產值同比增長7.2%，佔規上工業
總產值比重上升至42.5%，比重比上半年提
高0.7個百分點。其中，新能源汽車、新一代
信息技術、生物產業分別增長65.4%、13.8%
和5.8%。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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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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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三
個
月
雙
位
數
增
長

◆◆習近平習近平2424日下午出席軍隊領導幹部會議時發表的重要日下午出席軍隊領導幹部會議時發表的重要
講話講話，，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引起強烈反響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引起強烈反響。。這是武警湖北這是武警湖北
總隊襄陽支隊組織官兵認真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總隊襄陽支隊組織官兵認真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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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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下周一（10月31日）將迎來金融科技周，展示香

港走向疫後復常之路，並致力加強國際聯通，香港財庫局

局長許正宇更預告政府將發布虛擬資產政策宣言，向全球展示在

港推動虛擬資產生態圈發展的決心。而在金融科技帶動全球金融

服務不斷創新之下，近年亦大大改變了不少企業的營商模式及用

戶對金融服務的期望，當未來世界進入大數據時代，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發展上將迎來新機遇。

業界：港金融科技發展迎新機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
梓田）數碼港的投資者網絡

一直協助數碼港初創社群融資，推動初創成長及發展。數
碼港主席陳細明表示，數碼港投資者網絡成立五年至今，
累積超過150家公司會員，包括創投基金、私募基金、天
使基金、家族投資辦公室、企業創投、逾25個大灣區投
資會員等，為網絡內投資者及數碼港初創企業，撮合67
宗投資，總投資規模超過17億港元，成績令人鼓舞。

撮 合 初 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IFTA亞洲金融科技師學會創辦人兼主
席龐寶林日前接受訪問時形容，

現時香港金融科技情況，處於谷底靜待反彈
機會，其中他特別看好大灣區機遇，尤其是
人才方面，以及內地在區塊鏈的應用上非常
厲害，不過礙於疫情令各方面暫時未能進一
步合作，因此他深信日後香港及內地恢復正
常通關後，在背靠祖國優勢加上強強聯手
下，香港金融科技將迎來飛躍發展。

業界看好大灣區機遇
龐寶林亦認為，因應“一國兩制”賦予香

港今時今日獨特地位，亦因此令香港與內地其
他城市有所不同，故他認為香港角色難以出現
代替品，加上近年國家致力推動大灣區發展

下，故他預期大灣區將朝“香港化”發展，因
為內地正逐步與國際接軌，或需要資金融通及
人才交流等，而現時香港很多金融牌照未必適
用於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他相信日後若大灣區
如預期朝“香港化”發展，內地將逐步放寬這
些牌照在一線城市先行先試。

初創企冀監管更完善
金融科技專家周頌琪亦看好香港未來金

融科技發展前景甚有希望，她透露曾與不少
初創公司傾談，發現這些公司並不懼怕監
管，反而擔心“無監管”，所以留意到坊間
有不少報道，指有些企業或將其基地遷出香
港，料主因香港暫未有一個非常明確說法，
令這些企業在營運時或多或少感到迷惘，所

以暫時遷出香港往其他地方先行發展，但她
相信只要香港日後在監管上做得更完善、以
及展示更明確的方向後，將吸引更多公司
“捲土重來”，主因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始
終無法被取代。
而由IFTA舉辦的“2021-2022年度 IF-

TA金融科技創新大獎”早前已進行了頒
獎，作為首席評審的麻省理工學院 MIT
Node 執行董事冼超舜表示，有關獎項已踏
入第四屆，他認為每年有不同公司得獎亦反
映了該年金融科技趨勢，以往金融科技以管
理及認證為核心，近則以共創概念為核心，
他估計明年的金融科技會圍繞資料（data）
為主，包括金融資料、健康資料、保險資料
的安全性等。

“金融科技”是近年席捲財金界熱門關
鍵詞，市民或未必時刻注意，但其實不少企
業在金融科技上革新，早已滲入市民日常生
活不少角落，更有保險企業正利用金融科技
培訓人才。
近年積極推動科技數碼化的友邦香港，

已率先運用人工智能及數據分析等，以提升
客戶體驗及協助財務策劃顧問提高效率等，
公司早前在“2021-2022年度IFTA金融科技
創新大獎”榮獲三個金融科技獎項，其中
“營業團隊招募數位轉型策略”更在“人才

培訓”獎項中取得最高級別的鑽石獎。

四數碼工具助團隊招募
友邦香港解釋，公司透過四個不同的數

碼電子工具，包括事業發展潛能測試、人工
智能模擬面試、人工智能課程推薦及“iSay
友分享”，為營業團隊於招募上進行數碼轉
型，由發掘準招募、到評估及篩選、以至個
人化輔導和發展上提供一站式，智能化的無
縫體驗，讓營業團隊更輕易吸納具高潛力的
人才，並為營業團隊的持續發展提供量身定

做的支援，以上策略獲人才培訓的鑽石獎。
公司同時有兩個項目獲得保險科技的金

獎，包括AIA“3D保障指數”及“iSay友分
享”。前者旨在流動應用程式以3D圖像化數
據呈現，讓客戶可以在保障額“睇深D”、
保障類別全面度“睇闊D”及對家庭成員保
障了解“多D”等。
後者則重塑了整個數碼旅程，能讓財務

策劃顧問在數碼生態系統中，藉社交平台接
觸更多客戶及發掘潛在機遇，驅動銷售團隊
更有效拓展業務。

險企善用金融科技培訓人才

◀ 龐寶林（右一）認為現時香港金融科技正靜待谷底反彈機會。旁為冼超舜
（左一）及周頌琪（左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9月中國
內地工業企業利潤延續回落，但隨着穩經濟一攬子政策
和接續政策發力顯效，工業企業加快恢復，利潤降幅持
續收窄。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稱，今年1月至
9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3%，
降幅較1月至8月擴大0.2個百分點；9月工業企業利潤
降幅較8月收窄6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昨解讀數據

指，工業企業效益延續恢復態勢，但當前工業企業利潤
同比仍在下降，企業成本水平仍然較高，部分行業和企
業生產經營還存在一定困難，加之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
趨嚴峻複雜，工業企業效益持續恢復面臨風險挑戰。
“工業企業和製造業利潤增速降幅均有改善，源

於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的精準、持續發力。”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指出，9月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長6.3%，效益總體逐步好轉。雖然疫情的不確定性
對經濟仍有持續干擾的風險，惟隨着經濟政策的持續推
進和經濟周期的演進，預計今年第四季到明年工業企業
利潤將延續恢復態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月至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

業中，國有企業利潤保持增長，同比增速為3.8%，股
份制企業利潤同比下降0.4%，私營企業利潤同比下降
8.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利潤同比下降9.3%，
國企與民企的利潤復甦差距繼續拉大。
此外，工業企業營收增速由降轉升，1月至9月同

比增長8.2%，其中9月同比增速較8月上行至6.8%，
此前已連續兩個月走低。9月每百元人民幣營業收入中
的成本費用繼續回升至92.8元，同比增幅略有縮小。從
營收利潤率上來看，今年前九個月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
潤率延續回落至6.23%，且仍明顯低於去年同期，反映
企業經營壓力繼續加大。

中國9月工業利潤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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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橫跨台北
市、新北市，歷經多次環評，5度闖關失敗，最
後在2011年動工，完工後不僅可整合北北桃都
會區的運輸效益，新北市民將可以在新莊線迴
龍站及板南線土城站轉乘，雙北市核心區通勤
時間將縮短30分鐘。但萬大線動工後，沿線居
民對地層下陷及房屋龜裂問題抱怨連連，此外
，周遭的交通堵塞、噪音、震動等問題也深深
影響附近住戶居住品質及安全。

本刊調查，今年6月，捷運萬大線施工現場
因為連日豪雨導致地層下陷，附近住戶找上議
員陳情，指控萬大線施工造成地層下陷，台北
市府卻沒有妥善處理，導致騎士疑似因為路面
不平自摔身亡。

同時在台北市議員會勘當日，發現萬大線
的地下自來水管線破裂，導致水流如瀑布般，
狀況出現超過6天仍沒有相關單位前往處理，而
當時捷運工程局出面滅火，坦承地面落差多達
13公分，並表示因為連日降雨及自來水管漏水
、潛盾機鑽土才導致地層下陷。

除了地層下陷爭議外，由於 「LG11站」將
彎進土城國小旁的公園，預計將移植超過百棵
老樹，同時捷運施工產生的噪音，更影響國小

學童上課，讓許多家長赴新北市府陳情。
此外，隨著萬大線施工，需要封閉多處

車道進行施工，也導致附近住戶交通不便，
而封閉車道導致的交通黑暗期，同時影響周
遭商家生計，不少店家因此倒閉。

相關資料顯示，捷運萬大線中，新北市
中和樹林線橫跨台北市、新北市，標案分成
2 期招標，據了解，第 1 期的捷運萬大中和
線目前進度已達 62％，預計將會在 2026 年
中旬通車，第2期的捷運樹林線則分為土城
段、樹林段兩個區段標，樹林段路線全長
6.6公里，設有8座車站，全程採高架的方式
興建。

萬大線完工後，將串起國父紀念館、萬
華、中和、樹林交通網絡，大幅減少台北市
、新北市雙向通勤時間，縱然萬大線工程完
工後利大於弊，但仍需評估帶來的風險、社
會成本，別因為交通便利，犧牲部分居民的
居住正義。

對此，台北市議員徐立信表示，捷運萬大
線動工以來引起許多民怨，不論是地層下陷、
交通壅塞、破壞綠地，只盼市府興建交通建設
時，能為當地住戶多想想，別讓交通發展，犧

牲當地居民權益。
對此，捷運局第二區工程處工務所劉主任

指出，對於地層下陷事件，確實有接到住戶陳
情，也有議員多次關心， 「有損害的建物距離

捷運大約100、200公尺，已經跨越施工影響線
範圍。」劉主任表示，經過多次會勘，目前判
斷地層下陷與捷運興建無關。

（中央社）創投界聞人、富鑫創投董事長邱羅火3年前引介
已下市的勝麗公司與國巨子公司同欣電併購，涉嫌於禁止交易期
間違法進行內線交易，獲利數十萬元，檢調今年4月搜索約談邱
羅火、邱妻范兆英及人頭陶繼冬3人，台北地檢署複訊後諭令邱
、范夫婦各以300萬及20萬元交保候傳。檢調27日再度展開偵
查行動，搜索5處地點，二度約談邱男夫婦及兒子邱福昌、陶男
4人查證。北檢複訊後諭令邱羅火加保10萬元、邱妻子范兆英加
保10萬元、兒子邱福昌則交保20萬元。

調查局獲報，2019年12月27日，上櫃封測廠勝麗國際宣布
與上市公司同欣電以股權轉換方式合併，合併後勝麗下櫃成為同
欣電子公司，當時身兼同欣電董事長的陳泰銘對此樂觀表示，同
欣電未來將成為全球最大 CMOS 封測廠。

檢調懷疑，邱羅火因協助當時上櫃的勝麗與上市公司同欣電
合併，因此掌握雙方合併換股條件及時程等關鍵訊息，於是合併
案重訊公告前，透過人頭買進勝麗股票，待股價上漲後賣出獲利
，估計獲利數十萬。

今年4月，台北地檢署首度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兵分5
路搜索，並約談邱羅火、邱妻范兆英及人頭陶繼冬3人，檢方複
訊後諭令邱、范各以300萬及20萬元交保候傳。檢調為釐清內線
交易及人頭金流，27日二度搜索5處，二度約談邱羅火、邱妻范
兆英及兒子、人頭陶繼冬共4人，北檢複訊後諭令邱羅火加保10
萬元、邱妻子范兆英加保10萬元、兒子邱福昌則交保20萬元。

創投界聞人邱羅火涉內線交易 一家三口全交保

（中央社）新北市一名陳姓男
子約前女友A到家中理論，期間陳
男竟持手電筒毆打A女，還強性硬
上得逞。新北地院審理時，陳男辯
稱2人是床頭吵床尾和，但遭到法
官痛批行徑猶如恐怖情人，依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罪
，應執行6月，又依犯強制性交罪
，處3年6月徒刑。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陳男與A女為前
男女朋友關係，陳男去年12月間找
A女到家中理論，未料A女赴約後
，陳男先徒手壓住A女脖子，接著
持伸縮手電筒毆打A女，還無視A
女的拒絕，強行要求A女脫下褲子
並性侵得逞，直到A女傳訊息向友

人求救，A女友人偕同警方到現場
，A女才順利被救出並報警處理。

豈料，陳男得知自己被A女控
告，與A女通話過程中表示， 「我
買汽油潑妳全家啦，X你娘，你全
家都走不了啦，妳媽也跑不了啦，
妳媽腳麻掉啦（臺語）」、 「妳再
拿保護令來壓我妳試試看，看保護
令壓不壓得住我」等語恫嚇。

陳男接受偵訊時，坦承剝奪A
女自由與恐嚇A女，否認曾做出強
制性交行為，稱他的確與A女發生
性行為，但沒有強迫對方，認為自
己與A女是 「床頭吵，床尾和」。

新北地院法官審理時，勘驗A
女的證詞，認為陳男僅因為與A女

的情感糾紛，便剝奪A女行動自由
，毆打A女並強制性交，甚至在知
悉A女打算提告後，再次以恐嚇方
式企圖迫使A女更改證詞，猶如恐
怖情人的行徑，已經使A女身心嚴
重受創，犯罪情節實屬重大。

法官認為，陳男僅承認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恐嚇犯行，對於違反
A女性交的部分未見悔意，難認犯
後態度良好，考量陳男從事外送員
工作，月收入約 5 萬至 7 萬元等情
狀，依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
5月徒刑，又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處 2 月徒刑，應執行 6 月，得易科
罰金18萬元。另犯強制性交罪，處
3年6月徒刑。可上訴。

恐怖情人約前女友談判
掐脖硬上撂狠話：買汽油潑妳全家

萬大線環評6次闖關成功
地層下陷、毀老樹爭議叢生

（中央社）台北市今(28日)凌晨發生機車闖
紅燈遭特斯拉撞飛車禍，機車騎士重傷、女乘
客慘死。

這起事故發生在大度路三段、中央北路四段口
，一輛白色特斯拉轎車凌晨2時行經該路段時，
撞上闖紅燈雙載的呂姓男子（18歲）及吳姓女

子（19歲），2人噴飛重摔落地，
吳姓女子傷重宣告不治，呂姓男子
重傷插管治療。
事故現場可見機車被撞爛橫躺路中
間，白色特斯拉車頭也被撞到凹陷

、引擎蓋突起，車窗玻璃破碎，顯示撞擊力道
相當猛烈。據特斯拉駕駛表示，車禍發生時沒
有開啟自動駕駛，自己也沒有喝酒。警消獲報

趕抵現場，緊急將機車雙載2人送醫，其中吳女
宣告不治、呂男重傷插管，特斯拉駕駛及車上
女乘客則未受傷。
而中央北路四段與大度路三段在同時間有另一
紅綠燈先行作動變換燈號，機車騎士是否因現
場燈號設計問題而誤判燈號後提前行駛，仍待
後續調查釐清。

北市機車闖紅燈遭特斯拉撞飛
女乘客慘死、男騎士重傷

賴清德很關心的西拉雅族爭正名案 憲法法庭將宣判
（中央社）總統府

原住民歷史與轉型正義
委員會委員萬淑娟等人
因身為西拉雅族，無法
取得原住民身分，提行
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法官裁定停止訴訟
、聲請釋憲，憲法法庭
今（28）日下午3點宣判
，一旦違憲判決，未來
行政法院作成有利裁判
，西拉雅族人可取得原
住民身分。

副總統賴清德6年前
任台南市長時，曾領軍
帶著西拉雅族人到台北
提行政訴訟控告原民會
，現任市長黃偉哲日前
也到憲法法庭關心辯論
過程，如果憲法法庭判
決違憲，也是幫蔡英文
總統 「拆彈」，解決棘
手的政治問題。

本案緣於原民會依

據《原住民身分法》規
定，認為除了在 1959 年
至 1963 年政府准予登記
期間，申請登記為平地
原住民者外，都不准再
申請，西拉雅族因此無
法申請成為原住民。

當年賴清德曾說，
西拉雅正名是蔡英文總
統的政見之一，他期許
政府以行政力量，透過
法律程序，兌現正名；
西拉雅族人控告原民會
，但遭判決敗訴，上訴
後獲發回更審，北高行
政法院承審法官提釋憲
案。

聲請釋憲的法官林
秀圓及李明益認為，西
拉雅族人無法申請成為
原住民，是因現行規定
以完成身分登記為要件
，但這樣的規定是為了
便利行政機關釐清平地

山胞身分，與原住民身
分無關，違反平等 原則
、違憲。

但原民會認為，山
地及平地原住民劃分模
式及認定標準，前後銜
接且一脈相承，是修憲
者歷次修憲過程廣泛討
論及確認；《原住民身
分法》的規定目的是為
落實憲法政策及價值決
定，以限期登記制度追
求法安定性之價值，應
屬合憲。

憲法法庭指定專家
學者都認為西拉雅族是
原住民族別之一，現行
規定對於平地原住民增
加登記之限制要件，違
反憲法平等原則。經言
詞辯論後，10 月 28 日下
午3點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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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前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擔任高雄
市新聞局長時，與女記者在辦公室發生3次性行
為，又在臉書公開與她的合照，懲戒法院一審認
定丁只有行為放蕩輕率無性騷擾，將他判決撤職
並停止任用2年，監察院上訴後，丁否認性騷擾
，二審今（28日）下午3點將對他作成終局判決
。

另丁的蔣姓妻子認為，一審已經認定照片沒
有性意味，並不構成性騷擾，但監察委員卻認為
照片涉及環境性騷擾，仍持續上訴追殺，丁已完
全退出政壇，這2年來她和丁身心俱疲，不得安
寧，對女記者提告求償1元，目前台北地方法院
審理中。

本案是因丁男在2013年10月與嚴女訂婚，他
因職務之故認識該名記者，2014年11月間，他與

對方交往後，在新聞局長辦公室與她發生性行為
3次，在職務宿舍發生性行為1次，她並曾墮胎2
次。

2017年2月間，她因北上工作與另名男子結
識並交往，女方想要與她分手，但丁為了挽回她
，竟在臉書上傳他與Y女的親密合照，雖然10分
鐘後即下架，但已遭人截圖，媒體圈許多人都因
此知道丁與她交往過。

她擔心丁再流出其他私密照，曾要求對方刪
除，丁的行為造成她後續工作上的困擾，經監察
院彈劾後，懲戒法院第一審認定丁在辦公室性行
為、放蕩輕率，但他張貼的合照裡，兩人衣著整
齊，女生投靠在丁的肩上，照片看不出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意涵，沒有性騷擾。

丁允恭與女記者在辦公室嘿咻否認
性騷擾 懲戒法院二審28日宣判

（中央社）年底選戰倒數
，屏東縣長藍綠候選人再拋政
見，綠營周春米在勞動、青年
方面主張打造優質就業環境，
也要兼顧相對弱勢者；藍營蘇
清泉則認為，出生率低是屏東
面臨最嚴重問題， 「囡仔作伙
晟」才是治縣治國良方。

周春米 27 日在競選總部舉
行政見說明會，提出勞動、青
年政策，她說，勞動夥伴是推
動產業發展的原動力，而青年
夥伴則是發揮創新，讓屏東產
業維持活力的重要角色，當中
勞動政策與產業發展息息相關
，未來在各項產業園區陸續到
位後，將創造更多元的就業機
會。

同時，周春米也提出照顧
相對弱勢求職者，如婦女二度
就業、新住民、中高齡者等就
業服務；她會持續優化就業媒
合平台，讓想要留鄉工作的人
能就業順利，協助提升勞動品
質。

至於青年政策，她說，她
會完善青年就創業輔導機制，
落實產官學三方合作，並透過
活化縣內閒置空間，改造為創
業基地，鼓勵青年進駐並發揮
創意開創事業。她期望，未來
能與屏東青年共同開創更多的
職涯發展可能性，也協助已有
目標定位的青年減少摸索時間
，把握就創業先機。

另一方面，蘇清泉把縣政

重點擺在出生率，他說，出生
率下降不僅是屏東的問題，更
是嚴重的國安、社會與經濟問
題，而屏東人為何不想生、甚
至不敢生？就是因為就業與安
居的需求根本沒被滿足。

為此，蘇清泉提出直接幫
助年輕家庭的566政策，主張每
生1胎就有5萬生育獎勵，0到6
歲每月 6000 元育兒獎勵金，6
歲以下免繳健保費，讓年輕人
願意多生，並引進高科技廠進
駐，增加就業機會，且廠址須
設籍屏東，增加稅收，同時加
強青年技職培訓強化就業競爭
力，落實創業、就業輔導。

蘇清泉推生育獎勵
周春米顧勞動弱勢

搶年輕票 高雄市長候選人忙吃播熱舞
（中央社）選戰倒數不到1個月，4名

高雄市長候選人各出奇招，搶攻年輕選票。
民進黨陳其邁大玩鄉民哏，復刻抓漏專家
「陳財佑」引熱議；國民黨柯志恩臉書吃播

、跳舞；無黨籍曾尹儷跳街舞及唱Rap、無
黨籍鄭宇翔打空戰拋性專區火辣議題。

陳其邁這次競選主系覺為桃紅色，跳脫
過去綠色，顯得更活潑。近日平面廣告出現
小巧思，支持者可剪報護貝收藏。首支競選
影片 27 日上映，復刻 「都市傳說」陳財佑
看板、宣傳車，陳其邁還親自駕駛宣傳車自
己拉票，也強化宣傳支持18歲公民權。

柯志恩則拋下學者包袱，臉書開直播不
計形象大啖美食，還在幕僚慫恿之下，在六
合夜市熱舞。IG 上也出現不少網美照，走

訪駁二、愛河、橋頭糖廠等地拚觀光，拉近
與年輕選民距離。

而曾尹儷昨發表創作饒舌歌 「Kaohsi-
unger／高雄兒」，找來志同道合的年輕學
生及街舞團體，大跳街舞、唱饒舌展現活力
，盼為街舞團體爭取權益，搶攻年輕選票。

神祕素人鄭宇翔成立競選網站主打空戰
，屢屢發表帶有爭議的政見，近期提出設立
性產業專區，盼透過修法，授權地方政府設
置性專區，掀起網友論戰。

首投族 20 歲朱男表示，曾尹儷作法確
實吸引年輕人目光，但對饒舌不感興趣者恐
引不起作用；陳其邁一向很多點子，這次是
正常發揮；柯志恩直播雖增加曝光率，但仍
屬特定族群才會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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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人均需
雇主的支持，且需要繁冗的勞工紙程
序。勞工證的存在是美國為防止外國
勞工衝擊美國的就業市場。勞工紙程
序需要雇主公司公開招聘，以證明沒
有美國人符合條件。一旦找到符合資
格的美國工人，即使申請人實際上更
適合這個職位，勞工證申請也會被拒
絕。而且，一旦勞工證申請批准之後
，申請人還需等待很長時間的排期。

而有些類別的職業移民申請是不
需要雇主的。主要包括：第一優先的
傑出人才和 第二優先的國家利益豁免
。這一節我們主要介紹第一優先的傑
出人才。

凡在科學、藝術、學術、商務或
體育方面具備傑出才能者，可以依法
申請職業移民第一優先，永久居留美
國。但申請者必須證明其專業能力確
實是這個領域中的頂尖人物，享有國
家級或國際性的聲譽與成就，有一定
社會影響力，並會對美國社會提供實
質貢獻。

符合上述條件的申請者不需要勞
工證，也不需要雇主的工作承諾，可
自行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提出相應的
文件證明，如曾得過國際性的獎項，
來證明杰出能力。

如果沒有國際性的獎項，也可以
從下列十項中提出三項或三項以上來
證明其才能，貢獻及社會影響：
1．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際或國
家級獎項；

如果申請人獲得的不是國際上被
廣為人知的獎項，如諾貝爾獎，奧運
會獎等獎項等，在準備材料時不僅要
準備獲獎證明，還需要準備文件證明
該獎項的選拔範圍，獲獎標準，獎項
級別和主辦單位來證明該獎項的重要
性和影響力。
2．是其工作或研究領域中專業組織
的會員，並且該組織是經過同領域專
家所認可的；

除提供會員證明外，還需要準備
加入該協會或專業組織所需要達到的
要求。僅僅繳納會費就可以加入的專
業組織對移民申請沒有太大幫助。如
果該協會或專業組織要求申請人有發

表專業文章，有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
要求，或者需要學術界專業人士推薦
方可加入， 則會對申請大有幫助。
3．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曾被
專業刊物或重要媒體報導過；
除了媒體報導本身需要全文提供給移
民局，申請人還需要提供相關材料證
明該媒體的覆蓋範圍和影響力。
4．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人員的
成就擔任過評審工作；
為雜誌社審稿固然可以滿足這一項，
曾在工作中擔任評判審核他人的工作
也可以滿足這一項。
5．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動或商
業等相關領域有重大貢獻；這一項通
常可以通過推薦信來證明。申請人應
選擇在自己從事的領域中享有一定聲
望的人士。推薦人可以是 申請人的導
師，同事或朋友。申請人盡量要提供
一定數量的獨立推薦信。所謂獨立推
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係或共同
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
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
識的專家。或因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
術交流的專家。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
有盛名的組織出具推薦信也非常有作
用。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美國能源
部，衛生部等。
6．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發表過
專業學術論文；
除了論文本身需要提交給移民局，同
領域的專業人士曾引用過該論文的資
料也是證明該論文影響力的有效證據
。
7．成果曾在藝術展覽會上展出過；
申請人需提供相關介紹文件，照片。
8．曾在聲譽卓著的組織或機構擔任
過關鍵職務；如果在國際知名公司或
機構擔任高級主管或關鍵職位可以滿
足此項要求。
9．申請人薪資遠高於其他同儕之證
明；申請人需要提供自己的稅單，w2
表，薪水支票存根及工作證明。
10．在表演藝術方面曾獲極大成功，
並反映在票房、唱片、錄音帶、及錄
影帶等商業產品上。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2022 年 9 月 28 日發布

新政，由於審理綠卡延期的時間往往
超過現在綠卡延期收據上自動延期的
12個月，從 2022 年9 月 26 日起，美
國移民局 (USCIS) 將自動將永久居民
卡（也稱為綠卡）的有效期延長至
24 個月。所有正確遞交的延期綠卡申
請都會收到移民局自動延期24個月的
收據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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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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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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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暫停移民
體檢醫生的簽名日期必須在材料遞交
前60天之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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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4之間所發出的所有
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和N14,
的回复，在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
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
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
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
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
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
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
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
，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
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
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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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
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
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
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
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
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
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
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
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
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書
。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
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到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BB88
星期六       2022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22

中美論壇



BB99
星期六       2022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22

基督教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申利芹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

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

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

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13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

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1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

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台灣11 月26日選舉日，選市長，議員

等，每天看視頻都是全國各縣市老百姓踴

躍熱情投入選舉活動。美國選舉好像很安

靜進行。

美國距離11月8日選舉郵遞選票申請截

止日期還有一週，避免申請延誤的提示：

Texas州，休士頓10 月 28 日(星期五)
是合資格通過郵遞投票的選民提交 11 月 8 
日選舉的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這不適用

於在 2022 年初已成功申請並已收到今年

所有選舉的郵遞選票的人士。

新的德州法律要求選民在申請表中適

當部分提供他們的Texas州駕駛執照號碼、

Texas州身份證號碼或社會安全號碼的最

後四位數字。這是一個可供下載的教學視

頻，概述了這些步驟。若未能在申請表中

提供與您選民記錄中完全相同的身份證

明號碼，可能會導致申請被標記為有待更

正。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選民提示，以避免

延遲申請：

- 撥打 (713) 755-6965 聯繫Harris縣選

舉。選民服務團隊致力於引導選民完成郵

寄選票的填寫過程。有操流利的英語、西

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的接線員接聽。

- 提供兩種形式的身份證件。即使指

示只要求一個，但確保您的申請不被拒絕

的最佳方法是同時提供Texas州 DL/ID 和您

的社會安全號碼的最後四位數字。

- 在您的申請中提供聯繫電子郵件或

電話號碼，以便我們的團隊可以立即聯繫

並解決申請的任何問題，以盡量減少潛在

的延誤。

如需更多信息，包括選票樣本和投

票地點，請在未來幾周瀏覽 HarrisVotes.
com，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 @HarrisVotes。請致電 (713) 755-
6965 聯繫Harris縣選務辦公室。

聯絡人：Shirley Wong
Email: Shirley.Wong@vote.hctx.net
(713) 274-4864

10月17日(星期

一)中午筆者應邀要

參加黃嘉生牧師的

感恩餐會。近日也

與Mona一起做2022
角聲休士頓分會ppt。

10月18日(星期二)陳績芬姐妹來電介

紹我認識一位P姐妹來角聲彼此認識，績

芬姐妹她說P姐妹願意做義工。1：30pm我

們在辦公室彼此認識，交流分享，她們夫

婦偕同五歲女兒自芝加哥遷至休士頓兩個

月。

今年11月11-16日角聲40週年慶暨同

工操練營，紐約角聲總部周簡艷珍師母來

信說要幫我們做Video 要我寄給她全部相

片和ppt，他們總部會幫我們做成Video,太
好了，今年Mona說幫忙做ppt，我負責提

供相片，感謝神我們一起在辦公室做了三

天，如期完成。

10月22日（禮拜六）下午4點在休士

頓中華文化活動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行 休士頓浸信會中

國城聯合佈道會，主題：人生下半場。

（主題）信息：1. 來就耶穌； 2. 數算人生

的年日

特邀嘉賓：林彬牧師、楊文皓傳道 
上半場人生中，人們專注的內容更多

的是如何生存拼搏，如何成家立業？如何

事業有成？這兩年的年疫情給人們的工

作、學業、生活上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不
少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但同時也更讓我們

在人生的下半場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我

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我們為什麼而

活？我們為什麼生活在這個城市？我們的

人生使命是什麼？如何面對死亡，甚至勝

過死亡？

休士頓浸信會中國城聯合佈道會幫助

您我思想這些人生最重要的問題。 讓我們

尋求人生的意義與使命，勇敢面對人生的

挑戰， 領受創造主永生的祝福！

本 次 佈 道 會 由 曉 市 頓 華 人 浸 信

會  ( c b c h o u s t o n . o r g )、西北華人浸

信會  ( n w c b c h o u s t o n . o r g )、彼岸教

會  ( ekk le s i abeyond .o rg )  與明日之光 
(pioneersministry.org) 聯合舉辦。 

詩篇90
1（神人摩西的祈禱）主啊，你世世

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

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3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

要歸回。」

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

如夜間的一更。

5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

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

6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

怒而驚惶。

8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

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數算人生的年日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得救的信心

有三 : 一是，相信

神所說的話，二

是，順服神的誡

命，三是，仰賴

神的應許。

「雅各啊，

創造你的耶和華，

以色列啊，造成

你的那位，現在

如此說：你不要

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

你，你是屬我的。        你從水中經過，我

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

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

身上。」以賽亞書 43:1-2 
10/27/22 英文金句

For God gave us a spirit no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self-control. II Timothy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 1:7
 10/27/22 金玉良言：有時你生命的道

途十分崎嶇艱難，天色又昏暗，路很難辨。

不要以為神的手會放棄你而不領你。路越

黑，父神的手扶得越緊。 ──魏伯波

　郭文仁牧師

我與老公是大學校友，經五年相識，

三年相戀，於 2003 年登記結婚。結婚一年

後，老公博士畢業，決定出國留學。就這

樣，我們來到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開

始了洋插隊的生活。

出國前，我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圈和

熟悉的生活環境。出國後，異國生活的不

便、作為家屬身份的限制、人生方向的再次

調整，以及新婚生活的種種磨合，讓我變得

常常焦躁不安和不知所措。我緩解這些負

面情緒的唯一方式就是：向我的老公傾訴。

我以為他應該懂得，應該理解，應該體恤

而更疼惜我。可是當時的他，不僅與我有

相同的感受，還要承擔工作上巨大的壓力，

他更需要我的理解、關懷和幫助。然而新婚

的我們，都各自聚焦在自己的難處上，都

期待著對方付出更多。所以隔閡越來越大，

爭論也越來越多，經常吵架吵到半夜，甚至

都不想再繼續這樣的婚姻生活。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一對基督

徒夫婦，他們邀請我去華人教會。一進教

會，我就被那些基督徒夫婦吸引；他們夫妻

之間的恩愛讓人羨慕，他們的臉上常洋溢著

喜樂和平安。有一對夫婦孩子已快上大學

了，可是他們之間的互動讓人覺得他們還在

蜜月期。我問他們恩愛的秘訣，他們回答：

「因為耶穌在我們家裡做主。」我很好奇，

也很嚮往擁有這樣美好的婚姻，所以每次都

興致勃勃地去團契取經。

在團契的同工裡，不乏學校教授、大

公司主管、經理等精英人物。我發現他們在

團契裡服務大家，甚麼髒活兒、累活兒都盡

心地去做，絲毫沒有國內領導幹部的架子。

這越發激起我的好奇，是甚麼驅使他們如此

任勞任怨地為那些跟他們毫無關係的人付

出愛心？他們都比我聰明，怎麼會相信一個

我認為是絕對不存在的耶穌？這個好奇心

好像一粒種子種在我的心裡，在這些基督徒

幸福的淚水

的愛心呵護下開始生根發芽長大。逐漸地我

也拉著老公一起去教會，他雖然每次聽道時

睡大覺，睡飽起來跟人爭論；但他內心也是

被這群特別的基督徒吸引著。

在基督徒朋友們的關懷下，我和老公

漸漸被感動，心開始軟化。有一次在敬拜

中，我被詩歌：〈愛，我願意〉深深打動，

淚水情不自禁地流下來。「十字架上的光

芒，溫柔又慈祥，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

照亮。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地擺上，願主

愛來澆灌我，在愛中得自由釋放」，我覺

得歌詞就是我想對上帝說的話：「我願意

降服，我願意降服，袮是我的主，袮是我的

主。」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正心甘樂意地

降服在上帝面前。當晚我對老公說我願意決

志信主耶穌，也勸說他跟我一起嘗試一下。

記得他摸摸腦袋，說：「雖然我理智上通不

過，但我心裡通過了。」就這樣我們找到常

常關懷和引導我們的厚祥弟兄，他對我們的

決志很驚訝，非常樂意地帶我們做了決志禱

告，我們被聖靈充滿，一起流淚認罪悔改。

不久，我和老公一同在復活節受洗，成為了

基督新兵。

接下來的小組查經中，我們學到很多

夫妻相處的聖經原則，比如：「不可含怒

到日落」、「丈夫愛妻子，妻子順服丈夫」

等。因為一直受「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思想

薰陶，剛開始有些不能接受，但後來親眼看

到姊妹們順服丈夫，家庭和睦，我就被這事

實說服。

同時，聖靈也開啟我的眼睛，讓我看

到丈夫與妻子有不同的需要。聖經裡沒有

指出「妻子要愛丈夫」，卻多次強調妻子

要「順服，敬重」自己的丈夫；因為丈夫的

最大需要是被尊重，被順服，而妻子的最大

需要是被愛。但現實中，我一直很努力地用

自己的方式去愛丈夫，對他照顧周到，卻

從沒有察覺我忽視了他的最大需要─敬重

和順服。剛來美國的時候，因為我的英文比

較好，適應能力較他強些，漸漸地我開始驕

傲，挑剔他的失誤；而他也在我的批評指責

中灰心洩氣，更加推卸責任。我只得被迫挑

起更多的擔子，心中的埋怨越積越多，哪裡

還會順服、敬重他？他也不可能愛妻子如同

愛惜自己的身體一樣。那時我們的日常生活

就是在「河東獅吼」跟「橫眉冷對」中度過，

喜樂與恩愛離我們越來越遙遠。

但是信主以後，越讀上帝的話語，

越體會到甚麼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我立定心志要做到聖經裡的教導，雖

然還是有些不服氣，但上帝一點點地改變我

的思想。過程雖然漫長，但回頭看，都很值

得，因為這些掙扎最後都變成我幫助別人的

第一手資料。

我也開始鑽研有關婚姻輔導的屬靈書

籍，並把所學的運用到現實生活中。比如我

學習注意老公喜愛的言語，並常常主動地、

不怕麻煩地滿足他的需求，最重要的是我開

始恆切地為他禱告。漸漸的，我們夫婦之間

變得越來越互相謙讓，理解對方。結婚十

年後，一次一位非基督徒朋友對我說：「好

羨慕你們夫妻的恩愛！」我不失時機地向她

傳福音，告訴她是「因為耶穌在我們家裡做

主」。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們也開始成為祝

福別人的管道了，心裡很感謝讚美上帝。

去年老公重金買下一條珍珠項鍊送

我，並在卡片上寫著：「箴言卅一章 10 至

12 節」。我打開聖經看到：「才德的婦人

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丈夫

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

有益無損。」老公說，上帝已經改變了我，

在他的心目中，我的價值遠勝過珍珠。那一

刻，我的眼裡含著幸福的淚花。我知道這一

切都是因為主耶穌。十年前，我們瀕臨離婚

的危機，十年後，上帝親手重建我們快要破

碎的婚姻關係，並讓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感謝上帝讓我認識到自己的罪，能

謙卑來到祂的面前，繼而謙卑溫柔地對待我

的丈夫。我還有很多需要上帝對付的地方；

但我已經清楚看到，這條十字架窄路前面

的光明。我真心希望更多家庭邀請耶穌做他

們的救主，設立上帝的寶座在家中，經歷上

帝的恩惠和慈愛。世人常祝福未婚人士說：

「願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我對已婚人士要

祝福的是：「願終成眷屬的有情人在基督裡

相愛到永恆」。

（文載自［中信］）

約有上百位出席佈道會

鳳嬌姐，思牡，謝先生，周牧師，于姊妹

嚴台花姐妹，思牡，方熙台

不要對挫折歎氣，姑且把這一切看成

是在你成大事之前，必須經受的準備工作，

挫折和失敗就是成就大事前的點點滴滴，

必經之路，加油。

你有多努力，就有多幸運，別放棄你

的夢想，遲早有一天它會在你手裡發光。

人生努力任何時候都不晚，演好屬於自己

的角色，發出閃亮的光來，照亮自己，照

耀別人。

世上沒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沒有一處

人事不複雜，行事坦蕩才能笑得漂亮。

成長是一場和自己的比賽，不要擔心

別人會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都做得

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

真正在努力的，日子是不會舒服的，

把自己變優秀，其他的事情自然就會跟著

好起來，會講究，能將就，能享受最好的，

也能承受最壞的。

用新的希望開啟每一天，無論你今天

要面對什麼，既然走到了這一步，就堅持下

去，給自己一些肯定，你比自己想像中要堅

強。

不要對挫折歎氣，姑且把這一切看成是

在你成大事之前，必須經受的準備工作，挫

折和失敗就是成就大事前的點點滴滴，必經

之路，加油。

成長是一場和自己的比賽，不要擔心別

人會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都做得比前

一天好就可以了。

智慧的箴言
◎怡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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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
了馬雲在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
喜歡阿甘，喜歡他的永不言敗、純粹
、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也
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
了。馬雲說他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
生就像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
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這句話，
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
隨便便成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
力、勇於挑戰自我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
人會說，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
說，我的專業很冷門，找不到工作。
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
努力，其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
3-6個月，就能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
，年薪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
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
進駐休斯敦。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
，或者讀書時GPA不夠理想，一直沒
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
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的Cisco網絡工程師培訓
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
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
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
業培訓機構，其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
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
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
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互聯網專
家CCIE只有1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
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培訓機構
，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培訓，在
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
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
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
很難學。其實，事實完全相反！這也
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勢！零基礎，
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

，Cis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
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
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
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3到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Cisco專家的
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
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
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
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
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採用小
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
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
惑，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
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
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
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
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
LaneCert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
懶惰、安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
就抱怨自己命不好，其實，不是你命
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勇於挑戰
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
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
也是我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
，永不嫌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
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
運的機會，你，能抓住嗎？ Cisco互聯
網專家培訓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
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
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
習。休斯敦分校已經開學，如果你沒
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
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
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
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
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你只是不夠努力，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美國奧斯汀臺灣商會10月22日舉辦國
慶聯歡餐會，德州州眾議員Lloyd Doggett
、Michael McCaul，以及德州參議員Sen-
ator Ted Cruz出席與大奧斯汀地區主流朋
友及僑領僑胞約150人歡聚一堂，共同為中
華民國臺灣慶祝111年生日，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代表參加，這是繼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對外廣邀主流
人士及鄉親朋友參加的實體活動。

商會會長廖施仁致詞歡迎熱愛臺灣的外
國朋友及鄉親共襄盛舉。黃依莉代表駐休士
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向鄉親致
意問好，並表示臺灣與美國共享自由民主價
值，兩國長期保持夥伴關係，也期盼海外僑
胞持續支持中華民國臺灣。

活動在奧斯汀客家會會長陳兆香領唱的
美國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歌聲中開幕，鏗鏘
有力的聲音在會場響徹雲霄，博得滿堂彩。
隨後由黃依莉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頒發教師獎勵狀給奧斯汀慈濟人文學校陳靈
芬(服務滿30年)、奧斯汀中文學校陳美杏(
服務滿10年)、好消息華語學苑靳惠琴(服
務滿 5年)，以及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協會
(FASCA)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獎給戴禾敏，感
謝他們對教育與文化推廣的貢獻。

本次活動僑青參與熱烈，由奧斯汀中文
學校學生輕巧舞出 「摘茶細妹」 ，演繹臺灣
客家摘茶文化，熱鬧又充滿活力，而之後的
舞獅、彩帶舞、合唱 「望春風」 也獲得不少
掌聲，讓在場的主流人士對於中華文化留下
深刻印象。而FASCA學員負責壓軸，由言
山米、言圓圓、李宜叡、楊杰、李知行、吳
藹妮、李欣霖、賴彥廷組團表演扯鈴，看到
扯鈴在空中瘋狂旋轉跳躍，各種花式扯鈴輪
番呈現表演精彩，現場觀眾驚呼連連並給予
掌聲，各項活動也展現海外僑團結合新生代
力量為國家慶生的文化傳承動能。

奧斯汀僑界政要齊聚歡慶雙十

黃依莉黃依莉((右右33))、、廖施仁廖施仁((右右11))、、臺灣人公共事務會德中分會會長楊碧珠臺灣人公共事務會德中分會會長楊碧珠((右右22))、、僑務顧問姚東權僑務顧問姚東權((
左左22))與前來慶祝國慶的主流人士合照與前來慶祝國慶的主流人士合照

黃依莉代表僑委會頒發獎狀給陳靈芬黃依莉代表僑委會頒發獎狀給陳靈芬((右右33))、、陳美杏陳美杏((右右22))、、靳惠琴靳惠琴((左左22))、、戴禾敏戴禾敏((左左11))

黃 依 莉 鼓 勵黃 依 莉 鼓 勵
FASCAFASCA 學員持學員持
續文化傳承續文化傳承

本
報
記
者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黃
麗
珊
攝

奧斯汀中文學奧斯汀中文學
校學生穿著客校學生穿著客
家服飾表演採家服飾表演採
茶舞茶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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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主持的 「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
ter ),成立已二十年，為上百個國家服務。而 「國際貿易
中心」的主席李蔚華先生，也是休士頓 「國際區」的區
長，負責這整個地區的整頓和發展。 「國際貿易中心」
將於今年11月11日（星期五 ）在市中心的 「希爾頓美
洲酒店」舉行盛大的20週年慶典，預計將有600位嘉賓
出席，包括美國第18任交通部長趙小蘭、電信技術創
始人Lee Cook、 休士頓紀事報發行人Nancy Meyer, 創
新金融解決方案和全球投資管理權威創始人 Robert
Scharar, 美國聯合國協會前國家主席 Teta V. Banks 、晚
宴主席Robert E. Eckels, 及晚宴共同主席- 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 ITC 現任總裁Gezahgen Kebede 及晚宴
東主、本報系發行人、ITC 創辦人李蔚華先生，及35
國的駐美大使及總領事與會。現分別介紹貴賓如下：
美國第18任交通部長趙小蘭

趙小蘭 Elaine Lan Chao 是美國第 18 任交通部長，
自 2017 年 1 月 31 日起擔任該職位的 Elaine Lan Chao，
又名 Elaine Chao，是一位鼓舞人心且影響深遠的政治
家。此前，她還在喬治·W·布什的總統任期內從2001
年到2009年擔任了八年的美國勞工部長。

她的父親是一位企業家和慈善家，而她的母親是一
位歷史學家。中國內戰爆發後，她的父母離開了中國大
陸。1961年，她八歲時全家移民美國。1975年晚些時候，她畢
業於馬薩諸塞州霍利奧克山學院，獲得經濟學文學士學位。1979
年，她獲得哈佛商學院MBA學位和喬治城大學人文文學博士學
位和其他37名榮譽博士學位。她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總統
內閣提名的亞裔女性。

這位共和黨成員曾在美國擔任過許多榮譽職位。從2001年1
月29日到2009年1月20日，她在喬治·W·布什總統任期內擔任
勞工部長。此外，趙小蘭於2017年1月31日在唐納德特朗普的
總統任期內被任命為交通部長。
Lee Cook，電信技術創始人，遠見卓識和開拓者，phonoscope
全球商業影響力獎

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瞬息萬變、信息過載和新共享方法的時
代。您擁有新的經商方式、與家人聯繫的新方式以及更多娛樂選
擇。Phonoscope Fiber Communications 以 10Mbps 至 400Gbps 的
速度提供真正的光纖對稱連接。phonoscope網絡是超過23,000英
里的純光纖骨幹網，帶有冗餘環，為您提供最快、最可靠的互聯
網速度。我們面向未來的企業就緒網絡是下一代業務戰略的平台
。我們還通過支持千兆生活方式的光纖到戶連接，以閃電般的速
度、可靠性和安全性為家庭、公寓和公寓的消費者提供同樣強大
的帶寬。總部位於休斯頓，其創新歷史可以追溯到1953年。今
天，我們已發展成為美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城域、100%純
光以太網。
Nancy Meyer，發行人，休斯頓紀事報，赫斯特報紙旗艦，全球
影響力獎傳播服務

資深報紙領袖兼《邁阿密先驅報》總裁南希·邁耶（Nancy

Meyer）被任命為《休斯頓紀事報》的下一任出版商。《邁耶
是《編年史》的第一位女性發行人，將接替約翰·麥肯
（John McKeon）。 南希從事報業多年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成
功領導了幾家大型報紙，有著良好的記錄，赫斯特報業總裁
傑夫約翰遜說。她是一位具有遠見和深思熟慮的領導者，具
有很強的商業頭腦，並重視報紙在當地市場中發揮的關鍵作
用。南希與休斯頓紀事報團隊和更大的社區合作，包括作為
《邁阿密先驅報》、《奧蘭多哨兵報》和《哈特福德新聞報
》的發行人。1997年至2006年間，她擔任赫斯特兩份報紙的
廣告總監：紐約奧爾巴尼時代聯盟和舊金山紀事報。
Robert Scharar – 創新金融解決方案和全球投資管理權威創
始人、FCA corp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全球金融影響力獎

是德克薩斯州休斯頓FCA Corp.的總裁，該公司是一家收費
的財務規劃公司。該公司於1975年與他人共同創立。1983年，
FCA Corp.成立，提供投資管理各個方面的個人和企業財務規劃
服務。FCA現在監控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Scharar先生獲得了
波爾克社區學院的AA；佛羅里達大學會計學BSBA；東北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和法學博士，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稅務法學碩士。他是
佛羅里達州和馬薩諸塞州律師協會的成員，並且是佛羅里達州的
註冊會計師。Scharar先生曾在Bentley and Nichols Colleges擔任會
計學教授、美國信託公司附屬機構的官員以及Coopers & Lybrand
的稅務專家。美國律師協會註冊會計師協會董事和前任主席；常
春藤房地產信託（REIT）主席；United Investors Realty Trust
(NYSE)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新西蘭聯邦和日本基金投資顧問

，FCA Corp.國際諮詢服務部總監。
尊敬的 Teta V. Banks，美國聯合國協會前國家主席，全球影響
獎 - 人類

班克斯,Teta V. Banks曾擔任美國聯合國協會全國委員會主席
、休斯頓聯合國協會，前任主席和大費城聯合國協會前副總裁。
她曾就讀於韋爾斯利學院、霍華德大學、韋恩州立大學和牛津大
學。她被任命為利比里亞共和國總領事，代表利比里亞政府協助
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解決人權問題，並在美國和利比
里亞之間建立貿易、資源和文化關係，作為以及其他非洲國家。
她曾在利比里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和利比里亞埃博拉
病毒後重建工作隊任職。班克斯曾在多所大學任職，包括華盛頓
大學、霍華德大學、羅格斯大學、斯佩爾曼學院，目前還任職於
德州農工大學系統和北美大學顧問委員會。

國際貿易中心 20 週年慶典
將於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希爾頓美洲酒店盛大舉行

尊敬的尊敬的 Gezahgen KebedeGezahgen Kebede，，ITCITC
，，業務總裁業務總裁

尊敬的尊敬的 Wea H. Lee, ITC,Wea H. Lee, ITC, 創始人創始人尊貴的尊貴的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晚會共同主席晚會共同主席

尊貴的尊貴的 Robert E.EckelsRobert E.Eckels 晚會晚會
主席主席

Teta V. BanksTeta V. Banks，，美國聯合國協美國聯合國協
會前國家主席會前國家主席，，全球影響獎全球影響獎

Robert SchararRobert Scharar –– 創新金融解決方創新金融解決方
案和全球投資管理權威創始人案和全球投資管理權威創始人、、
FCA corpFCA corp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全球金融影響力獎全球金融影響力獎

Nancy MeyerNancy Meyer，，發行人發行人，，休斯頓休斯頓
紀事報紀事報，，赫斯特報紙旗艦赫斯特報紙旗艦，，全球全球
影響力獎傳播服務影響力獎傳播服務

Lee CookLee Cook，，電信技術創始人電信技術創始人，，
遠見卓識和開拓者遠見卓識和開拓者，，phonophono--
scopescope 全球商業影響力獎全球商業影響力獎

美國第美國第1818任交通部長趙小蘭任交通部長趙小蘭

台美友好新篇章台美友好新篇章 台南市與美國紐奧爾良簽署姊妹市備忘錄台南市與美國紐奧爾良簽署姊妹市備忘錄

推動推動 「「臺美教育倡議臺美教育倡議」」 紐奧爾良市與臺南市學校締結姐妹校紐奧爾良市與臺南市學校締結姐妹校

（本報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偕教
育組楊組長淑雅及張組長家華於2022年10月24日前往路易斯安
納州紐奧爾良市政廳見證台南市長黃偉哲與路易斯安納州紐奧爾
良市長肯崔(LaToya Cantrell)簽署姊妹市備忘錄，這次雙方締結姊

妹市，可望為台美間城市外交關係再創新猷，紐奧爾良成為台南
市第15個美國姊妹市及友好城市，而台南市也成為紐奧良第15
個姊妹市。

羅處長應邀致詞表示，紐奧爾良為全球及美國知名城市之一

，在台美雙方共同努力下促成與台南市締結姊妹市，能親臨見
證此一歷史性時刻備感榮幸與欣慰，同時在 「台美教育倡議」
架構下，即展開教育合作交流，就在1小時前位於台南市的國
立成功大學與位於紐奧爾良的 「路易斯安納賽維爾大學(Xavi-
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簽署合作備忘錄，為台美間城市外
交與實質交流再創新猷，期待雙方即刻展開市長互訪與各項交
流，增進台美雙城與兩校友好合作關係。

台南市及紐奧爾良市同為台美雙方歷史悠久與文化薈萃之文
化首都，尤其紐奧爾良於1718年建城至今超過300年，歷經法
國、西班牙殖民及非洲裔移民帶來多元文化匯流，為美國民族
大熔爐中最核心與獨特城市之一，為大文豪馬克吐溫盛讚一生
必遊四大城市之一，無論建築、音樂、美食及沼澤文化都獨具
特色，是美南地區風華城市，亦為爵士樂的發源地。

親臨或線上見證此次締盟典禮，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外交部北美司處長回部辦事張詩瑞、美國
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黃東偉(Thomas Wong)處長、紐市國際處長

Rosine Pema-Sanga、政府關係處長 Arthur Walton、文化經濟處
副處長Alana Harris、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李俊璋及路易斯安納賽
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校長Reynold Verret等。

羅復文處長見證紐奧爾良市肯崔市長簽署姊妹市後合影羅復文處長見證紐奧爾良市肯崔市長簽署姊妹市後合影。。
台南市黃偉哲市長與紐奧爾良市肯崔市長簽署姊妹市後線台南市黃偉哲市長與紐奧爾良市肯崔市長簽署姊妹市後線
上合影上合影。。

（本報訊 ）駐休士頓辦事處於本(111)年10
月 24 日前往位於紐奧爾良市之路易斯安納
Xavier大學(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XULA)
拜會及見證該校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合作備忘
錄儀式。校長Dr. C. Reynold Verret高規格接待
，現場與會人員包括 XULA 教務長 Dr. Anne
McCall、副校長兼主任秘書Ms. Patrice Bell、文
理學院院長 Dr. AndersonSunda-Meya 及語文系
系主任 Dr. Elizabeth Rouselle；位於臺南市之國
立成功大學由蘇芳慶副校長率領文學院高院長
實玫、王國際長筱雯、林副國際長建宏及華語
中心吳主任玫英等以連線方式出席，整體活動
圓滿成功。

XULA校長Verret表達歡迎辦事處率團到訪
，係疫情後難得之面對面交流，感謝辦事處為
其引介頂尖大學共同合作校對校華語教學計畫
；同時期待透過合作備忘錄之簽署，與國立成
功大學共同推動 「臺美教育倡議」之進程。國
立成大蘇副校長指出，Xavier 大學是全美唯一

天主教傳統非裔大學(HBCU)，授予包括
藥學博士在內的50多個學士、碩博及專業
學位，其學術水準高，該校畢業生跨越社
會階層在全美所有非裔大學中最為成功，
令人敬佩。未來期待透過成大與Xavier大
學的夥伴關係選派華語師資赴美教學、申
請設置臺灣優華語獎學金、線上華語文課
程與線上華語文測驗等，共同推廣華語教
育與臺灣優華語計畫。

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表示，紐奧爾良市
為全美10大城市之一，透過與臺南市簽署
姐妹市協定，據以展開在教育、商務及文
化等面向之合作。國立成功大學係南臺灣
最具代表性之頂尖大學，其與Xavier 大學
將共同推動校對校華語教學合作，將厚植城市
外交之實質交流，增進臺美雙城兩校關係。

路易斯安那Xavier 大學在生物及生物醫學
科學、普通生物學、物理科學及化學學科在全
美最具價值學校名列前茅，培育諸多知名校友

包括全美第1位非裔勞工部長Alexis Herman、現
任美國聯邦眾議員 Troy Carter、前美國空軍四
星上將BernardRandolph及紐奧爾良市現任市長
LaToya Cantrell 等。校長 Dr. Reynold Verret 自
2015年起接任，為路州重要高等教育機構主管

，渠預定於年底前接受教育部邀請赴臺訪問，
將與國立成功大學進行各面向實質交流。同時
亦參訪公私立高教機構及中學，增進臺灣與路
易斯安那州之教育關係。

本處與本處與XavierXavier大學全體與會人員合影大學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羅總領事復文偕同仁與羅總領事復文偕同仁與XavierXavier大學校長大學校長
Dr. C. Reynold VerretDr. C. Reynold Verret等會談等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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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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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