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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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專營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018~202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018~202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李元鐘保險

李
元

鐘保險關心
您

李
元

鐘保險關心
您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
11月12日於僑教中心國父銅像
前，舉行紀念國父孫中山 156
歲誕辰紀念暨中華文化復興節
獻花致敬儀式。活動由中山學
術研究學會常委甘幼蘋主持，
駐處處長羅復文出席致詞，中
心副主任黃依莉陪同出席，僑
務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
王敦正、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李迎霞等僑領與僑團負責
人亦到場共襄盛舉。

甘幼蘋首先感謝大家蒞臨
追思獻花致敬儀式，並認為一
年一度的獻花致敬儀式意義重
大，緬懷中華民國創建人國父
孫中山先生不僅能凝聚僑社的
力量，更能教育華裔後代，在
緬懷孫中山過去對國家和社會
的貢獻時，也盼繼續推行孫中
山先生 「民有、民治、民享」
的建國理念並傳承下去。

羅處長復文致詞表示，美
國政府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發
放補助救濟低收入戶家庭，讓
他們得以過上安穩的生活，進
而提供他們學習求職的機會，
讓社會邁向自由富足，此正與
100多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均富
理念不謀而合，更可見其影響
之深遠，也感謝美南地區僑界
長久以來堅定支持中華民國臺
灣，共同為自由、民主與人權
努力。

致詞後進行獻花致敬儀式
，由各僑團代表依序出列向國
父銅像獻花及三鞠躬禮，獻花
活動結束後，大家合唱 「國歌
」、 「國父紀念歌」及 「古月
照今塵」等歌曲。緬懷紀念儀
式在秋末冬初凜冽的旭陽下順
利圓滿完成，整個過程簡單隆
重，氣氛莊嚴。

休士頓僑界共慶國父孫中山156歲誕辰紀念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愛心物資捐贈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愛心物資捐贈
Food Drive DonationsFood Drive Donations 花絮花絮

（徐秋蓉撰）愛心物資捐贈活動在同鄉熱
烈響應中落幕，我們也把物資及捐款交給Turn-
ing Point遊民庇護中心。此次活動在大家公益愛
心不落人之後，除了物資外並募得$1500，包括
基金會捐贈的$500。

Turning Point 負責人 Isha 特地寫信謝謝大
家支持及捐贈，他們的廚師更是興奮地把大家
的愛心食物調理成特別佳餚，與他們的居民分
享。

此次活動能如此圓滿完成，除了感謝大家
的支持之外，也要謝謝活動中心的兩位經理
News和洪先生協助收集物資。

基金會CSC之後將持續社區慈善服務，也
歡迎同鄉加入我們的隊伍。

羅復文與美南地區僑領及僑團負責人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羅復文與美南地區僑領及僑團負責人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 羅復文感謝僑界長期支持中華民國臺灣羅復文感謝僑界長期支持中華民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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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神十四乘組完成第三次太空出艙神十四乘組完成第三次太空出艙

航天員太空艙外建天橋

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17日完

成中國太空站“T”字基本構型組裝完

成後的首次太空出艙活動，這也是中

國航天員乘組首次在一次飛行任務中

進行三次太空出艙活動。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宣布，11月17日16時50分，

經過約5.5小時的出艙活動，神舟十四

號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哲密切協

同，首次檢驗了航天員與組合機械臂

協同工作的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問天

實驗艙氣閘艙和出艙活動相關支持設

備的功能性能，圓滿完成出艙活動全

部既定任務。

還記得天和核心艙入軌後，
航天員在中國太空站進行首次太空
出艙時，全國乃至全球華人歡呼雀
躍的盛景嗎？那時消息瞬間衝上
“熱搜”，“霸佔”頭版頭條。航

天員吃過什麼，髮型如何，拍了哪些照片，無一不是
坊間熱議焦點。相比之下，神舟十四號第三次太空出
艙，也是中國太空站的第七次太空出艙，在輿論場上
多少有些平淡了。

是的，如今航天員們在太空站的生活，在中國強
大的天地通訊網絡展示下，幾乎人人都已“沉浸式”
體驗過一番。哪怕是對航天技術考驗極大的太空出
艙，都成為了民眾習以為常的又一次圓滿成功。其
實，這次出艙真的一點都不平淡。航天員蔡旭哲完成的
首次跨艙段艙外行走，太空站的大小機械臂合體助力出
艙，這在專業人士看來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技術。
從第一次出艙時的8小時不斷磨合，到第七次出艙的5.5
小時提前完成，越來越熟練的配合，越來越“絲滑”的
銜接，背後是航天員無比刻苦的訓練，是無數航天人精
心細緻的操作，是科研人員日以繼夜的奮戰。中國太空
站今年內將完成在軌建造，國家太空實驗室即將運
營。太空站今後每年將迎來兩次載人飛行任務，也將
迎來更多太空出艙，真正成為實現空間科學研究夢想
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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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1717日在北京航日在北京航
天飛行控制中心拍攝天飛行控制中心拍攝
的神舟十四號航天員的神舟十四號航天員
蔡旭哲成功出艙的畫蔡旭哲成功出艙的畫
面面。。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1717日在北京日在北京
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拍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拍
攝的航天員陳冬成功攝的航天員陳冬成功
出艙的畫面出艙的畫面。。新華社新華社

神舟十四號乘組17日進行第三次出艙活
動。11時16分，問天艙氣閘艙出艙艙門

成功開啟，身着“飛天”艙外航天服的航天員
陳冬已出艙，蔡旭哲準備出艙，航天員劉洋在
核心艙內配合支持。13時10分，航天員陳冬、
蔡旭哲已完成出艙後各項準備，正在進行艙間
連接裝置安裝作業。

原本預計6.5小時完成的太空出艙，提前1
小時順利完成。16時50分，航天員陳冬、蔡旭
哲已安全返回太空站問天實驗艙。出艙活動期
間，他們首先完成了天和核心艙與問天實驗艙
艙間連接裝置、天和核心艙與夢天實驗艙艙間
連接裝置安裝，搭建起一座三艙間艙外行走的
“天橋”，航天員蔡旭哲通過“天橋”實現了
首次跨艙段艙外行走。

艙間連接裝置 助跨艙在軌維修作業
據新華社報道，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總體設

計部空間站系統總體副主任設計師李學東介
紹，中國太空站“T”字構型特殊而複雜，要
順利完成從一個艙段的外壁轉移至另一個艙段
等多項艙外任務，對於身着厚重航天服的航天
員來說無疑充滿挑戰。為了讓航天員自在“穿
梭”於艙段間完成各項艙外任務，搭建一條艙
間轉移路徑成為首選。

為此，航天科技集團五院艙外維修工具研製
團隊特別為太空站設計了靈活而安全的艙間連接
裝置，它是目前太空站上行艙外工具中長度最
大，且可以跨艙開展空間在軌維修作業的關鍵設
備。

據介紹，問天實驗艙艙間連接裝置長度約為
3.2米，重約16公斤；夢天實驗艙艙間連接裝置
長度約為2.6米，重約15公斤。航天員將其一端

與實驗艙連接裝置的基座連接，另一端與天和核
心艙的環形扶手連接，安裝完成後，航天員可實
現從實驗艙到天和核心艙的爬行，不再需要機械
臂臨時搭橋。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任務中，太空站
大、小機械臂首次聯手，形成組合機械臂，全
力支撐出艙任務順利實施：機械臂按照地面規
劃，精準運動到指定位置，配合航天員完成操
作任務，在整個任務中，機械臂運動精度符合
要求，與航天員配合堪稱完美。

大小機械臂聯手工作更靈活自由
據介紹，組合機械臂由大機械臂、小機械

臂和大小臂轉接連接件共同組成。其中，大小
臂轉接連接件由大機械臂目標適配器和小機械
臂目標適配器同原理部件組成，能夠被大機械
臂和小機械臂的末端分別捕獲，捕獲之後即形
成組合臂。大臂加小臂，使組合機械臂的覆蓋
半徑大為擴展，站在天和核心艙的目標適配器
上，能夠對本次任務的三艙目標進行操作——
這是單臂無法做到的。此外，相較於只有7個
自由度的大、小機械臂，組合臂的自由度達到
了14個，工作起來更加靈活自由。

不過，長度增加和自由度提高對組合機械臂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航天科技集
團五院總體設計部機械臂產品副總師高升介紹，
機械臂變長後，柔性隨之變大，在進行目標操作
時的控制難度增大，變長的機械臂也會增加運動
規劃的難度，大、小機械臂在運動規劃時要考慮
對方的姿態。

為克服上述技術難題，在太空站總體的牽
引下，機械臂研製團隊充分論證、反覆試驗，
確保了組合機械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為艙外
載荷照料和航天員出艙等任務提供了更加強大
的保障。現在只需要通過組合機械臂，就能輕
鬆把小機械臂轉移到夢天實驗艙，轉移之後
大、小機械臂分開，小機械臂再爬到相應的目
標適配器上完成任務。

神舟十四號乘組的第三次出艙，也是中國太
空站的第7次出艙任務。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空間
站系統副總指揮王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後續每
個航天員乘組都會有出艙任務，主要是面向後續
艙外載荷的安裝和照料，還要出艙進行核心艙上
太陽翼的轉移等工作。據介紹，中國太空站正在
進行組合體在軌測試。不久之後，神舟十五號乘
組將進入太空站，與神舟十四號乘組在太空中完
成交接班，隨後，神舟十四號乘組將完成此次長
達半年的太空之旅，返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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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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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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茅建
興）網易與美國電子遊戲開發商暴雪娛樂簽
訂的多款暴雪遊戲授權，於2023年1月到期
後將不會續期，消息拖累網易17日股價受
壓，最低曾見97.2港元，一度重挫14.6%，
收報103.5港元，跌9.05%，為表現最差藍
籌。傍晚網易公布2022年第三季業績，淨
利潤66.994億元人民幣，按年增1.1倍，公
司另宣布將會加碼回購股份。網易強調失去
暴雪遊戲代理權影響公司業績不大。

明年1月將暫停遊戲服務
暴雪娛樂17日宣布，由於與網易未就

符合暴雪運營原則和對玩家及員工承諾的
協議續簽達成協議，公司與網易的現行許
可協議將於2023年1月23日到期，屆時將
暫停在內地的大部分暴雪遊戲服務，包括
《魔獸世界》、《爐石傳說》、《守望先
鋒》、《暗黑破壞神III》、《星際爭霸》
系列、《魔獸爭霸III：重製版》和《風暴
英雄》，同時在未來幾天暫停新的銷售。
《暗黑破壞神：不朽》的共同開發和發行
有獨立的長期協議約定並將繼續進行。

暴雪娛樂自2008年起就與網易簽訂了
許可協議，涵蓋上述暴雪遊戲在內地的發
行。暴雪娛樂總裁Mike Ybarra在公告中表
示，近20年來，公司一直通過網易和其他
合作夥伴將旗下遊戲帶到內地，公司對內
地社區表現出的熱情深表感謝。公司正在
尋找替代方案，以便在未來重回內地市
場。

網易首席執行官兼董事丁磊亦在公告中
指出，公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以最大的誠
意與暴雪談判，以便雙方能繼續合作，並為內
地玩家提供服務。但雙方在關鍵條款上存在重
大分歧，因此無法達成協議，強調公司高度重
視旗下產品和運營標準，信守對內地玩家的承
諾。公告又指，受影響遊戲在2021年和
2022年首9個月的淨收入和淨利潤貢獻佔
網易總淨收入和淨利潤的百分比僅為較低
的個位數。此類授權到期不會對網易的財
務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據澎湃新聞報道，暴雪與網易終止合作是
由於價錢未能談妥，網易無法接受暴雪的高價
條件。摩根大通估計，網易涉及的暴雪在內
地遊戲許可協議，佔公司2021年總收入及
營運溢利各7%及5%，料對公司本年度的財
務貢獻相當低，不過該行對網易今年下半年
及明年遊戲前景持更謹慎的看法。瑞信亦認
為，雙方在明年終止相關遊戲的營運，料對
網易直接財務影響有限，加上暴雪在內地尋
找新的合作夥伴極具挑戰，不排除雙方有機
會克服分歧達成協議。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指，儘管面
臨宏觀環境的持續挑戰，上季度仍取得

穩健業績，集團堅定專注於能力建設，致力於
為客戶和自身發展帶來可持續且高質量的長遠
增長。他並表示，會持續夯實阿里巴巴面向未
來發展的基石，回饋股東。基於對未來發展的
信心，首席財務官徐宏透露，在現行250億美
元回購計劃下，已回購了約180億美元股份，
且已獲董事會授權將股份回購計劃增加150億
美元，並將有效期延長至2025財年底。集團
在提升運營效率和成本優化下，季度內實現經
調整EBITA同比增長29%至361.64億元。

疫下跨境電商業務放緩
惟整體消費需求疲弱，跨境電商業務放

緩，期內內地零售商業收入下降 1%至
1,312.22億元，淘寶和天貓的線上實物商品
GMV（剔除未支付訂單）同比錄得低單位數
下降，客戶管理收入同比下降7%。不過隨着
疫情好轉，GMV的降幅相較於6月份季度已
經有所收窄。

其他分部業務方面，降本增效也初見成
效。國際零售商業收入同比升3%至107.38億
元，主要受益於Trendyol電商業務的收入貢
獻有所增加。本地生活服務收入大幅提升21%
至130.73億元，菜鳥收入亦大增36%至133.67
億元。雲業務收入增長4%至207.57億元，數
字媒體及娛樂收入增4%至83.92億元。另外值
得留意的是，業績期內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產
生匯兌收益，集團的其他淨收益同比增加77%
至29.44億元。

延遲在港雙重上市計劃
此外，阿里巴巴公告稱，不會再按原計劃

於2022年底在香港聯交所完成雙重主要上
市。據其解釋，在過去數月中密切關注並考慮
各種因素，一直在為主要上市做準備。但在正
式完成轉換香港主要上市之前，還需要制定並
向股東提交審批一份新的員工持股計劃，以遵
守香港新修訂的規則。集團將持續評估各種因
素，適時向投資者提供更新。阿里17日收報
78.25港元，微跌0.7%。

阿里上季收入增3%勝預期
成本控制措施見效 回購加碼150億美元
科網股陸續發季報。阿里

巴巴17日公布截至9月底季度

業績，收入同比增加3%至2,071.76億

元（人民幣，下同），非公認會計準

則淨利潤（Non-GAAP）同比升19%

至 338.2億元，擺脫盈利四連跌之頹

勢，兩項數據均勝市場預期，表明成

本控制措施見效。不過因阿里有份投

資的上市公司股價下跌，導致淨虧損

增加，股東應佔淨虧損205.61億元。

集團又宣布已獲董事會授權將股份回

購計劃增加150億美元，並將有效期延

長至2025財年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阿里上季業績擺脫盈利四連跌之頹勢，並宣布回購加碼150億美元。 資料圖片

2021年12月31日
收報118.9元

2022年1月13日
高見135元

2022年10月25日
低見60.25元

17日收報
78.25元

阿里巴巴股價
從今年高位跌42%

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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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港32號碼頭長榮貨櫃
場，在1只貨櫃中發現1具來自美國堪薩斯
州41歲的女子遺體，遺體面部朝下趴在貨
櫃口；今(17)日開櫃員也重新還原現場，他
指出一打開貨櫃時，瞬間飄出嗆鼻惡臭，
才發現櫃內有1具女屍並頻頻喊臭，對此，
警方從死者遺體旁的物品散落位置，初步
判斷該美籍女子曾在 「貨櫃內活動過」，
但詳情仍須進一步調查。

據了解，王姓開櫃員今(17)日還原現場
，當時他一打開貨櫃時，瞬間飄出嗆鼻惡
臭，才嚇然發現櫃內有1具女屍；警方表示
，女遺體金色頭髮長及肩膀，遺體腐爛已
出現屍水體有脫水情形，被發現時身上已
佈滿一層灰塵，研判已死亡20多天，不排
除該女子在美國因不明原因進入貨櫃？在

櫃內漂流沒幾天就因窒息死亡
經警方調查，該女子遺體位置是在貨

櫃靠近後方的櫃門處，女子身旁僅有皮包
及背包，背包內沒有攜帶要出遠門衣服，
只有女姓化妝品等用品，死者遺體旁放有
一些私人物品，根據物品散落位置及疑有
使用過痕跡，初步判斷女子曾在 「貨櫃內
活動過」，但詳情仍須進一步調查。

警方指出，女屍衣著完整，根據皮夾
內身分證件，初步與遺體特徵比對，死者
疑為美國堪薩斯州41歲女子；警方指出，
這起在空貨櫃中發現女遺體案，是台中港
開港46年來首見，更特別是從未遇過這種
涉外案件，美國人死在空貨櫃中，由貨櫃
輪運抵台中港才被發現。

（中央社）地方選舉戰鼓響起，台北市議員第2選區（內湖
、南港）今年老將、新人爭出頭，形成13搶9態勢，藍綠白陣營
都想擴增原有席次，多名候選人17日在公辦政見發表會上搶搭
「內湖交通」熱潮，祭出多項交通改善方案，包括監督市府完成

捷運環狀線、汐東線，校園加蓋停車場，倡導 「交通內部化」觀
念，減低違停、違規機率。

曾任5屆議員、1屆立委的國民黨議員候選人李彥秀，主張
全齡照顧、要食安、拚建設、重文教及暢交通，包括完善聯合醫
院就醫陪伴制度、增加各校師資和雙語教育，推動 「食安自治條
例」升級版，大幅放寬都更現有制度，及監督市府完成捷運建設

。
爭取連任的國民

黨議員游淑慧、李明
賢各自祭出校園改建
時加蓋停車場，紓解停車壓力，及加速人行道更新、重新檢討車
種分流政策，落實道路平權。

民進黨議員江志銘、李建昌認為，港湖交通若要打通任督二
脈，須加速規畫捷運東環段、汐東線，發揮南港火車站交通轉運
功能，另應新闢堤頂過河隧道連接塔悠路。民進黨議員候選人何
孟樺也主張檢討紅綠燈秒數、機車轉彎規畫，讓交通更順暢，並

推廣友善、無障礙人行道。
主打 「最資深新人」的民眾黨議員候選人陳宥丞，提出居住

正義、少有所養及老有所依政見，主張建立都更諮詢中心至各里
巡迴，成立小型公共托育家園、動保視訊119，同時倡導 「交通
內部化」觀念，讓父母在建物合法空間接小孩，減低民眾違停、
違規機率。

港湖政見會 選將紛提內湖交通解方

（中央社）選戰進入最後倒數，各競選陣營接連出招。15日
遭楊鎮浯提告在社區座談會後發送百元蛋糕餐盒涉賄選的陳福海
，昨日委由律師與競選幕僚具狀前往金門地檢署，按鈴申告楊鎮
浯涉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加重誹謗罪及誣告等3大罪嫌
，還自己一個清白。

陳辦表示，針對日前遭楊陣營指控贈送蛋糕餐盒賄選全為不
實訊息、子虛烏有。陳辦強調，陳福海是受邀前往陳氏宗親會在
各鄉鎮辦理問政說明會，非為個別候選人所辦理，而且陳福海既

非主辦人，也沒有發放餐盒。
陳辦反問，楊鎮浯目前既然請假投入選舉，卻仍跑遍縣府各

大活動，按楊鎮浯的認定，活動主辦方發放的點心、伴手禮，是
否也與楊鎮浯有關？是否也有賄選意圖？

陳辦痛批楊鎮浯以卑劣的手法詆毀攻訐陳福海，企圖影響選
民的投票意向，也危害金門地區選舉文化的純淨與選舉公正性，
已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罪，已觸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

誹謗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
對此，楊辦回應，競選總部是接獲熱心民眾提供相關情資，

「檢舉」陳福海陣營有賄選之嫌，且該民眾提供之證物的價值經
查也明顯超過法務部規範的30元，所以競選總部基於維護國家
選舉之公正性，逕向金門地檢署 「檢舉」，不知為何引來陳福海
陣營之加重毀謗與誣告告訴，一切檢舉行為均為有憑有據，望陳
福海勿濫用司法資源。

空貨櫃藏美籍女屍
他還原開櫃經過 跡證洩生前關鍵舉止

（中央社）選舉進入最後倒數，選將無不最後
衝刺，不過近日2018年在各選區拿下第一高票的新
北市議員，紛紛喊出搶救，指有越來越多傳言如
「與其衝高票不如多一席」等語企圖分票，他們都

呼籲選民堅定選擇，誰服務好就選誰，別受謠言影
響。

2018 年地方選舉拿下議員全國最高票 4 萬 2673
票的中和選區議員金瑞龍，近期就遇到有不少人企
圖拔樁，更說金瑞龍的票應平均分配給其他人，這
樣大家才會都當選。

金瑞龍無奈表示，他的每一張票都是他努力耕
耘而來的，如果票可以這樣分，那為什麼還要努力
服務選民，這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他除持續勤走
基層，也呼籲選民如果覺得他服務好，就別受耳語
影響。

上次拿下全國第二高票 4 萬 2582 票的土樹三鶯
議員江怡臻同樣受到分票之苦，甚至有地方說她這

次選票砍半也能上，甚至用婦女保障名額說她只要
拿到一票就會上。

江怡臻說，這次連任確實辛苦，加上因為疫情
，無法更直接與選民接觸，且她除了藍營選票，也
有不少中間選民支持，想來分票的也有不少綠營與
無黨人士。

江怡臻說，目前最後幾天，她除了持續消毒惡
意傳言，也持續宣傳自己過去4年的政績，希望女性
、媽媽議員身分，強調與其他議員的差異性，希望
爭取選民青睞。

上次在第一選區拿下第一高票的國民黨新北市
議員陳偉杰，也在臉書喊出搶救，他表示，很多人
都跟他說 「你穩的啦！」但他認為，不能忽略選舉
的複雜和選情的變化，包括今年選情太冷、惡意散
播與謠言抹黑，都希望選民堅定支持，讓他繼續為
鄉親服務。

新北地方分票耳語 議員候選人紛喊搶救
侯友宜市場掃街像回家 駁林批沒建設

（中央社）新北市長侯友宜馬不
停蹄繼續選舉行程，除到外縣市與其
他候選人合體造勢外，昨日分別前往
新北市林口、永和掃街，他在林口菜
市場掃街時表示，菜市場有 「家的味
道」；而下午在永和掃街時，對於民
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批評新北
市沒建設，他則是列舉五股垃圾山和
塭仔圳為例，並請林佳龍多多了解新
北、認識新北。

侯友宜昨日上午前往林口菜市場
掃街，他說自己從小在菜市場長大，
父親在市場賣肉，所以每當握到油膩
膩的手，就像是握到爸爸的手一樣，
因此很喜歡到菜市場，感覺就像是回
到家，那也是他人生成長過程中，永
遠最懷念的 「家的味道」。

因此，侯友宜上任新北市長後，
大力改造 10 座市場、新建 8 座市場，
就是要讓市場的接棒可以從傳統的老
一代，沿著人情味，讓這樣的味道與
美食能夠延續給下一代，也讓市場攤
商的生意變得更好。

侯友宜也強調，全國目前共有14

座五星市場，其中新北市就單獨占了6
座，為全國第一，林口的第一公有市
場也是其中之一，所以非常感謝家人
的支持，也謝謝所有在地議員、里長
給自己滿滿支持的力量，讓改建跟改
造市場成為新北市的亮點，更讓市場
生意興隆。

下午侯友宜到永和掃街時被媒體
問到，對手林佳龍批評，新北市的建
設大多是行政院長蘇貞昌17年前的建
設，國民黨不是沒做，但是沒做好；
對此，侯友宜也強力反駁，列舉五股
垃圾山和塭仔圳為例，請林佳龍多了
解新北、認識新北。

侯友宜強調，五股垃圾山30年不
變，現在變成夏綠地、塭仔圳50年來
沒人敢動，現在也改變了，新北市是
北台灣的中心點，更帶動全台灣的發
展，還有板橋新板特區、新莊副都心
及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三個軸心，軌道
建設也有三環六線可以帶動六大產業
布局，到2030年都在直線成長中。

金門座談會餐盒爭議
楊鎮浯、陳福海互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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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高端告我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還說我散播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其實
「《傳染病防治法》是我參與制定的，沒想到

現在卻被濫用」，提到被高端控告多項罪名，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醫師笑著說，
當了一輩子醫師，從來沒有醫療糾紛、也沒被
任何人告過，現在快退休了才被告， 「歷練一
下也很好」。

高端公司不滿王任賢多次在媒體投書及受
訪，質疑高端療效、涉貪和違規取得EUA（緊
急使用授權），因此指控王任賢多項罪名並到
台北地檢署提告，還要求司法機關 「盡速偵辦
、以正視聽」。由於王任賢在SARS疫情期間曾
任 「中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揮官，創下
「中部零起院內感染」傳奇事蹟，這個在台灣

傳染病領域的超狂背景，使得他和高端的官司
引發社會極大關注。

目前是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主治
醫師的王任賢，畢業自台大醫學系，專長是發
燒疾病、性病、愛滋病及感染相關疾病，他在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接受感染科性病訓

練，返台後碰到愛滋病逐漸流行，因此推動愛
滋病防治，進而與衛生署（現為衛福部）有所
接觸，並擔任疾管局（現為疾管署）顧問，後
來在局長蘇益仁支持下，與副局長施文儀合作
制定《傳染病防治法》，不料高端竟拿他擬出
的法律告他。

王任賢指出，高端說他指高端疫苗是 「無
效疫苗」，其實他從來沒這樣講，他是指高端
未曾向民眾證實疫苗有效。他認為高端應該控
告誹謗的對象是日本政府與台灣的指揮中心，
真正誹謗高端疫苗無效的是日本政府，因為日
本開放接種國際認證疫苗旅客入境自由行，但
高端疫苗不在認證名單，形同禁止高端戰士入
境，而台灣的指揮中心主張重打3劑疫苗來補強
高端，等於是官宣高端的效果。

至於高端疫苗涉貪的部分，王任賢解釋，
這是監察院審計長陳瑞敏在立法院報告時，立
委李貴敏披露每劑成本是100多元，但是政府的
買價卻是700多元，高端疫苗採購雖然合法，但
不是合法就可以不用對外解釋，中間價差是用
公款買的，政府又沒有好好說明差價的來龍去

脈，一開始還說要把採購合約封存30年
，所以貪瀆當然是老百姓心中合理的懷
疑。

對於高端取得EUA（緊急使用授權
）是否違規，王任賢指出，高端雖然是
EUA特許上市，依然要遵守政府的規範
，應該要有第3期臨床試驗，可是當初
政府縱容高端疫苗只有 1.5 期臨床試驗
就核准EUA，被舉發後，政府要求高端
補足資料。可是已上市的高端根本不理
會，等衛福部長說重話後，高端就央求
政府幫忙把資料補齊，然後拿其他資料湊數，
當成是第4期的資料，跟疫苗保護力完全沒關係
，只是為了選舉或圓謊。

王任賢強調，當初中研院的陳培哲院士就
是因為不同意高端疫苗在未取得3期人體實驗數
據前就取得EUA，於是退出專家會議。但高端
疫苗就像一個壞孩子，這孩子一開始就不好，
竟能謊稱是 「莫德納的孿生兄弟」，其實高端
只是使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公布在
網上的序列，眾人皆可用，就被吹成 「嘴角全

沫」，還被爆料只是一間炒股公司，完全沒有
疫苗製造的經驗，但卻能在政府放棄監管的情
況下，產製得不到國際認可的疫苗。

王任賢不滿指出，高端說他涉嫌干預股市
，違反《證券交易法》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操
縱價格罪，可是他根本不玩股票，多年來只有
年輕時當醫師第一年買過台泥和亞泥股票各一
張，對於高端疫苗的相關問題，都是基於公衛
醫師的良心寫成文章並公開發表，而高端提告
其實只是壓制了醫者的良心。

質疑高端竟遭提告 抗SARS名醫嘆：
我是憑良心說話

彰化嬤手臂長角 媽祖唯醫指定救治
（中央社）故宮南院二館 「國寶修復館」9月

22日動土，工程總經費約32億元，未來故宮南院
將成雙主館，文化能量更大，嘉義縣長翁章梁表
示，故宮南院二館動工，對嘉義人來說是一件非
常高興的事！故宮是個國際性的博物館，這樣的
投資與建設勢必讓嘉義與世界連結，與農工大縣
發展節奏更有加乘作用。

故宮南院二館工程由內政部營建署專業代辦
，歷經 3 次流標後，7 月 27 日決標，工程費 31 億
9394萬元，預計2026年10月前主體建築完工，再
由故宮續辦室內裝修及策展，2027年12月底開館
試營運。

翁章梁說，32億不是小錢，南院要蓋二館，
代表要強化南院的文化能量和強度，能為南院、
嘉義觀光文化帶來更大的影響力。

翁章梁曾說，吳密察接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
，南院定調非常清楚，就是南北一致，北院有的

展覽，南院也會有，進一步肯定南院與地方的結
合度非常高，不管是學生免費參觀或是與在地社
區結合，更為嘉義縣的觀光帶來正面效應。

翁章梁說，故宮南院的隔壁就是嘉義科學園
區，附近還有馬稠後工業區，南院離高鐵嘉義站
只有6分鐘車程，未來五分車也要連接到南院，縣
治所在區域發展配合公辦重劃，將大躍進成科技
、文化、醫療、消費及政治中心，在在都顯示故
宮南院跟嘉義的發展同步。

南院旁的微型文創園區，將由光禹國際投資
14.5億打造結合科技、旅遊、文創的 「東方威尼斯
─Holo Park 羊角藝術村」，不但是縣治特區第 1
個大型商業投資，更可望串聯南院、蒜頭糖廠、
朴子藝術公園與水道頭文創聚落，打造嘉縣最完
整文創區塊鏈結。

翁章梁認為， 南院加上周遭產業發展，未來
在南台灣文化影響力上，將扮演重要角色。

故宮南院推雙主館 讓嘉縣與世界接軌
（中央社）彰化縣91歲阿嬤罹患罕見

疾病，右手臂竟長出 1 根長達 7 公分的怪
異綠角，鄰居議論紛紛，家人將她帶到桃
園龍德宮問四媽祖，媽祖指示要找彰化秀
傳醫院外科醫師黃漢斌，阿嬤手臂上的
「皮角」，經黃漢斌進行手術後，已經順

利切除。
黃漢斌將此事經過貼在臉書與民眾分

享，他說，當時阿嬤右前臂被紗布包紮著
，都難掩詭異的病灶，阿嬤手臂上長角約
7公分長、寬4公分，更讓他驚訝的是家屬
遞上來 「仙界轉診單」。

黃漢斌表示，家屬說 「仙界轉診單」

是北部的四媽（媽祖），指名道姓要他們
到秀傳找黃醫師，家屬還說原本想帶奶奶
到台北治療，是媽祖指名要找黃醫師。這
讓原本看到阿嬤長角、充滿疑惑的年輕醫
師們更加疑惑。

黃漢斌說，他過去只參加過彰化南瑤
宮和鹿港天后宮的回鑾抬轎活動，北部的
活動並不熟，他還特別上網搜尋一下 「四
媽」，才知道四媽被稱為有智慧的 「讀書
媽祖」，有企畫及文筆的能力，負責命理
、功名、取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
此為信徒解惑改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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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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3 年 06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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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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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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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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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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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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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Saturday, November 19, 2022

中美論壇



BB99
星期六       2022年11月19日       Saturday, November 19, 2022

基督教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燕  子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北，中間便形成了一個漩渦，位置就在莊

園中央，因此命名為Eddy Farm。我和勞

牧師看見這條河，就想起《詩篇》126篇4
節：『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

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那種心情是

興奮的；昔日，神使以色列民從被擄之地

回歸，使南地的水復流，使流淚撒種的歡

呼收割；今天，我們身處的這個世代，無

論是在社會、在家庭、在工作和在事奉等

等，都出現很多困難，有時大到好似無法

解決和面對，但同時亦出現了逆轉的新機

會。我們相信，神要使用角聲，發揮逆轉

性的改變和影響力，改變的地方就在這個

莊園裡。」

漩渦不停流動，勞牧師和葉牧師的心

思也轉動不停，已計劃了至少19項適合在

莊園發展的事工，並舉行說明會向社區及

教會講解莊園營運模式和策略，葉牧師及

新組成的團隊同工會承擔這個項目的策劃

和營運，推動角聲同工共同參與，使這股

漩渦不斷流轉，成就角聲更精彩的未來。

角聲生命莊園是一個營地，「角聲」

將有幾方面的發展： 一. 角聲生命莊園位

於紐約州、新澤西州、賓州交界，離康

州也非常近，很多在這四州之內的中西教

會，都是在兩個小時車程之内。所以，莊

園將服事這四州之內的中西教會，讓教會

有一個美麗和完善的營會場地。 二. 「角

聲」成立近40年，按照大眾的需要，通過

不同的項目在社區中建立接觸點，尋找圈

外的羊；並通過建立友誼和

建立信仰，帶領圈外的羊認

識耶穌。現在「角聲」有了

自己的營地，可以將營會列

入外展和收割的發展計劃之

中，成為「角聲」在社區各

項事工的一個新策略。角聲

生命莊園在「角聲」社區工

發展上，將會扮演一個「承

載」的角色，讓各事工有另

一個發展的基地。 三. 角聲

生命莊園，除了為中西教會

及「角聲」各項事工，提供美麗完善的聚

會場地外，亦將按照不同年齡層的生活需

要和興趣，舉辦不同的主題營。

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將發展不

同年龄的福音營，以漸進的方

式，實踐「建立接觸點、建立友

誼、建立信仰」的策略。 四. 角
聲生命莊園，亦將成為「角聲生

命教練」的培訓基地，配合生命

教練的網上課程，舉辦實體營，

通過活動進行體驗式的學習。歡

迎教會及主內弟兄姊妹，發揮傳福音的創

意，使用角聲生命莊園，培植及收割福音

果子！

11/11(星期五)
雨天

今天下午浩恩

開車送Anna和思牡

去新澤西火車站，

我們1:38pm搭乘火車一小時後抵達紐約曼

哈頓探望賈斯汀，短暫停留半小時後，我

們又搭乘地鐵自曼哈頓去法拉盛Main街
站，45分鐘後出地鐵，走路撐著雨傘拉著

行李來到法拉盛37街“豆撈坊”吃火鍋，

我們有美好相聚時光，疫情前後約四年沒

有相見了，感謝賈斯汀愛心請客，感謝

神，保守賜平安。

爾後，找到John Hotel報到，今晚角聲

全球同工都集聚在紐約37街John Hotel ，
大家好高興在疫情兩年後再度歡聚一堂，

準備12日參加「角聲40週年慶」暨「角聲

首席總幹事交接禮」。13日至16日去Eddy 
Farm角聲生命莊園參加角聲同工營會。

筆者獲頒贈25年長期服務獎（1995-
2022共有27年）因為疫情而停辦兩年。

角聲補頒贈給我。角聲頒贈長期服務獎10
年，15年，20年，25年，30年，40年。

@Eddy Farm角聲生命莊園
角聲生命莊園是一個營地，也是「角

聲」一項嶄新的事工。葉啟明牧師說，勞

伯祥牧師計劃把莊園打造成為「福音郵

輪」，讓「角聲」同工、社區人士及眾教

會弟兄姊妹共同享用，而事

實上，莊園原本的英文名字

Eddy Farm的名字本身便蘊

含豐富的屬靈意思，在神

手裡，水也能夠回流。他

說：「Eddy不是人名，而

是指漩渦，有逆轉的意思。

莊園旁邊有條河，叫做德拉

瓦河（Delaware River），

上游的一段構成紐約州與賓夕法尼亞州的

邊界，向西的一段流入新澤西州；整條河

流有部份由北流向南，有部份由南回流向

Eddy Farm角聲生命莊園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既然已經

失去了，一切都

無法再挽回，那

你爲什麽還要

傷心難過呢，不

要往內看，不要

往後看，也不要

左右看，一切要

往上 ( 神 ) 看就

必得救。 
「我要向

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

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詩篇 121:1-3 
11/17/22 英文每日金句 :
Look unto me, and be ye saved,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ne else. Isaiah 45:22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

爲我是神，再沒有別神。    以賽亞書 45:22
 11/17/22 金玉良言 :
別人可以低估你，但你千萬不要低估

自己；不要輕言放棄，失敗不可怕，可怕的

是你輸給了自己。

「因為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聖經

　郭文仁牧師

王巧玲牧師和我應邀參加一間教會的

新堂獻殿典禮，由達拉斯乘機飛往紐約。當

地一群很有愛心的姊妹和她們的家人，熱

情款待我們，並答謝王牧師經常性的關懷。

之後，他們安排我們一同驅車前往位於紐約

上州的角聲生命莊園 (Eddy Farm)。
我們一行五人 6 月 14 日早上從紐約法

拉盛出發，路旁青山綠樹讓長久住在大平原

的我，心境特別舒暢，還打了一個盹。路上

交通順暢，98 英哩的車程，中午前到達。

角聲生命莊園位於紐約州、新澤西州、

賓州交界，離康州也非常近，很多在這四洲

之內的中西教會，都是在兩個小時車程之

內。所以，莊園將服事這四州的中西教會，

讓教會有一個美麗和完善的營會場地。這莊

園一直由美國基督徒營運，作為會議中心、

參觀角聲生命莊園 (Eddy Farm)

家庭度假勝地、喜慶婚宴、退修中心、田園

種植等用途，但受到疫情影響，加上營運者

年老計劃退休，

於是以十分優惠

的價錢及還款方

式轉售給角聲，

而角聲把莊園添

加中文名字「角

聲生命莊園」，

成為「角聲」未

來事工發展的一

個新據點。

當 車 子 駛

入莊園，眼前一

亮，睡意一掃而

光。我們走出車

外，迎接我們這

批賓客的竟是角

聲全球行政總幹事葉啟明牧師。我驚呆了，

他日前還在南加州洛杉磯開會，想不到這麼

快就回到莊園，不愧大家稱他為「莊主」。

葉牧師大概也很驚訝，見到訪客中竟

然有從遙遠的達拉斯而來的王牧師和我。葉

牧師很熱情，讓我們坐上一輛高爾夫車，載

着我們在莊園環遊一遍，邊看邊介紹地理、

環境和建築物的歷史和使用用途。莊園佔

地 80 英畝，有平原、森林、河流、群山、

小瀑布，還有小溪流景色怡人。莊園內一排

排兩層建築或平房供住

宿客房 86 間，能接待

300 位客人，有大小型

聚會場所，也有營火晚

會的絕佳之地。角聲購

入莊園以來，短期內已

舉辦了不少退修會和各

種福音營會。其中有一

間婚禮小禮堂（門窗可

以捲上，成為開放式禮

堂），禮堂有一條小路

前往對面的用於婚禮儀的白色小亭。

邊聽葉牧師的介紹和分享，邊享受大

自然的美景，我的「心歡喜、靈快樂」，身

體也知道這裡是「安然居住」的好地方（參

《聖經 ‧ 詩篇》十六篇）；也是教會大家

庭和個人小家庭退修的優勝美地。接着，葉

牧師帶我們到主大樓餐廳享用午餐。午餐美

味可囗，大家讚口不絕，還找來大廚當面誇

讚他的手藝。飯後，葉牧師又帶大家去看將

來建禱告室的地點，並由王大為牧師帶領大

家一起禱告，願上帝大大使用這禱告室。

下午還參觀了書室和客房——古色古

香，很舒適。離開前，我再次環視角聲生命

莊園，心裡想到《詩篇》十六篇 5-7 節，大

衛王讚美上帝的詩句：「耶和華是我的產

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

守。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

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哇，角聲生命莊園的確是上帝賜給華

人教會及紐約華人社區的美好禮物。

筆者和來自英國，澳大利亞，北加角聲同工合影。

葉啟明牧師

角聲 40週年慶。

為新任首席總幹事葉啟明牧師禱告

筆者獲頒贈 25年長期服務獎。

角聲董事會董事長頒贈 40年長期服務獎
給勞伯祥牧師，葉啟明牧師。

思牡，Mona, Nancy,在角聲生命莊園拍照留念。

角聲生命莊園全貌景緻。

20221119美南福音版.indd   1 2022/11/18   下午 12:11:28



BB1010
星期六       2022年11月19日       Saturday, November 19, 2022

飲食健康

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公务员何先生两年前体检发现轻度脂

肪肝，心里很是恐慌。后和同事们一聊，

才发现35岁以上的男人们多半都有点毛病

：不是脂肪肝，就是高血脂，糖尿病、高

血压也不罕见。何先生的心情从担心变成

了庆幸，喝酒吃饭的日子照旧欢畅，运动

健身的事情完全想不起来。

今年再度体检，何先生的脂肪肝变成

了中度脂肪肝，转氨酶轻度升高，而且肝

区开始有不适感，脸色有点发暗，身体特

别沉重，容易疲倦，总是昏昏欲睡。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成功人士常见的

脂肪肝。

脂肪肝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

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近几年，脂肪肝已

成为亚洲地区最常见肝病，中国人的患病

率更呈节节攀升之势。

目前，作为重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脂肪性肝病现已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全

球第一大肝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构

成严重危害。

1、什么是脂肪肝？

脂肪肝是脂肪在肝脏过度沉积的临床

综合征。

健康人群肝脏的脂肪含量约占肝脏重

量的5%，当肝脏脂肪重量超过肝脏重量

的5%就是脂肪肝了，超过15%是中度脂肪

肝，超过30%属重度脂肪肝。

脂肪肝的脂肪并非人们想象那样包裹

在肝脏的表面，而是充斥在肝细胞里面，

表现为肝细胞脂肪变性。因而，脂肪太多

会损害肝细胞，逐渐形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

脂肪肝的发生"悄无声息"，临床症状

轻微而且没有特异性，肝功能仅轻度异常

或正常。患者常常因为体检或其他疾病检

查时发现，但这并不意味脂肪肝对于健康

没有影响。

2、哪些人容易患上脂肪肝？

脂肪肝是生活方式病，久坐少动、应酬

多多、作息无序的人最易被脂肪肝缠上。

最容易导致脂肪肝的主要有五个因素：

（1）经常大鱼大肉或摄入过多淀粉

类和糖分；

（2）长期大量饮酒；

（3）久坐，平时极少运动；

（4）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

（5）某些原因导致的肝损害如病毒

性肝炎、药物等。

不幸跻身脂肪肝队伍的固然要警醒，

着手调理治疗；未出现脂肪肝的也应防患

于未然，赶快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只有

这样，才能远离脂肪肝。

3、脂肪肝，会危害健康么？

不少年轻人，仗着自己"年轻气盛"，

不把脂肪肝当一回事，该吃吃、该喝喝，

一不小心就把轻度脂肪肝拖延成中度，中

度再到重度，最后就离肝硬化、甚至肝癌

不远了！

即使是无症状的单纯脂肪肝，也是一

种疾病，并不仅仅是亚健康状态！据数据

统计来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若不减少饮

酒量：酗酒超过5年患者中，酒精性脂肪

肝、酒精性肝炎和酒精性肝硬化的患病率

分别为50%、10%和10%。10年内发展为

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比例是

20%，也就是每5个中就有1个。

成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约为

15%，其中80%-90%是单纯性脂肪肝，脂

肪性肝硬化低于1%。虽然进展缓慢，随

访5-10年发现，发生代谢综合征、2型糖

尿病、冠心病的概率较普通人群显著增加

。

4、脂肪肝与肝癌有什么关系吗？

事实上，临床发现很多无明显诱因的

肝硬化、肝癌的患者其实都是由乙肝病毒

引起。

脂肪肝一出现，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

步入肝硬化的泥潭，继而跨入肝癌的禁区

。钟碧慧表示，脂肪肝早期治疗效果会更

好，部分病人的病情是可逆的。

5、如何治疗？

脂肪肝患者一定要动起来，无论是对

轻、中、重度脂肪肝患者，运动疗法都是

首选的治疗方法。运动方式以消耗热卡的

有氧运动为佳，例如游泳、慢跑、快走。

在运动的基础上科学控制饮食，少吃高热

量高脂肪的精细食品，多吃粗粮、蔬菜、

水果。

在3-6个月运动疗法无效的情况下，

就要考虑药物治疗。运动后血脂仍然降不

下来的应使用降血脂药物;过度肥胖的应使

用减肥药;伴随代谢综合征的可使用胰岛素

增敏剂;和酒精有关的要戒酒。对于伴有肝

功能损害的脂肪性肝炎患者，必须加用保

肝药物,以促进脂肪性肝炎的康复。

在运动的同时，还需要注意3条事项

：

（1）合理的饮食结构

坚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

为辅，预防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和脂

肪肝的发生。

（2）纠正不良饮食习惯

少饮酒或者戒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

。少吃零食、甜食、夜宵、含糖饮料。

（3）定期健康体检

有肥胖症、糖尿病、高脂血症、脂

肪肝家族史者，应加强自我保健意识，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以便尽早发现肥胖

、脂肪肝、糖尿病等，及时采取相关措

施阻止病情发展。

脂肪肝，究竟是"大病"，还是"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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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十月22日出席觀賞中華合唱團"璀璨五十 歲月留聲"演唱會的觀眾，必然對年
輕，風度翩翩，彈奏出神入化的伴奏留下深刻印象，他就是鋼琴家楊明先生。

楊明來自臺灣高雄，於臺灣師範大學取得鋼琴演奏學士學位，師從范 克來本
全國鋼琴大賽獲獎者諸大明教授。在校期間獲得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並與師
大交響樂團演出莫扎特笫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楊明現於美國休士頓大學攻讀鋼
琴演奏和鋼琴合作碩士雙學位，師從 Timothy Hester。

楊明現任教於 Vivo Professional Music School，同時也是休士頓中華合唱團，
休士頓臺聲合唱團的伴奏。在休士頓大學期間，獲得 Moores Mountain Music
Scholarship 和 JCCAA 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 Scholarship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音樂獎學金) 等獎學金。

得獎經歷: 2015年 臺灣師範大學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2014年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鋼琴五重奏第一名。

楊明將舉辦畢業獨奏會，日期為十一月20日中午12時，地點在休大 Dudley
Recital Hall，敬邀大家參加，免費入場。

(可以導航到Moores School of Music，地址如下
University of Houston, 3333 Cullen Blvd Room 120, Houston, TX 77004)

楊明鋼琴家獨奏會

(原定11 月19 日的打疫苗活動取消，
改期至12月3日）

時間：12月3日，早上10點開始
地 址 ： 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42
合作單位：Walgreens, Deerbrook家庭

醫學診所
服務項目：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血

糖評估、糖尿病研討會、丙型肝炎篩查、
健保諮詢、奧巴馬保險預約、All Of Us 一
對一講解

流感、新冠疫苗：
流感疫苗：有保險者持保險卡免費。

無保險，65歲以下限量免費（50針）
COVID-19 新 冠 疫 苗 全 部 免 費

（moderna）
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流 感 疫 苗 並 不 能 預 防 感 染 COV-

ID-19 。然而，在這個季節接種流感疫苗
尤為重要，因為流感和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會引起類似的症狀。接種
流感疫苗可緩解可能與 COVID-19 症狀

相混淆的症狀。預防流感、減少流感重症
以及因此引起的住院治療，也可降低需要
住院的人數。

新冠疫苗的重要性：
COVID-19疫苗是應對大流行和預防

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工具。就感染和傳播而
言，疫苗會提供一些保護。
血糖評估與教育：
18歲以上
無需保險
免費檢測（50人），原價 $60
黃捷醫師將現場介紹糖尿病的類型、預防
和風險因素，並解答關於糖尿病的問題

認識糖尿病和評估血糖的重要性：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十個人中
有九個不知道自己屬於糖尿病前期；超過
五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糖
尿病。亞洲人更屬於糖尿病高危人群。由
於糖尿病是一種嚴重但可治療並預防的疾
病，通過評估血糖水平，我們可以及時發
現患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前期的人士。

王朝旅遊為各位客人帶來多條日本行程，7-10天的行程覆蓋大阪，京都，東京，富士山…各種打卡勝地！
全程入住booking4-5星級酒店，100%純玩高品質團，景點門票小費一價全含

自由購物時間血拼到手軟！更有六大亮點讓您的日本之旅與眾不同
亮點一：兩人成行，保證出

發！
亮點二：精選住宿！東京連

住二到四晚東京塔下王子酒店或
同級；溫泉百選之浜名湖酒店，
臨湖而居；大阪連住兩晚五星酒
店貝嘉露斯海景酒店 (Hotel Bay
Gulls) 或同級；

亮點三：精選美食！包含特
色美食：呷哺呷哺小火鍋，溫泉
酒店料理，釜飯禦膳料理，居酒
屋海鮮丼+烏面定食，特別安排：
日料海鮮歡送晚宴，無限暢吃！
無限量供應！

亮點四：精選行程！行程包
含市場上所有經典打卡地，還特
別新增：銀座散策、涉谷、忠犬
八公、新宿都廳展望台、歌舞伎
町、大阪城公園、石垣和護城河
等景點，更加深度遊覽東京、大
阪、奈良！同時我們追加賞櫻季
和賞楓季特別安排；

亮點五：獨家安排！東京夜
遊！東京貴族娛樂場所—船型屋
，覽東京灣風光品日式小火鍋賞

歌舞表演；東京最古
老神社之一的神田明
神 ， 觀 日 本 文 化 雜
SHOW；網紅打卡：
登東京塔賞東京絢麗
多彩的夜景。夜遊兩
人成團。

亮點六：12/31/
2022之前下單亞洲日
本 產 品 即 可 立 減
$100/人 （ 無 任 何 報
名人數限制）！！！

我們的日本多日
游主要分為不去神戶
系列與去神戶系列：
不去神戶系列：
NRTKIX7： 東 京 —
富士山—浜名湖地區
—京都—大阪—奈良
—大阪
NRTKIX8：東京—橫濱—鐮倉—
東京+NRTKIX7
NRTKIX9：東京自由行+NRT-
KIX8

去神戶系列：
NRTKIX8-B：NRTKIX7+神戶
NRTKIX9-B：NRTKIX8+神戶
NRTKIX10-B：NRTKIX9+神戶

光鹽社12/3/2022健康日

今年 9 月，彭水县检察院干警与该县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共同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

仿制正品罐装，印上假冒饮品商标的

图案后秒变名牌，真假红牛难以分辨，消

费者稍不注意，就难免上当受骗……经重

庆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一起假冒

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二

审判决生效，12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各

并处不等罚金。

此案的成功办理，斩断了涉及 5 个省

市的产、供、销“一条龙”的山寨红牛产

业链条，有力地震慑了此类犯罪行为。

举报信息牵出一条产业利益链

“这味道不对啊！”2019 年 12 月，陈

师傅在彭水县某超市买了一瓶红牛提神，

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在与商家协商无

果后，便将该问题反映到重庆市公安局打

假总队的举报网站上。类似的举报信息，

打假总队已经接到了好几起。于是，彭水

县公安机关迅速抽调警力，与打假总队组

成联合专案组，立即开展调查。

2020 年 10 月，专案组兵分 5 路、集结

100 余名精干警力，分别在河南漯河、河

北石家庄、天津滨海、四川成都、重庆彭

水等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至此，公安机

关共抓获涉案人员 90 余名，捣毁生产假冒

红牛饮料的“黑工厂”5 处、仓储“黑窝

点”30 处，查获生产线 10 条，现场缴获假

冒成品饮料 30 余万瓶、包装材料 400 万件

，涉案金额超 1 亿元。

经侦查，一个横跨数省的犯罪团伙逐

渐浮现。2018 年至 2019 年，谢某联合几名

同案犯成立了 A 金属公司，该公司将设计

好的假冒饮品商标图案提供给郭某，郭某

将图案印刷到铁皮上再发回给谢某的某金

属公司加工成罐体，供谢某的 B 食品公司

用于生产假冒品牌饮料。除自产自销外，

谢某等人还为他人提供半成品、包装材料

等，在材料商、生产商、代工厂之间周旋

自如。

“最开始，知道 A 金属公司和 B 食品

公司的人并不多，谢某主要靠这两个公司

进行牟利。等影响力形成之后，就有客户

找上谢某了……”办案人员介绍，谢某的

公司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分化出小经销

商。付某原是谢某山寨饮品的经销商，为

了压低成本，进一步牟取暴利，他直接让

A 金属公司及郭某为其提供山寨饮品的罐

体和假冒商标，再委托 B 食品公司代加工

假冒红牛饮料，每件支付 5 元至 5.5 元不等

的代加工费。于是，付某从原本最末端的

经销商变成了制造商。

由此，谢某、郭某、付某等人形成了

配合默契、分工细化、环环相扣的产、供

、销“一条龙”制假售假模式。

提前介入精准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案件受理后，正值刑法修正案（十一

）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入罪标

准调整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因此如何界定违法所得数额

和认定情节等问题一度让公安机关犯了难

，彭水县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侦查。

“针对本案多人参与、分工负责的犯

罪事实，需要严格审查每名制假售假参与

者的参与程度与情节轻重。”“侦查视野

不能仅限于制假和销售人员，对为上游制

假提供半成品、包装材料等假冒注册商标

标识的人员也要依法追究责任。”“按照

从 旧 兼 从 轻 原 则 ， 应 当 适 用 刑 法 修 正 案

（十）进行定罪量刑。”在重庆市检察院

和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的指导下，彭水

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与侦查人员反复研究

了 6000 多页的卷宗，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

，围绕犯罪数额认定、共犯地位作用等问

题提出侦查意见，并列明取证提纲，引导

侦查人员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同时，

检察机关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

的违法所得金额进行了补证，使该案形成

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我觉得不该罚我那么多钱……”2021

年 1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但部分犯罪嫌疑人对犯罪金额和

情节不认罪，如何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是个新问题。承办检察官严格审查每名制

假售假参与者的参与程度与情节轻重，并

充分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最终，12 名犯罪嫌疑人中有 10 人认可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事实、罪名，主动退

回违法所得共计 158.9 万元，同时一次性赔

偿知识产权权利人 147 万元，权利人表示

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

对其侵犯注册商标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

2021 年 8 月，根据 12 名犯罪嫌疑人的

不同认罪认罚态度，办案检察官分别提出

了不同的量刑建议，并以涉嫌假冒注册商

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 12 人

提起公诉。今年 1 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并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判决作出后， 2

名未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提出上诉。法院日

前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构建“司法实务+企业需求+法律研究”综

合保护

在办案过程中，在重庆市检察院和重

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的指导下，彭水县检

察院在办案中还组织刑事、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官进行同步审查，发现行政

违法线索 7 条、公益诉讼线索 1 条。

彭水县检察院将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调

查核实发现的辖区部分经营主体违规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 7 条行政违法线索移

送该县市场监管局，并制发了涉知识产权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彭水县市场监管局接

到检察建议和移送线索后高度重视，对 7

个售假商户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依据检察

建议及时进行整改，并向检察机关回复整

改情况。检察官与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还

多次赴权益受损企业和商店开展联合普法

活动，不少商家感慨道：“你们打击了山

寨产品，我们这些卖正品的才有活路。”

“为强化对知识产权的综合保护，我

院知识产权办公室也积极与公安、法院等

司法机关开展司法适用问题探讨，研究如

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氛围。

”彭水县检察院检察长陈荣鹏介绍。

包装一模一样，为何这瓶红牛味道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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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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SAT_B1_Print.pdf (p.1)
	1119SAT_B2_Print.pdf (p.2)
	1119SAT_B3_Print.pdf (p.3)
	1119SAT_B4_Print.pdf (p.4)
	1119SAT_B5_Print.pdf (p.5)
	1119SAT_B6_Print.pdf (p.6)
	1119SAT_B7_Print.pdf (p.7)
	1119SAT_B8_Print.pdf (p.8)
	1119SAT_B9_Print.pdf (p.9)
	1119SAT_B10_Print.pdf (p.10)
	1119SAT_B11_Print.pdf (p.11)
	1119SAT_B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