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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紐曼華語文學獎由馬來西亞裔紐曼華語文學獎由馬來西亞裔
台籍作家張貴興榮獲台籍作家張貴興榮獲，，頒獎典禮暨論壇頒獎典禮暨論壇33月舉行月舉行!!

20232023年美南山東同鄉會迎春晚宴年美南山東同鄉會迎春晚宴

2023 德州佛教會觀音菩薩聖誕法會通啓

（本報訊 ） 時 間 ： 3/4/2023 禮 拜 六 ； 2:00
PM - 4:00 PM

會 議 鏈 接 ： https://us02web.zoom.us/j/
86158955319

講員：Li-Min Hwang, MD, MPH, FACOG 黃立
民醫師

講員介紹：
醫學士，台灣大學醫學院
公共衛生碩士，霍普金斯大學
院士，美國婦產科學院
志工醫師，光鹽健康中心
講題：
Health Maintenance and Promotion through the

Life Cycle
從生到老各階段的養生保健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本報訊）2023年美南山東同鄉會迎春晚宴新聞發布會將於2月25日早上10點到12

點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辦。新聞發布會將介紹晚宴的籌備情況，贊助級別，節目亮
點和預計晚宴參加人數。屆時美南山東同鄉會各位理事會長們將一一登場介紹各小組籌
備情況。這次美南山東同鄉會迎春晚宴得到了眾多企業和個人的大力支持。年會從節目
挑選，菜單挑選，以及高科技的利用上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同鄉會理事會團結一致，力
爭做出精品級別的迎春晚宴。歡迎社區的山東老鄉和各社團代表參加。

（本報訊 ）2023 紐曼華語文學獎由馬來西
亞裔台籍作家張貴興榮獲，即將在3月2-3日於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舉行頒獎典禮及文學論壇
，文化部及駐休士頓辦事處台灣書院共同支持
。

3月2日下午1:30 (美國 CST 中央標準時間)
將舉行文學論壇，講者包括張貴興、Shih,
Shu-Mei 教授(美國 UCLA) 、E. K Tan 教授 (美
國 Stony Brook University)、Carlos Rojas 教授(美
國(Duke University)，由奧克拉荷馬大學 Jona-
than Stalling 教授主持。

3月3日晚間7點 (美國CST 中央標準時間)

舉辦頒獎典禮。論壇及頒獎典禮都將現場及線
上直播!

線上直播報名https://bit.ly/3lmzxAe
詳細活動資訊 https://www.ou.edu/cis/re-

search/institute-for-us-china-issues/us-chi-
na-cultural-issues/newman-prize-for-chi-
nese-literature

「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於
2008 年創設，每兩年舉辦一次，表彰以華文寫
作、用散文或詩歌書寫的傑出作家，係美國第
一個以推崇華語文學為目的文學獎項。馬來西

亞裔台籍作家張貴興榮登第八屆得獎人，是繼
楊牧 (2013)、朱天文(2015)之後，第三位獲得此
獎的台灣作家。

獲獎者張貴興1956年生於婆羅洲砂勞越，
1976年離開馬來西亞前來臺灣就讀。他最著名
的作品是他的以婆羅洲為背景的雨林小說三部
曲：《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
南國公主》，在台灣和華語文學界引起了廣泛
的討論。睽違1 7 年再推出的文學作品《野豬渡
河》，引起極大關注，讓張貴興不但拿下聯合
報文學大獎，更勇奪馬來西亞花踪文學獎馬華
文學大獎、金鼎獎、臺灣文學金典獎、書展大

獎、世界長篇華文小說獎首獎 「紅樓夢獎」。
張貴興的提名人 E.K. Tan 教授指出，張貴

興寫作的特殊之處在於 「融合東西方的文學美
學和敘事風格」。他對婆羅洲雨林的描繪讀起
來就像美國小說家福克納，背景則從美國南部
移植到婆羅洲。

他意識流式的敘事在人物的心靈和熱帶雨
林地形之間穿梭，為華語文學注入了類似馬奎
斯魔幻寫實的的獨特感官體驗。

（本報訊）欣逢觀音菩薩聖誕，本會謹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時
，於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觀音法會，並為全體信眾祝福開示。全程網上直播。

當日本會會長宏意師父將以： 「觀水月 學自在」為主題開示大眾，並帶領
常住法師，在佛前虔誦大悲神咒，祈求觀世音菩薩遍灑甘露，使世界和平，疫情
早日消除，人人皆得清涼吉祥，安樂自在。

（編輯: 趙婉兒）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3 月 11 日、4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
理。注意凡持有 2022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
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
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舊會員可
以郵寄換証。支票台頭請寫 CSA。寄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TX 77042。會費六十歲以上個人$30 兩
年,夫婦 $55。未滿六十歲個人$40 兩年。

活 動 專 欄 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
一期共五週、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上課方
式:“在網上用 Zoom 上課”或“到教室上課”
。 iPhone & iPad Class I: 將於 5/17/2023 開班到
6/16/2022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上
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 設置的所有功能嗎
? 當手機有問題如何找出問題所在?如何節省手
機的貯存量? 如何在 iPhone 設定緊急聯繫人? 每
一個應用軟體都須要經過設置去調整。你知道
多了? 這課程將幫助你了解數碼技術並逐步引導
你認識裝置的所有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協助
你迅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
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這是使用
iPhone & iPad 最重要的課程。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收費$40 有興趣的
會員請於開班前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
報名繳費。

旅 遊 專 欄 II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
員參加。報名請於指定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排隊報名繳
費。司機午餐、瓶裝水和門票。凡己報名、而
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
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
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23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一日遊。將於 2023 年 3 月 7 日,星期
二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繳費。 *** 收費 20 元
、不含午餐。午餐費自付。名額有限、請儘早
報名。行程如下：上午 9:00--僑教中心停車場
登記上車。 9:1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下午 4:
40 回到僑教中心。 參觀新開設的孤星飛行
博物館。這裡收集歷史悠久殊榮的的飛機，其
中不少還在飛行！博物館口內有學習飛行的實
驗室、有成立於 1995 年的德州航空名人堂，以
紀念德州著名飛行員及與航空有關的名人。目
前共有 71 名, 分為四類：開拓者和探險家，軍
事飛行員，創新者和企業家和領導者。導員將
為你介紹每部飛機的歷史。了解飛行的原則和

生活的歷史。探索如
何才能成為一名飛行
員，以及飛機設計，
維 護 和 操 作 。 中 午
luby's cafeteria 西式午
餐(自費)。

Sam Houston 遊
船。乘搭遊船開始從
旋 轉 盆 地 的 M / V
Sam Houston pavilion
，在 610 橋下往東到
Washburn 隧 道 和 回
來。旅程沿途介紹，
識別港口基礎設施，
航道上的船隻和歷史
遺跡。目的鼓勵社區
成員（包括居民，學
生，選任官員和遊客
）熟悉港口的設施和
休斯頓船舶航道的工
業發展，促進沿休斯
頓船舶航道的商業和
工業增長的發展。

2) 2023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一日遊
。將於 3 月 30 日,星
期四上午十點開始接
受報名收費。 **收
費 25 元。費用含午
餐。名額有限、請儘
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8:00--僑教中心
停車場登記上車。 8:1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下午 5:00 回到僑教中心。

博蒙特植物園。這是一個擁有 23.5 英畝千
變萬化的美麗花園。位於泰瑞爾公園入口附近
。有戶外和室內花園。戶外有小橋流水、養有
小鴨的池塘以及配合不同主題的美景花園，沿
路有長椅讓您休息、餵鴨子和享受夏日鳥語花
香的景色。室內花園有鯉魚池塘、更培植有各
種罕見的花朶和植物。室內花園是透明屋頂、
陽光充足花朵盛放、美不勝收的景色讓您流連
忘返。 中午中式自助餐。

參觀德州東南藝術博物館。博物館內收藏
和經常更換展示眾多不同著名現代和古典的藝
術作品。 Beaumont 藝術博物館是在德州 9 月
14 日 1950 年成立的，原本位於 Beaumont 的
Calder 大道一個兩層樓高的出租屋樓下地面。
在 1956 年 9 月，由 S. Perry Brown 家族捐贈的

資金，於東南德州展覽會場建立其設備。這所
建築物現在是 Beaumont 藝術聯盟的所在。
1969 年由 J.Crooke Wilson 的家族所捐贈位於老
城區、博蒙特的歷史街區五英畝房產給博蒙特
市、目的是設立博蒙特藝術的博物館。捐贈持
續並為博蒙特博物館提供專業指導人員和特別
以教育為重點。 1987 年 9 月 10 日，完成全面
資金的驅動籌款、獲得 420 萬元，博蒙特美術
館重新誕生名為德州東南藝術博物館。

IV. 免費協助辦理申請/更新州政府各項福
利的服務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自今年2023
年新增協助長者申請州政府的各項福利的服務
。如果你符合德州政府提供的低收入條件或有
疑問是否符合申請的資格可電話 (713)784-9049
預約、或週二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僑教
中心 102 室登記預約。我們將免費協助你辦理
申 請/更 新 以 下 的 項 目 。 1) 協 助 辦 理 申 請

Medicare: 65 歲前三個月可以開始辦理申請 2)
協助辦理申請/更新 Medicare Saving program: 由
德州政府提供,幫助申請人支付費的自付額 Part
A 或 Part B 的費用。幫助符合條件的人支付全
部或部分紅藍卡 B 部分保費，自付額等。 3) 協
助辦理申請/更新德州政府提供的白卡(Medicaid)
或殘障人士支付醫療費用。只要您的家庭收入
低於聯邦貧困縣 150%，根據您的家庭收入的不
同，您會獲得不同金額的醫療上的經濟補助。
4) 協助辦理申請/更新德州糧食券(SNAP Food
Benefit) 。為資源有限家庭提供的可以用來購買
食物的補助。 V. 光塩社提供免費報稅服務:由國
稅局(IRS)認証報稅員協助年收入不超過$60,000
的 客 戶 報 稅 。 2-4-2023 第 一 季 會 員 慶 生
1-12-2023 Sam Houston 軍團學員中心&總統圖
書館和博物館

老協2023 年 3 & 4 月份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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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2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

打造專業化規範化鄉村醫生隊伍
中辦國辦印發《意見》促鄉村醫衞體系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鄉

村醫療生體系健康發展的意見》

（下稱《意見》），指完善鄉村醫療

生體系，是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的迫切要求，也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的應有之義。意見提出，堅持把人才

隊伍建設擺在重要位置。發展壯大醫

療生隊伍，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和

社區，尊重人才價值和成長規律，立

足在崗鄉村醫生現狀，加強適宜人才

培養和引進，推動鄉村醫生向執業

（助理）醫師轉化，打造一支專業

化、規範化鄉村醫生隊伍。

意見提出，要優化鄉村醫療衞生機構布局。根
據鄉村形態變化和人口遷徙流動情況，因地

制宜合理配置鄉村兩級醫療衞生資源，宜鄉則鄉、
宜村則村，提升鄉村醫療衞生機構單體規模和服務
輻射能力，從注重機構全覆蓋轉向更加注重服務全
覆蓋。重點支持建設一批能力較強、具有一定輻射
和帶動作用的中心鄉鎮衞生院。常住人口較多、區
域面積較大、縣城不在縣域中心、縣級醫院服務覆
蓋能力不足的縣，可以在縣城之外選建1至2個中
心鄉鎮衞生院，使其基本達到縣級醫院服務水平。
加強邊遠地區、民族地區以及山區（高原）、海
島、牧區、庫區等特殊地區村衞生室建設。推進鄉
村醫療衞生機構一體化管理，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逐
步將符合條件的公辦村衞生室轉為鄉鎮衞生院延伸
舉辦的村級醫療服務點。

擴大農村訂單定向免費醫學生培養規模
意見以較大篇幅規劃“發展壯大鄉村醫療衞生人

才隊伍”，提出多渠道引才用才，例如逐步擴大農
村訂單定向免費醫學生培養規模，完善協議服務政
策，地方可根據實際需求面向農村規範培養擬從事
全科醫療的高等職業教育層次醫學生。引導符合條
件的鄉村醫生參加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依

法取得執業（助理）醫師資格。到2025年，鄉村
醫生中具備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的人員比例提高
到45%左右，逐步形成以執業（助理）醫師為主
體、全科專業為特色的鄉村醫療衞生服務隊伍。

分類解決鄉村醫生養老和醫療保障問題
同時，意見提出要完善收入和待遇保障機制，並

分類解決鄉村醫生養老和醫療保障問題。
在“提高農村地區醫療保障水平”方面，意見提

出要持續健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三重
制度綜合保障機制。落實分類資助農村低收入人口
參保政策，繼續對農村特困人員參保給予全額資
助、對低保對象參保給予定額資助；完善符合條件
的易返貧致貧人口資助參保政策，資助標準由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城鄉
居民基本醫保籌資標準合理確定。強化高額醫療費
用支出預警監測，建立健全防範化解因病返貧致貧
風險長效機制。
意見並要求，要建立鄉村醫療衞生體系健康發展

督導評估機制，中央和省級層面加強對地方政府政
策保障、人員隊伍建設等重點任務進展情況的綜合
督導評估，並將其作為鄉村振興有關督查考核的重
要內容。

◆鄉村醫療生機構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合
理。
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
智能化、數字化應用逐步普及。
中醫藥特色優勢進一步發揮。
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顯著提升。
鄉村重大疫情和突發公共生事件應對處

置能力不斷增強。

◆鄉村醫療生人才隊伍發展壯大，人員素
質和結構明顯優化，待遇水平得到提高，

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有效解決。

◆鄉村醫療生體系運行機制進一步完善，
投入機制基本健全，基層首診、雙向轉
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分級診療格局
初步形成。

到2025年的目標任務
主要目標任務：鄉村醫療生體系改革發展取得明顯進展。

具體內容：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針對新冠感染疫情，中
國國家衞生健康委疫情應對處置工
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昨日
表示，中國已經經受住了這一輪新
冠疫情的衝擊和考驗，建立起較好
的人群免疫屏障。“如果從疫情本
身的特點來看，可以說這個疫情已
經基本結束”，梁萬年表示，但不
能說疫情是完全的結束，還是處在
零星的、局部性的散發狀態。國家
衞健委強調，當前，全球疫情仍在
流行，要進一步提升常態化防控和
應急處置能力，要加強疫情監測和
常態化預警，密切跟蹤研究病毒變
異和傳播情況，提升疫情早發現、
早處置和應急響應能力。

據統計，截至目前，內地60歲
以上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種覆蓋人數
為24,168.8萬人，以2022年年底內地
老年人專項摸底調查人口數為基數統
計，我國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種覆蓋率
達到96.1%。

未發現XBB.1.5致病力增加
針對外界關注的XBB1.5變異株

本土病例，中國疾控中心傳防處研
究員常昭瑞表示，新冠病毒感染
“乙類乙管”以來，監測已發現7
例由輸入病例引起的本土關聯
XBB.1.5病例，為核心密接人員。經
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相關密接人
員健康檢測及專家研判，沒有再發
現續發病例。雖然XBB.1.5 傳播力
較強，但目前數據顯示，個體感染
XBB.1.5後出現的症狀與其他奧密克
戎毒株症狀相似，沒有發現其致病
力增加。

專家：近期引發新一輪流行可能性小
常昭瑞表示，內地在新冠病毒變

異株檢測中，如發現首次報告的（包
括輸入和本土）、重點關注的國際流
行毒株，都會進行感染個案調查、核
心密接調查，並開展風險研判，一旦
發現傳播力、致病力或毒力增強的新
型變異株，及時按照相關方案採取措
施。她表示，中國剛剛經歷了疫情大
流行，人群體內留存的中和抗體會在
短期內提供免疫保護作用，專家研判
分析認為，近期引發新一輪規模流行
的可能性較小。

國
家
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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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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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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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態 ◆意見以較大篇幅規劃“發展壯大鄉村醫療

生人才隊伍”，提出多渠道引才用才。圖為1
月13日，一名村醫在診所裏為患者量血壓。



BB44
星期六       2023年2月25日       Saturday, February 2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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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

前海 香港 橫琴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加快對外開放。23日，人民

銀行、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

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關於金融支持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和《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

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兩

份文件(簡稱“橫琴金融30條”及“前海金融30

條”)，提出多項對港澳擴大金融開放措施，表示要

在前海合作區和橫琴合作區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

效路徑，允許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開

展跨境證券投資等業務，這是內地官方文件首次允

許開展跨境證券投資試點。此外，將在前海合作區

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機制，促進人民幣跨境支付系

統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業務。

前海推金融30條試點跨境證券投資
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效路徑 擴大灣區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為推動香港和深圳
兩地知識產權發展，促進跨境知識產權
創新、交流和合作，促進香港建設為區
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香港特區政府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23日聯合發布
《關於協同打造前海深港知識產權創新
高地的十六條措施》，涵蓋知識產權保
護、運營轉化、交流研討、宣傳教育和
知識產權貿易等領域的合作。

《十六條措施》當中的主要措施
包括：

◆支持香港的高校、研發機構及
企業落戶前海，協助和促進它們的創
科研發成果轉化，開拓大灣區內外的
龐大市場，同時為香港的知識產權專
業人才提供誘因開拓和發展其事業；

◆支持前海的技術轉移中心及知
識產權綜合運營服務中心在香港設立
分支機構，協助內地知識產權業界融
入本地的知識產權貿易產業鏈及生態
體系；

◆支持香港和深圳的相關仲裁機
構建立合作機制，進一步推展知識產權
仲裁服務；

◆支持知識產權署和中國（深
圳）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在港深兩地互
設知識產權問詢點，優化港深知識產
權跨境服務；及

◆鼓勵高價值專利創造及轉化應
用，支持在香港和深圳舉辦更多知識
產權展覽或論壇等大型活動。

香港商經局與前海管理局會建立
知識產權合作推進機制，由前海管理
局聯同深圳市知識產權聯席會議相關
成員單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
產權署、香港海關、香港貿易發展局
等機構成立前海深港知識產權合作推
進小組，以推動兩地知識產權的合作
項目。

李家超：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十六條措施》一方面協助香港的知
識產權業界開拓大灣區的機遇，另一方
面支持前海的業界利用香港的優勢及平
台，聯通世界進行知識產權貿易活動。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表示支
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相
信有關措施能促進港深業界共同推動知
識產權創新發展，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
勢，促進大灣區的知識產權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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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份由五部門聯合印發的文件，對前海合作
區和橫琴合作區各提出三十條金融改革創新

舉措，涉及銀行證券保險對外開放、金融市場開
放、便利居民用匯、跨境貿易、資本項目開放等
多方面。

其中，在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建設方面，“前海金融30條”提出總體目標，到
2025年，建立健全以金融業擴大開放、人民幣國際
化為重點的政策體系和管理體制，基本實現與香港
金融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金融風險監測、防範和
化解體系更加完善，金融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支
撐作用日益彰顯。到2035年，實現以負面清單為基
礎的更高水平金融開放，跨境資金高效便捷流動，
基本建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領域規則體系，金融環
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為全國金融業擴大開放起到
更強示範引領作用。

支持前海與港互聯互通
文件中特別提到，支持前海合作區以清單式

申請授權方式，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
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

多項專門對港擴大金融開放措施將實施。文件

表示，擴大香港居民代理見證開立內地個人II類、
III類銀行賬戶試點銀行範圍；在遵守相關法律法
規、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允許在前海合作區和香港
均設有分支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港資商業銀行開
展內部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允許香港私人銀行、家
族財富管理機構等在前海合作區設立專營機構，支
持符合條件的香港資產管理機構在前海合作區設立
合資理財公司，依法開展跨境資產管理業務。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央行等金融部門在文件
中提出，在前海合作區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有效
路徑，包括允許開展跨境證券投資等業務，取消
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資本金專用存款賬戶試點，
外商投資企業辦理人民幣資本金入賬結算業務無
需開立人民幣資本金專用存款賬戶，便利前海合
作區內企業在真實業務背景下靈活開展跨境融
資，放寬境外放款限制，將放款上限比例由所有
者權益的50%擴大至80%。

“前海金融30條”允許前海合作區內證券公
司經香港持牌金融機構授權後，向其內地客戶轉
發香港持牌金融機構發布的就港股通股票提供投
資分析意見的證券研究報告，支持前海合作區內
證券公司在境內開展跨境業務試點、承銷熊貓債
業務等；允許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在香港開展直

接融資，支持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銀行和企
業在香港直接發行人民幣計價的證券產品。並允
許前海合作區內證券公司、期貨公司通過境外上
市等跨境融資方式補充資本金，支持前海合作區
內企業依法利用香港（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或有限
合夥基金等）平台進行融資及開拓海外業務。

文件還提出便利香港企業跨境投融資，支持
港企港人在前海合作區創新創業，支持前海合作
區內符合條件的港資小微企業在500萬元人民幣
的限額內從境外銀行獲得人民幣貸款。

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機制
另外，將在前海合作區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

機制。支持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機構接入人
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促進人民幣跨境支
付系統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業務。並且，拓展離岸
賬戶功能。在賬戶隔離、風險可控前提下，支持
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
制度框架內穩妥開展離岸銀行業務。擴大基於離
岸銀行賬戶（OSA）的離岸業務範圍，允許已取
得離岸銀行業務資格的商業銀行在前海合作區設
立離岸銀行業務專營機構或法人機構，為實體經
濟開展離岸業務提供金融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李昌鴻北京、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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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國軍台中總醫院驚爆採購
弊案！骨科林姓主任涉嫌向1家科技公司收
賄，台中檢調日前搜索醫院、業者陳姓前
董座及甘姓前總經理辦公室等17處，在林
住處查扣現金 2300 多萬元，赫見 1 台點鈔
機，並在甘總辦公室查扣百萬元等證物。
檢調也查出，林姓主任的許姓妻子也涉嫌
居中替丈夫洗錢，訊後以30萬元交保。

檢調人員在21日帶回林姓主任、科技
廠甘姓前總經理及陳姓董事，涉收受賄賂
、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嫌，向法院聲押，
經法院裁定林、陳及甘各60、30及50萬元
交保，檢方23日已提抗告。

據了解，54歲林姓骨科主任在2019年
至 2020 年間負責醫院儀器採購，在採購 X
光機類型器材時涉嫌向 1 家科技公司的 68
歲前董事長陳男、63歲前總經理甘男收賄
，業者疑直接抱著現金送給林，金額龐大
到林動用點鈔機點鈔。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馬鴻驊指揮廉政署
中調組、保四總隊及檢察事務官等人，今
年 2 月 21 日前往醫院、科技公司辦公室及

住處等17處搜索，在林的住處查扣到疑似
犯罪所得及不明來源現金2300多萬元，甚
至有 1 部點鈔機；在甘的辦公室查扣現金
100多萬元、核銷單據等證物，檢調帶回林
、林妻及業者劉姓員工等22人調查。

檢方訊後，認為林男涉收受賄賂、財
產來源不明等罪嫌；陳及甘男則涉違背職
務交付賄賂、政府採購法、商業會計法等
罪嫌，3人犯罪嫌疑重大，並有逃亡及滅證
、勾串共犯之虞，向台中法院聲請羈押，
林妻則涉嫌洗錢，劉姓員工則諭令各依30
萬元及15萬元交保。

經法院審理認為無羈押必要，裁定林
、陳及甘等各60萬、30萬及50萬元交保，
台中地檢昨天已提抗告。

對此，國軍台中總醫院回應表示、目
前已將林男調離現職，相關案情已進入司
法偵辦程序，院方秉持 「依法行政、勿枉
勿縱」立場，全力配合司法調查，以盡速
釐清案情，若有貪瀆行為，必定會依法嚴
厲追究。

（中央社）新竹縣竹北高中有3名學生透過特殊選才管道提
早錄取大學，分別為李宛軒錄取陽明交大百川計畫、楊晨麟透過
拾穗計畫錄取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系，以及楊榮恩錄取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其中李宛軒經歷傲人，曾獲2022年全國
十大傑出青少年，創建的社群媒體學習討論群與自媒體，共計近
50萬人追蹤，3年來流量突破1億。

因為看見資源不均等問題，李宛軒在
2018年創建國中學習討論群，主打互相
學習、討論和分享學習技巧，目前已突
破 30 萬成員，又在 2020 年成立高中學
習討論群，也有12.7萬人追蹤。

李宛軒帶領團隊將學習討論群持續進步與轉型，甚至她明白
遇到困境時的無助，因而成立學生的心聲筒，讓學生們抒發心中
的不安與迷茫。李宛軒一手創建多個社群媒體群，也經營個人
IG，用互動模式與網友們討論時事議題，3年來累積的網路流量
已突破1億。

對於自己在課外投入的事業，回歸升學時，難免遇到不支持
與不看好，李宛軒回憶起一路上的準備過程相當辛苦。她表示，
現有環境給予學生的期待就是好好讀書，不做與課業無關的課餘
活動，特殊選才好比逆著現實與大環境走，甚至更像逆向奔跑；
未來她期待朝教育、傳播與管理方向精研，也希望趁著不分系多
嘗試跨領域學習，探索自我。

曾獲得青少年發明家獎項的楊晨麟則表示，從小就對實驗、
動手操作非常有熱忱，他發現清大拾穗計畫著重學生實際操作，
尤其材料系注重分析與製程，剛好符合他自國高中的實驗成果，
順利錄取清大材料工程學系。

創建流量破億社群
李宛軒錄取陽明交大

（中央社）花蓮慈濟醫院門診量每天達3200人次，不少來
自外地患者看診後趕搭火車返家，也常有民眾行程延誤或行動不
便無法及時搭上車，台鐵為了就近服務旅客，全國首創到慈濟醫
院設立 「台鐵行動車站」，每周服務3天，可取票、換票、退票
，車站能做的這裡都可以做。

花蓮慈院為東部醫學中心，每天有許多病患看診，約有7成
來自花蓮市以外地區與外縣市。花蓮火車站長楊舜安昨分享陪同

母親就診的經驗，看
到民眾因門診時間較
晚，擔心搭不上車，

拿著車票不斷著急地看時間，不知道要繼續留下來看病還是要去
趕車，因此受到啟發，決定要讓花蓮車站 「走出去」。

楊舜安表示，因法律限制與管理，台鐵票務系統不能透過一
般無線網路運作，為解決網路與個資保護問題，透過中華電信協
助，在符合法律規範下，今年1月下旬完成網路與設備架設，在
花蓮慈院展開1個月試營運，直到昨天正式啟用。

「台鐵行動車站」設置在慈濟門診大廳入口處，每周一、三
、五的上午10時至下午2時，有台鐵專員在場服務，現場可取票
、退票、換票，還有團體票或預購票等。

慈院院長林欣榮說， 「行動車站」對仰賴搭乘火車往返移動
的病患和家屬來說是一大福音，有了這個車站幫了民眾很多忙。

台鐵花蓮運務段長吳金添指出，從發想到實踐不到半年時間
，在過程中反覆溝通和討論，克服了許多實務上的困難，試營運
的1個月內，服務量也從最初的20幾人，逐日上升到每天破百人
，期望未來能嘉惠更多人。

優良軍醫收賄家藏2300萬現金
妻子助洗髒錢30萬交保

（中央社）為提高國內新冠疫苗覆蓋率，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日宣布，3月6日起至4月30日
實施 「疫苗加一、解封安心」接種運動，且將來規
畫讓新冠疫苗固定在每年3、4月例行接種。專家則
呼籲，國內不應只推升單價疫苗覆蓋率，歐盟已著
手規畫用雙價疫苗當作基礎劑，我國也應盡速評估
，讓從未接種者可直接打雙價疫苗。

指揮中心表示， 「疫苗加一、解封安心」接種
運動的適用對象包含未曾接種任何一劑疫苗、尚未
完成基礎劑、六歲以上未接種BA.4/5次世代疫苗等3
族群，可選擇疫苗為單價/雙價莫德納、BNT、No-
vavax三廠牌，但雙價疫苗仍僅供追加劑接種。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指出，國內目前整體
疫苗覆蓋率穩定維持55％～60％間， 「因為自然感
染人口不斷增加」，不至於引起社區大流行，是導
致接種疫苗變得沒有急迫性的原因，但仍應加強接
種，預防重症與死亡發生。

陳秀熙表示，歐盟已著手規畫，讓雙價疫苗不

只作為 「追加劑」，也能當成 「基礎劑」接種，目
前雙價疫苗已經陸續改良，副作用也較小，台灣也
將朝讓從未接種過疫苗者，可直接接種雙價疫苗。

中研院生醫所兼任研究員何美鄉認為，已接種3劑疫
苗以上，且去年9月後曾感染、症狀非常輕微的人，
代表你是具有免疫力的族群，可依個人評估是否追
加接種，其他族群仍應依照指揮中心建議追加接種
。

何美鄉認為，mRNA疫苗是全新技術，長期對
人體產生什麼影響，至少需要觀察2年以上，目前仍
存在未知數。建議指揮中心，未來如果要將新冠疫
苗納入常規疫苗，應以蛋白質疫苗為優先。

防疫指揮官王必勝表示，盼藉由這次疫苗加一
接種運動，鼓勵國人踴躍打疫苗，除政令上宣傳以
及加強接種副作用說明之外，也會對非都市地區以
民政系統，例如鄰里長、慢性病回診追蹤醫師等方
式，主動提醒民眾接種。

疫苗加一全民接種運動 3月6日開跑
數A今年不刁難
1312人滿級分

（中央社）112學年度大學學測昨
天放榜，今年度數學 A 難易度回穩，
滿級分共1312人、頂標則為11級分，
5標成績均較111學年度回升1級分。
至於其他科目頂標部分，國文13級分
、英文13級分、數學B是12級分，社
會和自然則分別為12和13級分，與往
年差不多。

根據大考中心統計，今年度學測
英文和自然5標較為相近，頂標和前標
均為13和11級分，英文均標、後標和
底標分別為8、5、4級分。數學A頂標
和前標分別為 11 和 9 級分，數學 B 則
均略高於1級分。數學A的後標和底標
分別為5、4級分，數學B則分別略低1
級分。

至於各科15級分人數方面，大考
中心資料顯示，在滿級分方面，數學

A 滿 級 分 人 數 今 年 1312 人 ， 占 比
1.54％，比去年增加 523 人；國文科
2948 人，比例 2.55％；英文科則為
3426 人，占 2.96％；數學 B 則有 1736
人，占 1.78％；社會科 1713 人，占
1.85％；自然科為 1544 人，占 2.14％
。

大考中心主任周兆民表示，今年5
標級分相較於去年，數學A的5標都較
提升1級分，但自然、社會5標皆下降
，數學 B 頂標、前標、均標亦較去年
下降1級分。

周兆民指出，去年考生反應自然
太簡單，並也反映數學 A 太難，因此
今年出題有所調整。此外，數學 B 今
年在命題上，也對修讀數 B 考生較為
友善，考題專屬數學B的範圍較多。

台鐵行動車站進駐
花蓮慈醫可退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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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北市都審會23日二度審議淡北
快速道路台北段，都審委員再提出工法、景觀等
相關建議，北市都發局長王玉芬裁示，申設單位
新北市政府得納入建議並補件，全案修正後通過
。據評估，淡北道路原本 44.69 億元預算會增加
10億左右，本月初第1次流標，新北市府重新檢
討標案，最快3月將重新公告上網，力拚今年決
標，明年開工。

淡北道路台北段範圍約 1.2 公里，新北市府
參考上次會議建議，調整中央北路、大度路等路
口動線後二次送審，委員會昨針對台北端的大度
路西側端點及高架段道路的地下箱涵工法、高架
道路對景觀環境影響、交通設計等提出建議。

針對大度路車行地下箱涵，都審委員認為，
若採明挖覆蓋工法，恐衝擊當地交通。新北市新
工處副處長鄭立輝解釋，採 「管冪工法」能減少
干擾，但難度較高，與台北市主管機關討論後才
採工期快、風險小的明挖覆蓋工法。

台北市交通局也指出，位於大度路與中央北
路口的公車站，應移設至大度路跨越中央北路口
的西向分隔島，以避免公車道與右轉車輛交織。
另外都審委員建議，新北接台北端的高架道路、

地下箱涵等景觀設計應保持一致。
針對淡北道路北市端昨日通過北市都審，新

北市新工處長王益翔說，考量北市大度路路寬達
40公尺，附近的關渡公車站因停等與右轉車輛產
生交織，淡北道路工程會將公車站移設並將增設
行人庇護島。

而環境景觀，淡北道路在台北市境內路段是
利用現有路幅空間立體化配置，將規畫施作中央
北路車行地下道及立德路跨越陸橋；為達到節能
減碳並與周邊景觀相容，立德路的跨越陸橋將採
用綠色材料的鋼橋。

此外，淡北道終於公告上網招標，本月9日
開標流標作收，公告期間雖有廠商領標，但最後
無人投標，當時潛在廠商認為 44.69 億元預算價
格過低，且其中的部分路段需要使用 「管冪工法
」，屬於專業工班，人力難尋，廠商才會持續觀
望。根據業界評估，這次預算可能會增加10億元
左右。

新北市工務局表示，持續拜訪潛在廠商了解
目前市場成本，正重新檢討標案內容，另外也會
針對合約中相關專業工程期限微調，最快3月會
再行上網，目標仍然是今年決標，明年開工。

淡北道路預算估增10億
拚3月重新公告

（中央社）高雄一名人妻
小花（化名）與丈夫長期分居
，被范姓男同事追求後兩人交
往，還在車內約會遭到丈夫抓
包，范男也因此被告上法院求
償。橋頭地院審理時，范男聲
稱不知情小花已婚，法官採信
後，判范男免賠。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人夫主張，
與小花原為夫妻，兩人婚姻存
續期間，他意外發現小花與范
姓男子有不當的對話紀錄，內
容提及， 「范太太」、 「范先
生」、 「愛你」、 「我好想你
」等語。

人夫表示，他還目睹小花
於 2021 年 7 月間與范男一起前
往汽車旅館，經他質問小花後
，小花才坦承與范男的確有不
正當男女關係，還承諾會分手
，但事後他仍發現小花與范男
藕斷絲連，趁上班時間在車上
幽會、接吻，認為范男的行為
嚴重侵害他的配偶權，故依法
求償60萬元。

對此，范男稱，他與小花
是透過工作認識，小花不曾主
動告知已婚身分，遑論小花與
丈夫雖有夫妻關係，卻長期處
於分居狀態，依據社會一般通

念來說，他難以猜到小花為已
婚身分，遑論主動詢問婚姻狀
態。

橋頭地院審理時，法官發
現小花證稱，她與母親、小孩
同住，與丈夫交往以來從未與
丈夫同居過，她的住處沒有丈
夫的貼身衣物及刮鬍刀，也從
未向范姓男子提及已婚身分。
法官認為，小花的確刻意隱瞞
已婚身分，也沒有主動告知，
范男確實不知情小花已婚，故
不須負起侵害配偶權的責任，
判免賠。可上訴。

男幽會人妻被抓包
冤喊 「不知已婚」法官信了

客運9026爭議 謝國樑：考慮租車載市民通勤
（中央社）基隆市國道客運9026路線爭

議方興未艾，基隆市政府23日邀客運業者赴
市府說明。市長謝國樑表示，若1周內客運
業者的營運狀況不能改善，考慮以緊急避難
的名義，租遊覽車載送市民通勤。民進黨立
委蔡適應認為不如換業者接辦，並呼籲通勤
族，可向他通報違規脫班情形，一起監督業
者。

國道客運9026是基隆市安樂區通勤族來
往台北重要路線，近來因為客運業者屢屢發
生脫班等狀況，導致民眾坐不上公車。

謝國樑昨表示，客運業者及公路總局應
努力解決問題，他強調，若1周內國道客運
的亂象無法解決，通勤族仍需等1個小時才
能上車，市府考慮以 「緊急避難」的方式，
租遊覽車載送市民。

謝國樑昨邀客運業者說明，會後他感謝

國光客運、福和客運等業者願在尖峰時段開
加班車，協助載送乘車熱點的通勤民眾，但
機動加班車仍需公路總局許可，他也會致電
公總請託同意調整。

福和客運副總經理謝秉翰指出，該公司
將自本周起，在上午7時到7時30分間，固
定加開2個班次，這2個班次將針對路線的3
大重點，包括婦幼福利中心、長庚醫院及樂
利三街口加強載送，降低民眾等車時間。

蔡適應則說，他從一開始就對福和客運
的營運能力感到質疑，若業者到最後仍不能
依照班表經營路線，那麼並不是市府租遊覽
車載運就能解決的問題，還不如與公總協調
其他客運業者接辦經營比較重要。

他強調，遊覽車不能做國道客運業務，
市府的提案就法律上有問題，要解決客運業
者違規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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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33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22 年 0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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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7 月
01日。
第四優先：2022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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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1日。
B 表
第一優先：2022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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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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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2 月
01日
第四優先：2022年03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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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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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加急申請15天內
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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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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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東
部 時 間 中 午
12 點 註 冊 今
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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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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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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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
和領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
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
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
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

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
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
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
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
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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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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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 website published on February 9, 2023, an article, War 
with China Is Preventable, Not Inevitable - What is needed is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coexistence, authored by Jake Werner, 
research fellow, and William D Hartu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W&H both work at Quincy Institute). W&H's article and its title are 
so correct and timely for catching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s since 
Congress (a concerted bi-partisan effort) is hysterically driving  anti-
China rhetoric as a national politically correct narrative to feed the 
U.S. citizens and the entire world. W&H recognized that Biden did 
repeat his China position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He 
(Biden) seeks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and that the US wa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China where it can advanc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benefit the world.” W&H's principal message is t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follow up his own words by quickly rescheduling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s trip to China,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rafting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coexistence. This principal message 
deserves to be horn blown to all Americans, however, this author 
feels compelled to add some comments to amplify W&H's rationale.
W&H is right that Biden will face stiff opposition not just outside of 
his administration but within it as well. For example, “four-star Air 
Force Gen. Mike Minihan caused a stir” when a memo predicted a 
US war with China, stating, “my gut tells me we will fight in 2025”. 
W&H regarded Minihan's statement as irresponsible and misguided 
and offered a “sanity” note by Representative Adam Smith (D-
Wash.), the ranking Democrat on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mith said of Minihan's assertion that war is “not only 
not inevitable, but it's also highly unlikely.“ It is obvious that war 
cannot occur just like single palm cannot clap. The current 
provocative behavior in Congress towards China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S. It is violating the goal of preventing a serious 
war, especially, when our war games simulating the US-China 
conflict showed unfavorable results to the U.S. The best 
consequence is that a U.S.-China war will be inflicting heavy losses 
on both sides, destabiliz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raising the risk 
of a nuclear disaster in the world.
W&H argue that no matter how war is likely, the U. S. Policy goal 
ought to be preventing war. They seem to adhere to the U.S. 
deterrence strategy towards China, except advising not to engage in 

a risky arms race to deter China but adopting a balanced and 
concerted effort to reassure a sound relationship. They suggest the 
U.S. return to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e inform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has kept Taiwan Strait peaceful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ey point out that the U.S. ambiguous Taiwan policy has 
been changed raising deep doubt in China and the recent behavior of 
U.S. Congress has destroyed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U.S. W&H 
advise that it is not too late to make a difference, the spiraling tension 
in Taiwan Strait must be dealt with a coexistence policy. The U.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must be defensive not to create 
dangerous scenarios. China and the U.S. must rebuild confidence on 
both sides that U.S. and China can survive and prosper together. 
W&H mention that the U.S. and China have worked and can work on 
pandemic and climate issues rather than engage in a zero-sum 
competition. They urge two sides to work on mutual concerns, not 
confrontations.
The present author agrees wholeheartedly with W&H's plea for the 
U.S. to change its current China policy to pursue a constructive co-
existence path. Biden's Administration is indeed challenged by an 
anti-China Congress blaming the U.S. domestic problems and falling 
U.S. prestige on the world stage to foreign countries. He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urned its focus on creating and prolonging the 
Ukraine war and on plotting and building an alliance to confront 
China from a defensive to an aggressive approach - unprecedented 
economic sanctions (trade war, technology sanctions and decoupling 
of supply chain) and a hostile diplomacy against China. However, the 
present author must point out that W&H has failed to mention that 
the U.S. deterrence policy is a legacy policy brew out of its 
Hegemony strategy (refer to Prof. John Mearsheimer's articulation 
about U.S. hegemony based on U.S. history) over the years. In this 
strategy, the U.S. wants to maintain a superpower position and targets 
any rising country which may threaten the U.S. supreme position. 
This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U.S. right-wing hawkish 
sentiments; unfortunately, it has been directed to China and hyped 

since Obama,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Since the 
hegemony strategy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European powers in the past, the U.S. is 
essentially addicted to the hegemony ideal.
In the present author's opinion, American citizens must honestly 
reflect on the U.S. hegemony strategy and ponder what Prof. 
Mearsheimer is now earnestly warning what the U.S.-China 
hegemony confrontation may bring to the world – nuclear war, 
mutual destruction and global dissasters. This author agrees with 
Prof. Mearsheimer's prediction of the horrible outcome if the U.S. 
maintains its hegemony strategy, but he wants to point out that the 
U.S. must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not a hegemon and there is no 
advantage to provoke her to become a hegemon. China's history 
shows that China's rise is not through hegemony at all, following a 
very different path from what Russia, Japan and the U.S. had taken. 
The U.S. must understand this background about China to feel safe 
to abandon its hegemony strategy and pursue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co-existence. The U.S. politicians, especially its 
Congress members, must break out from the Congressional foreign 
affairs and military committees' self-reinforced ideology (which 
have indulged in the hegemony theory for centuries since the era of 
Monroe doctrine).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re is existence of an 
anti-hegemony behavior, practic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China 
based on a simple ideal that humans can live harmoniously together 
so long they work diligently under what nature has offered them. 
Therefore, the Chinese people contain 56 ethnic groups, and many 
of them are absorbed into China naturally and peacefully becoming 
one race because of this simple tolerant and accommodating 
philosophy - a philosophy opposite from hegemony theory.
This author recommends highly W&H's article, “War With China Is 
Preventable, Not Inevitable - What is needed is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coexistence”, but he must emphasize and plead to 
Americans to understand hegemony and anti-hegemony theories. 
Facing China, an anti-hegemony big nation, the U.S. should not 
follow the hegemony theory and should not provoke China into a 
hegemon. W&H's advice is a wise one and a constructive 
coexistence policy will work if the U.S. can abandon being a 
hegemon and accept and treat China as an anti-hegemon.

ChatGPT是什麼？ 
ChatGPT是美國人工智慧研究實驗

室OpenAI開發的一種全新聊天機器
人模型，它能夠通過學習和理解人
類的語言來進行對話，還能根據聊
天的上下文進行互動，並協助人類
完成一系列任務。  這款AI語言模
型，讓撰寫郵件、論文、腳本，制
定商業提案，創作詩歌、故事，甚
至敲代碼、檢查程序錯誤都變得易
如反掌。 

不少和ChatGPT"聊過天"的網友紛
紛 感 歎 ， "只 有 你 想 不 到 ， 沒 有
ChatGPT辦 不 成 的 "。  和 ChatGPT聊
天，可以直奔主題、開門見山，也
能由淺入深、由表及里。 當被問到
一 些 嚴 肅 性 話 題 和 解 決 方 案 ，
ChatGPT的回答邏輯合理、用詞到
位，雖然沒有提出老生常談之外的
觀點，但清晰直觀且迅速的表達方
式、反應過程令人拍案叫絕。 上線
僅僅兩個月，ChatGPT的活躍使用者
就突破一億。 

ChatGPT會搶誰的「飯碗」？ 我
們如何正確看待？ 

ChatGPT的迅速普及有可能顛覆許
多行業。 紐約大學計算機科學與電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氣 工 程 系 副 教 授 Chinmay Hegde認
為，新聞、高等教育、圖形和軟體
設計等行業的某些工作——這些工
作有被AI代替的風險。 

以 新 聞 媒 體 為 例 ， 衛 報 早 在
2020年就讓ChatGPT軟體撰寫了一篇
文章——結果喜憂參半。 複製編輯
當然是它非常擅長的事情。 總結一
下，使文章簡潔明瞭，這確實做得
很好，"Hegde說，但一個主要缺點
是該工具無法有效地進行事實核
查。  在教育領域，《紐約郵報》則
指出，教授和教師可能被人工智慧
課程取代。 英國牛津互聯網研究所
的學者Sandra Wachte擔心，如果學
生們開始使用ChatGPT，這不僅是
"外包"了他們的論文寫作，還會" 外
包"他們的思維。 

我們應當秉持怎樣的態度看待這
種技術革新？ 

人工智慧本就是人類智慧的產
物，其運行基礎是人類高度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解決問題更繞不開設
計者給定的程式框架。 對待新技
術，相比於杞人憂天，更值得思考

世界面臨了一個新的歴史轉折時
刻，美中關系也面臨了嚴重的危
機。 美中因爲"意圖的誤判"發生衝
突將是世界最大的災難，要避免它
就必須了解美國亞太戰略的邏輯，
建立互信。 本文重溫尼克森1967年
10月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瞭解
他在1972年開啟美中關系正常化的
思想背景，他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
借鑒的意義。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
東亞政策的根本目標到今天還是相
當 一 致 的 ， 那 就 是 ： 1.地 緣 政 治
上，避免任何當地強權的出現，維
持中、日、俄的平衡。 2.美國建國
時的反歐洲，特別是反英國帝國主
義的思想，確保東亞的商業利益不
被歐洲老牌帝國所獨佔。 3.推廣意
識形態的影響，包括基督教的傳
播，和美式民主的教化。

對日戰爭勝利後，美國寄望於國
民政府可以做為美國在亞太區域美
國利益的代理人，國民黨在大陸的
失敗以及韓戰的爆發打破了美國的
佈局。 美國開始把中共看成是與蘇
聯一様的敵對勢力，必須構築第一
島鏈來遏制共產勢力的擴張。 由於
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重要位置，美國
的對台政策就是防止台灣成爲一個
敵對美國的中國的一部分。 

1952年美總統大選之後，艾森豪
上臺，拉拔了既年輕又以反共著稱
的尼克森當副手，艾森豪擔心共黨
勢力襲捲中國，亞洲相繼出現「骨
牌效應」，因此1953年11月8日，當
年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以美國總統
艾森豪特使身份首次訪台，目的是
要讓老蔣安心，美國會「保證台澎
安 全 」。 受 到 蔣 介 石 熱 烈 歡
迎，5天訪台備受尊崇，除受特殊禮

遇進住士林官邸外，並與老蔣共同
校閱國軍。 尼克森返回美國後，美
台果然因形勢需求重新緊密合作。 
1954年末美台簽署《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1955年艾森豪向國會發表
諮文，要求授權總統必要時「得使
用美軍，確保台澎安全」，此即著
名的「台灣決議書」，台灣正式納
入美國東亞反共島鏈戰略環節，從
此確保了台灣反共基地角色。

在 經 歷 過 1960年 總 統 大 選 的 失
敗，及一系列政治挫折後，尼克森
明銳的看到美必須走出因深陷越戰
泥潭而造成的政治和經濟困局。 
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
一片非常有遠見和有深刻戰略意義
的文章"Asia After Vietnam"，一篇許
多人廣爲引用，卻未必讀過的文
章。 該文清晰的勾勒出他的超前的
觀念和視野，也預示出他未來的亞
洲和中國政策。 這些觀念在今天仍
然有意義。 

他認識到"亞洲正面臨下列關鍵性
的轉變：1.亞洲區域主義的出現 ; 
2.亞洲經濟體的迅速發展; 3.對所有
舊主義的不滿，這些舊主義長期囚
禁了許多心靈和許多政府。 非共產
主義的亞洲政府正拋棄過去的先入
為主的學說和教條的束縛，尋找有
效的解決方案。 " 這些事態發展 為
美國的政策提供了一系列非凡的機
會，美國眼光必須不再局限於越
南。 

他指出更多的亞洲人傾向於通過
合作行動尋求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
的方法，而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大
國，爲了美國的利益和理想都推動
必須向西穿越太平洋，不是作為征

服者，而是作為夥伴。  爲了避免
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必須採取一切
可能的步驟來避免核大國之間的直
接對抗。 核子大國間的衝突也許無
法消除，但可以通過制定地區國間
的防禦條約來減少可能性。 

美國人必須認識到並非所有的亞
洲政府都符合西方議會民主的理
想，因爲西方的高度複雜的政治制
度是經過許多世紀才能發展起來，
對其他擁有不同文明傳統、仍處於
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西方制度
可能不是最好的。 重要的是，這些
政府是否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和有
計劃地朝著更大的自由、更富足的
社會、更廣泛的選擇和更多的民眾
參與政府決策的方向邁進。 

他指出任何關於亞洲未來的討論
最終都必須集中在四個巨人各自的
角色上：印度，日本，中國，和美
國。 日本是闗鍵，日本人是一個偉
大的民族，它必然不會滿足於二戰
後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而且
日本要承擔在亞洲的更重要任務就
必須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 

他強調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
須面對中國的現實。 放眼長遠，美
國決不能永遠把中國排除在國際大
家庭之外。 在這個小星球上，不可
能讓十億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
憤怒的孤立中。 除非中國改變，否
則世界不可能安全。 因此，在美國
能夠影響事件的範圍內，美國應該
是引导中國的變革。 要做到這一
點，就是說服中國，它必須改變輸
出革命，而讓中國認識到它自己的
國家利益需要轉向解決自己的國內
問題。 這意味著將中國拉回國際社
會——但作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國
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不背棄歐洲的情況下，我們必
須擁抱東方，塑造一個太平洋共同
體。 這必須是一個有目的、有理解
和互助的共同體，在加強經濟的同
時協調軍事防禦; 一個擁抱亞洲力
量作為對抗中國圖謀的共同體; 一
個日本將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
用，與其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主導
地位相稱的共同體; 一個美國在行
使領導地位時保持克制的共同體。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人
與變化之間的偉大競賽將是：控制
變化而不是被變化控制的競賽。

他看到了機會也對美國百姓承諾
「用光榮體面的方式結束戰爭」，
贏得了1968的總統大選成爲了美國
第37任總統。 由於中蘇關系的迅速
惡化及1969年的珍寶島軍事衝突，
蘇聯企圖對中國實行核打擊，而在
世界大勢上美國也感受到蘇聯的壓
力，這些客觀的形勢加快了尼克森
和毛澤東的和解速度。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
國總統尼克森乘坐的"空軍一號"飛
機降落在北京機場，開始了尼克森
的名言"改變了世界的一週"。 尼克
森及夫人走下舷梯，尼克森主動的
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
了 手 ， 彌 補 了 1954年 日 內 瓦 會 面
時，當時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
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無禮行爲。 
周恩來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
闊的海洋。 

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
海發表聯合公報，爲未來幾十年
的美中合作關系奠定了基礎。 在
《上海公報》中，雙方以坦率和
現實的態度列舉各自對重大國際
問題的不同觀點，肯定了兩國的
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
區別。 《上海公報》強調，雙方
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
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
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 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
出異議。 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
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雙
方相信，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
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會
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出
貢獻。 

在臨別的答謝宴上，尼克森再
次強調，"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
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越
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我們決心
不讓這些分歧阻礙我們和平相處
"，"我們每一方都有這樣的希望，
就是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具
有不同制度和不同價值標準的國
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處，
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讓歷史而
不是讓戰場對他們的不同思想作
出判斷"。 充分反映了尼克森的寬
廣的國際觀，也奠定了此後穩定
的美中關系。 

的是如何規避濫用等現實問題。 畢
竟，人工智慧產業正逐漸告別野蠻
生長，而其背後暗含的數據隱私、
演算法偏見、倫理失範等治理困
境，才是智能化轉型帶來的現實挑
戰。 

ChatGPT爆紅背後也㈲挑戰！ 
自ChatGPT發佈以來，它的能力

也不斷被人們解鎖，但人們在試用
中 慢 慢 發 現 ， 數 學 能 力 是
ChatGPT的 一 大 短 板 ， 連 簡 單 的
「雞兔同籠」題都能算錯。 大概是
考慮到這一點，ChatGPT近日宣佈
了一次重要更新：提升了真實性和
數學能力。 

據瞭解，ChatGPT較上一代產品
提升明顯，對話模式具備更好的交
互體驗。 但對比Google等搜尋引
擎，ChatGPT尚不具備替代搜尋引
擎的能力。 ChatGPT的數據來自訓
練資料庫，目前資料庫僅更新至
2021年，可用資訊有限，同時真實
性也無法得到保障。 此外，從商業
模式來看，ChatGPT目前採用免費
的 模 式 。  根 據 OpenAI的 CEO 
SamAltman披露，ChatGPT每次聊天
成本約為幾美分，其中一部分來自
Azure雲服務，未來公司在持續優

◎張文基

化成本的同時， 會考慮通過收費
獲利，預計的收費模式包括訂閱
制、按條收費等。 

隨著ChatGPT迅速走紅，其競爭
者也不斷湧現，從Anthropic公司的
Claude、DeepMind公司的Sparrow、
谷 歌 公 司 的  LaMDA到 Character 
AI，這個賽道將變得越來越"卷"。 

ChatGPT"出圈"，意味著AI大規
模商業化時㈹可能到來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高培傑律
師 對 《 證 券 日 報 》 記 者 表 示 ，
"ChatGPT在To B端到To C端的智慧
運用方面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通
過ChatGPT 交互平臺可以幫助企業
與客戶建立有效的溝通方案，並在
教育、醫療、汽車、智慧場館、智
慧家居等領域產生新的行業發展變
革，在提高服務品質的同時也降低
了企業的服務成本。 "

2 月 初 ， O p e n A I 宣 佈 推 出
ChatGPTPlus付費訂閱套餐，每月收
費20美元，開啟商業化變現道路。 
訂閱該套餐的使用者可在免費服務
基礎上享受高峰時段免排隊、快速
回應、優先獲取新功能等額外權
益。 同時華西證券研報顯示，除
了 ChatGPT以 外 ，NovelAI、Stable 

Diffusion等其他主流應用亦開啟商
業變現 根據內容生成次數 生， 、
成品質等條件設置多級別訂閱套
餐。 

隨著這些主流應用逐步開拓商
業化模式，AIGC行業的商業化潛
力逐漸釋放。 

㆗國版ChatGPT㈲望兩年內出現

"這類人工智慧產品和我們'聊天
'，其實是在分析我們所發出指令
的關鍵詞，再調用相應任務模塊
給予回應。" 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
與技術系副教授劉知遠解釋，通
過 預 訓 練 語 言 模 型 生 成 的
ChatGPT更像一個真實的交流者，
通過對互聯網極大規模數據的自
主學習，它會'思考'，不僅能理解
需求， 還能很好地完成複雜的任
務，"可以說這是一個革命性的飛
躍，是人工智慧領域里程碑式的
產品。 "

㆗國版ChatGPT何時能夠出現？ 

在劉知遠看來，以ChatGPT當前的
可見技術為基準，我國的預訓練
模型再用約1至2年的時間即可追
上其步伐。 "這個差距並不懸殊，
但我們需要努力的是要從'追隨者
'變為'原創者'，在人工智慧領域引
領新的技術或產品發展，這需要
更長的時間。 "

美國亞太戰略的變與不變：
（I）重溫尼克森1967年的文章（I）重溫尼克森1967年的文章（I）重溫尼克森1967年的文章

陝西科㈿ ㆗國科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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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2月 19日劉 彤 
牧師 在 2023 New 
Man Conference證

道主題是「飛越風暴 展翅上騰」。

以賽亞書 43章18節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

時的事。

不要活在過去經驗裡，無論是成功與

失敗，股市上上下下，科技公司大幅裁

員，嶄新的環境，疫情這三年來教會生態

也不一樣，牧師也不知道實體網路小組如

何做，仍在學習生命要從新定位。

鷹是在風暴來時迎向風暴，展翅上

騰，藉風暴牠會飛得愈高，勝過人生風暴

在於回轉歸向神。《以賽亞書 40章31節》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

必如鷹展翅上騰。」

回轉歸向神

1. 選擇信心

永遠不讓懼怕轄制你的心，無論你遇

環境如何，你要選擇來相信神。

（1）相信神，祂是掌權的神

定睛在永不改變的主身上。

神刻意拿走一切我們自以為可靠的，

你的事業，產業，身體，信心建立在擁有

的事上。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身上的，

不建立在神的祝福上。

耶穌的門徒遇到大風浪，驚慌失措，

小信心，耶穌平靜風浪，得勝的信心建立

在生命源頭上，是永不改變的，是神自

己，不是建立在生活資源上。

（2）相信神是我們的大牧者

《詩篇23篇1節》「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的，我必不致缺乏。」

一個羊無牧者是可怕的事，不知道哪

裡有草？哪裡有水？非常可怕！基督徒你

是有牧者，耶和華神是你的牧者，你遇艱

難勿憂慮，祂要帶你經過高山低谷，我是

有牧者的，必不致缺乏，必不會迷路。

近年來許多公司裁員，物價上漲，犯

罪提升，只要神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

乏，

（3）相信神是我們的開路者

以賽亞書43章19節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

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

路，在沙漠開江河。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陳耀生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在走頭無路時，神總是為我們以意想

不到的方式為我們開路，祂是使無變為有

的神，當我們無路可走時，親自為我們開

道路，舉目仰望神，永遠不要讓苦毒、怨

恨轄制你的心。

a.選擇信心b.選擇愛心。

加倍的愛你身旁周圍的人，首先愛你

家的人，時間有限，生活忙碌，優先次序

是什麼？記得溫馨回憶永遠是你家庭，年

老退休帶給你溫馨是你的家人！

生前愛父母，照顧父母，孝敬父母，

記念父母的好處。(待續)
2/2/23（週四）元宵節禮物

中午12時去迎主教會周牧師師母家去

取周艾淇醫師娘愛心贈送的元宵節禮物，

高麗菜、魚、蝦暨手套、保暖圍頸巾、長

褲襪、糖果、湯圓等，感謝 神願天父加倍

報答賜福周醫師夫婦的愛心。 
2/3/23(星期五) 免費 
今天休士頓有太陽高照，下午3pm我

載徐大姐（75歲）去中國城王朝商場二樓

Atomy中心，請Judy幫忙徐大姐兩張文件

在她手機微信上打印出來，又去“証主書

房”請春愛幫忙copy各三份，徐大姐問要

付多少錢？她們說因為是潘師母緣故「免

費」沒收徐大姐影印費用，徐大姐很感激

Judy，春愛免費愛心幫助她。人生旅途中

我們彼此相識、相助，都因 神的愛讓我們

彼此甘心樂意款待徐大姐。

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飛越風暴 展翅上騰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在人生的旅

程中，千萬不要

讓「無謂的小事」

成為燒盡我們生

命的燃料，也不

要把時間和精力

浪費在無關緊要

的小事上。

「亞伯蘭就

對羅得說：「你

我不可相爭，你

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爲我們是

骨肉（原文是弟兄）。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 
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 ; 你向右，我

就向左。 」創世記 13：8 -9  
02/23/23 英文金句 
To have lawsuits at all with one another 

is already a defeat for you. Why not rather 
suffer wrong? Why not rather be defrauded? I 

Corinthians 6:7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

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

虧呢？」哥林多前書 6:7 
02/23/23 金玉良言

遇到事情只要用輕鬆的態度，幽默地去

面對，「吃點虧就是占了便宜」，因爲少一

點怒氣，換來的是一片和氣，夫妻之間輸的

就是贏。有了愛就不會彼此斤斤計較。

　郭文仁牧師

我來美國 20 多年，初時在餐館做炒

鍋。37 歲退休，現已 50 多歲。

記得 20 多年前，有一位餐館朋友帶我

參加教會的感恩節聚會，這是我來美國後第

一次走進教會，第一次知道飯前要做謝飯

禱告。教會的氣氛讓我這個漂泊異鄉的人

倍感溫暖，我被基督徒特有的氣質所吸引，

很想參加他們的聚會。可惜禮拜天要上班，

無法抽空。

近來流行冰桶挑戰，參加者須將桶中

冰水倒在自己的頭上，然後點名三人接受挑

戰，同時向 ALS 協會捐款，把過程拍成影

片，上傳社交網站。由於有很多名人響應，

一時間大為流行。

ALS 俗稱「漸凍人症」，全名是「肌

肉萎縮側索神經硬化症」，是一種非常罕見

的疾病。從病發到死亡，絕大多數人只能活

三到五年。起初病人全身肌肉從手腳開始逐

漸萎縮，患者好像被冰雪封凍一樣，喪失活

動能力；然後是不能說話、不能吞嚥食物，

要靠鼻胃管進食；再後不能呼吸，要切開氣

管，用呼吸機來維生；最後因呼吸衰竭死

亡。但在整個過程中病人頭腦清楚，親歷

身體機能逐步喪失，最後只剩下眼睛能動，

也是成為與外界交流的唯一工具。即或三、

五年不死，也會全身癱瘓，病人的痛苦、

恐懼和無奈可想而知。英國科學家霍金就

是患了這種病。更痛苦的是，「漸凍人症」

的發病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由於患者人數稀

少，得不到社會的關注，藥商更不會去為此

病研發藥物，所以基本是沒有藥物醫治，連

發病的原因都不明。我正是這種病的患者，

得了快 20 年，連醫生也說不出原因。我今

天能動能說，全是上帝的奇異恩典！

初來美國時，我憧憬著美國夢，希望

五子登科：有妻子、孩子、金子、房子、

車子；然後，基本上該有的都有了；接著，

就是要有自己的餐館、事業……。我以為人

生就這樣一帆風順。

但是有一天，我抱著剛滿月的小兒子

去做體檢，過馬路時，路邊那一石階就是跨

不上去。去醫院檢查了半年都查不出原因，

最後神經科醫生幫我做肌電圖，馬上發現問

題。我前後轉了三間醫院，做了四次肌電

圖，因為這種病太罕見，醫生還不敢確定，

建議我再做一個叫肌肉活檢的檢查。結果出

來的那一天，醫生對我說：「很不幸，你確

實患了 ALS 的病……。」這是我第一次對

著一個外國人痛哭。

我才 30 來歲，家裡小孩大的四歲，小

的才幾個月，太太剛移民來美國，正在學習

英文，沒有工作，他們將如何生活呢？太太

今後要擔起整個家，還要照顧兩名年幼的小

孩和癱瘓在床的我，她承受得起嗎？會否離

我們而去？更難接受的是，我將一生癱瘓在

床，失去最寶貴的自由和尊嚴，那種生不

如死的情景常在腦海出現。我的內心充滿恐

懼、牽掛和無奈，前途一片黑暗。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基督徒朋友用上

帝的話語安慰鼓勵我，領我禱告。當時我還

沒有信耶穌，可是因為無奈，也向上帝祈

求：「上帝啊！如果祢是真神，求祢幫助我，

祢知我還有兩個年幼的小孩需要撫養，求祢

憐憫我，給我一年半的時間，讓太太找到工

作後我再倒下。」

我的身體開始衰退，拿不起炒鍋我就

去做抓碼，最後我的手接觸到冰凍的肉也會

僵硬，連抓碼也不能做了。我去教會學英

文，打算做聽電話、包外賣的工作。但這些

是人自己的安排，而上帝有更大的恩典。

我自小信有神，那時信的是民間宗教，

靠自我修行感悟，因果報應和轉世輪迴。在

我最艱苦茫然失措的日子，有一個人走進了

我的人生，他就是鍾靈生牧師。鍾牧師在各

方面給予我滿滿的關愛和幫助，特別是在對

上帝的信心上幫我打下堅實的基礎，讓我在

以後的人生遇到更大的困難時而不會跌倒。

在我感到生命一片黑暗的時候，鍾牧師把

我引到上帝的光中，教我把重擔卸下交給上

帝，使我知道我的幫助是從慈愛的天父而

來，祂必看顧我；在我茫然失措的時候，他

讓我看到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使我在人生

最艱難時不致迷失，告訴我耶穌多麼愛我！

主耶穌為救贖我捨棄了自己的生命，並賜我

永生，不是靠人的修行，乃是上帝白白賜的

恩典。所以我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

相信祂是上帝的兒子，認罪悔改，我要得到

這福分。

在一次佈道會上，鍾牧師問：「有誰

決志信主耶穌，請站起來。」我立刻站了起

來。在這期間，牧者們不住地為我禱告，我

也相信上帝聽到了，但是信心仍起伏不定，

軟弱、恐懼和絕望不斷襲擊我。特別是喪失

了勞動能力後，我第一次去申請傷殘退休，

經過漫長的等待，得到的答覆是不批准。那

種打擊多麼叫人絕望！因那意味著沒有醫

一個漸凍人的故事

療保險，我無力求醫。晚上我不敢睡覺，惟

恐天亮醒來手腳已不能動；早上不願起來，

因為不願面對沒有希望的日子，時常獨自落

淚。

聖經說：「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

靈憂傷，誰能承當呢？」（箴言十八 14）
有一天，鍾牧師帶領我們查約翰福音，讀

到「耶穌對門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約翰福音十四 27）這句話直入

我心，我雙眼滿了淚水。在我最憂愁膽怯的

時候，耶穌基督知道，祂及時用祂的話來安

慰我，給我力量和平安。人在軟弱謙卑時離

上帝最近。

美國總統雷根曾說：「在聖經裡有人

類所有問題的答案。聖經能觸動人們的心、

扭轉我們的思想、更新我們的靈魂。」讀聖

經時，我看到耶穌的話：「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馬太福音五 44）我想：對啊！疾病是我

的敵人，我憎恨它，討厭它，但它仍要跟著

我一輩子。如果我老把它當作敵人，活在厭

恨、憎惡、悲憤的情緒中，受害的是我自

己。它不會因我厭惡排斥它而離開我，反跟

得更緊，我只會更痛苦。為甚麼我不能接納

它，把它當作出雙入對的朋友呢？想通了，

我就常為這個新結交的朋友禱告，又為它徹

底改變很多以前的壞習慣，例如要注重保健

飲食，節制自我。創造我們的主知道，祂讓

我們有食慾是催迫我們去吃，以致人類能生

生不息；可是人偏偏就會藉此放縱情慾，失

控多吃亂吃，不但浪費資源，還造成很多疾

病。難怪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警告是和食物

有關，聖經有好些地方還說明該吃甚麼和不

該吃甚麼呢！就這樣，轉瞬間我和這疾病做

朋友快 20 年了。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

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四 4）
我更努力學習上帝的話。聖經說：「喜樂的

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

十七 22）因此我學習喜樂，有時會忘記自

己的病。有一天，我甚至跟太太說：「我要

在後院種菜。」太太嚇了一跳：「你坐下起

來都有困難，怎樣種啊？」我說：「耶穌說：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

可福音九 23）
是的，種菜並不容易，我不能蹲下，

不能彎腰，拿不起鋤頭，只能坐在輪椅上拿

一把小鏟子，沒有人相信我能把菜種出來。

的確，頭兩年基本上沒有收成，但我堅信上

帝必定會為我打開那扇窗戶。看看上帝所創

造的大自然，那些森林、參天大樹、遍地野

花，有誰去澆水施肥，卻養活了多少禽鳥走

獸。沒有收成的時候，我就反省，一定是我

的方法不對所造成。如果效法基督就能得到

豐盛的人生，那麼種菜是否也可向上帝給大

自然設計的律來學習呢？果然，上帝打開學

習的那扇窗。現在我種瓜菜基本不用鋤地，

不用除草，而整個夏天都能自給自足，還能

和別人分享。在種菜過程中，我不但得到食

物上豐富的供應，也得到靈命上豐富的供

應。上帝的作為多麼奇妙！對於一個願意學

習的人來說，真是越經歷就越發產生謙卑和

敬畏上帝的心。

好比說在第一年開荒中，家人在地裡

挖出了很多樹根。我們滿懷歡喜地種上瓜

菜，但是越種越瘦，很不理解。到第二年，

我們挖開土一看，發覺那些受到傷害卻並未

除得一乾二淨的樹根竟然長得比第一年更

多，根發得更深更長！我恍然大悟，上帝要

對我說，只要仍活著，沒有死絕，即使受

了很深很深的傷害─像那些被我們砍下挖

掉的樹根，只要仍有一口氣，就應該逆境

作戰，更努力奮鬥，產生比平日更多的生命

力。看，一場暴風雨過後，瓜菜長得加倍翠

綠旺盛。上帝的道理多麼明白：面對困境，

正確的回應不是悲痛失望和放棄，而是要加

倍努力。我知道這是上帝給我的鼓勵和啟

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

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

書一 20）
當我再次經歷人生另一個更大困難

時，上帝幫助我變得更堅強，也讓我再一次

經歷祂從天上來的安慰。三年多前，我那讀

了一年多藥劑師的兒子，突然患了嚴重的憂

鬱症而休學。他從小到大都非常優秀，是我

們的驕傲。他生病對我們是一個巨大的打

擊，但更大的打擊是他身無分文在紐約走失

了。雖多方尋找，一個多月仍尋不見。太太

每個禮拜六、日都會坐五個多小時的車到紐

約漫無目的地四處尋找，很多認識或不認識

的弟兄姊妹也為我們迫切地禱告。

那天，我獨自來到菜地，坐在輪椅上，

望著兩天前還充滿生機的菜園，經過昨日的

一場霜凍，今天滿目瘡痍，一陣北風吹過更

顯悲涼。我想起兒子，他今在何處？餓嗎？

凍嗎？自己身體上的病痛尚能忍耐，但對兒

子的憂心掛念，內心深處的那種痛不能言

表。我流淚仰天問上帝：「上帝啊！祢曾應

許我，我若跟隨祢，祢就與我同行，永不分

離。祢不是說要做我的高臺嗎？當我生命最

艱難、最需要祢時，為甚麼我見不到祢？」

當我低下頭抹淚時，就在我腳前不遠，發現

在一片枯乾的南瓜藤葉中，盛開著一朵黃色

花，它不會因為渾身遍體鱗傷而失望自卑，

放棄這次盛開的機會，它彷彿對我點頭微笑

說：「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

太福音六 34）這是上帝給我多麼及時、多

麼大的安慰！我體悟到詩人的經歷：「我雖

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

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詩

篇廿三 4）幾天後，兒子終於找到了。我堅

信上帝必會醫治他。

就這樣，我不停地帶著問題到上帝面

前，上帝不停地回答我，啟迪我，我經歷到

又真又活的上帝。祂的話把我從死蔭幽谷中

救出來，給我平安喜樂。我學會把一切憂愁

交託給祂，學會凡事定睛在祂身上；我也學

會感恩，感謝上帝差派這麼多弟兄姊妹來幫

助我，讓我有勇氣舉步走這死蔭幽谷。我感

謝主，賜我一個不離不棄的妻子，她用那弱

小的身體為我們擋風遮雨；感謝兩個兒子，

他們使我不敢輕易說放棄。

我在基督裡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快樂和

平安，我改變了！我讓自己做得更好去取悅

主，我每天數算主的恩典，感謝主賜給我這

麼豐盛的人生，感謝主祂不只醫治了我的疾

病，更拯救我的靈魂，賜給我永生。

回想 20 年前，我向上帝祈求的只是短

短的一年半，可上帝給了我 20 多年，今天

我仍能站立為上帝作見證，大大超出我的

所求所想。多麼奇妙的恩典！正如聖經說：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以弗所書三 20）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祢

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

者啊，我要歌頌祢的名！」（詩篇九 1 至 2）
（文載自［中信］）

劉 彤 牧師 證道      思 牡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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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2019 年 7月 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

道：“66岁美国佛罗里达州亿万富翁爱泼

斯坦于6日在纽约被捕。”

爱泼斯坦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其涉嫌

参与组织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爱泼斯坦涉嫌在

2002年至2005年涉嫌多起性交易。

爱泼斯坦被指控对数十名未成年少女

进行“性剥削”，有知情人士透露，其每

天花钱让她们为自己“按摩”，并在自己

的住所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性骚扰以及性虐

待，其中年龄最小的年仅14岁。

爱泼斯坦对其进行性交易的时候，深

知她们未成年，爱泼斯坦除了与未成年发

生性关系之外，还组织未成年少女与其他

人进行性交易，这些未成年在进行性交易

的同时，也会将自己的朋友拉进这个“团

队”，当然其带人进入爱泼斯坦的团队会

得到一定的提成。

爱泼斯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其实爱泼斯坦并非第一次从事性交易工作。

2007 年的时候，爱泼斯坦就曾因被指

控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而被捕入狱，当时

美国方面只判处其 13个月的有期徒刑，且

在一周之内其可以有 6 天的时间离开监狱

外出工作。

爱泼斯坦的事件被爆出后，引起了美

国民众的热议，此事很快就登上了推特的

热搜，美国网友纷纷表示应该：“严惩爱

泼斯坦。”

此事不仅引起了美国网友的关注，也

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关注，根据我国的法律

性侵未成年少女者会受到极为严重的法律

惩罚。

在中国网友看来，此前对爱泼斯坦执

行的法律过轻。

有部分网友认为，美国法律方面之所

以对爱泼斯坦的刑罚过轻，是因为美国的

风俗产业过于泛滥，美国的很多地区都默

许这样的事情出现，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在美国的很多地区风俗业并不合法。

美国的风俗业泛滥极为严重，根据世

界上最大的色情网站统计的数据显示，该

网站观看量的4成都是由美国民众贡献。

除了观看色情网站之外，美国本土还

存在大量的色情网站，全世界 6 成以上的

色情网站的大本营均落户美国，其中三分

之二位于美国的加州。

自从上个世纪美国研制出录像带技术

，以及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之后，美国的

风俗业拔地而起，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上

个世纪 70年代末的时候，美国色情制品的

销售额就高达500万美元。

20 年后，美国在色情制品方面的销售

额达到了80亿美元，如此看来70年代的时

候，美国的风俗业并不是非常发达。

然而要知道的是，70 年代的时候，我

国的民众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努力奋斗呢？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温饱线上徘徊，

美国能够在色情制品方面有如此庞大的收

入确实非常惊人。

除了色情制品之外，美国的性交易产

业也极为庞大，美国的色情交易量稳居世

界第一。

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政府也是非常头

疼，也曾整顿美国的风俗业，然而效果甚

微，在里根总统的时代，美国政府就发起

了美国历 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色情制品

清扫行动，大批制作色情录像的公司负责

人以及个人纷纷锒铛入狱。

里根本以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狠狠打

击美国的风俗业，然而如此重压之下美国

风俗业依然蓬勃发展，各种各样的色情制

品层出不穷，色情交易更是多到数不胜数

。

里根之后，美国的其他总统也纷纷下

场整治美国的风俗业，但是效果甚微。

美国本身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城市，很

多美国民众手中都持有枪支，美国的毒品

行业也十分泛滥，这些在美国看来，比风

俗业的泛滥更加影响社会安定，因此美国

将有限的警力投入到了暴乱、毒品等方面

。

当然美国并没有放弃管理风俗业，为

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风俗业的发展，美国

方面将目光投向了未成年人身上，重点打

击允许未成年人观看的色情网站，因此在

很多人看来，美国对于成年人观看色情网

站，进行色情交易秉承默许的态度。

然而美国在遏制未成年人观看色情网

站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其出台了众

多的政策，若网站负责人故意放松未成年

人浏览网站的限制，该负责人将会被处以

罚金以及监禁。

美国政府该要求学校必须安装防火墙

设施，美国的色情网站为了获得相应的流

量，简直无孔不入，入侵个人电脑。

很多以色情网站谋利的商人，为了获

得更多的利润，故意放松对未成年人的限

制。

在风俗业泛滥的美国，即便美国政府

不断出台禁止未成年人浏览色情网站、进

行色情交易，然而美国依然有很多未成年

人无视美国法律。

根据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的报告显示

，美国每年大概有 20万青少年因为缺乏食

物、居所等原因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进

入到风俗业。

美国司法部曾发布过一个文件，此文

件宣称：“十几岁的女孩游荡在美国的大

街小巷之中，商业性行为已经成为了一个

传染性问题。”

美国政府也在积极的采取措施约束本

土的风俗业，美国警察会定期前往当地风

俗产业“扫黄”，次次有所收获，当然被

美国警方抓住的从事风俗业的人员以及风

俗业的负责人，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美

国方面会将其放在网上公示。

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警方每年查处

的违法性交易高达1.2万件，这个数量远远

超过了日本，美国警方每年捣毁的窝点高

达600个，每年大概有2万余名不法分子被

捕入狱。

然而即便如此，美国的风俗业如同雨

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法律许可，争相前往

美国对于风俗业的打击极为严格，根

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凡是开设性服务场所

、应召性服务等行为都是较为典型的犯罪

行为，不管是卖淫者还是组织卖淫者都会

受到45天或者90 天以上的监禁、罚款等处

罚。

有一些参与风俗业的美国人，为了躲

避美国法律的处罚，在被捕之前会驱车前

往内华达州，此州是美国唯一一个允许风

俗业的地区。

提起内华达州可能很多人并不是非常

熟悉，但是提及拉斯维加斯想必很多人都

非常熟悉，拉斯维加斯就位于内华达州。

内华达州的面积全美第7，但因为气候

干旱的原因，该地多是沙漠，并不适合人

类居住。

然而因为博彩业以及风俗业的泛滥，

该地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当地的常住人口

也达到了200余万。

1971 年的时候，内华达州通过了风俗

业合法化的法案，此法案通过之后，限定

区域内华达州可以开设性交易场所，当时

美国方面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当地

经济的发展，此法案规定，只有人口低于7

万以下的农村县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可以合

法经营性交易场所。

在法律的规定之下，当时该州只有 10

家性交易场所被允许。

随着美国风俗业的泛滥，美国政府意识

到若继续允许内华达州性交易场所合理化，

很有可能会加大美国风俗业泛滥的程度。

因此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控制性交易场

所的数量，如今已经过去了 50年，内华达

州合法的性教育场所只有21家。

当然为了规范风俗业，内华达州对从事性

工作者的年龄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大部

分的县要求从事性工作者的女性必须要年

满21岁。

除了年龄限制之下，根据内华达州的

规定，从事性工作者必须要向所在的县治

安方面注册，需要定期做相关的检查。

内华达州的检查也非常严格，需要检查多

个项目，根据相关规定，若顾客因此感染

相关疾病，性交易场所以及性服务者都要

对顾客负责。

虽然内华达州允许一定的性交易场所

合法化，但是其禁止性工作者在合法的性

交易场所外从事性交易，并且禁止性工作

者鼓励他人进入性交易场所。

即便如此，内华达州在性交易方面的

收入也始终居高不下，其每年合法的风俗

业收入就达到了 4500 万美元，游离在法律

边缘甚至是违反的风俗业收入更为惊人，

据不完全统计，该州每年的风俗业收入高

达50亿美元。

虽然内华达州的风俗业合法，但是美

国警方依然压力打击内华达州不合法的风

俗业以及其他的不合法行为，警方每月大

概能够抓捕数百名性工作者，捣毁多个性

交易场所。

然而即便如此，内华达州的性交易场

所以及风俗业依然蓬勃发展。

如此严格，为何泛滥

看到美国警方的行动后，很多人都非

常疑惑，美国方面如此整顿风俗业，风俗

业为何仍然如此泛滥，美国风俗业泛滥有

很多原因。

首先，美国的性交易链极为庞大，虽

然美国警方每年抓获的性交易工作者以及

组织性交易的人员数量极为庞大，但是这

仅仅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看似如此强

大的执法力度的背后，多是人为操纵。

美国的很多政客都在推动性交易合法

化，在美国的上层人士看来，只有风俗业

合法，之后他们才不用胆战心惊。

美国本身就是资本的国家，在资本的

推动之下，美国政府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曾经美国也曾尝试组织地下性交易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行动多不了了之。

其次美国执法部门不严于律己。

美国的风俗业极为泛滥，从事性交易

者遍布美国的大街小巷，美国警察想要抓

捕她们非常容易，找到目标之后，本应该

在目标与他人发生性交易的时候，将二人

逮捕。

然而美国警方却不这样做，美国警方

发扬“大无畏”精神，亲自与性交易者发

生关系，而后将性交易者逮捕。

据悉有一位性交易者，在1年之内 4次

进入警局，然而更可笑的是，4次都是与美

国警察发生后被逮捕。

针对此问题，美国方面也曾通过一项

不允许警察与性交易者发生关系的法案，

但是美国警察纷纷反对，私下仍然有很多

警察与性交易者发生关系。

再次美国开放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思想极为开放，很多从事性交

易者除了将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之外，有一

部分人还想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刺激，一直

以来美国的性思想都是极为开放的，其对

于性交易十分包容。

最后畸形的性交易观念。

美国的风俗业之所以如此泛滥，与其

畸形的性交易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美国

允许内华达州性存在一定的性交易场所，

就向民众传达了一种美国允许性交易的信

号。

有很大一部分人也认为从事性交易者

与从事其他工作人的并没有任何区别，不

应该歧视她们。

再加上，美国方面认为贫困者是影响

美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从事性交易者多是

美国的底层人员。

若严厉打击她们，很有可能会导致美

国社会混乱，影响美国安定，因此美国政

府在打击风俗业方面，还是留有余地的。

正是因为以上四个原因，导致美国的风俗

业泛滥不已。

风俗业泛滥的美国，多数美国地区却不合法

“日本是世界上风俗业历史最长的国

家。”

“美国才是世界上风俗业历史最长的

国家。”

此前有网友针对美日两国风俗业历史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提及风俗业，人们最

先想到的可能是日本，然而美国的风俗业

历史并不比日本短，泛滥程度也多超过美

国。

由于美国的风俗业泛滥程度非常广，

因此很多人认为风俗业在美国是合法的，然

而并非如此，虽然美国的风俗业极为泛滥，

但是风俗业在多数美国地区并不合法。

美国的风俗业历史到底有多长，风俗

业又为何在多数美国地区不合法的情况下

，泛滥的如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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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名老年人花“养老钱”投资，本以为在分红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养老院的优

质服务，然而最终发现落入骗局。投资的养老院不仅拖欠房租，不交水电费，最终还

把投资的老年人“请”出去。

2022年11月，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被告人邓某甲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判处被告人邓某乙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罪嫌疑人王某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董某

、肖某、向某正在审查起诉中。近日，该案被评为2022年度浙江省检察机关“刑事办

案质效”主题精品案例。

能养老还能分红引来老年人争相投资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年会。

今天我们年会隆重推荐一款养老产业的投资产品，简单说就是投资养老。投资人不但

能够享受到我们公司养老院的优质服务，而且还能参与分红，获得较高的投资收入

……”2015年9月，某怡养产业公司的老总邓某甲介绍公司旗下新开的一家养老院。

年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老年人听后认为，投资后自己的养老生活能有一个好的

着落，还能赚钱，算是辛苦一辈子的回报。于是，许多老年人在会后排着队与该公司

签订旅居消费项目合同。见旅居消费项目取得了众多老年人的信赖，邓某甲等人又心

生一计，更换公司名称，让公司上市，用更大的公司规模吸取更多的社会资金，又与

许多老年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代持股协议等合同文件。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许多投资人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业务员，转而向

身边的亲朋好友推销业务宣传这款养老投资产品，有些直接帮自己的父母、孩子挂名

投资。

没钱交水电费，养老院向老年人打欠条

2018年底，养老院改建完成并投入运营。投资人朱大爷作为第一批客户满怀期待

地入住了养老院。然而，入住没多久，朱大爷就发现养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高额的

入住费完全不匹配，还存在拖欠房东租金的情况。公司老板甚至多次因为没钱交水电

费、煤气费，向朱大爷打欠条。不久，朱大爷等“入坑”的老年投资人就被无情地

“请”出了养老院。

“我们本想给子女减轻负担，让自己安度晚年，谁想到竟被骗了。”朱大爷愤愤

不平地说。许多老年人将自己辛苦一辈子积攒的养老金投入养老院，如今血本无归，

最后束手无策的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

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第一时间向涉案投资参与人询问情况，并对该

养老院的经营资质、所属公司的经营模式以及养老院经营地的房屋产权等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逐步掌握涉案养老院的集资套路以及证据。海曙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引

导公安机关取证。公安机关将涉案公司的老板及中层人员邓某甲、肖某、向某、王某

抓捕归案，公安机关于2022年7月将邓某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借助“外脑”确定犯罪数额

受案后，海曙区检察院成立了办案团队。承办检察官发现，涉案公司吸纳的社会

资金多达3000余万元，受骗人员近300人，大多为老年人。

如此大规模的运营，犯罪嫌疑人不可能仅有4人，极大可能存在“漏网之鱼”。对

此，承办检察官抽丝剥茧，理清涉案公司内部结构和人员分工，发现投资人报案材料

中多次提到业务骨干邓某乙和董某，而公安机关却未对二人进行立案侦查。

通过仔细审查案卷材料，承办检察官发现，邓某乙及董某实为公司两个分部的主

要负责人，独自招揽业务员，各自带领团队开展非法集资业务。经向投资参与人核实

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后，承办检察官认为二人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遂监督公

安机关对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进行上网追逃。2022年9月，公安机关将邓某乙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由于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为准确核算犯罪数额，承办检察官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

监督、参与办案工作。特邀检察官助理依托专业知识和工作实践，发挥金融专业特长

，指导检察官理清公司运营结构和账目，对其中报案金额与审计金额不统一的情况，

一一与审计公司的报告制作者及投资参与人核对、确认；同时监督审计公司报告制作

团队对涉案公司的各项支出、收入以及各类统计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了解整个公司的

资金吸纳以及运转情况，最终认定本案犯罪数额为3200万余元。

项目既赚钱还能养老？
近300名老人被骗3200万余元……

20岁出头的年轻人幻想着日进斗金“躺”着赚

钱，帮助电信网络犯罪人员接收诈骗资金并转移到

指定账户，不仅自己走上了犯罪歧途，还拉朋友下

水……近日，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张某鑫、詹某涛犯诈骗罪，张某杰、郝

某等5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至一年不等刑罚，各并处罚金。

拉来好友一同参与犯罪

“2021年 6月底的一天，我在朋友那里喝茶时

见到了詹某伟（在逃），他问我要不要帮忙转账，

每天工资500元。我觉得工资很高，就答应了。”

回想自己是如何误入歧途时，张某鑫说。

原来，詹某伟是一个中间人，负责联系电信网

络诈骗头目“大海”（在逃），并组织接收诈骗到

的资金再进行转账，而张某鑫就是他选中的转账人

。

张某鑫答应“下海”后，詹某伟给张某鑫提供

了手机、电脑、上网卡等工具，教张某鑫下载某聊

天软件，并把张某鑫拉到了一个“跑分”群里。群

里有诈骗头目“大海”，还有参与诈骗的同伙，接

收、转出诈骗钱款等系列操作指令都是在这个群里

商议进行的。

“后来，我找来发小张某杰一起干，他负责去

拿银行卡。慢慢地人手不够了，我又找到朋友詹某

涛参与进来。”张某鑫自己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的一员后，还把朋友拉进来，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小犯罪团伙，并在广东省汕头市租了一处房子

作为犯罪窝点，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和稳定的配合关

系。

“‘大海’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头目，负责

组织诈骗、转移资金的全过程；詹某伟是中间人，

负责联系和监督转账；我负责组织詹某涛、张某杰

用银行卡接收诈骗资金并转移给诈骗团伙。詹某伟

通过某聊天软件将一货币网站的收款二维码发送给

‘大海’，‘大海’支付给我们劳务费。后来银行

卡不够用了，张某杰组织郝某等人提供自己名下银

行卡15张，还购买银行卡21张用于转账。”张某

鑫供述。

引导侦查固定证据

郝某系卖卡人员，其名下银行卡多次被锁定，

公安部将相关信息推送给郝某户籍所在地青岛市李

沧区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在广东汕头将

张某鑫等7名涉案人员抓获。在抓捕张某鑫、张某

杰和詹某涛的现场，公安机关缴获手机、笔记本电

脑等作案工具，还有银行卡套件37套。

2022年 1月 20日，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将该

案移送李沧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该案涉案人数

众多、分工详细、层级繁杂，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李沧区检察院检察官在侦查阶段跟进引导侦查，向

公安机关发出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固定提取手机内

电子数据、全面调取“卡农”的证言、利用反诈平

台更新下载被害人报案材料等，固定证据。

“犯罪团伙利用某聊天软件和数字货币等方式

进行沟通和分赃，大量使用团伙内部默认的特殊用

语，逃避侦查、隐藏犯罪的意图十分明显。”李沧

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衣娅妹说。

为了对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准确

定罪量刑，李沧区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共

同研判案情。联席会上，参会员额检察官结合办案

经验，详细分析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段和

特点，大家一致认为要结合犯罪嫌疑人不同的主观

认知程度和实施的客观行为，分层分别认定诈骗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该案中，张某鑫和詹某涛与诈骗团伙通过某聊

天软件沟通，提供银行卡号给诈骗团伙用于接收被

害人钱款，再根据诈骗团伙指令进行“跑分”，即

将钱款转账到诈骗团伙指定账号，从而完成整个电

信诈骗的过程，分工非常明确，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银行单向流水金额已达上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张

某鑫和詹某涛与诈骗团伙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配合

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两人与诈骗团

伙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而张某杰主要负责收卡、

送卡，并组织丁某、郝某等4人出售银行卡，行为

单一，张某杰及4名卖卡人员应认定为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

厘清关键症结破解办案僵局

犯罪事实清晰了，但是犯罪嫌疑人不承认与诈

骗团伙共同犯罪，这让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办案检察官重新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发现

了大量行话术语，有一些是语音聊天。检察官

一方面对行话术语与聊天内容的关联性进行研

判，破解了被告人翻供否认明知诈骗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直接播放语音内容，当

庭让被告人及同案人对语音进行辨认，确认了

语音是被告人自己所说后，再次出示含有行话

术语的关键语音内容，直接证明了被告人主观

明知诈骗犯罪内容。

“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办案过程中，被害

人报案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存在新增报案人的情况

。因此，我们坚持大数据赋能，充分发挥反诈平台

大数据作用，引导公安机关即时更新报案数据，准

确追加认定金额，最终明确涉案银行卡流水金额

1.3亿余元，查实的诈骗金额达到1500万余元。”

李沧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姜安妮介绍。

最终，经李沧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帮诈骗分子“跑分”
他组织了一个犯罪小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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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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Sherry，一名標準的全職媽媽，過去
的10年裡，我的生活除了繁忙的親子活動，就
是波濤洶湧的斗子戰爭。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
緊張過去了。如今，孩子們都大了，依賴我的
時間越來越少了，閒暇和空餘時間也越來越多
。習慣了緊張節奏的我，既有點無所適從，不
知如何打發這多餘的時間了。

經朋友鼓勵，我決定重回職場。但是10年
的空缺，專業早已丟失。重新學習一個新的專
業，週期又太長。我一片茫然，心中不禁膽怯
，頓失了信心和熱情。正在一籌莫展中，
LANECERT的廣告映入我的眼簾：一紙認證讓
零基礎小白變大牛，十萬年薪不是夢！ ！ ！

零基礎？真的？我半信半疑的打通LANE-
CERT的電話，電話那頭的劉老師具體而生動
的跟我介紹的什麼是CCIE，課程安排，以及如
何有效而快捷的學習並通過 CCIE 的考試。在
劉老師的鼓勵下，我收拾起對自己學習能力的
懷疑，2019年1月9日，我開始了ＣＣＮＡ 課
程的學習。經過一個月的學習，我的興趣越來

越濃，信心也越來越大。接著，
又 用 了 一 個 月 的 時 間 完 成 了
CCNP課程學習。經過劉老師的再度評估和肯
定，我踏上了ＣＣＩＥ的學習征程。

經過６個月每天６－７小時的高強度訓練
和學習，我終於在2019年７月10日如願的拿下
了ＣＣＩＥ的考試，正式成為了一名“思科認
證互聯網專家”！ “打鐵須趁熱！”劉老師說
。在他的督促和幫助下，我積極地修改簡歷
。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個月後，我順利地收
穫一個ＪＯＢ ＯＦＦＥＲ， 2019 年 9 月 30
日是開始工作的第一天，實現了我重返職場的
夢想。

各位準備學習或者正在學習ＣＣＩＥ的朋
友，請你一定相信自己，相信ＬＡＮＥＣＥＲ
Ｔ，堅持夢想， 也為自己來一個華麗的轉身
！ ！ ！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 話 ： 972-268-7129 （ 達 拉 斯 ） ，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 （ 洛 杉 磯 ） ， 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繫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
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
，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干名， 無區域，年齡，性別
，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曆書到 info@lanecert.
com

編輯黃梅子的話：人到中年，中年危機隨之而來，尤其是家庭主婦，孩子大了
，自己卻與社會脫節了，知識過時了，技能缺失，想找工作卻到處碰壁。中年人應
該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但是有相當部分的中年人感到失望低落，鬱鬱不得志。事
業、健康、家庭、婚姻都可能受到極大的挑戰。人都有老的一天，我們又該如何應
對？如何積極地尋找機會？這裡有一位讀者Sherry給我們的來信，她看了《美南日
報》上思科電腦學校“十萬年薪不是夢”的廣告之後，勇敢地邁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現在，她已經獲得了年薪十多萬的工作，從9月30 日開始正式上班了！我這裡全
文轉發Sherry的感謝信，希望能給同樣迷茫的朋友們一點希望。

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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