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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陳信良牧師率領公報社社長方嵐亭牧師、
美國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亞洲宣教主任王順吉牧師夫婦、休士頓基督長老教會
總幹事Lynn Hargrove、僑務委員陳美芬及北美旅館公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清亮
前來駐休士頓台北辦事處拜訪羅復文處長，陳信良總幹事代表總會特別感謝
駐處為國家前途打拚及熱心服務僑民，並盼加強台灣與德州宗教交流。

歡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來德州促進宗教交流

紐 約 ， 紐 約 州 （2022 年 10 月 ） – 在
Thomas Schumacher 的領導下，迪士尼戲劇製作
集團正在推出一次全新創作的Aladdin 北美巡迴
演出，讓這個熱門百老匯音樂劇在以往的巡演
中未到達的城市和場地為新觀眾帶來娛樂體驗
。

這次新巡演在 2022 年 10 月在紐約州斯克
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 的普羅克特斯(Proc-
tors) 劇院首演，並將在 2022 至 23 年季度在 36
個城市中表演。如欲接收有關巡演消息，或者
查看製作團隊的完整日程和演員，請造訪 www.
AladdinTheMusical.com/tour。

Aladdin 的這一次新製作僱用了約 75 名劇
場專業人士一同巡演，以及在各個城市僱用約
40 名額外人員。至今為止，這個長青百老匯製
作團隊和之前的三年巡演已僱用了超過 600 名
劇場工作者。

製 作 團 隊 演 員 包 括 Adi Roy (Aladdin)、
Marcus M. Martin (Genie)、Senzel Ahmady (Jas-
mine)、Anand Nagraj (Jafar)、Aaron Choi (Iago)、

Sorab Wadia (Sultan)、Ben Chavez (Omar)、Jake
Letts (Babkak)、 Colt Prattes (Kassim)、 Dwelvan
David （Genie、Jafar 和 Sultan 替補演員）和 J.
Andrew Speas（Genie、Sultan 和 Babkak 替補演
員）。

其他演出人員包括 Alyssa Anani、Carina R.
Avila、Daniel Brackett、Brandon Burks、Victoria
Byrd、Edward Cuellar、Cody Hernández、Josh-
ua Kenneth Allen Johnson、Tyler Johnson-Cam-
pion、 Maya Kazzaz、 Brandon J. Large、 Lauren
Mariasoosay、 Melissa Hunter McCann、 Angelina
Mullins、Omar Nieves、Ryan Rodiño、Camer-
on Sirian、 Taylor Mackenzie Smith 和 Asten
Stewart。

「在我長大的歲月中，Jasmine 是我最喜愛
的公主。我的夢想是長大後和她一樣。我太喜
歡她了，喜歡到當我的妹妹出生時，當時 5 歲
的我請求我的父母將她起名為Jasmine，他們也
的確那樣做了。」Senzel Ahmady (Jasmine) 說道
。 「Jasmine 絕對是我的夢中角色，而 Aladdin

還融合了中東、
北非、中亞和南
亞如此之多的美
麗文化。我很自
豪可以是第一個
出演 Jasmine 的中
亞裔演員。」

百老彙和之前
的北美巡演製作
廣受許多國家領
先出版物的好評
：

「擁有精靈魔
法 的 演 出 ！
《Aladdin》 正 合
你的口味！觀眾
看 得 眼 花 撩 亂
…… 帶 來 的 悸 動
可以讓所有人感
到 驚 喜 ！ 」 –
《 今 日 美 國 》
(USA Today)

「迪士尼魔法
！Bob Crowley 又
一次推出了炫目
的迪士尼設計。
導演 Nicholaw 利
用高超技術把玩
這一切，在浪漫

和 喜 劇 中
達 到 了 平
衡 。 」 –
《 美 聯 社
》 (Associ-
ated Press)

「Aladdin
巡 演 起 飛
！ 音 樂 劇
在 演 出 達
顛 峰 之 時
能 展 現 奇
蹟 的 大 膽
之 作 ， 尤
其是Alad-
din，它讓我想起迪士尼最頂尖的動畫團隊出產
的音樂劇故事的治愈能力。 」–《娛樂周刊》
(Entertainment Weekly)

「《Friend Like Me》以感染人心的大樂隊
氣氛引起全場觀眾大笑。 」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一個活力四射且充滿驚喜的喜劇！」–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一次閃閃發亮的絕佳魔法飛毯之旅！」

Aladdin 是好看、有趣且極具話題性的表演，也
絕對適合孩童以外的所有觀眾。 」–《好萊塢
報導》(The Hollywood Reporter)

根據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動畫電影改編的
Aladdin 在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新阿姆斯特丹劇
院 (New Amsterdam Theatre) 開始百老匯演出，
備受好評，并快速成為近年來最大的新大片之
一，更打破了 14 項新阿姆斯特丹劇院售票紀錄
。北美巡迴演出是目前在全球出演的六個重製
項目之一，包括在百老匯、東京、荷蘭、墨西
哥城和德國。在全球，已有超過 1,400 萬人觀看
過Aladdin。
關於 Aladdin

由迪士尼戲劇製作集團製作的Aladdin 由東
尼 獎 和 八 次 奧 斯 卡 獎 ® 得 主 Alan Menken
（Beauty and the Beast、Newsies、Sister Act）作
曲，兩次奧斯卡獎得主Howard Ashman （Beau-
ty and the Beast、The Little Mermaid）、三次東
尼獎和三次奧斯卡獎得主Tim Rice（Evita、Ai-
da）和六次東尼獎提名人 Chad Beguelin（The
Prom、The Wedding Singer）填詞，由 Beguelin
出版書籍，且由東尼獎得主 Casey Nicholaw
（The Book of Mormon）導演和編舞。

Aladdin 由迪士尼動畫片和擁有數世紀歷史

的民間故事（包括《一千零一夜》）改編，並
在這個全新且大膽的音樂劇中被注入戲劇生命
。 Aladdin 的旅程將觀眾帶入充滿大膽冒險、經
典喜劇和永恆不變的浪漫異國世界。新製作包
含一個完整的樂譜，其中包括五首來自奧斯卡
金像獎得獎原聲帶的優美樂曲，以及更多專門
為舞台而譜寫的歌曲。

動畫片 Aladdin 是在 1992 年由迪士尼推出
，並在當時極受歡迎，一票難求，更成為了當
年最賺錢的電影。

該電影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並
推出了熱門單曲《A Whole New World》。該歌
曲贏得了電影兩個奧斯卡獎項的第二個獎項—
最佳原創歌曲獎。 Peabo Bryson/Regina Belle 的
原聲音樂更在 Billboard 百大單曲榜單上躍升成
第一名。

Aladdin 是由七次東尼獎得主舞台設計師
Bob Crowley、七次東尼獎得主燈光設計師 Na-
tasha Katz、兩次東尼獎得主服裝設計師 Gregg
Barnes，以及音效設計師 Ken Travis 所設計。

製作團隊還包括視覺設計師 Jim Steinmeyer
和 Rob Lake、髮型設計師 Josh Marquette 和化
妝設計師 Milagros Medina-Cerdeira。音樂團隊
則由音樂總監和音樂導演 Michael Kosarin 所領
導。他也負責聲樂和背景音樂安排，並與樂團
手 Danny Troob 和舞蹈音樂編導 Glen Kelly 合
作。 Anne Quart 為聯合製片人。

至今為止，Casey Nicholaw 的上一次百老匯
出品的北美巡演在 41 個城市進行了 1,201 場表
演，吸引了超過 270 萬名觀眾。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AladdinThe-
Musical.com/tour、Instagram 和 Facebook 。

迪士尼的Aladdin 推出了全新創作 北美巡迴演出
讓新觀眾得以體驗這個熱門百老匯音樂劇

台海和平論壇智庫募款餐會台海和平論壇智庫募款餐會
整晚募款近整晚募款近1313萬元萬元

20232023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線上報名開跑囉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線上報名開跑囉！！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翁履中博士擔任
召集人的 「台海和平論壇智庫」於上周六（2月
4日）晚間六時，在休士頓雅苑會舘（Signature
Manor)舉行為 「守護中華民國，台灣民主發聲
」募款餐會，獲得台灣政學界及全美各地台灣
僑界先進的大力支持，當晚共有全美台灣同鄉

聯誼會、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部,以及休士頓僑
界人士逾二百人與會。大家歡欣鼓舞相聚，拍
照，交換心聲，尤其高潮迭起的拍賣募款，一
晚上共募集近13萬美元，成果不俗。

當晚的活動由唐心琴主持，出席的嘉賓有
來自全美各地台灣同鄉聯誼會的代表徐曙明、

林映君、王燕怡及王維
等人，休士頓僑領葉宏
志、甘幼蘋、黎淑瑛、
王秀姿，達拉斯僑領谷
祖光、牟呈華等，學界
如休大教授白先慎、王
曉明等，以及淡江大學
校友會等各社團代表等
。當晚，以視訊參與活
動的有：前國安會秘書
長蘇起，國民黨立法委
員江啟臣、台北市議員
徐巧芯，及政治人物胡

自強、高金素梅等人，紛紛在視訊上發表其個
人看法。

當晚在現場發表演說的包括：台海和平論
壇智庫召集人翁履中以 「維繫台海和平，守護
台灣民主自由」，從台灣 遠道來的知名網路媒
體人朱學恆以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

死者，無以召後起」以及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
黃介正以 「正式啓動的台海和平論壇智庫未來
計劃」為題發表演講，在現場激起觀眾熱烈響
應，尤其為國外媒體提供有關台灣議題的客觀
資訊，為台海和平論述注入新活力，成為台美
間最理性的溝通管道。

這些講座也激勵了現場觀眾，大家慷慨解
囊，在拍賣、捐款方面，共有吳文龍捐美金十
萬元，王敦正一萬元買葉醉白的畫 「馬」拍賣
，朱學恆的十九件T恤義賣，再加上餐會的收
入七千多元，總計募款近十三萬元。總召集人
翁履中博士事後在

視訊中發表談話，談到（一）籌辦部分
（二）出錢出力，他非常感謝甘幼蘋、張錦娟
二位的全力協助，以及唐心琴的幫忙。希台灣
民主能朝各多元、更健康的發展。並透過與美
國國會交流，大家都一致希望 「台海和平穩定
」！

圖為圖為 「「台海和平智庫台海和平智庫」」募款餐會現場募款餐會現場，，中中
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正在發表演說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正在發表演說。。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台海和平論壇智庫台海和平論壇智庫」」召集人召集人
翁履中博士發表演說翁履中博士發表演說。（。（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發表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發表
演說演說。（。（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自台灣的知名網路媒體人朱學恆自台灣的知名網路媒體人朱學恆
發表演說發表演說。（。（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客家委
員會及原住民委員會合作辦理的 「海外青年英
語服務營」，自2006年開辦以來深獲學生及家
長等肯定，為續鼓勵海外青年返臺從事英語教
學服務，2023年除招募僑校華裔子弟外，另擴
大予主流學校臺裔教師及TCML班上非華裔學
生參與，相關資訊如下：

1. 活動時間：自2023年7月8日至8月3日
止。第1週英語教學訓練，第2、3週前往學校
實地英語教學服務，最後5天寶島文化參訪。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3年4月28日止
。

3. 報名資格：
(1) 報名時已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23 年

11月30日前年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以護

照所載年齡為準)，現居英語系國家(非英語系國
家者則需就讀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之國際學
校或檢附英文檢定B2以上證明)，並能以簡單中
文溝通者。

(2)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可推薦25歲以下，
並能以簡單中文溝通之學員參加(報名時須檢附
教師之推薦信)。

(3) 歐美地區主流學校任教之現職臺裔華語
文教師，每人可推薦2名不限族裔，並能以簡單
中文溝通之學員參加(報名時須檢附教師之推薦
信)，

年齡資格如第(1)項。
(4) 報名客籍志工者須由僑居地客家社團推

薦。
(5) 前曾參加英語服務營者。

4. 報名方式：至僑委會 「僑務活動報名系
統」進行線上報名 (https://register.ocac.gov.tw/)
，並將下列文件(1)申請人及其家長簽章之營隊
規則及規範評核表(2)醫療保險證明影本(3)僑居
國護照影本(4)在校期間所有學期成績之正是成
績單1份(5)完整接種2劑以上COVID-19疫苗證
明文件(6)數位證書系統隱私權聲明暨個資蒐集
處理授權書(7)非居於英語系國家者之英文檢定
B2以上證明之電子檔上傳至報名系統 「繳交文
件」欄位。

5. 錄取通知訂於2023年5月19日公告，錄
取者請於5月26日前回覆同意參加或不克參加
；全程參與活動之志工將核發80小時之中英文
服務證明。

6. 費用：主辦單位負責志工營隊期間膳宿

及交通，另每位志工投保新台幣400萬意外險及
40萬意外醫療險；志工自行負擔往返旅費、醫
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提前報到或
延後離營之膳宿等費用。

活動簡章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
gov.tw）＞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瀏
覽或下載運用，連結 https://www.ocac.gov.tw/
OCAC/Pages/VDetail.aspx?nodeid=1380&pid=
49769765

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張 小 姐 ：
713-789-4995 分 機 113， 電 子 郵 箱 ： lor-
rainec@houstono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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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疫後資源重整 客群需求轉變

業者遊客有共識 定製赴港遊增吸引力
“對內地遊客來說，香港真的是非常熟悉

的旅遊目的地了，所以我也一直在思
考，赴港團隊遊的優勢在哪裏。”深耕港澳產
品七年之久，周浩坦言，當前赴港團隊遊最大
的痛點，是香港地接服務成本較高，優勢不
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機場到酒店，明
明機場快線很方便也很快，為什麼要用成本更
高，而且還因為堵車可能更慢的旅遊巴士
呢？”可現實情況是，選擇跟團遊客的固有認
知是車接車送。對旅行社來說，相較於機票、
酒店、門票這些價格透明，利潤空間較小的部
分，團隊產品中的價值體現是類似於接送、導
遊講解、行程設計這樣的服務環節。“香港交
通便利，有些時候，旅遊巴士反倒是‘雞肋’
的存在。”

給客戶多重體驗 按行程訂不同酒店
三年來，香港旅遊業務的中斷，讓香港地

接社、車隊、車行等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周浩團隊需要對所有資源
進行重新評估和選擇。以酒店為例，對旅行社
來說，原本香港有一家接待大型團隊的知名酒
店，也是很多內地遊客赴港時會不假思索指定
的酒店，但疫情讓這家酒店改名轉型了。“香
港有很多新酒店開業，有很多熟悉的酒店不見
了。”以往4天3晚的行程，旅行社肯定是給客
人安排同一家酒店，即所謂“不挪窩”。但這
次的定製團，周浩想了許久，最後決定，2天住
在香港島的北角，“那邊香港的市井煙火氣非
常濃厚”。而其中1晚因為有自由活動安排，安
排了在香港老牌酒店——九龍酒店。“這兩家
酒店，一家是老牌酒店，一家是2021年才開業
的歷山酒店，一老一新，相信會給客人不一樣
的體驗。”

周浩認為，香港團隊遊要做得更好，應該
從打磨產品着手，發揮旅行社優勢，做深做細
行程設計。可對很多跟團遊客來說，行程單不
該是個付費產品，故而對旅行社來說，只提供
行程定製很難賺錢……諸如此類的“矛盾”，
如何尋求到一個“平衡點”，周浩稱，還需要
更多地接觸遊客，歸類客群，從而劃分出定製
產品類別。“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摸

索。”
“我發現，隨着人的文化層次的提高，精

神生活的豐富，人的需求也發生了轉變，肯定
要有個性化的、歸類型的旅遊。”遊客徐和平
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很多傳統的大而全的香港
團隊遊產品不再可行。“有的喜歡購物的就購
物，有的喜歡藝術就專門做藝術遊，有的喜歡
看風景那就重點打造風景線路……個性遊是未
來的方向。”這次赴港，從事藝術工作的徐和
平就很期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行，9,000
多件展品讓他心嚮往之。

傳統團仍有必要 便利年長者出遊
不過即便當前赴港團隊遊處在轉型期，對

遊客章曉敏來說，傳統赴港團仍有其必要性。
比如年長者外出遊玩，跟團總是方便些。“而
像我們年紀輕的，有些就不想做攻略，還有的
就是對景點不熟悉，還是會選擇跟團的。”如
此一來，既可避免遺漏景點，也能通過導遊的
講解了解更多目的地的文化。“文化底蘊這些
東西不知道的話，旅遊就是走馬觀花，可有了
細緻的講解，對自己的知識面查缺補漏，那就
完全是另一種感受了。”

是次章曉敏參加的香港定製團，報價
3,666元（人民幣，下同），對她來說極具性
價比。“因為行程裏面有很多新的景點，而且
現在的機票和酒店價格本身也很貴，所以感覺
總體性價比蠻高的。”

倡早預定早報團 價格更具性價比
周浩表示，是次成團到出發時間較短，酒

店和機票相對於提早預定會貴不少。“香港酒
店‘海鮮價’的特點，對於遊客和旅行社而
言，都建議提早預定，提早報團。同樣的資
源，同樣的標準，早預定一般會有更具性價比
的價格，這是香港旅遊資源供給所決定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網絡查詢獲悉，是次參團遊
客搭乘的春秋航空，當前上海至香港機票價單
程近500元，定製團入住2晚的九龍酒店單價
700多元，而入住1晚的歷山酒店單價500多
元，如此算來，僅機票酒店人均就將花費
3,000左右，報價3,666元確實比較誘人。

“聽到我的心跳
嗎？真的非常激動！
非常期待！”已經好
些年沒有去香港的廣

州市民林小姐，一看到旅行社
發布赴港遊首團的消息就馬上
報名參加，遊玩迪士尼和逛街
購物是她最期待的行程。“我
連米老鼠頭箍都提前準備好
了！”

內地赴港澳團隊遊恢復，
廣州首團6日一早出發。和林
小姐結伴而行的是另一位香港
迪士尼FANS黃小姐，已經不
止去過一次迪園的她興奮地
說：“聽說疫情期間香港迪士
尼升級了，有新的城堡，也有
新的朋友與遊客見面，我已經
迫不及待要去見新朋友了！”
在黃小姐的赴港旅遊打卡清單
中，不僅有最愛的迪士尼，還
有西九龍文化區的香港故宮、
M+博物館等。“可惜這次時
間不湊巧，M+博物館沒開，
只能下次去的時候再打卡。”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下一次是
什麼時候，黃小姐毫不猶豫地
說“今年”。

計劃年內“二刷”甚至
“三刷”香港的廣州市民不在
少數。“疫情之前我也是一年
要去好幾趟香港的。”梁小姐
說，她想念香港的小吃，也想
去免稅店逛街，她甚至已經在
網上查了攻略，計劃下一次要
去的網紅打卡點。市民的熱情
和出遊計劃，都證明如今的香
港吸引力依然在線。

廣之旅新聞發言人官鍵
說，6 日共有兩團約 40 人赴
港，未來一周內，廣之旅廣東
省內分支機構以及全國7大運
營中心，將有近千名遊客通過
航空、高鐵、大巴、船運等交
通方式，以團隊遊、自由行方
式赴港澳旅遊。“期待他們通
過旅遊的方式感受新香港，更
加希望第一批遊客回來後，用
他們的親身經歷口口相傳，介
紹更多的遊客赴港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6日上

午，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春秋航空值機櫃枱前，春

秋旅遊港澳部業務總監周浩舉着導遊旗，推着行

李車提前三個小時等候着他的赴港團隊遊客。對

周浩和許多赴港遊客來說，香港是一個非常熟悉

的旅遊目的地。“就像一個三年未見的老朋友，

這次重逢，我們除了‘噓寒問暖’之外，更要關

心它最近的變化。”周浩稱，是次赴港定製團4天

3晚的行程安排中，除了香港一些標誌性網紅打卡

點之外，還安排了大館、西九龍、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等新晉景點。周浩直言，通過這些年對遊

客喜好的了解，以及對當下香港旅遊市場的實際

情況的分析，未來，赴港團隊遊或不斷向個性定

製和城市深度遊發展。當天參與首發團的上海遊

客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認為定製路線是吸引回

頭客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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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全面通關首日內地與香港全面通關首日，，春秋旅遊組織定製團從上海春秋旅遊組織定製團從上海
飛赴香港飛赴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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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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偉文余偉文
認為認為，，隨着隨着
兩地恢復全面兩地恢復全面
通關通關，，跨境理跨境理
財通有望開放財通有望開放
第二步第二步，，期望期望
盡快推出優盡快推出優

化方案化方案。。

七成港人對灣區金融產品有需求
全面通關利好 港金管局預告理財通將擴大開放

中銀
調查

中銀香港今年初委託第三方機構進行線上問
卷調查，了解香港市民通關後前往內地的

計劃及對大灣區金融服務的需求，調查訪問了逾
2,700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接近8成港人計劃於
全面通關後前往內地，其中7成受訪者表示對大灣
區金融產品及服務有需求。

58%擬在港遙距開內地賬戶
由於內地電子支付普及，對經常往返內地和

香港的市民來說，持有內地銀行賬戶用以綁定主
流手機電子支付應用程式，對在大灣區內地出行
旅遊或生活工作帶來不少便利。在仍未持有內地
銀行賬戶或未曾使用過內地支付平台而有意開立
內地賬戶的受訪者中，有58%傾向先行在香港以
遙距方式見證開立內地銀行賬戶。

調查同時了解港人對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置
業和退休意慾，有46%的受訪者考慮於大灣區內
地城市置業，作為度假或退休養老之用，其中選
擇於深圳置業的最多，其次是廣州及中山。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副總經理劉
賽麗6日表示，隨着內地及香港全面通關，香港居
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旅遊、工作或升學等逐步回
復正常，有助推動日常支付、理財及置業等需
求。她提到，中銀香港的“大灣區開戶易”服務

協助香港居民出行前在港申請開立內地中國銀行
賬戶，以便綁定內地主流手機電子支付應用程
式，方便隨時進行充值，滿足其於大灣區日常消
費、繳付賬單或網購等需要。

為針對港人於大灣區內地城市置業的需求，
中銀香港的“置業易”按揭貸款服務覆蓋香港市
民置業熱門城市，提供物業按揭貸款、物業抵押
貸款，以及為應付物業裝修等支出提供短期資金
周轉的私人貸款服務，客戶可使用港幣作借貸及
供款。

余偉文：理財通產品冀增股票基金
余偉文6日在出席立法會財委會會議時亦提

到香港與內地的跨境理財業務的發展情況，他
說，理財通首階段發展穩健，隨着香港與內地全
面恢復通關，跨境理財通有望開放第二步，包括
產品種類會否由現時的債券基金擴大至股票基
金，甚至擴大參與機構、簡化銷售過程，現時正
與內地部委商討，並期望盡快推出優化方案。

被問及虛擬銀行參與跨境理財通的情況，余
偉文指若虛擬銀行獲內地與香港發出財富管理牌
照，相信亦可參與。

余偉文又表示，隨着香港和內地恢復全面通
關，內地訪港旅客會逐步增加，同時內地經濟反
彈亦將為香港帶來良好影響。本港目前失業率下
降至3.5%，上季經濟收縮幅度收窄至4.2%，同時
隨着防疫政策調整，他預料內地今年將出現經濟
反彈，對香港亦會帶來利好作用，他有信心內地
訪港旅客將再增加，對香港零售及餐飲等行業有
支持作用。

余偉文又提到，受惠於全面通關及復常的利
好因素，香港樓市氣氛出現好轉，今年1月的成交
量及看樓量均有所增加。但他提醒，由於香港經
濟及利率前景仍不明朗，市民作出借貸決定時要
留意利率風險，但相信金融體系仍會保持穩定。
另外，由於通脹回落走勢仍存在不確定性，美國
加息周期仍未完結，加上歐洲能源供應緊張，他
預計未來金融市場或持續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
基）美國公布最新就業數據好過預
期，市場憂慮聯儲局會延長加息周
期，港股承接外圍跌勢連跌第三
日，累跌850點。分析師表示，聯
儲局上周曾預測，加息周期未完，
今年亦不會減息，加上中美因“流
浪氣球”事件令關係轉趨緊張，市
場避險情緒升溫，預期股市會受一
定程度的壓力。

科技股捱沽 科指插3.7%
恒指6日盤中最多跌574點，

在21,000點水平之上喘定，最終
收市報 21,222 點，再挫 438 點或
2%，成交額1,361億元（港元，下
同）。科指挫3.7%報4,464點。市
場料美國加息期延長，一眾科網
股下挫，京東及美團跌 3.6%及
5%。阿里巴巴跌 2.7%，騰訊跌
2.1%，阿里健康跌7.2%，更是表
現最差藍籌。傳內地iPhone 14系
列減價，手機股舜宇大跌6.9%。

不過，商湯與沙特企業簽署諒
解備忘錄，股價逆市升6.4%，是科
指成份股中唯一錄得升幅股份。同
樣與沙地證交所簽合作備忘的港交
所卻隨大市跌4.2%。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
志分析，美國1月非農職位大超預
期，令市場調整對美聯儲議息尾聲
的樂觀情緒，也為港股帶來大漲後
回吐藉口。在復常復甦推動下，港
股3個月內已漲超8,000點，但節後
升抵22,500點後，外圍影響因素未
能消除，這就是市場出現漲過頭的
情況。

中長線基金或趁調整入場
紅蟻資本投資經理李澤銘認

為，今次港股調整有機會回落至1
月初的上升裂口位置，即大約
20,800點，屆時料有明顯支持，相
信會有部分中長線基金趁跌勢而重
新入場，吸納一些優質的科技股。

內地上月樓市成交跌勢未止，
內房及物管股繼續捱沽，碧服跌
6.1%。萬科上月合同銷售額按年跌
近兩成，股價跌4.1%。此外，由於
美匯回升，金價回落，山東黃金跌
6%，紫金跌5.1%。

利
淡
湧
現

港
股
三
連
跌
累
挫
850
點

新冠疫情3年來，香港與內地終於

恢復全面通關。過去3年，無論是香港

或內地居民，對跨境理財服務都有需

求。中銀香港6日公布的調查顯示，接

近八成受訪者計劃在全面通關後到大

灣區內地旅遊及探親，七成受訪者對

大灣區金融產品及服務有需求。金管

局總裁余偉文6日認為，隨着兩地恢復

全面通關，跨境理財通有望開放第二

步，包括擴大產品範圍及參與機構、

簡化銷售，期望盡快推出優化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 劉賽麗劉賽麗
表示表示，，全面全面
通關後香港居通關後香港居
民到大灣區內民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旅遊地城市旅遊、、
工作或升學工作或升學
等逐步回復等逐步回復

正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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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位於蘆洲中正路空中大學
對面的新希望關懷協會，從2016年起辦理
據點服務，隨後又擴充增加3個站點以及1
個失智服務據點，成為長照 C 級服務單位
，2021 年更加入新北市多元福利據點，擴
充服務身心障礙者及兒少與獨居長輩；近
期有位高齡82歲的阿嬤原先都幾乎不言不
語，在照服員的陪伴下終於開口道出童年
回憶，讓她的家人直呼不可思議。

社會局副局長許秀能、蘆洲區長陳炳
仲等，今（9）日參加據點新春擴大團拜，
在動健康老師唐莉玲的帶領下，銀髮、失
智、身障長輩和小朋友一起借用浪跡天涯
、四季紅等歌曲舞動身體，展現長輩的熱
情與活力。

今年84歲的美惠阿嬤從小被送去當養
女，有段坎坷的歲月，她剛到新希望關懷
協會的多元福利據點時，前幾堂課幾乎不
言不語，連自己年齡都忘記，後來在第20
堂課時，照服員李瑞娟剛好分享蘆洲的切
仔麵和蚵仔麵線時，阿嬤彷彿甦醒了過來
，不僅分享以前養母煮蚵仔麵線的故事，
還能快速地用手比劃勾芡攪拌的動作，令
全班同學眼睛為之一亮，連阿嬤的兒子都

覺得不可思議。
新希望關懷協會執行長呂建德表示，

他與教會牧師葉聯邦在社區蹲點服務，帶
領長輩走出家門，到據點活動、共餐、參
加各項成長課程，鼓勵長輩顧健康、心情
、家庭、人際關係和心靈等五顧；對於無
法出門的長輩，則結合教會志工和1919食
物銀行進場關懷，對於單親及弱勢兒少也
提供課後照顧陪讀，以及寒暑假營隊活動
。

呂建德說，據點與馬偕醫院合作，不
僅讓失智長輩走出家門，改善認知和動能
，也有從被服務照顧，轉為照顧別人；像
今年82歲的童曾寶蓮也是顯著案例，幫忙
每週共餐活動及接待和量測體溫、血壓等
，在據點裡可以是被照顧者，同時也是服
務者。

許秀能表示，新北市針對老人、身心
障礙者、兒少與弱勢家庭等，設置照顧據
點、銀髮俱樂部、小衛星、新住民與單親
家庭關懷站與實物銀行等共2702處；2021
年起更推動多元福利據點，目前全市已成
立119處，年底前要擴充到150處，以更完
善多元的網絡來服務民眾。

（中央社） 「2023dodo桃園國際馬拉松」將於4
月15日於桃園新屋海螺文化體驗園區開跑，最大特
色可登上台61線快速道路高架路段，欣賞桃園濱海
的白沙岬燈塔、白玉藻礁、草漯沙丘及許厝港濕地
等特色景點，賽後還有在地美食海鮮粥和即食雞胸
肉，更能抽太平洋自行車、桃禧豪華露營一泊四食
等大獎，即起開放報名。

桃園市體育局長許彥輝說，第一屆 「2023 dodo
桃園國際馬拉松」，由市府與渡簬企業公司共同舉
辦，以 「台61線快速道路」高架路段為主賽道，讓
參賽跑者們盡情奔跑在高架路面上，沿途可欣賞桃
園濱海的白沙岬燈塔、白玉藻礁、草漯沙丘及許厝
港濕地等特色景點，透過不同角度，飽覽沿途多元
變化的西部海岸線。

許彥輝說，活動會場特別擇定於 「永安海螺文
化體驗園區」，邀請全國跑者們前來體驗桃園特有
的海客文化，觀賞海螺館外觀所展現的漁港美學以
及客庄印象，此外，跑者完賽後還能至永安漁港盡
情享受新鮮平價的在地海鮮。

賽事規劃有42.195公里的全程馬拉松、21公里
的半程馬拉松、10公里的挑戰組以及5公里的休閒
組，適合不同族群的跑友參與，值得一提的是，本
賽事也邀請台灣腦性麻痺運動協會的跑友一起免費

體驗賽事，藉此鼓勵更多腦性麻痺者走出戶外；另
外全馬總冠軍的跑者可獲得3萬元獎金，半馬總冠軍
者可獲得1萬5000元獎金，歡迎跑友前來挑戰。

為獎勵完賽跑者，主辦單位於賽後特別準備在
地美食海鮮粥，以及提供本賽事聯名特仕款 「超秦
肉品就是嫩雞」即食雞胸肉，希望大家不但能跑得
暢快，完賽後更能吃個痛快，將運動健身與食補養
身共同結合。

賽後更提供抽獎活動，備有多項大獎如太平洋
自行車、都樂嬰兒推車、桃禧豪華露營一泊四食、
dodo機能服飾經典飛行外套等，值得一提的是，本
賽事紀念衫是由主辦單位自行生產的有機服裝，期
跑者們穿的舒適，跑出健康。

即日起至2月28日開放報名，額滿為止，休閒
組(5K)報名費用為 600 元、挑戰組(10K)報名費用為
800元、半馬組(21K)報名費用為1000元以及全馬組
(42.195K)報名費用為1200元，依不同組別可獲得各
種活動物資如活動紀念衣及贊助商贈品等，另團體
報名除贈送精美迷彩束口後背袋外，同時享有報名
優惠，歡迎大家一同感受桃園路跑魅力，一起享受
戶外運動，賽事詳情及報名資訊請至依貝特網站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5267)查詢
。

在台61高架橋上跑馬拉松！沿途特色景點曝 快來桃園報名

多元福利據點喚醒長者活力
失智嬤道出童年回憶家人驚呼不可思議

（中央社）學測成績即將在2月23日
公布，揮別新冠疫情陰霾，今年將有港
校來台召開疫情之後首場實體招生說明
會！其中，香港科技大學將於2月25日、
26 日在台北市大學博覽會現場，由港科
大教授主持實體面試，如獲錄取，2月底
前可拿到錄取通知書。港科大每年學費
約新台幣59.5萬元；另特設台灣學測獎學
金，最高新台幣322萬。

香港科技大學是全球前 50 名名校，
去年QS世界大學排名第34名。該校表示
，今年台灣學子基本入學門檻是高中畢
業、完成學科能力測驗，並在學測英語
科取得頂標成績；另外依照歷年來收生
標準，還要看總級分是否達到各科頂標
總 和 。 （ 詳 參 https://join.hkust.edu.hk/
zh-hant/admissions/international-qualifica-
tions#taiwan-general-scholastic-ab-
ility-test）

港校每年從秋季到隔年春季，有3輪

時間可申請隔年秋季入學，目前已經是
最晚一輪（late round）。港科大表示，
若台灣學子在2月23日之前報名，將有機
會參加2月25日或26日大學博覽會中由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主持的實體面試；如
獲錄取，將於2月底前拿到錄取通知書。
若 2 月 25 日、26 日未能前往台北，也可
以改採遠距面試。

港科大的學費是每年15.5萬港幣，約
合新台幣59.5萬元。獎學金的部分，港科
大特設台灣學測獎學金，金額由新台幣
30萬至最高322萬，將根據申請人的學術
成績及遞交的資料考慮；獎學金不需另
行申請，會在發出錄取書時一併通知。

港科大表示，除了2月25、26日在台
北場（台大綜合體育館1樓）的 「大學暨
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與學子會面
，還有27日台中場、高雄場2場香港科技
大學入學講座。

香港科大招生25日台大登場 台生獎學金最高322萬
業界估產能偏低期恐拉長 擬13日產地蛋價漲2元

（中央社）農委會更新雞蛋日產量資料，顯示
再降2000箱，剩11.4萬箱。產業界今天表示，完成
老雞汰換恢復產能要到清明節後，產量偏低的時間
恐拉長，為維持營運，擬於13日將產地價漲2元。

目前雞蛋產地價每台斤新台幣40.5元，批發價
50 元。繼上週的日產量 11.6 萬至 11.7 萬箱（每箱
200顆），相較春節過後淡季需求量為11.8萬到12
萬箱減少1000至2000箱。今天農委會更新資料顯示
，雞蛋日產量再降2000箱、剩下11.4萬箱。

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接受中央社記者電
話訪問時表示，春節洗選廠沒有全數開張，但雞蛋
仍有收取，所以約累積10天庫存量，可在春節過後
補充上市，所以補充量合併日產量，仍足以供應零
售的洗選蛋銷售使用，供應吃緊的是商用散裝雞蛋
。

記者追問，日產量會變成與去年一樣剩下10萬
多箱，跌破11萬箱嗎？對此，江文全指出，不至於
。

往年蛋雞場多在春節期間到春節過後的淡季時
段汰換老雞或換羽，以提升產能。不過，中華民國
養雞協會蛋雞事業產銷督導委員會執行長陳進丁說
，汰換老雞後還要補充雞隻，雖然政府有擴大進口
種雞，但目前補充的雞隻數量沒那麼快完成，會拖
到4月間、清明節以後。

陳進丁表示，雖然日產量不會再往下掉，不至
於跌破11萬箱，不過接下來雞蛋日產量會一直維持
在11.3萬箱到11.4萬箱，除非天氣變暖，產量可以
再多一些，不然這樣的產量維持到4月間，時間較
長，因此蛋價還是必須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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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土耳其近期遭遇百年強震，造成
土耳其與敘利亞一帶嚴重傷亡，引發全世界關心
。衛福部宣布即起可透過ATM、網路銀行、臺灣
行動支付方式捐款，明天上午8點起亦可利用四
大超商捐款。

全家表示，全家不僅為最接近民眾的生活平
台，更可隨時成為嫁接民眾與社會需求的重要橋
樑，在衛福部聯繫後完成系統設定，10日上午8
時起，民眾即可透過全台4100間全家店舖進行捐
款，邀請民眾讓愛心超越國界，跨海幫助土耳其
與敘利亞災民。

FamiPort 小額捐款單筆最低金額 100 元、最
高金額上限2萬元，只要填寫金額與收據需求資
料，即可至櫃台付款，完成代收捐款，便利民眾
發揮愛心。此筆捐款專戶帳號為270750（中央銀
行國庫局），後續款項將匯入衛生福利部賑災專
戶（衛福部土耳其震災專案），如有捐款事項確
認，可致電衛福部電話：02-8590-6666。

「衛福部土耳其震災專案」小額捐款代收自
2月10日上午8時至3月6日23：59為止，全家將
於 「衛福部土耳其震災專案」小額捐款結束後於

官網公布捐款代收金額；欲索取捐款收據民眾，
只要在FamiPort操作捐款程序時，勾選捐款收據
，將由衛生福利部統一處理，於捐款結束後寄發
收據予民眾。 操作步驟： FamiPort多媒事務體機
首頁下方選擇【衛福部土耳其震災專案】或
FamiPort多媒體事務機首頁→【服務／公益】→
【愛心公益】→【愛心捐款】→選擇【衛福部土
耳其震災專案】。

7-11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台自 8 日啟動
O2O緊急募款機制，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推動
「搶救土耳其及敘利亞震災兒童」緊急募款活動

，線上開啟 OPEN POINT APP 即時捐款、線下
就近到超過6600間門市ibon便利生活站捐助，雙
管齊下邀請民眾共同跨海幫助受災兒童及家庭度
過最艱困的時期。

2月8日到4月8日止，隨時隨地開啟OPEN
POINT APP慈善捐款可選擇單筆捐款，或為期3
個月定期定額的捐款訂閱制捐助台灣世界展望會
，亦可就近到超過6600台7-11 ibon便利生活站
按下慈善捐款 「搶救土耳其及敘利亞震災兒童」
按鈕，就能即時捐出愛心。

響應土耳其強震救災！
超商捐款步驟看這邊 APP也能做愛心

（中央社）暌違811天，室內口罩終於鬆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宣布第二階段口罩
鬆綁規畫，自2月20日開始，只有 「醫療照護、
公共運輸」兩大指定場所仍強制戴口罩外，其餘
場所由民眾自主決定是否戴口罩。開學在即，但
校園的口罩鬆綁會晚一些，待3月6日才上路，
課照中心、補習班、托嬰中心等均與校園同步。

指揮官王必勝表示，原本上周要公布口罩鬆
綁政策，延後一周是因春節連假後確診個案上升
，加上非新冠肺炎的加護病房使用率吃緊，不過
觀察本土疫情連續已5天下降，且監測國內外病
毒，未發現具威脅性的新變異株，考量疫情可控
，決宣布第二階段放寬。

指揮中心規畫，如疫情穩定，2月20日實施
室內戴口罩放寬規定，管制強度分成3大類：分
別為 「指定場所」一定要佩戴口罩，包括醫療照
護機構如醫院、診所等，以及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如捷運、雙鐵。不過，指定場所不戴口罩也開放
例外情形可 「脫罩」，包括飲食、拍照、不適合
或無法戴口罩的檢查、治療或活動。

其次為 「特殊情境」，有發燒症狀、家中有

5歲以下幼兒、免疫低下者、人潮聚集處，年長
者未施打三劑完整疫苗等，建議要佩戴；最後則
是 「其餘場所」，由民眾自主決定。

王必勝強調，這些放寬措施為通案性規定，
相關細節可以由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也就是說，
除了強制佩戴的場所外，在 「特殊情況」下，如
演唱會主辦單位或是餐廳，若規定佩戴，民眾不
配合，主辦方可拒絕讓民眾入場。

校園部分，包括各級學校、幼兒園、課照中
心、補習班、托嬰中心等，自3月6日才實施口
罩放寬。教育部主祕廖興國說明，校園指定場所
包含保健中心、校車、接駁車、娃娃車等公共空
間，均比照指揮中心規範，出入必須佩戴口罩，
另像是餐飲科系等，上課時也同樣比照規定要戴
上口罩。

因應開學在即，廖興國指出，校園防疫措施
也會再簡化，教室內原本都會在學生座位上放置
隔板，現在已經沒有強制性，由校方自行判斷是
否要擺放，至於快篩試劑分配，還是維持只要班
上有人確診，就全班每人發放1劑。

室內口罩令2月20日鬆綁 校園3月6日才放寬
防疫解封下一步 瞄準輕症免隔離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宣
布，本月20日起鬆綁室內口罩令，但公共運
輸系統、醫療照護機構仍強制戴口罩。指揮
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說明4大支
持理由，分別是：考量群體免疫力大幅提升
、變異株威脅不大、多數民眾仍會自主戴口
罩及與國際防疫方向一致。而下一步將考慮
調整確診通報定義，或取消輕症強制隔離，
改成建議性的自主隔離。

國內自去年12月1日取消室外戴口罩規
定後，許多民眾關心室內口罩何時放寬。張
上淳表示，指揮中心和專家小組從去年底開
始研議，當時認為時間點應落在 「冬天過後
」、 「呼吸道疾病流行減少之後」，預計過
年後是比較適合的時機。

張上淳說明室內口罩鬆綁的4大考量面
向，首先是國內自然感染至少40％，加上未

通報感染者，推估自然感染達6到7成，且
國內3劑疫苗接種率達76％，群體免疫保護
力已大幅提升；其次是變異株監測情形顯示
，對本土疫情影響有限，可能僅引起小幅度
流行，醫療量能足以承擔。

張上淳指出，先前放寬室外口罩政策後
，國人大多仍自主配戴口罩，且根據亞洲鄰
近國家經驗，室內口罩規定放寬後，多數民
眾仍會自主戴口罩，因此認為可回歸給民眾
自主決定。另一考量面向是，歐美國家早就
沒有強制配戴口罩，而亞太多數國家已改為
指定場所戴口罩，如新加坡、紐西蘭、韓國
等，而日本、香港正在討論適當時間放寬。

張上淳認為，未來防疫作為應走向 「分
眾式」。他建議年長者和免疫低下者，室內
口罩政策放寬後，仍應盡量戴口罩，和長者
密切接觸者，也建議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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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23 年 1 月 12 日，美國移
民局宣布從2023年1月30日開
始，EB-1C跨國公司高管移民
開放加急。

申請EB1c必須符合以下條
件：
１.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的三年
中至少有一年的時間在美國以
外的公司擔任經理或高級管理
人員。應該注意的是，這一年
的工作時間必須是持續的一年
，但不必是申請L－1之前的一
年，在過去三年當中的任何一
年都可以。這一年的工作必須
是全職工作。
2．美國公司已經成立並運營一
年以上。
3. 海外公司與美國公司有法律
上的聯繫。以下情形都可以滿
足該條件：
1〕 美 國 公 司 擁 有 海 外 公 司
50％以上的股份；
2）美國公司和海外公司均隸屬
於另外一個公司；
3）美國分公司為海外兩個企業
的合資公司。在這種情況下，
海外兩個企業均可派經理人員
來美。
為了符合 EB1C 的條件，美國
公司的海外公司在此期間必須
持續經營。
三、準備資料：
1、美國公司：公司成立文件，
章程，財務報表，報稅記錄，
員工名單，經營合同，提單，
商品保險單，銀行存款證明，
海外公司投資的匯款證明，辦
公室租約，辦公室照片等。
2、海外公司：營業執照,辦公
室照片，宣傳冊，員工名單，
年度損益表，年度利潤報表，
稅表，證明公司持續經營的其
他文件。

3、申請人：個人簡歷，學歷證
明，任命書，任職證明，工資
證明，護照複印件等。
申請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好
充分的準備，有備無患。
1、了解自己在海外公司的職務
和工作職責。
2、了解自己在美國公司的職務
、職責範圍、工資和工作條件
。
3、了解美國公司經營的情況，
如業務範圍、營業額、僱員情
況、主要產品與服務項目等。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發布新政，由於 I-829 的審
理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期
收據上自動延期的 12 個月，
從 2023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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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發布新政，由於 I-751 的審
理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期
收據上自動延期的 12 個月，
從 2023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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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3 年 1 月 12 日，美國移
民局宣布從2023年1月30日開
始，EB-1C 和 NIW 開放全面
加急。
4. 2023 年 1 月 4 日週三，美
國移民局在聯邦公報上公佈，
擬對大多數移民和入籍申請收

費進行調漲。公眾可以在 3 月
6 日之前提出意見。國土安全
部將在充分考慮公眾的意見後
，發布最終規則。在最終規則
生效之前，費用將維持現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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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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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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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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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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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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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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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
和領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
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
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
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
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
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
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
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
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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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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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ders of the U.S.-China Forum are certainly familiar with the 
forum's political position; that is it advocates true democracy, opposes 
hegemony, and promotes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issue of China policy, the Forum is very clear in its 
position of honoring the true one-China policy thus often advis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stop the hypocritical "fuzzy" Taiwan strategy which 
essentially opposes and interferes with China's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lan with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d maintained a truce 
since 1949 when China was split and governed by two parties 
(governments. Other than an artillery battle in 1958 over the Quemoy 
island near the Fujian province northwest away from Taiwan, the two 
sides have maintained peace and a growing trade relationship till now. 
China's proposed political solution - 'One Country and Two Political 
Systems' is the best approach for achieving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n 
fact, it shares the same spirit as the U.S. constitution guaranteeing its 
fifty states have their own state legislation and laws. How else can 
people join a federation or union peacefully without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and multiple systems'?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after 
being a British colony for over a century can return to China and enjoy 
growing prosperity, electoral democracy, and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gives much credit to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hile China is rising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she offers ALL Chinese people dignity and 
pride far better than when she was a victim of colonial powers.
The new book, "The Decline of the U.S. Hegemony" authored by Mr. 
Guan Zhong, a former Chief of Examination Yuan in Taiwan (in the 
same ranking as the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Chief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Chief of the Judicial Yuan and Chief of Inspection 
Yuan),  is a timely book. Thi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s political scholars who disagree with the present Taiwan 
Administration's anti-China tactics (embracing the U.S. anti-China 
strategy blindly). The book cites many facts and shares similar views 
with many authors who publish in this U.S.-China forum. Hence, I am 
devoting this column to making an introduction to Mr. Guan's book and 
offering a few comments of my own.
Mr. Guan has attributed the U.S. decline to three main causes that 
existe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r so. The first cause was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in particular, its reaction to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followed with its aggressive policies in Afghanistan, Iraq, Syria and 
Iran. Over two decades and several wars, the U.S. spent seven or eight 
trillion U.S. dollars but essentially got nothing significant in return. The 
U.S. eventually withdrew from Afghanistan abandoning the regime it 
established. The second cause was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hich 
evaporated over sixty trillion U.S. assets, a devastating damage to the 

U.S. and world economy. The U.S. economy has been in decline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transforming away from manufacturing, stressed by 
bloated government budget and military spending, and further damag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essentially had lost its middle class in 
2015 with no sign of revival. Guan attributed the third cau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which exhibited the incompetence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resulting in over one million death and a shattered 
workforce. The U.S. government is basically in anxiety (concerned 
about its decline and China's rapid rise) with no clear means to solve its 
problems. The antagonistic behavior against China in trade, technology 
sanctions and decoupling in the supply chain is a manifestation of its 
anxiety.
In an interview, Guan was asked about how would the U.S. decline 
affect the future of Taiwan, He made observations on how the U.S. 
would engage in wars, that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conditions: 1. The U.S. only engages in a limited war with the assurance 
of winning, 2. The U.S. would find surrogates to start a war and 3. The 
U.S. would only fight small nations never big countries. Therefore, in 
his view, he w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U.S. would fight for Taiwan in a 
Taiwan Strait crisis. He especially pointed out that the Russian-Ukraine 
war had amply shown that the U.S. had a unique definition of 'being a 
friend'. The Ukraine war made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less that the 
U.S. would ever fight for Taiwan. He also referred to the U.S. think tank 
analysis of the U.S.-China war which had always shown unfavorable 
results to the U.S., thus the U.S. would never engage in a war with 
China, certainly not over Taiwan.
There are many books written in the West about the U.S. and China 
including the eight books this author contributed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One can roughly sort these U.S.-China books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e, 
anti-China, advocating 'China collapse' and nitpicking China's problems; 
two, pro-America, advoca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exaggerating China's misdeeds; and the third category, advocating 
factual analysis with emphasis on history and principles. I will place 
Guan's book in category three even though its focus is on the decline of 
U.S. hegemony. Guan is by no means the first person to notice the U.S. 
decline, however, he is looking through the Taiwan lens. Taiwan'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itself as an ally of the U.S., aligned 
with the ideology of anti-communism and democracy defender. Mr. 

Guan lives in Taiwan, perhaps, he finds it compelling to write the book 
to warn his fellow citizens not to blindly to place trust completely in 
the U.S. This author agrees with that assessment. So I would 
recommend this book to readers who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than the future of the U.S. The readers should focus 
on
the facts  Mr. Guan cited and judge on whether they are factual and 
convincing especially on the issue: Should Taiwan place its future in 
the hands of the U.S.
Presently, the U.S. media is raging an anti-China media war to the 
point that fake news and false reports are appearing daily. If you ever 
have doubts about the 'genocide of Uyghurs' story or the 'COVID was 
created by China' claim, then we must ask why the U.S. does what it 
does in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strategy. In its 250 years of 
history, the U.S. did rise to be a superpower even briefly as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But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the U.S. is in 
decline, we may correlate the fac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Many scholars including Guan described that 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strategy are based on self-interest not on 
the nobl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uch as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asically hypocritical behavior. One 
cannot fault a nation to be selfish. However, to what degree a nation 
can be hypocritical to fulfill its selfish goals? This is a moral issue as 
well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matter deserving some discussion.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row out a story to lead r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 moral issue. Let us compare the U.S. hegemony behavior 
with the conduct of high-sea pirates. They are strikingly similar. The 
pirate bands form a group and elect a leader. They loot properties by 
force and divide the captured goods among themselves. They savagely 
kill their victims out of selfish 'economic' reasons so they don't have to 
share resources (food, water and supply) with the victims. The pirate 
system and economy started a few centuries ago (English became the 
naval empire). The piracy mentality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West in 
the colonial days. The Americans, a direct descent from the Anglo-
Saxon immigrants, inherited piracy and took to America, killed the 
native Indians and practiced looting, and evolved piracy into 
hegemony. Through WW I and II, the U.S. became stronger and rose 
to be a superpower. As explained by Guan and many others, the U.S. is 
now in decline. Will the U.S. wake up from the piracy mentality and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Confucius philosoph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iplomacy? We hope they do!   (Ref.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 by Peter T. Leeson, Professo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www.us-chinaforum.org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2022年11月11日中國國務院聯防聯
控機制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20條措施，取消全員核
酸，疫情管控初現曙光。

12月7日國務院疫情聯防聯控機制
綜合組發佈新10條防疫措施，通知要
求"各地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
決策部署上來，堅持第九版防控方
案、落實二十條優化措施、執行本通
知要求，堅決糾正簡單化、"一刀切
"、層層加碼等做法，反對和克服形
式主義、官僚主義，抓嚴抓實抓細各
項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
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時要
求除特殊場所，不再查驗健康碼、行
程碼，至此，疫情管控實際放開，
12月25日中國國家衛健委發佈消息
"從 即 日 起 ， 不 再 發 佈 每 日 疫 情 資
訊，將由中國疾控中心發佈相關疫情
資訊，供參考和研究使用。"

12月26日，中國國家衛健委發佈公
告"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對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採取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甲類傳染病
預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不再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
檢疫法》規定的檢疫傳染病管理。

至此由2019年12月11日從中國湖北
武漢開始爆發，延續三年的新冠疫情
在中國正式結束！

中新社香港2月3日電 (記者 劉大
煒)香港特區政府3日舉行記者會公佈
香港與內地"通關"安排。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與內地本月
6日起全面"通關"。這意味著中國正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式對外也放開，全面恢復與世界的經
濟文化交流。

由於三年疫情防控的宣傳，不到
一個月的時間，未見放開後的宣傳與
準備，中國民眾大多感到不太適應，
幸福來的太突然，恐懼也來的太突
然。

與此放開管控的同時，又因為市
冬季來臨，仿佛全國人民一個月之間
全部都感染了新冠，而且個個有症
狀，很多還比較嚴重，與前段宣傳的
95%無症狀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所
有藥房的感冒藥，退燒藥，消炎藥被
搶 購 一 空 ， 接 著 高 價 搶 購 輝 瑞
Paxlovid藥，默沙星莫努匹拉韋，以
至於南亞，東南亞生產的仿製藥成為
救命神藥，在中國甚至出現了印度生
產的根本不含藥成分的假藥，救命藥
又成了害命藥。 

不得不說，國人的適應能力非常
強大，一個月過後，新冠病毒仿佛在
中國消失了，網上出現各種調侃新冠
症狀的段子。從這些調侃中，可以看
出大家對正常生活的渴望，也對無法
抗拒的事件的無可奈何。 

疫情平息後，筆者在春節期間，
前往廣東湛江及廣西北海，陽朔自駕
旅行，在此說一下沿途的見聞。

旅行所走的路線，都是大陸平時
比較熱的旅遊點，比如廣西梧州，湛
江南極村，廣西東興，友誼關，陽朔
等。

雖然是春節期間，也因為是剛放
開，旅行的人還是很多，遊人還是比
較謹慎，保持著管控期間形成的人與
人安全距離，見面都會問"你陽了嗎

◎王文軍

The Decline of U.S. Hegemony – Guan's New Book

放開疫情管控後的㆗國觀感放開疫情管控後的㆗國觀感放開疫情管控後的㆗國觀感

2022年世界多災多難，到處有天災
人 禍 。 人 們 痛 定 思 痛 之 餘 ， 關 切
2023是否有改弦更張的契機。

由於資料有限，不可能摸觸到時
代的動脈。只能梳理可見的現象和可
能的變化，略談四點。

1. 俄烏戰爭的變化，這將是2023年
的頭等大事。烏克蘭不可能放棄收復
全部領土的目標。歐洲大部分國家也
全力支持烏克蘭。如果讓俄國割取一
部份領土和人口而換取和平，人們擔
心俄國必然會侵略其他國家，以同樣
的蠶食模式作為和平條件，這是各國
絕不能接受的。烏克蘭平民遭受無情
轟炸，激起更堅定的抗俄精神。同樣
加深東歐各國「烏克蘭之後就是我」 
的危機感。在美歐各方支持下，烏克
蘭就不會全敗。但是由於美歐不願擴
大戰爭，不允許也不支持烏克蘭攻擊
俄國境內的軍事目標，烏克蘭便也不
能取勝，永遠是被動地處於挨打的地
位。俄國面對美歐，不可能贏得全
勝，但因為本國安全，卻立於不敗之
勢。俄國人多地大物博，後勁強，可
以隨時調動兵力，選擇攻打烏克蘭的
要地，包括基輔，並以長程武器攻擊
烏境內任何地方，居戰略主動的勝
方。

俄烏戰的決定性因素，將視美歐-
俄雙方國內和國際體制的韌性。俄國
有專政體制的優勢，美歐有人力、資
源、軍力、國際集團等優勢。但雙方
的優勢中各含有先天的內在弱點，那
是關鍵。目前受各方注視的是：普金
的身心健康和他統治集團的韌性。

一個可能的轉折點是：西方是否
允許並幫助烏克蘭採取"攻擊是最好
的防禦" 戰術，攻擊俄國境內的軍事
目標。這一因素將影響戰場的勝負，
但也可能擴大戰爭，西方因此謹慎。

西方還可能考慮另外兩點：
a. 不願與俄國人民為敵。俄國地大

物博，地緣位置重要，有開發能源、
糧食、資源、北冰洋運輸的巨大前
景，都需要俄國人的合作，所以敵人
只能限於普金和他的統治團隊。

b.  幾百年來，俄羅斯一直向西方
學習，想要融入歐洲文明圈，但俄國
想成為大歐洲的領袖，便受到西方的
排拒。20世紀蘇聯更想一舉搶佔全世
界領導地位，與西方徹底決裂。但俄
羅斯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支；文明
衝突的概念可能潛藏在西方某些決策
者的思維中，認為俄國最終是一家
人。

戰場雖限於東歐的一角，卻影響
全世界。俄烏戰是美歐-俄國對壘的
前哨熱戰，中國緊靠俄國，但不是附
庸地位，印度拒不選邊站，凸顯第三
勢力的成熟。印度一向是第三世界、
不結盟國家、77國集團領袖，在美蘇
冷戰時期是左傾，現在則是右傾。印
度想要成為世界打工大國，需要與西
方保持緊密經貿關係。巴西是大國，
背靠基本已經進入中產收入的南美
洲，也將緊跟而上。2023 年可能顯
現美、俄、歐、中、印、巴六大國和
區域勢力圈的世界多元格局。取代美
歐-俄中的兩極格局，六足鼎立可能
比較穩定。

戰 爭 是 催 動 技 術 發 展 的 最 強 動
力。俄烏戰使用衛星通信、衛星情
報、火箭飛彈、電子戰、無人機、
船，極大地改變了作戰方式。烏克蘭
成為雙方新武器、新戰術的實驗場。
無人機小巧，製造容易，價格便宜，
使用塑料部件，低空飛行不易偵測。
可以運載武器以遠程操作進行精準打
擊，而且可以群攻。由於技術簡單，
成本低。將來"小國" 在國際安全上的
發言權將有所提高。恐怖份子的攻擊
能力也將升高。國民教育素質和官、
兵素質，將是未來戰爭中更重要的制
勝因素。

2.  新 冠 病 毒 大 疫 已 經 延 續 三 年
多，遍及全世界，全球病例不知道多
少億，死亡至少幾百萬。疫情使工廠
職場關門，學校停課，人們宅居不
出，市場停擺，失業上升，物價上
漲，國內國際貿易斷停，全球經濟衰
退。各國大力以財政支出紓困，債台
高築，引發通貨膨脹。此前中國的封
控又加深全球產業鏈斷供，產銷市場
停擺。新冠對全球人類的生活影響，
大於烏克蘭戰爭，是國家安全以及全
球安全層級的問題。2022年底，疫情
漸漸過去，但是變異病株仍然不斷出
現。全球每日新增病例20多萬，死亡
人數2000多（不計算中國大陸）。同
時，新冠病毒的來源不明，因此防範
未來新病毒，和防疫治疫，是全球性
的大問題。但至今並沒有觸發人類的
合作。等事過境遷，是不是能夠冷靜
下來，汲取教訓，理智地尋求理性的
全球合作，有待觀察。

3.  氣候變化：新冠病疫是近兩三
年撼動全球的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則
是人們早已認知，威脅全球經濟、生
活、生命、動植物生態的巨大危機。
早在1992年便簽訂了《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1995年起各國領袖便
出席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商討
如何因應這個問題。然而由於種種原
因，各國對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爭
執不下，進展很小。2015年，197個
國家通過《巴黎協定》，承諾大幅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本世紀內將全球氣
溫升幅限制在2℃以內。但是執行不
力，俄烏戰更逼使出現逆流。2022年
全球各地氣候劇烈變動，多地發生破
紀錄的水、旱、風、雪、高溫、低溫
災害、河流乾涸，南北極融冰加速，
海水平面上升等等，大規模加深貧
窮，飢餓，產供失調，物價波動，貧
富不均兩極化。危機明顯惡化。人類
是否會幡然悔悟？ 

中、美的作用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解
決最重要。兩國曾在2021 年同意建立
工作組，商談合作事宜，但因佩洛西
訪台而中斷。幸好在GOP27中同意恢
復，顯示兩國的重視。大會沒有突破
性的成績，但是各國仍表示承諾減
碳，提高使用清潔能源。富國並承諾
出資，在世界銀行中設立氣候補償基
金，協助貧窮國家處理沙漠化問題和
防洪救災等。這是落實國際大家庭互
助理念的一大進步，但是在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中設立更大的緩解氣候變化
信託基金Mitigation Trust的建議，則沒
有通過。

各國是否會因為危機迫切而趕急建
立救災總署，在聯合國統籌下設立國
際性的救災總署，防暑、防寒、防
洪、防旱，救災？這些合作將有助於
促進世界大家庭的友愛精神，消彌許
多國際間的戾氣。

人類對糧食和消費品的需要不斷增
加。而目前地球可以利用的地面愈來
愈少。人類面臨尋找新的宜居地和生
產帶。地球上可發展利用的地方還不
少，例如沙漠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數
沙漠靠近海岸線。如加強國際合作，
海水淡化的技術更進一步，成本下
降，非洲、澳洲、中東都能成為可開
發的廣大地帶。

俄烏戰使能源和糧食問題受到更大
的重視，各國必須自求多福，尋找適
應氣候變化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
節約消費方式。各國加速減少對石化
能源的依賴，發展綠色能源，包括日
光、水、風、氫、核能、海浪能，並
研究核聚變能。全球能源形勢將大
變。大量的創新必然爆發式出現。例
如：日光能場佔地太大，是無法承受
的代價。怎樣利用太陽能場下的土地
開創農、工、漁業基地，建立宜居城

鎮，可能是創新產業方向之一（參見
中美論壇第484期）。

4. 世 界 經 濟 格 局 ： 人 類 所 有 問
題，最後都歸結於切身的生活與經濟
問題。由於經濟活動停頓，投資人卻
步，消費者減少消費以備不虞，都使
經濟加深萎縮。各國的萎縮互相惡性
影響，加深衰退。衰退中的通貨膨脹
和隨後經濟衰退的威脅，籠罩全球。
美國的通膨已經受到控制，或也能夠
控制衰退，有助於其他國家的經濟穩
定復甦。

各種國際競爭和衝突，加深了新
科技的科技戰。主要是半導體和人工
智能Al直接關係到日常經濟生活。有
統計稱：2022年，歐美已經有一半工
農企業開始採用AI技術，這趨勢引發
大量投資，研發，企業轉型，和大規
模應用，改變人類未來的生產和生活
方式。全球農畜業都將大規模開始運
用科技生產，節水，節土，節能，節
肥、節飼料；高效除草、除菌、除
蟲、除害。氣候變化將迫使農、畜、
工業進行大規模地理轉移，改變經濟
版圖。

新 冠 過 後 ， 遠 程 教 學 ， 遠 程 上
班、網上購物等習慣都將繼續並有新
的發展，改變人們生活與工作習慣。

各國都在極力加強本國的經濟安
全。於是各自採取 industrial policy，
就是計劃經濟。美國有1萬億美元的
基建規劃，並計劃在本國建立半導體
企業，外與歐洲、東亞聯合建立完整
的半導體企業鏈，同時輔助墨西哥建
立為產業大國，建立美加墨北美經濟
圈。區域經濟群勢將興起。

發達國家仍需要海外打工國，以
降低生產成本，降低物價，提高資本
效率。出於政治考量，需要建立中國

試談2023年 國際形勢的展望試談2023年 國際形勢的展望試談2023年 國際形勢的展望
◎吳章銓

以外的海外產業鏈和供應鏈。這是印
度、墨西哥、東南亞、南美的機遇。
他們都理解"打工"是快速提升經濟的
捷徑，樂於接受。世界產業鏈將產生
多元多極化的格局。

中國的經濟下滑有多重原因。新
冠封控使國際交流停頓，產業鏈斷
供，外資產業外移；國內民營企業又
受到打擊；因此過去三四十年以全面
打工而成長的機遇將轉去他國。中國
經濟會恢復，但不再是獨大的打工
國。今後是否能與東南亞各國友善合
作，形成中國+東南亞的產業大群，
有待觀察。東南亞國家擁有人口活力
和海洋資源。兩個產業體合群，仍可
在世界經濟多元化格局中擁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印度擁有的打工國條件可以比擬
中國，有的並勝過中國，是現今世界
發展最快的大經濟體，有望趕上中
國。南美洲已經是中等收入的地區，
互相來往很開放而和平，少有其他大
洲各國纏鬥不休的歷史包袱，是團結
為一體化經濟體的良好土壤，巴西是
領頭羊。非洲也會參加為低端勞動力
的打工國。打工國多，將使美歐投資
者佔有更大的買方優勢，打工國則面
臨賣方的劣勢。然而勞工價格低，產

品價格低，將促使外資投資興旺，
從而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提
高，貧困人口大幅減少，需求強
勁。全球經濟強勁成長，許多國家
將"崛起"，形成多足鼎立的穩定，
有利於避免兩極化的對立。

結論：俄烏戰、病毒、氣候變
化、經濟衰退，以及其他巨大變
化，使2022年世界遭受巨大災難。
希 望 2023年 是 調 整 和 重 建 的 關 鍵
年。

各國都將部份採取計劃性經濟，
以因應今後國內、外天災人鬥的重
大挑戰。美國有基建大投資，科技
大投資，國際產業鍊的巨大規劃。
印度走向中央集權，明顯要抓住時
機，成為國際性產業大國。中國則
似乎反思近年的失誤，再回頭重視
發展民營企業，恢復國際經濟關
係。兩個方向的努力，仍是走向大
全球化，走向合作。偏狹的國家主
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將不足成
事。尤其希望中、美出現高瞻遠矚
的政治家，引領兩國國民和世界各
國人民的團結合作，利己利人。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
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
員之一。

"，在我詢問的人中，9成多都陽
了，旅遊景區，並沒有恢復往日的
繁榮，唯一人多的地點是廣西東
興，陽朔雖然人也算多，可比起疫
情之前，人擠人的景象相差太遠，
梧州，防城港，友誼關等景區，只
有很少遊客，很多賓館飯店都大門
緊閉，問及本地人，都說關門幾年
了，行走219國道邊境線，原來的
邊貿互市都沒開放，設施也都是無
人維護的狀態，防疫邊境牆依然樹
立，已經無人看守，各疫情檢查
點，還能看見臨時搭建的鐵皮房和
宣傳標語，但已經無人檢查。  

委婉的詢問一些鄉村百姓，是否
死人？的確有高齡老人在此一個月
集中亡故，但未聞多少怨言，說得
多的倒是：「再不放開，會窮死
的。」從側面也說明中國經濟因三
年防疫，已經到了一個百姓心理承
受的極限，再不放開，就會成為社
會問題，進而成為政治問題。

由於是春節期間，高速路上的貨
運車流不能說明問題，也就不做是
否景氣觀察的標準了！

各景區工作人員、民宿老闆，雖
然看到遊客都很高興，但服務人員
很少，可見疫情期間都是勉強維
持。鄉村已經看不見戴口罩的人，
城市裡還有少量，看來恢復信心還
要有段時間，更需要政府投入紓困
資金來恢復經濟，是投入到企業還
是直接發給國民，是考驗政府政治
智慧的時候了。  

作者：王文軍 1968生於重慶， ，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人保。
釣聯盟創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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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士頓生命

河靈糧堂10週年堂

慶慶典在～2023年
1月28-29舉行，特別邀請到劉彤牧師舉辦

兩場特會，劉彤牧師是～矽谷生命河靈糧

堂主牧，北美靈糧大家庭大家長，蒙神重

用世界知名講員。特會時間：1/28 週六晚

7:301/29 主日早10:00時。思牡茲摘錄1/29
（主日）主日劉彤牧師證道信息「進入 神
新的季節」與讀者共享。

改變是神工作的管道，冬天會過去，

春天會來臨，神不要我們停留在過去，歡

迎聖靈來工作。

《撒迦利亞書》4章6節「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

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聖靈永遠帶領我們突破。

一、歡迎聖靈來工作

《使徒行傳》1章8節「但聖靈降臨在

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2章2-3節「忽然，從天

上有響聲下 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 
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燄顯

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1. 聖靈如風吹來

1906年阿蘇撒街道312號建築有大復

興，神的同在彰顯出來，每個人來到此

遇見 神。經歷到 神的同在。上帝就在這

裡。

2. 聖靈如火降臨

不是倚靠勢力和才能，要歡迎聖靈，

不要害怕，歡迎它來工作。

二、抓住應許，恆切禱告

《耶利米書》29章11節「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

指望。」

外面地乾旱，裡面屬靈也乾旱，重新

修建禱告的祭壇，也是得勝的祭壇。

《列王紀上》18章41-42節「以利亞對

亞哈說：你現在可以上去吃喝，因為有多

雨的響聲了。亞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亞上

了迦密山頂，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之

中。」

1. 神要賜下恢復的恩典

生產式禱告，禱告直到神應許為止。 
神的手正在工作，恢復恩典要降臨在我們

中間，成事唯獨在乎  神，禱告就是推，

時候到  神就自己動這石頭。

三、主動興起，與神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李燕光牧師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路加福音》10章2節「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

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

為主擺上，與神

同工，工程師，家

庭主婦，許多人求

主差遣別人，不是自

己，記得你是神國的

VIP，你是神國君王

的兒女，你是神國裡

的王子，你是神國裡

的公主。

《約翰福音》1章12節「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

兒女。」

《馬太福音》18章18節「我實在告訴

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

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

也要釋放。」

用權柄禱告

劉牧師說有ㄧ年去泰國參加「轉化事

工的會議」，聽到泰國牧師分享教會復興

達7000人，劉牧師問泰國牧師他教會復興

秘訣，泰國牧師說他教導信徒們說：「每

天起來為生活週遭人祝福，為你作冰淇淋

生意祝福，也要為州長祝福禱告。」「我

們教會有位賣冰期淋老太太為她的冰淇淋

禱告祝福，求主耶穌讓買冰淇淋的客人都

被喜樂充滿，有一天天氣炎熱，有州長路

過下車向老太太買冰淇淋，老太太告訴州

長，她每天都為州長祝福禱告，州長說他

的心情很惡劣，因為州務繁重，他吃後覺

得突然很喜樂，重擔變輕省，老太太就

順勢邀請州長到他們教會參加星期天作禮

拜。州長星期天真的就自己走進教會，牧

師證道題目：嚴嚴責備貪官污吏。」州長

他當天決志信主了。

隔天州長打電話說要約見泰國牧師，

他心想我死定了。州長對泰國牧師說：

「我今天願意悔改，我知道你傳講的信

息是從  神是而來。」後來他成為模範州

長。

弟兄姊妹，因著賣冰期淋老太太的禱

告祝福，讓買她的冰期淋客人都蒙受祝

福，生命不再一樣。

進入神新的季節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人的價值是

由自己決定的。--
法國啓蒙思想家

盧梭

愚妄人怒氣

全發，智慧人忍氣

含怒。箴言 29:11
「我親愛的

弟兄們，這是你

們所知道的。但

你們各人要快快

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

氣並不成就　神的義。」雅各書 1:19-20  
02/09/23 英文金句

He who is slow to anger is of great 
understanding, But he who has a hasty spirit 
exalts folly. Proverbs 14:29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靈裏暴躁的，

大顯愚妄。箴言 14:29
02/09/23 金玉良言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思路決

定出路，個性決定命運。

爲人處事 : 先會做人，而後做事。寬容 : 
心寬則容。

　郭文仁牧師

　小亞細亞 瞬間蒙塵  地裂山崩 搶地呼天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同工們：

這六年來，我們不斷呼籲關心敘利亞的

難民與穆斯林的歸主。感謝神，許多教會與

機構相繼回應，弟兄姊妹關愛穆斯林的心

顯著成長。正當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

黎巴嫩、約旦的門看見被打開之際，驚聞二

月 6 日土耳其發生 7.8 級的大地震，且在凌

晨 4 點眾人安睡時分。接著又發生一次 7.5
級的大地震，並大小餘震百餘次。土耳其與

敘利亞已有上萬人喪生，專家預估會達兩萬

人，天寒地凍，地震加上一些的火災，交通

中斷，救援困難，尤其是敘利亞西北部乃反

政府軍與內戰難民聚集地，交通完全閉塞，

物資無法進入。我們能為他們做甚麼？

　悠悠古城 宣教基地 保羅足跡 也在哭泣
土 耳 其 的 Kahramanmaras 省，Hatay

省，與 Gaziantep 市 是這次的重災區，其中

Hatay 省有首府 Antakya 安塔基亞，聖經中

的安提阿，乃使徒保羅、巴拿巴的宣教基

地，也是首次被稱為基督徒的發源地，這些

地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但願我們重拾

古道，以福音與關懷，救助與憐憫，以主愛

重新打開這古老的棧道。

土耳其哭泣、敘利亞悲鳴

　宣教同工 挺進馳援  耶穌的愛 衝第一線
但是我們的宣教夥伴，不分彼此，紛紛

在寒冬酷冷的天氣前往災區。從他們給的信

中可見愛靈魂的心。

 『當我們得知土耳其和敘利亞發生毀

滅性地震後，伊拉克的團隊立刻前往土耳其

提供援助，包括食品、毯子、床墊和冬衣，

以支持受地震影響的人們。敘利亞阿勒坡市

的合作夥伴則支持 600 名敘利亞難民 ( 現在

又成了災民 )。此外，我們還分配了大部分

的援助物資，將於本週四運去。 』某宣教

士的心聲。

　心碎故事 愛與希望   廢墟發芽 福音澆灌

土耳其強震後，有爸爸握緊被壓在瓦礫

堆下女兒的手不願離去。我相信耶穌更是緊

握這些穆斯林朋友的手，希望他們困苦心靈

能福音甘霖沛降。

請聽另一宣教士當天的速報心聲：

『我們緊急請求您的支持和祈禱。 今
天上午，土耳其南部地區發生毀滅性 7.8 級

地震，周邊地區遭受重創，報告和圖像令人

心碎。 到目前為止，已有數千人死亡，數

千人失踪，救援人員不知疲倦地努力將他們

挖掘出來。 傷者包括數千名兒童、婦女和

老人。 整個建築物和房屋都倒塌了。 他們

都在雨雪中爭先恐後地尋找安全的避難所。 
... 我們的夥伴 ... 儘管他們自己遭受了毀滅

性的損失，但他們勇敢地選擇帶領應對行動

以幫助周圍的人。 』

　一杯涼水 黎民渴嘗  就是做在 主的身上
當地宣教士說，政府無力救助災民，教

會和福音機構全力救助，仍有多人露宿街

頭，又寒又飢又渴，痛失親人與家園，心裡

更是悲苦。他們希望外來援助能達到真正需

要的百姓而非貪腐政客的口袋。

我們決定募款兩萬美金，來支持跟當

地教會有連結並參與救助的機構，分別

是 Horizon international,  Roads of Success, 
Witness as Ministry 等。您的奉獻，只要註

明 Turkey 都會進入這專案，3 月 15 日第一

階段截止，我們會將所有專案奉獻，全數轉

交給信用良好的機構，全數用在賑災救難與

福音上。

我們仍相信主的話：『我要顯神蹟在他

們中間，逃脫的，我要差到列國去，就是到

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 ( 約在土耳

其東南 )、雅完，...。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

揚在列國中。』( 賽 66:19)  也許現在就是化

咒詛為祝福的時候，相信福音神蹟要顯在土

巴的沃土，一起奉獻吧！一起禱告吧！加入

上帝豐收的行列。

　您可與主 同行同心  投資永恆  期待甘霖
下列各種方式皆可免稅：給此次地震專

款請註明：Turkey
Zelle® ( 請登錄您的銀行帳戶用 Zelle

轉帳奉獻，方便快捷 )
QuickPay with Zelle =>  Add new 

recipient =>  Send $ with Zelle
填 寫 Recipient :  Chinese Strategy 

Alliance   Email: csa4cc@gmail.com
再傳電郵至 csa4cc@gmail.com 告知姓

名、地址、電話、捐額，以便寄上免稅收據

支 票 抬 頭 請 寫：Chinese Strategy 
Alliance      

請寄至：307 E. Foothill
Blvd.  Arcadia, CA 91006
願 祂 崇 高 過 於 諸 天，願 祂 的榮 耀 

高 過 全 地！

華策總幹事  主僕 李燕光牧師 敬上

大休士頓靈糧堂 10週年慶

大休士頓靈糧堂 10週年慶劉肜牧師證道

∼劉彤牧師證道  思牡 摘錄∼

# 雪中送炭到土耳其 #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賑災募款
　　2 月 6 日在土耳其先後發生的 7.8 和 7.5
兩次強地震，至今已奪去六千多人的性命，

角聲現正發起《雪中送炭》行動籌募賑災

經費。通過我們的國際賑災伙伴 Operation 
Blessings International，以專款專用的形式，

幫助當地的災民，解決急切的救傷、保暖，

和食物等問題，日後更會參與重建工作。

角聲從 2008 年開始參與全球性的重大賑災

事工，一直秉承著，以『錢到，人到，心到』

的原則，將捐款和實際關懷的行動帶到災

區，幫助災民重建新生活。同時，角聲事後

也會向捐款人清楚交待有關善款的用途。

o 電話查詢：626-286-2600 x320
o 網上捐款：www.cchcla.org/donation
o 支票捐款：CCHC （並在 Memo 註明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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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

去目击伟大的历史事件；

去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者的姿态；

去看不同寻常的事物——机器、军队、群众、

以及丛林中和月球上的阴影；

去看人类的杰作——绘画、建筑和新发现；

……

这并非是首散文诗，而是一本期刊的创刊词！

1936年，美国出版巨头亨利· 卢斯（Henry﹒

Luce，1898—1967）用9.2万美元买下已入不敷出的

《生活》杂志——他只想要这个刊名，而订户名单

和其他无形资产一转手都卖给了别人。怀揣“用图

片而非文字讲故事”的信念，卢斯于1936年11月

23日启动了这份赋予全新意义的《生活》。这已是

他创办的第三本杂志，之前两本是1923年创刊的

《时代》周刊和1930年创刊的《财富》周刊。

新的《生活》第一次为美国带来“图片报道”

概念，图片的空间和地位第一次和文字平起平坐。

在第一期《生活》中，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

德•艾森斯塔特的《美国杂志摄影师访谈录》非同

寻常、44位新闻摄影师的传奇故事、第二次世界大

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生活》

杂志摄影师缔造了世界新闻摄影的开端，也创造了

新闻摄影的辉煌，留下了这个时代一幕幕精彩、难

忘的历史瞬间。

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同样重创美

国，国内大部分杂志主要靠编辑和作者生存，还没

有以刊登大幅图片为主的杂志。《生活》紧抓住这

点，依靠摄影师的力量重塑杂志的内容和风格，让

人们通过图片直接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并有文章

相辅，事实证明，亨利· 卢斯赢了！《生活》在以

后的日子里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生活。随着《生活

》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新

方式以迅猛之势进入人们视野。那些创造图片故事

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用他们的精彩故事创造了令人

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

家庭相册。

作为一本大众杂志，《生活》记录了很多美国

人乃至人类共同经历过的事件。美国人借助这本杂

志特殊的视角见证了世界很多大事件：西班牙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二战胜利日的胜利

之吻、肯尼迪总统之子向父亲遗体的告别敬礼、战

争受害者的苦难、政治明星的喜怒哀乐、人类在月

球上迈出的第一步、美军离开越南的最后一步……

。

除具有新闻特征外，《生活》还曾首次出版了

一些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首

发于此，敏锐而富于远见的《生活》大胆加印50万

份，结果销售一空。《生活》还登载过一些著名人

物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杜鲁门、法国将军

戴高乐等人的回忆录。

内容是王道！毫无疑义，杂志内容锁住了读者

的视线，这是《生活》赖以生存的根脉，凭借内容

诠释的文化内涵跨越时空，浸透于读者心田！

文化需要环境

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与传承需要适时的人文环

境，而将自身自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强加于读

者世界，这是文化产品萎靡的症结。《生活》也难

逃噩运，1972年，叱咤了30多年、曾绚烂无比的

《生活》积重难返，无奈宣布停刊。

扼腕思痛，杂志定位过于呆板是其在劫难逃的

首因。《生活》创办时正是美国人希望有新的信息

获取和表达的年代，与传统杂志相比，《生活》图

文并茂更给人以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南京大屠杀

，美国牧师约翰· 马吉冒生命危险用16mm摄影机拍

摄了长度达105分钟记录日军暴行的真实史料，是

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惟一的动态画面，胶片

中近百个画面已翻拍成照片，其中10幅刊登在

1938年5月版的《生活》杂志上，引起世界震惊与

关注。

可随时间推移，环境发生变化，美国读者的品

味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但《生活》依旧恪守当初

的创刊理念，一味灌输其“美国式”的生活价值观

，一系列问题导致杂志面临困境，发行量大不如前

，在停刊前最后三年中财政赤字近30万美元。杂志

员工慨叹：“我们已失去重点，不知道写给谁。美

国已不再是一个大众社会而是有各自兴趣的不同群

体，而我们却仍然继续出版一本大众杂志。”

其次是管理不善。《生活》失去编辑和经营之

间一种合适且负责的关系，保守的经营理念使《生

活》高层管理者拒绝来自编辑和员工意见。大版本

《生活》邮费奇高，图片和文章比例不合理，大量

广告图片使杂志无法喘息。再次，新技术、新媒体

的出现对《生活》造成极大危胁。电视的出现及大

规模普及使人们能及时看到许多事件现场，给人们

提供更快捷更生动的画面，《生活》自然失宠，遭

到很多广告商抛弃。这使主要以广告和发行收入为

支柱的《生活》无法像以前那样盈利。

经6年停刊后杂志于1978年复刊。这次复刊主

要是怀旧原因居多，因《生活》曾是美国最受欢迎

的杂志之一，许多人怀念拥有它的日子，也希望能

重新拥有它。鉴于《生活》曾经的辉煌，创办者顺

应大众怀旧情绪，以为《生活》会依旧受欢迎。这

次《生活》以月刊出版，发行量最高时达500万份

。尽管数量不算少，但发行量仍不能重回顶峰，结

果难逃再次停刊命运，2000年5月再次停刊。

杂志的生存至少需要两个重要条件。其一，大

量的读者，就是说，要具备让受众青睐的内容；其

二，广告。如读者群不断流失，广告商也会弃杂志

而去。《生活》在第一次复刊后其经营理念仍不清

晰，故经营困难，发行量无法再回辉煌历史。而新

的数码照相技术的出现和网络的兴起，给《生活》

的生存带来灾难。每个人都可拍摄出精美照片，而

照片的传播也不需借助传统纸媒，杂志吸引力大大

减弱，失去了很多读者和广告商。随着全球网民的

剧增，网络更能吸引广告商，他们可以直接在网上

的新闻网站及在线杂志上做广告，所以它的停刊更

多的是一种必然。

2004年10月，这本历经多次停刊的杂志又一

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次《生活》改变了其发行方

式，恢复了第一次发行时的周刊，以周五增刊形式

夹在美国70多份报纸之中。这样的发行方式大大增

加了其发行量，因为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很大。其中

《纽约时报》、《迈阿密先驱报》、《纽约每日新

闻报》等大报发行量可想而知。

而它选择在周五出版是因《生活》在两个最繁

忙的购物日的周五读者群会达到260万，广告商们

会发现这是一个向消费者做广告的有效之地。时代

出版集团高层对这次复刊充满信心，希望将已有良

好基础和信誉的《生活》品牌做成一本全新杂志，

与已熟悉《生活》的读者建立联系。不难看出，

《生活》其大众化的定位依然没有很大变化，目标

仍较模糊，变化的是发行方式。这样的改变无疑会

使其发行量大增，且周末版将会为广告商提供巨大

有效的空间，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娱乐和购物信

息。《生活》将以广告为生，这也是它选择以周五

增刊形式与报纸一起发行之故。《生活》选择复刊

并采用新的发行策略，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

挑战并没坚持多久，2007年4月20日，《生活》

再次停刊，时代出版集团声明，将《生活》的重点转

向网上发展，并称日后仍会不定期以《生活》的名义

出版特刊或书籍以纪念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虽在声

明中没有提到停刊字眼，但这种延续杂志生命的方法

本身就已昭示了《生活》无奈的未来了。

停摆的生存考量

新旧更迭已是老套模式，但《生活》这样最负

盛名的图片杂志的停刊，成为轰动世界出版界的热

点话题。与印刷杂志日益艰难的市场境遇不同，平

民逐渐成为原创电子杂志的主要生产者，电子杂志

在与传统杂志的角力中，迎来日益灿烂的前景。如

果说第一代电子杂志只是传统杂志简单的数字化或

其网络版，第二代电子杂志是数字媒体将所做的具

有栏目架构的主题性内容定期以杂志形式发布，那

如今的第三代电子杂志强调互动性和多媒体、P2P

发送这三大特点则是其立足于现时代背景的根基。

传播模式“改朝换代”——传播模式在演进过

程中，由单向直线到双循环性这一发展，对后未来

的传播观念具有颠覆性影响。网络bbs的出现让受

众在获得自主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权，因

“鼠标在手”。于是，传媒翻天覆地地改变以应对

新的受众时代，在线聊天、视频点播、短信参与等

互动方式受到青睐，传统媒体都在力图增强互动来

拉近受众，其中纸媒的局面颇为尴尬。读者来信的

时代早已远去，这一栏目如今的意义恐怕只是媒体

自欺欺人罢了。电子杂志凭借小小技术支持，将

bbs巧妙引入，轻松解决了令传统纸媒困惑已久的

难题。

人人可做电子杂志，如同人人都可拥有一个自

己的博客诉求一样，吸引着自我意识越来越突出的

大众的关注与参与。现在不少名人相继推出自己的

电子杂志，明星效应也为电子杂志推波助澜。

“图像时代”的终结——文字向图像转向这一

命题已在上世纪被预言。图像本身的直观和易读是

优越于文字的特性，而这一特性的实现，技术一直

是最大的门槛。从画报的出现，到图片在平面媒体

上所占比重的逐日增加，图片质量的日益提高，技

术正一步步将预言验证。“对图画转向的幻想，以

及由图像整体支配文化的幻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已变成了一种真实的技术上的可能。”——电子杂

志这一比传统纸媒更具视觉魅惑的新兴事物，顺理

成章成为趋势。如今，电子杂志将文字、图片、

flash动画甚至3D特效以最具视觉美感和诱惑的方

式有机聚合，有效运用，再辅之以音频手段配合，

最终将视听感受完美呈现。而《生活》杂志从平面

到网络的战略转移，也说明了电子杂志与图像的

“亲密关系”。另从杂志的广告方来说，在电子杂

志中似乎更能有效进行视觉煽动，将其诉求更为感

性地表达、传递给受众。

“付费”到“免费” ——纸媒应对新时代新

媒体也是绞尽脑汁。免费报纸有过，免费杂志似乎

不多，厚厚一册20元价格虽说不贵，但要让人掏腰

包时恐怕还有几分游疑。传统纸媒的印刷费、发行

费、刊号使用费等成本累积，与电子杂志低成本、

网络发行且免费等优势相比，明显不是对手。电子

杂志如此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好人缘，让许多出色的

传统杂志也忍不住推出电子版，包括国内外各种著

名时尚杂志。

目前，电子杂志的发放主要通过专门的P2P平

台进行下载订阅。P2P平台是电子杂志最有效率的

平台，不采取这一模式目前就不具投资价值，因未

来内容制作肯定要与平台渠道分离。这样的分工也

是一种大势所趋，如同电视的直分播分离一样。其

次，P2P的特点是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使文件

分发成本趋于零。用户只要下载一款订阅器并安装

，电子杂志平台运营商就可定时把用户订阅的杂志

“推”到客户面前。如此便捷、快速、经济的发行

方式和令人惊喜的“上门服务”，让传统纸媒望尘

莫及。这一无法比拟的优势，成为传统纸媒的“掘

墓人”。

内容为王——纸媒未来的救命稻草

似乎传统纸媒已命在旦夕。但是，只要拥有超

越常人的文字和内容功力，仍是搏击新媒体强有力

的支撑。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

活动的第一人，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

人生涯，一生参与办报达29份。“监督政府，疏导

民众”——在此办刊理念指引下，梁启超利用报刊

进行舆论宣传，其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

过巨波狂澜，被人称赞为“舆论骄子”。梁启超主

编的“报”既有报纸也有杂志，他更重视兼有政治

和时事性材料、介于报纸和杂志之间的时事政治性

期刊。为使政论文章更易为受众接受，他开创了一

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表现形式——“时务文体”

。

他概括该文体的特点是：其一，“纵笔所至不

检束”。其二，“务为平易畅达，其三，“条理明

晰，笔锋常带情感”。以梁启超政论为代表的时务

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

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影

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梁启

超。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

》。这是梁启超办报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大家公

认梁启超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黄遵宪在给他的信

中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

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

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新民丛

报》销路很广，仅国内销售点就达49个县市、97

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

，内地就有人翻印。清政府虽严禁，读者仍争相传

阅。透过这位中国报业先驱的亲身实践，我们可以

定论，纸媒的魅力来自内容，而非形式。“背黑暗

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陈独

秀、李大钊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呼嚎也在警醒

后人：虽粗糙于型，但是，纸媒要的是内容，呼唤

的是真理！

纸媒长于传播理性认识等抽象信息，通过纸媒

往往获得最佳传播效果。其次是受众接受信息较大

的自由度。读者完全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文章

，对于自己偏爱的内容，可反复阅读、消化，也便

于保存、携带，且有众多的人习惯纸面阅读。而新

媒体的优势是：一是传播迅速。都以电子为媒介，

传播速度极快，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播、电视信

息的发射和接收几乎是同步。二是覆盖面广。纸媒

发行量有限，但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的“发行量

”是无限的，只要具有相应接收设备便可，相比之

下，没有任何一份纸媒能做到这一点。三是生动逼

真，受众有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报刊杂志要求有

文化知识，而越专业，对知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

但广播、电视却大众化、生活化，任何正常人都能

从中获取信息。受众可能受到的障碍要远远少于报

刊杂志。然而，在未来信息传播和采集多元化的世

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并存、互补，共性与个性

、各自优势与劣势并存，相互之间有关系，最终每

种传播媒介都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商业化社会背景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

远的利益——这一铁律仍适用于纸媒。管理的模式

化与内容的市场化两个相互矛盾的办刊机制，形成

现今纸媒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环境，要在

这一特殊的条件下“活”得更好，诸多方面需要根

本性变革，而变革需要付出代价。形式服务于内容

，内容决定一切。依靠社会大众，让杂志内容大众

化、通俗化、深刻化——这在考验纸媒的思维力度

，考验纸媒的文字力度！

任何一本杂志都可以做到“精彩到每个人

”——《时代》杂志这一高端的新闻性周刊同样可

以使12岁孩子熟知它的大名。一种习惯、一种信仰

；一条制度、一条口号；一个产品、一个承诺……

太多的思维和行为彰显创造财富、造福社会的人文

符号。过于老套的文章体裁和行文方式、过于陈旧

的视觉角度和思考模式、过于保守的官样观点和理

论、内刊式的编辑流程、靠拢机关刊物套路、仍停

留在标点符号及段落词组的编辑手法……等等，这

会逐渐让纸媒步入危机边缘。一本好杂志会让人爱

不释手、心生回味，这与民族、语言、风俗、社会

、意识形态等等元素并无直接联系。在当今全球新

旧媒体相互交融、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站在把握纸

媒运作规律、夯实纸媒文化根基的层面，充分利用

好刊号资源，重新规范和管理纸媒的多元化发展

——这是解决纸媒生存的根本方法。

只要有内容，纸媒永远不会落伍！

远去的背影——美国《生活》杂志停摆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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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运势、命理风水直到今天仍不乏

受众，真真假假各类“大师”层出不穷。

一些所谓的“占卜大师”不过是打着“占

卜”旗号的骗子，命运测算也是为用户精

心炮制的骗局。近日，经江苏省无锡市惠

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孙某因诈骗

闺蜜、男友1400余万元，被法院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8万元，同时

责令其退赔赃款。

神秘的“大师”

“你店里有个摆件，朝向不好，移动

一下位置更能招财。”

“你老公上进心不强，你想继续和他

凑合着过吗？”

占卜大师的几句话，让陈某甲佩服得

五体投地。陈某甲是“80后”，在无锡市

经营一家母婴用品店，家境优渥。2015年

，怀孕的孙某常来店里光顾，一来二去两

人熟络起来。在孙某介绍下，她抱着试试

的心态加了一位声称在泰国的占卜大师。

陈某甲完全没想到，无论问什么问题，大

师都对答如流，还能把她的个人情况、家

庭关系、生意状况说得一清二楚，分析起

来也头头是道。陈某甲大为赞叹，十分爽

快地支付了数百元占卜费。

建立信任后，大师的建议陈某甲照单

全收，购买七八千元的“开运”佛牌、为

过世的亲人做 2万元的法事等。大师还把

到泰国当地寺庙做法事的视频发给陈某甲

，虽然大师没露脸，但也进一步加深了陈

某甲对其的信任。

仅半年时间，陈某甲就在大师身上花

费了数十万元，还在大师指点下给孙某

16.8 万元用于投资。每次给大师打钱，陈

某甲都是按照大师的吩咐，先打到孙某的

账户，再由孙某代为转账，累计转给孙某

72万余元。

闲聊中陈某甲得知，孙某的亲姐姐在

美国打拼，现在已经是一位商界女强人，

只是太过忙碌，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孙

某的姐姐出手十分大方，不仅帮陈某甲代

购名牌手表、包包，还让孙某直接送给陈

某甲两张“房产证”，说是为了感谢陈某

甲照顾妹妹，这让陈某甲彻底相信了孙某

就是她的“贵人”。

随着陈某甲和孙某的关系日渐亲密，

陈某甲把孙某当成闺蜜，介绍给了自己的

姐姐陈某乙。陈某甲的无心之举开启了又

一场骗局。

豪爽大方的女强人

陈某甲的姐姐陈某乙是一位成功的女

企业家，经济实力雄厚，日常忙于生意。

对妹妹陈某甲介绍的“占卜大师”，她充

满好奇，便加微信给大师发了一张照片请

帮看面相。

大师自称具有“超能力”，能帮陈某

乙解决各种不如意，保准她生意越做越大

。陈某乙想着试试无妨，“请”了三条大

师开光的平安手链，共21万元；两块招财

佛牌，共 7万余元。这些钱同样打给孙某

由其转交。自从“请”了手链佛牌，陈某

乙厂里的一些经营小问题果然迎刃而解，

一款正在开发的产品也顺利上线。陈某乙

不由得对大师产生敬意，事无巨细向大师

咨询，甚至每天穿什么颜色衣服、吃什么

食物、做什么事情都要听听大师建议。大

师也尽心尽力解答，这让陈某乙觉得十分

安心，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

2016 年上半年，大师忽然告诉陈某乙

自己透露太多天机，导致身患绝症。大师

求陈某乙救她，说今后将只为陈某乙占卜

，保证其生意兴隆。陈某乙不忍心见死不

救，开始想方设法为大师筹钱治病。换骨

髓、疗养、请专家……大师每次开口都是

十几二十万元。

陈某乙眼看积蓄就要用光，大师的

“病”却仍不见好转，无奈且心痛。此时

孙某给了个好建议，让陈某乙找自己在美

国的姐姐借钱。于是陈某乙和孙某的姐姐

加了微信。对方十分豪爽，一口答应借

200 万元。由于转账手续烦琐，孙某姐姐

说自己把钱打给孙某，孙某再转给大师。

陈某乙虽然觉得不妥，但也没有更好办法

。没多久，大师发消息给陈某乙说收到了

200 万元，让陈某乙每月还钱给孙某。钱

都没经手，陈某乙就背上了 200 万元巨额

债务。

坏消息紧跟而来。大师在微信上告诉

陈某乙病情恶化，决定接受孙某姐姐的邀

请赴美治疗。陈某乙只能时常向孙某姐姐

打听情况。一来二去，两人竟成了无话不

谈的朋友。

2017 年下半年，陈某乙跟大师已彻底

失去联系。而孙某姐姐竟也得了胃癌，恳

求陈某乙出钱救治，许诺把全部遗产留给

陈某乙。陈某乙又动了恻隐之心，四处奔

走借钱。这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陈某

乙每个月都要转账数万元给孙某姐姐，几

乎倾家荡产。

2021年 12月，陈某乙再也拿不出钱来

，而对方仍然不停催要。陈某乙算了算这

些年借钱的总账，在大师身上花去 606 万

余元，在孙某姐姐那里花去 605 万余元。

她产生了疑虑，追问对方身份，对方不再

回应。陈某乙拿对方给的唯一一张照片上

网搜索，发现照片竟是国内某网红，幡然

醒悟，立刻报案。

“白富美”的未婚妻

7年时间，1283万余元……陈某乙、陈

某甲姐妹的遭遇引起警方重视，迅速锁定

这些资金的接收人——孙某。在证据面前

，孙某很快承认了自己诈骗陈家姐妹巨款

的犯罪事实。

原来，大专毕业的孙某闲暇时爱看星

座风水之类的“玄学”，深知不少女生都

对此好奇。2015年，孙某怀孕，发现常去

的母婴店店主陈某甲也热衷风水，而且和

孙某当时的老公是初中同学。随着两人关

系日益亲近，孙某对陈某甲的生意、家庭

等情况摸得越来越清楚。当陈某甲随口说

出要找“大师”看风水，孙某意识到机会

来了。

孙某找出早年注册不用的微信号，精

心包装，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出生、泰国修

炼的占卜大师，并推荐给陈某甲。陈某甲

果然“入局”，自己砸钱的同时还把姐姐

陈某乙也带进圈套，持续被骗7年多。

“我未婚妻人脉很广，是个白富美，

经常找关系帮我投项目……”案件移送惠

山区检察院审查时，孙某现任男友张某的

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结合陈家姐

妹的遭遇，莫非张某也是被害人？检察官

列出补充侦查提纲，引导侦查机关深入挖

掘，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

孙某离婚后，于 2021 年 1 月认识了从

事装修业务的张某，两人相识半年后订婚

。孙某日常消费很高，购置房产名包、频

繁换豪车。当听孙某说自己有个闺蜜是某

上市集团女高管，可以帮张某拉业务，张

某立刻相信了。孙某便以各种名义向张某

要钱：女高管过生日买礼物、工程投标需

要打点关系、员工工伤需要赔钱……张某

被骗 159 万余元。“要不是你们来抓人，

我还没有醒悟。”面对事实，张某忍不住

感慨。

“如果被害人仔细查证，孙某的骗局

其实早有破绽。”检察官说，占卜大师、

在美国的姐姐、上市公司闺蜜的“人设”

都很神秘，从不和被害人进行视频或语音

聊天，转账钱款都由孙某一手操作。孙某

给陈家姐妹的手链佛牌，都是网上买的廉

价货；至于“房产证”上的房子根本还没

造好。孙某通过与被害人日常接触，步步

为营掌握其个人生活工作等情况，利用占

卜算命为被害人提供情绪价值，实现诈骗

目的。

案发后，警方从孙某处扣押66个各式

女包，查封房屋和车辆。到案后，孙某自

愿认罪认罚。经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依法对孙某作出上述判决。

虚构“大师”“大款”的真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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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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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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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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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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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使徒教會在2023年新年到
來之際，特別邀請了全美著名的具神
奇醫治恩賜大能的獨立傳道人弗拉蒂
克拉克（Freddie Clark）到休斯頓地
區舉辦一場醫治特會。

時間：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三
年，星期六，下午一點整

（January 28, 2023, Saturday, 1 pm
）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Internation-

al Trade Center，
（second floor）， Houston, Tex-

as, 77072
電話： 713 398 2583
網址： www.houstonapostoilc.org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從事神奇的醫治事工已有五十多
年了，成千上萬的不同種族不同背景

的人們從患有千奇百怪的疾病：癌症
，頭部疾病，心肺疾病，血液疾病，
聾啞疾病，小兒自閉症到普通的背，
腿，腳疾病，因他蒙主耶穌所賜的醫
治恩賜的大能，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休斯頓地區的一位牧者，二十年
多前因得了一種奇怪的癌症（醫生無
法診斷）被醫院告知只能再活三個月
，他的教會剛好邀請了弗拉蒂 克拉克
舉行醫治特會，經過克拉克弟兄的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醫治禱告，這位牧者
不僅完全康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健
康地服侍神。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從事醫治事工有一個很神奇的特
點應證他的醫治恩賜來自獨一的真神
—主耶穌基督：他舉行醫治事工特會
時，你不需要告訴他你有什麼疾病。
聖靈會啟示給克拉克弟兄，在特會中
叫某個人站出來，並當眾說出此人的
疾病名字及症狀。然後他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為此人禱告醫治。數不清的人
當場就得到醫治，也有許多人回家以
後在不同的時間段得到完全的醫治。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瘟疫尚未消失
，許多人因得了新冠，或因新冠疫苗
的副作用造成了愈多疾病與並發症之
時，休斯頓使徒教會特別舉辦了這次
醫治特會來幫助我們的華人同胞，彰
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慈愛，大能與榮
耀。歡迎您本人以及所關愛的家人不
要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特別是那些
患了醫生不能完全治癒的疾病，來經
歷全能的上帝--獨一的真神的奇妙大
能--他的名字叫耶穌。
救主耶穌愛你!!!

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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