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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光陳士惠獲頒美國藝術文學院音樂獎臺灣之光陳士惠獲頒美國藝術文學院音樂獎

20232023年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年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TOCFL) 開始接受報名開始接受報名！！

俄羅斯官員警告西方外交官注意俄羅斯官員警告西方外交官注意““災難性後果災難性後果””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協會舉辦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

（本報訊）今年為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98週年，緬懷國父革命犧牲奉獻的精神，其終其一生為
追求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努力不懈，為了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世界而奮鬥
。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協會將於3月12日星期天上午十時於僑教中心舉辦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
日植樹節活動。 屆時更將有達拉斯中山學術學會總召集人 牟呈華及會長劉志強率同會員南下共襄盛
舉。歡迎休士頓僑胞當日前往參加。聯絡人，張錦娟832-236-5048

（本報訊 ）美國藝術文學院日前
公布 2023 年音樂獎的 16 位獲獎者，
來自臺灣的作曲家陳士惠在眾多提名
者中，脫穎而出，獲得作曲類之Wal-
ter Hinrichsen 獎項，實為臺灣之光。

前揭音樂獎的候選人由美國藝術
文學院的 300 名成員提名，競爭激烈
。陳士惠曾於2007年首度獲得學院的

Goddard Lieberson 獎，當時評審對
她的評語是： 「陳士惠的作品，成
功地平衡東方精緻的傳統與西方的
複調音樂藝術；其優美、東西諧和
相融的曲調，總是具有高度的創造
性和表現力，瞬時就能引發共鳴並
且令人難忘。」

美國藝術文學院 (也譯作美國藝
術暨文學學會，The American Acad-

emy of Arts and Letters)成立於 1898 年
，是美國一流建築師、藝術家、作曲
家及作家的榮譽學會，早期成員包括
Theodore Roosevelt、John Singer Sar-
gent、MarkTwain 和 Edith Wharton。
學院的 300 名成員為永久會員，均為
藝術、文學領域出類拔萃的人士。他
們組成委員會，評選每年各獎項得主

，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積極進取的藝術
家，支持他們充分發揮潛能。今年 5
月 24 日美國藝術文學院的頒獎典禮
中，預計頒發近20萬美元的獎金予得
獎者。

陳士惠出生於臺灣，1982 赴美深
造並取得波士頓大學作曲博士學位。
2000年起任教於美國萊斯大學音樂學
院，現為該校專任教授、古樂今曲執
行長、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的表演
藝術委員。她曾連續3年擔任美國傅
爾布萊特（ Fulbright ) 獎評審委員及
萊斯大學音樂院作曲系主任、Syzygy
現代音樂會執行長10年。

旅美期間，陳士惠的作品不但曾
獲得國家文藝獎、羅馬音樂大獎、古
根漢基金會獎、洛克斐勒基金會及學

院文藝獎
，也常年
在美國發
表，更多

次赴日、韓、英、德及義大利等地演
出。

陳士惠早期的作品大多學習西方
現代樂派的風格，近10年來的創作卻
常深思: 「如何將自己身為臺灣人的特
質，融入西方的音樂形式。」這些藝
術思維促使她數度回臺接觸臺灣音樂
，並著重人文素養學習。2010-2011
年 藉 由 傅 爾 布 萊 特 學 人 (Fulbright
Scholar)的獎助，赴臺擔任國立臺灣大
學音樂學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訪問學
人；2013-2014 年獲外交部臺灣獎助
金，擔任漢學中心、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訪問學人。

個人創作之外，陳士惠還多次策
劃、執行跨界的音樂會，例如: 2013
年她和林昭亮、胡臺麗合作的臺灣原
住民阿美族紀錄片《讓靈魂回家》在
美國7所大學巡迴演出；2015年在萊
斯大學、亞洲協會舉辦了6個國家、
12所學校、30多位音樂家的 「國際絲

竹音樂營」；以及2016年南管 「古樂
今曲」在美國的6所大學巡迴演出。
2021年在各界支持下，促成萊斯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正式啟動，係繼奧

斯汀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及達拉斯德州大學(Uni-
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之後，第 4 個
在德州高等學府所設置的 「臺灣研究
」計畫。

陳士惠近期創作的代表有：《留
傘》（國樂團）、《菅芒花》大提琴
協奏曲。她最新的跨領域創作《寫給
妳的信》是一齣75分鐘的說書音樂劇
，以透過與女兒的世代對談，原住民
部落及在美的反新移民政策示威活動
為題材，採一桌一椅極簡佈景的舞臺
，由6位音樂家與穿梭引線的說書人
及多媒體影音的串連，反映社會議題
、探討同理心及對未來的展望。

陳士惠教授陳士惠教授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俄羅斯官員周四表示，美
國和北約捲入烏克蘭戰爭可
能導致“災難性後果”。據
法新社(AFP)和俄羅斯新聞
媒體報導，俄羅斯副外長里
亞布科夫在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和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
向外交官發表講話時發表了
上述評論。里亞布科夫說，
烏克蘭衝突中“最嚴重的戰
略威脅”來自美國和北約的
政策。這些政策試圖“進一
步激化烏克蘭的衝突和他們
故意挑起的[緊張局勢]。
2022年1月，美國、俄羅斯
、中國、英國和法國發表了

關 於 避 免 核
武 器 國 家 之
間 發 生 戰 爭
的 聯 合 聲 明
。 五 國 確 認
“ 核 戰 爭 贏
不 了 ， 也 絕
不 能 打 ” 。
里 亞 布 科 夫
表 示 ， 美 國
和 北 約 的 政

策違背了該聲明，並可能導
致核對峙。他們越來越多地
捲入武裝對抗，充滿了核大
國直接軍事衝突的災難性後
果。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表示
，他於2022年2月24日入侵
烏克蘭的部分理由是為了阻
止西方的侵略。美國和烏克
蘭的其他盟友因支持基輔而
使衝突升級。

在過去的一年裡，這些
國家呼籲普京結束戰爭。西
方官員還表示，支持烏克蘭
對該國的生存和獨立至關重
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2
月 18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如果俄羅斯今天撤軍，戰
爭就結束了。當然，如果烏
克蘭今天停止戰鬥，烏克蘭
就結束了。里亞布科夫在一
個幾乎空無一人的會議廳發
表了他的日內瓦講話，在講
話的其他地方，里亞布科夫
指責華盛頓一定在無人機襲
擊俄羅斯軍事基地期間向烏
克蘭提供了情報信息，俄羅
斯稱這是烏克蘭所為。不久
前，基輔對薩拉托夫地區和
梁贊地區的遠程航空基地設
施進行了無人機攻擊，里亞
布科夫說。我們知道，如果
沒有美國對烏克蘭軍隊的深
入和復雜的援助，這些攻擊
將永遠不可能發生，當然包
括瞄準目標、提供情報以及
其他一些技術援助。去年12
月，俄羅斯表示無人機襲擊
導致其兩個機場發生爆炸。
烏克蘭沒有對襲擊負責，布
林肯在12月6日表示，美國
“既沒有鼓勵也沒有允許烏
克蘭人在俄羅斯境內發動襲
擊”。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和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向外交官發表講話時和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向外交官發表講話時
發表了上述評論發表了上述評論。。里亞布科夫說里亞布科夫說，，烏克蘭衝突烏克蘭衝突
中最嚴重的戰略威脅來自美國和北約的政策中最嚴重的戰略威脅來自美國和北約的政策。。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訂於本(2023)
年4月29日（星期六）上午10時
至 12 時於聖湯瑪斯大學 【Uni-
versity of St. Thomas, 地 址: 3800
Montrose Blvd, Houston, TX 77006
】 舉辦2023年休士頓地區電腦化
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簡 稱
TOCFL)。

今年將首度採用電腦化適性
測驗，電腦會根據考生作答每道
題目的結果，即時估計考生能力
，並選出最適合考生的下一道試
題。每道題目都是依據考生能力
所選出來，考生報名時不需要分
等級，涵蓋聽力測驗與閱讀測驗
題型，成績採用量尺分數，滿分
為100分。測驗分有正體與簡體版
本，全程使用電腦作答，無須手

寫文字。測驗完畢螢幕立即顯示
測驗成績。通過測驗者將獲頒華
語文能力證明書，可做為申請教
育部 「臺灣獎學金」與 「華語獎
學金」等語文能力證明用途，具
有就學及就業優勢，另可做為中
文AP考試的模擬測驗。

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 布 關 於 中 文 預 修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課
程說明，學生接受AP課程結束後
的程度，接近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語言
能 力 指 標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中高級程度(Intermediate high)，
對應於華語測驗考試進階級(Level
3)。意即若學生能通過華語測驗
的進階級，其程度相當於可通過
中文AP考試。

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報
名費為45美元。報名日期自2023
年3月6日至3月27日止。請至線
上 報 名 網 站: https://tocfl.sc-top.
org.tw/ ，網頁上方選擇美國考區
，選取德州聖湯瑪斯大學考場，
完成註冊並列印出報名表，於本
年 3 月 28 日前將報名表及報名費
支票（支票抬頭:Education Divi-
sion, TECO in Houston）郵寄達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11 Gre-
enway Plaza, Suite 2012, Houston,
TX 77046。請務於本年 3 月 28 日
前繳費方完成報名手續。考生可
自行上華測會網站瞭解各報考等
級所需字彙（網址：https://tocfl.
edu.tw），或進行線上模擬試題
測試。

休士頓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是休士頓
的年度盛事，始於1932年，90年來持續演進到今日為期三週的嘉
年華，不但有世界規模的牛仔競技和室內牲畜評選，也擴大舉辦
音樂會、遊樂園等適合闔家同遊的活動，是最佳時機來體會德州
的豪放、熱血和激情。

每年二月底，數百哩外的牛仔及馬車隊依序進城，以噠噠的
馬蹄聲編織休士頓牛仔節的序章。今年2月25日，牛仔節在市中心
舉辦牛仔節遊行（Rodeo parade）和牛仔節路跑（Rodeo run），
清早的鳴笛聲正式宣告牛仔節的開幕，隨後超過100個表演團體、
花車和馬車隊伍依序遊行出場，最吸睛的就是牛仔節的吉祥物
Howdy 的熱氣球，而其中唯一的華裔馬車隊，是代表台灣的友情
馬車，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簡稱 "經文處"）和美南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簡稱 "校聯會"）聯動推出，以期主流民眾
和僑胞在遊行中能看到中華民國國旗飄揚，展現台美友好關係，
同時讓世界看見台灣。

經文處羅復文處長表示，很高興今年能再次和校聯會合作，
邀請主流的貴賓一起參與，認識並推廣台灣。當天台灣代表有經
文處羅復文處長夫婦、韋天翔副組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僑務
委員劉秀美、校聯會何怡中會長和劉美玲理事長，主流貴賓有聯
邦參議員 Ted Cruz 選區主任 Jason Fuller、聯邦眾議員 Dan Cren-
shaw 選區助理 John McCarthy、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 Chandra
Hatcher，和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副校長 Javier Zambrano 夫婦。

校聯會會長何怡中表示，今年校聯會
延續十數年來的傳統，參加全球最盛大的
休士頓牛仔節遊行活動。校聯會從去年就
開始規劃籌組馬車隊、牛仔節路跑團和遊
行啦啦隊，遊行前一日晚上團隊佈置馬車
到天黑，這麼特別的經驗，對校聯會和對
自己來說都獨具意義。遊行時看到陣容浩
大的啦啦隊，甚至有多位跑者在挑戰10K
路跑後還衝刺趕回觀賞遊行，為台灣加油
聲援，真的讓我特別感動。

休士頓牛仔節結合藝術和教育提供德
州子弟獎學金，與校聯會的宗旨共鳴，校
聯會自1987年成立以來，在美南地區深耕
，極參與主流社會和慈善活動，並提供華
裔第二代獎學金。遊行當日，馬車所經過
的沿途，民眾熱情歡呼和揮手，還有華裔僑胞揮舞台美旗幟加油
。今年牛仔節路跑團由校聯會青年幹部蔡宗霖、洪紹喜主導，號
召超過37位僑胞響應在超過500個路跑隊伍中排進前五名，陣容創
過去幾年新高，從七旬長者到五歲稚兒都在列，現場還有更多自
行來路跑和加油的台灣僑胞，顯示在疫情趨緩的2023年，台灣僑
胞們願意另一種方式代表台灣，參與主流文化。

台美友情馬車參加休士頓牛仔節遊行台美友情馬車參加休士頓牛仔節遊行 美南台灣僑胞熱情應援美南台灣僑胞熱情應援

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和參加牛仔節遊行的台灣僑胞合影經文處處長羅復文和參加牛仔節遊行的台灣僑胞合影。。羅復文夫婦羅復文夫婦 ((後排左後排左55、、左左66))
、、韋天翔副組長韋天翔副組長 ((後排右後排右55))、、教育組楊淑雅組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 ((後排右後排右22))、、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 ((後排後排
左左44))、、校聯會劉美玲理事長校聯會劉美玲理事長 ((後排左後排左33))。。

全家一起來路跑的僑胞全家一起來路跑的僑胞。。

參加遊行的僑胞啦啦隊參加遊行的僑胞啦啦隊。。

台灣僑胞參加牛仔節路跑和遊行台灣僑胞參加牛仔節路跑和遊行，，與牛仔節主花車合影與牛仔節主花車合影。。

校聯會會長何怡中和先生嚴杰與台美友誼馬校聯會會長何怡中和先生嚴杰與台美友誼馬
車合影車合影。。 參加路跑的僑胞參加路跑的僑胞。。

完成完成 55K/K/1010KK 路跑的僑胞路跑的僑胞
在終點佈景合影在終點佈景合影。。

牛仔節的吉祥物牛仔節的吉祥物 HowdyHowdy 熱熱
氣球氣球。。

台灣友誼馬車上的台灣代表們沿途向民眾揮手和揮旗致意台灣友誼馬車上的台灣代表們沿途向民眾揮手和揮旗致意。。

台美友誼馬車遊行沿路看見台灣僑胞熱情揮旗應援台美友誼馬車遊行沿路看見台灣僑胞熱情揮旗應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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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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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星期五）

秦剛：G20應負起責任 不能搞強權政治
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 提三項建議促進全球發展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近日有關烏克蘭問題中方立場的言
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日回應說，美國應當
做的是反躬自省，停止混淆視聽、信口開河、以
己度人。

此前有報道稱，布林肯近日言及中方發布的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
聲稱，中方不能“腳踩兩條船”，一邊對外樹立
自身維護和平的形象，一邊又以各種方式火上澆
油。在2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立場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始終堅持客觀公正

立場，致力於勸和促談，推動危機政治解決，我
們始終站在和平一邊，站在對話一邊。”毛寧
說。她指出，美國一直向烏克蘭戰場輸送致命性
武器，還四處煽風點火，散布虛假信息，中方堅
決反對。

毛寧還指出，美國聲稱尊重領土主權，卻在台

灣問題上走邊緣、搞突破，違背自身政治承諾，向
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先進武器；美國說要和平，卻在
世界各地發動戰爭，煽動對抗；美國強調要尊重和
維護國際秩序，卻大搞非法單邊制裁，將國內法凌
駕於國際法之上；美國說要公平競爭，卻濫用國家
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踐踏國際貿易規則。

毛寧說，美國應當做的是反躬自省，停止混
淆視聽、信口開河、以己度人，切實承擔起自身
責任，做推動局勢緩和，勸和促談的事，而不是
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污衊抹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外交部、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3月2

日，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秦剛

說，面對當前動盪不安的國際形勢和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二十國

集團應負起責任，體現擔當合作，為促進全球發展繁榮作出貢獻。要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平等對話、協商一致的合作原則，不能搞

強權政治，甚至陣營對抗。要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反對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和脫鈎斷鏈，推動更包容、更普惠、更有韌性的全球發展。

當地時間3月2日上午9時，二十國集團外長會
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全體會議，40個國家或相

關組織代表出席了本場會議。

中方支持非盟加入G20
秦剛提出三項建議。一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

調，維護糧食和能源安全。多邊金融機構和商業
債權人應積極參與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處置。二
是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如期完成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第16輪份額總檢查，開展世界銀行股權審議。
中方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二十國集團應盡
早作出決定。三是加強國際發展合作。支持聯合
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應對氣候變化挑戰，落
實“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和巴
厘島峰會阻止非法跨境轉移廢棄物共識。
秦剛強調，全球發展繁榮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國

際環境，中方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就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發布了立場文件，將始終站在和平一

邊，積極勸和促談，願發揮建設性作用。
秦剛介紹了中共二十大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基於中國實踐，又同世界
大勢高度契合，是走和平發展道路、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的現代化，將為中國同世界各國合作提供
新的機遇。中國將繼續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各項
議程，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印總理：多邊主義處於危機中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路透社報道，輪值主席

國印度總理莫迪當天通過視頻發表致辭。他表
示，全球多邊機構未能應對世界上最緊迫的挑
戰。所有人都必須承認，多邊主義如今處於危機
之中。他呼籲各國家領導人在分歧問題上尋找共
同立場。莫迪表示，此次G20外長會是在世界存
在嚴重分歧的情況下舉行的，但世界期待G20國
家為解決相關問題作出貢獻。

“我們在一個全球分歧嚴重的時刻開會。你
們的討論受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是很自
然的。對於如何緩解這些緊張局勢，我們都有
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然而，作為世界主要經濟
體，我們對那些不在這裏的人也有責任。世界
期待G20國家解決在增長、發展、經濟可持續
性、抗災能力、金融穩定性、跨國犯罪、腐
敗、恐怖主義、糧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戰。
在所有這些領域，G20有潛力達成共識，並取得
成果。”莫迪稱。
會議圍繞多邊主義、糧食和能源安全、發展合

作、反恐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各方普遍對當
前國際局勢表示擔憂，認為全球治理亟待完善，
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加強多邊主義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加重要。二十國集團應發揮關鍵特殊作
用，各方應展現政治意願，尋求最大共識，就促
進包容性合作、增強經濟韌性採取切實行動，攜
手應對全球性挑戰。

外交部批美在烏問題上混淆視聽以己度人

夢
天
艙
燃
燒
實
驗
櫃
實
施
首
次
點
火
實
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劉
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
公室2日發布消息稱，近日，神舟十
五號航天員乘組進行了第二次出艙活
動。在地面工作人員和艙內航天員鄧
清明的密切配合下，兩名出艙航天員
費俊龍、張陸圓滿完成全部既定工作
任務，安全返回問天實驗艙。此外，
夢天艙燃燒科學櫃中的實驗系統成功
執行首次在軌點火測試，驗證了空間
站燃燒科學實驗系統功能的完備性以
及整體實驗流程的準確性與科學性，
為後續空間科學燃燒實驗項目打下良
好基礎。按計劃，神舟十五號載人飛
行任務期間還將開展多項科學實驗與
技術試驗，以及航天員乘組出艙活動
和貨物出艙任務。

據介紹，目前，“圓夢乘組”太
空出差日程過半。入駐空間站三個月
來，他們先後進行了兩次出艙活動，
開展了持續的載人環境維護照料，完
成問天實驗艙和夢天實驗艙多個科學
實驗機櫃組裝測試，同時還配合完成
了多次空間站貨物出艙任務。

空間站科學實驗項目正在按計劃
穩步推進，已取得階段性成果。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工
程與技術中心獲悉，2月16日，在地
面科研人員和航天員協同配合下，夢
天艙燃燒科學櫃中的實驗系統成功執
行首次在軌點火測試。此次點火實驗
採用甲烷作為燃料，先後兩次點火共
持續約30秒，高速相機下傳的實驗畫
面清晰展現了甲烷預混火焰（內圓錐
狀火焰）受擴散火焰包圍的形貌。

實驗前，在地面科研人員的協同
下，航天員將點火頭安裝在氣體實驗
插件中，並將氣體實驗插件安裝至燃
燒科學實驗櫃的燃燒室中。之後燃燒
科學實驗櫃自動完成燃燒環境氣體配
置、燃料氣體噴出、點火頭加熱點
火、參數採集與光學診斷、循環過濾
及排廢氣等系列動作。

燃燒科學實驗責任科學家、清華
大學劉有晟副教授介紹，這種火焰結
構是典型的甲烷預混火焰特徵，由於
不受浮力的影響，外部的擴散火焰與
地面相同實驗結果相比更為短而圓。
微重力提供了地面無法模擬的條件，
能夠排除浮力對流，抑制顆粒或液滴
沉降，微重力燃燒實驗能為燃燒理論
和模型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當地時間3
月2日，外交
部長秦剛在新
德里出席二十
國集團外長
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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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3日（星期五）

內地兩會開幕前夕，大行瑞

銀發表研究報告展望中國A股走

勢和投資策略，指隨着中國內地

完善防疫措施、經濟逐步復常，

今年內將會有5,000億至6,000億

元人民幣的零售存款可能流入股

市，A股將迎來新一波強勢反彈，

港股亦將從中受惠，A、H股都有

望走得更遠。該行看好券商及食

品飲料中的白酒和啤酒，至於電

商行業雖然受惠零售資金流入，

惟行業競爭可能更加激烈。

瑞銀料6000億活水撐A股大反彈
疫情壓抑家庭消費 復常釋放超額儲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曾業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工信
部明確全面推進6G技術研發，2日A股6G概念
板塊大幅走強，整體暴漲近7%。但因受新能源、
醫藥等板塊拖累，滬深三大指數均收綠，創業板
指跌超1%。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10.65點，跌
1.7 點，或 0.05%；深成指報 11,849.51 點，跌

64.81點，或0.54%；創業板指報2,418.6點，跌
25.35點，或1.04%。兩市共成交9,335億元（人
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流入7.65億元。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日前在國新
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工信部將研究制定未來產
業發展行動計劃，加快布局人形機器人、元宇

宙、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全面推進6G技術研
發。

同時也鼓勵地方先行先試，加快布局未來產
業。2日6G概念板塊暴漲近7%，其中，本川智
能頂格升20%，信科移動漲15%，國脈科技漲
10%。

A股6G概念板塊大幅走強

◆◆ 瑞銀估計可能會有瑞銀估計可能會有55,,000000億至億至66,,000000億億
元人民幣存款流入股市元人民幣存款流入股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
經過周三急升逾830點後，2日回吐，早
市曾跌過近300點，其後跌幅收窄，全
日回吐190點報20,429點，雖仍險守10
天線(20,370點)，但成交額顯著縮減至
1,105億元，顯示市場動力不足。科技股
及電動車股向下，是拖低大市的主力。
市場人士指出，美國10年期債息自11月
以來，再次突破4厘水平，加上兩會開
幕在即，投資者多抱觀望態度，影響了
市場買氣。不過，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
自1月中以來，首次重上千點大關，使
航運股逆市造好。科指2日回吐1.4%，
收報4,126點，不少大型科技股都向下。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
析，恒指仍險守在10天線約20,370點以
上，但大市成交量明顯減少，並低於年內
日均1,286億元，說明資金的取態審慎。
他認為，港股正處於從「技術牛」轉化至
「實質牛」的階段，社會復常給牛市重來
動力，但一些實質數據後續能否進一步支
持，是港股能否轉化為真正牛市的關鍵。
過渡期間，可以預見港股將趨向表現反
覆，估計今年上半年可能都是常態。

滙控小股東促分拆業務
滙控2日除息，有小股東提案促請

該行分拆亞洲業務，冀能回復每年派息
51美仙水平。一群小股東為維護自身權
益，向滙控正式提交兩項動議，包括重
整及分拆亞洲業務，以及承諾有穩定的
股息政策，每年派發不低於每股0.51美
元的股息。「分拆滙控關注組」召集人
呂宇健表示，現已成功召集了100名小
股東，正式向滙豐提案。他呼籲，股東
在5月5日的周年股東大會上，提投票支
持動議，不要讓滙豐以為可以閉門作決
定，無視股東的意見。呂宇健表示，根
據《英國2006年公司法》內的條文，只
要有100名小股東支持，便可在股東周
年大會提出議案，也希望最終滙控可按
表決結果執行。

不過，呂宇健2日晚表示，接獲滙
控的律師通知，滙控要求將議案以特別
議案形式提呈，意味通過議案的門檻，
由普通議案的超過50%贊成票，變成超
過75%，但呂宇健仍有信心提案會獲通
過，指所有關注盈利回報的股東，都會
支持有關議案。而外電引述滙控20大股
東之中的其中兩個機構投資者表明，支
持現任管理層的方針，意味不支持該行
分拆亞洲業務。

瑞銀指出，中國家庭在過去3年持續降低消費、
避險和減少購房，因此額外累積了13萬億元

人民幣零售存款，單單2022年就達到7萬億至8萬
億元人民幣。根據海外經驗，這是家庭在疫情封控
期間的典型行為，隨着經濟體放鬆防疫管控，部分
超額儲蓄將重新投入股票之類的風險資產，從而拉
高當地股市。

以上證綜指計，2022年該指數下跌約15%，
2023年來則上升約7.2%。

借鑑外國經驗 股市漲兩成
瑞銀中國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2日在最新中

國股票策略研究表示，根據該行對海外市場的研究顯
示，在疫情封控期間，許多國家的家庭存款大幅上
升，當這些經濟體放鬆防疫管控、消費者信心有所改
善時，消費者會增加支出和風險資產投資，存款增長
會隨之放緩。以美國為例，2020年零售存款增長3.3
萬億美元，但2021年降至僅0.8萬億美元，減少了2.5
萬億美元。同時，2021年零售經紀現金餘額賬戶增加
了1,500億美元，拉動當年股市上漲27%。

根據美國經驗，假設在中國轉換率為6%，即
超額可用儲蓄8萬億至10萬億元人民幣的6%，估
計可能會有5,000億至6,000億元人民幣存款流入股
市。儘管未算巨量資金，而預計流入規模或因為投
資者偏好差異及存款人和股東的不同特徵而存在不
確定性，但A股的潛在上行空間仍然巨大。

該行注意到，過去5年股票基金年度發行量平
均約為1萬億元人民幣，2015年中國A股牛市就吸
引了約2萬億元零售資金流入，帶動A股指數上漲
147%，該行因此認為今年如果有5,000億至6,000
億元人民幣的流入量對股市仍比較可觀。另外，零
售資金也可能通過公募基金流入股市。國內外經驗

顯示，零售資金一般偏好軟體、金融和科技，對食
品飲料和家庭個人用品興趣不大。

零售資金入市滯後5個月
瑞銀透過分析海內外市場，得出3項促使零售

資金流入股市的因素。當股市剛開始上漲，而存款
增長開始放慢時，加上消費者信心提升，零售資金
就會加速進入股市。值得留意的是，零售資金一般
晚於股市表現，而零售資金流入亦平均比消費者信
心見底滯後5至6個月。事實上，內地消費者信心自
去年12月開始改善，加上近幾個季度A股市場出現
一些向好趨勢，未來3至6個月零售資金入市的條件
已成熟。

該行通過分析2015年A股表現、海外經驗及
散戶在A股的倉位，試圖確定有望受益於零售資金
流入的行業。分析顯示，海內外散戶一般都偏好周
期股，包括軟體、硬體科技和券商；並且通常青睞
銀行。A股投資者則不同，A股散戶對食品飲料的
投資相對較少，2015年該行業跑輸；對國內散戶而
言，消費相關行業中消費服務通常更受青睞，但其
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較低。

瑞銀預計，今年A股將最受益於增量零售資金
流入，而港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受益，南向投資
者目前約佔總市值的11%。儘管該行依然對今年整
體中國股市持樂觀看法，但近期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的增加帶來些許拖累。

該行目前更看好A股，之後依次為H股和中概
股，以反映潛在的零售資金流入、對地緣政治不確
定性的敏感性更低以及電商行業的競爭可能加劇。
該行將券商加入看好的行業之列，同時更仔細地篩
選板塊，目前我們在食品飲料中更看好白酒和啤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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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竹城隍廟口一間甜不辣
店的老闆，多年前遭逢車禍，全身79%嚴重
燒傷、雙手10指全數截肢，但他不向命運
低頭，還提供弱勢族群免費甜不辣填飽肚
子，未料近日遭好手好腳之人組團來領免
錢餐點，3天下來竟超過百人，讓他大嘆自
己善心彷彿被澆冰水。

老闆在臉書 「城隍廟口甜不辣」發文
，表示自己做待用餐的用意，是幫助經濟
有困難的人，自己也因此相當開心。沒想
到228連假這幾天，不斷有好手好腳的人，
三五成群結伴來店內領取愛心餐，說著
「這裡有不用錢的甜不辣跟肉圓」，甚至

還插隊，態度相當糟糕。
老闆說，看著他們身上的穿著、配戴

，拿著智慧型手機，看起來根本沒有困難
，拿了餐點後也不說謝謝，3天下來至少有
100多人。大嘆自己的熱情被這幾團人潑了
一桶冰水。

老闆表示，往後她還是會繼續供應愛
心餐，只是希望來吃的人，是真的有困難
，而非正常人理所當然近來免費領。不少
網友也安慰： 「為老闆愛心打氣」、 「做
人不要過度善良，只會被惡人利用」、
「建議真的要出示中低收入證明才能領，

不然永遠有貪小便宜的人」、 「老闆加油
！人在做天在看」、 「做善事真的比做壞
事難很多」、 「人的善良真的很難跟沒有
羞恥心的人對抗」、 「這些人身體沒殘，
但心裡跟腦袋都殘了」。

（中央社）號稱是亞洲最大百貨購物商城 「台中高鐵娛樂購
物城」開發案，確定由國際級建築設計團隊英國BENOY(貝諾)
設計規畫；該團隊曾規畫過全球多個知名綜合商業廣場，包括泰
國曼谷ICONSIAM暹羅天地購物中心、蘇州高鐵新城吾悅廣場
，貝諾董事高格力透露高鐵娛樂城也將把台灣在地傳統元素納入
，打造台中不夜城。

備受矚目、號稱全台高鐵站區最大招商案的 「台中高鐵娛樂
購物城」開發案，2021年底由第一大國際開發公司獲得經營權，
原訂2022年底動工，但經營團隊在去年10月份提送都市設計審

查，因故申請撤回，經營團隊也緊鑼密鼓重新調整規畫設計，希
望近期能再次提出申請，力拚2026年如期完工營運。

第一大國際董事長原島榮一2日表示，台中高鐵娛樂購物城
開發項目土地面積達48000坪，四面臨路並緊鄰三鐵共構，絕對
可以媲美日本東京車站以商業結合一體的綜合商業項目。整體規
畫設計也確定由國際級建築設計團隊BENOY(貝諾)與大將作聯
合建築事務所設計、規畫、監造，貝諾董事高格力近日抵台，將
與經營團隊就相關設計進行討論。

高格力表示，英國貝諾設計建築規畫設計過全球多個知名商

業綜合建築，其中2018年11月開幕ICONSIAM暹羅天地購物中
心，被寓為是直接把大型水上市場搬進室內的超浮誇購物中心。

而2019年底開幕的蘇州高鐵新城吾悅廣場，也以引入 「鏡
城蘇州」的概念設計，透過 「鏡中世界」的映像，重新定位江南
水鄉 高格力強調，目前也規畫把台灣在地元素融入整體設計
中，透過室外商店街、24小時營業的大電影院、24小時大書店
、24小時營業的物販大店、健身中心、遊樂設施及各種不同類別
的餐飲結合形成大面積、大街區的夜經濟新形態，打造台中不夜
城。

英國貝諾設計團隊操刀！ 「台中高鐵娛樂城」 最新進度曝光

（中央社）高雄城中城大樓大火燒出大樓消防公安問題，桃
園市建管處去年公告，要求12至15樓共1132棟大樓要在今年1
至3月完成公安申報，但2個月過去僅完成2成，許多大樓不願
花錢委外檢查或擔憂被貼上不合格標籤影響房價仍在觀望，建管
處強調會有改善期，呼籲盡快申報，違者將開罰6至30萬元。

建管處指出，中央規定16樓以上大樓每2年要公安申報，15
樓以下則授權地方自行決定，前年10月高雄城中城大火後，各
地方政府重新審視低樓層集合住宅公安申報必要性，桃園市去年
正式公告，規定全市12樓至15樓的1132棟大樓今年1至3月要

公安申報，8 樓至 11
樓的850棟則於明年申報，未來每3年1次。

建管處說，新制上路2個月以來，諮詢電話多，但也坦言12
樓至15樓完成公安申報者僅約2成。據悉因申報結果會登錄中央
平台系統，部分社區擔心不良紀錄被公開，恐影響房價，且因申
報要委託專業人員檢查，檢查項目包括安全梯、避難層出入口、
電梯等是否符合法規，平均1個安全梯就要價8000元，加起來恐
要破萬元，許多社區仍在觀望。

建管處指出，為協助社區完成公安申報並改善缺失，已研議

將公安申報及改善費用納入公寓大廈修繕補助項目，社區管委會
可以在申報或改善之後，向建管處申請補助費用，且會有3個月
的改善緩衝期，不會直接上網登錄。至於無管委會的大樓，統計
有39棟，建管處會輔導成立，或協助推派管理負責人，以利辦
理公安申報作業。

建管處呼籲，務必在3月底前完成申報，違者可依建築法開
罰6至30萬元，強調會針對沒有理由且拒不申報的大樓，列為首
波開罰對象，沒有理由拒不改善者則列為第二波開罰對象，呼籲
社區盡快完成。

百人組隊吃愛心免錢甜不辣還插隊
截肢老闆嘆：熱情被澆冰水

（中央社）非政府組織是近來我國串聯國際與
實踐永續的重要途徑，台灣大學為積極培養NGO人
才，今(2)日舉行 「台大國際NGO人才學校」簽約典
禮，未來學子不僅可在相關課程參與全英語學習，
還須同步到NGO組織展開為期16周的專案實習，透
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學習累積專業技能連結全球
網絡，解決當代國際議題。

在今日舉行的簽約典禮上，邀請到教育部青發
署署長陳雪玉、外交部NGO國際事務會副執行長吳
竹君等人共同見證。台大校長陳文章、副校長丁詩
同、國際長袁孝維與各NGO創辦人、執行長等代表
人締約，正式啟動NGO人才學校。

陳文章表示，首屆台大國際NGO人才學校與社
會影響力製造所合作，成功媒合來自 5 個國家、9 個
學院的學生不同類型的國際NGO組織實習，有些為
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國際組織，像是好鄰居協會、珍
古德協會等；有些則從台灣起家，服務海外的組織
，如羅慧夫基金會、舊鞋救命、勵馨基金會、芥菜
種會等；也有些是關注台灣與國際社會交流的組織
，如亞堅會、One-Forty、數位外交協會等。期待學
生能在課程與實習過程中，找到投入國際及永續發
展的道路。

台大指出，校內自發性的服務性社團亦長期耕
耘國內外偏鄉，以熱情及專長提供各項服務，頗受
好評。例如台大世界志工社，即秉持著服務大眾的
目標而創立，希望藉由全球志工連絡網，使台灣志
工團體與世界接軌，並且增加台灣青年於國際 NGO
及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營利組織）的參
與，進而提升台灣青年於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優異
的表現也曾獲校內的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

台大提到，台大世界志工社不論學期間或寒暑
假皆會進行服務活動，學期間利用課餘時間至育幼
院、照護中心等地服務；寒假時至花蓮4所國小提供
學童服務，並與當地居民一併著手社區營造；暑假
時除了花蓮外，另籌組海外服務隊，前往印度、尼
泊爾等國駐點，期望以長期深耕服務的模式，帶給
被服務者感動與協助。

台大期望，未來校內的服務性社團同學也可能
是台大國際NGO人才學校所招募的學員對象，期盼
藉由同學的經驗分享以及老師們的專業指導與回饋
，讓有志於NGO的同學能在國際服務的路上走得更
穩健。泡溫泉，成為四季都適合親子同樂的遊憩場
所。

台大首創國際NGO人才學校 16周全英語課程培育國際志工
基隆捷運第一階段環評過關

基市府：樂觀其成

（中央社）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影
響評估小組審查會，2日進行基隆捷運
第一階段環評案審查，環評委員建議
補正後通過。對此，基隆市政府表示
，將會持續配合推動，並且對後續的
興建與營運單位由新北市政府負責，
表達樂觀其成。

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中，環委提到
先前新北市的民生汐止線已通過環評

，現今卻納入基隆捷運工程範圍
，相關的施工、營運切割不清，
會影響環評監測內容及減輕對策
。
對此，鐵道局表示，今年1月召開
協調會時，新北市政府已表示在
交通部與新北市府就盈虧、計畫
經費等議題有共識下，新北市府
可擔任基隆捷運計畫的地方主管
機關，辦理興建及營運事宜；等
於釐清了基隆捷運與民生汐止線
的共站權責。
對於基隆捷運在歷經20餘年提案

到變更，更從輕軌到中運量系統的改
變，終於獲得環保署通過第一階段環
評，基隆市政府表示，本案為中央提
出之重大交通建設，基隆市政府後續
持續配合推動本計劃。

另外，針對鐵道局表示已協調新
北市政府擔任興建、營運單位部分，
本府原則上樂觀其成。

桃園12至15層大樓仍有8成未公安申報

下月最高罰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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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疫情解封，高雄餐旅大學恢復推
動學生海外實習，今明2天共有11家日本飯店業
者，包含知名連鎖王子飯店、阪急阪神集團等提
供實習和正職面試機會，甚至還親自來台面試找
人才，不過要取得實習和正職面試機會都需要取
得日文檢定才可，學生做足準備，把握這難得機
會。

據統計，新冠疫情前，高雄餐旅大學每年約
有300名學生分別到美國、加拿大、荷蘭、杜拜
與日本等16個國家實習，現在疫情威脅褪去，高
餐大立刻恢復海外實習，由國際事務處與國際學
院應用日語系於3月1日至3月3日，舉辦海外實
習面試暨就業活動。

現場包含本知名連鎖王子飯店、阪神阪急飯
店集團、箱根、藤田觀光集團等11家企業，並有
5家日本知名飯店業者親自飛抵高餐，和有意申
請學生面對面溝通訪談，讓學生了解當地運作情
況，並提供優渥的薪資條件、宿舍、員餐及休假
，提供40個名額，供升大三的學生實習機會，另
外，針對即將邁入社會的大四學生開設工作機會
，不過，要搶先一步取得海外工作機會，赴日實

習需日文檢定需達N2級，畢業生就業面試則必
須取得N1與日式服務中級資格才能角逐，學生
也已做足準備，把握難得機會。

高雄餐旅大學校長陳敦基表示，高餐實習制
度完善，地點橫跨歐亞美洲等國，這次提供實習
和正職職缺的飯店企業，都是享有加班津貼及固
定休假，大部分提供員工宿舍與美味員工餐，制
度健全，另外，學校為減輕學生負擔，同時向教
育部申請 「學海築夢」計畫，以2022年為例，赴
日實習學生每人可獲近18萬元海外生活補助補助
，校內老師不定期會飛往日本探視，確認學生實
習狀況。

另外，為了迎接遠來的貴客，高餐大利用這
難得的機會向跨海來台的貴賓們介紹台灣在地食
材，由高餐大應日系聯手廚藝學院、餐旅學院及
國際學院跨系所合作，使用台灣特有農漁產，如
龍膽石斑、午仔魚、鱸魚、白帶魚、鳳梨釋迦等
，運用中、法、日料手法，百分之百的熱誠款待
，希望進行國際交流的同時也能對海外的飯店集
團積極行銷台灣在地食材及美食。

疫後徵才搶實習生
日本11家知名飯店跨海來台到校面試

（中央社）高雄一名女軍
官前年9月開小貨車行經路口時
與賓士車發生擦撞，她當下未
下車查看、報警、呼叫救護車
就直接肇事逃逸，賓士車的乘
客右腳扭傷，事後提告，女軍
官稱不知道當時發生事故，法
官最後認定2車行經路口時均未
減速，原判處女軍官6個月徒刑
，二審改判緩刑2年，她得以保
住飯碗。

判決書指出，該女子為現
役軍人，前年9月25日晚上6點
多開小貨車，沿高雄市左營區
海平路行經實踐路交岔路口時

，燈號為閃紅燈，與另一名男
子的轎車發生擦撞，坐在男子
車上的乘客右膝、右踝挫扭傷
、右足踝及腳部挫拉傷，但女
子卻未停車查看、報警、呼叫
救護車、等候員警或救護人員
到場，也未留下任何聯繫資料
，未經對方同意，就直接開車
離開現場逃逸。

法官認為女子犯後於原審
矯飾其詞，否認犯行，難認已
對其行為真切反省，審酌告已
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女子主
觀上僅有肇事逃逸，相較於故
意撞車而言惡性較輕，男子也

未依閃光黃燈指示減速接近交
岔路口，為肇事次因；法官認
為女子碩士畢業為現役軍人，
月收入 5 萬至 5 萬 3,000 元，未
婚、與祖父母同住，判有期徒
刑6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二審法官認為女子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在審理
中已認罪且成立調解，願給付
15萬元，判宣告緩刑2年。

台南正副議長涉賄案6人交
保 議長邱莉莉到場哭了

女軍官開貨車撞賓士肇逃
賠15萬認罪獲緩刑保住飯碗 高雄水情轉 「黃燈」 高屏溪上游集水區比百年大旱還少

（中央社）高雄水情將從 3 月 8 日起升
級為夜間減壓供水 「黃燈」，南區水資源局
表示，高屏溪上游集水區及曾文水庫的降雨
量比2年前的百年大旱還少，不過現階段供
水穩定，但汛期來臨前不確定因素高，後續
將透過新鑿抗旱水井、強化區域調度及提升
淨水場處理能力等措施，多管齊下降低旱象
衝擊。

南區水資源局指出，去年南部地區降雨
量是近30年來最低，另統計曾文水庫及高屏
溪集水區去年降雨量更比百年大旱同期分別
少了 112 及 416 毫米，在南部地區各縣市政
府及相關單位努力節水、多元供水等調控作
為下，現階段南部地區仍較百年大旱供水穩
定，但離汛期來臨尚有一段時間且降雨不確
定性高，籲請民眾持續配合政府共同節水。

南區水資源局強調，目前正值南部地區
枯水期間最關鍵時刻，南水局除嚴控水庫出
水量外，也與農水署嘉南管理處合作，以曾
文-烏山頭水庫最少的供水量及多元水源，
採取精緻灌溉來完成嘉南灌區春季雜作灌溉
，另台南地區安平再生水廠也在3月上線供
水。

另為因應後續南部地區春雨不至及梅雨
晚到的可能性，已依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
擇定高屏溪河段非地下水管制區域，增鑿深
達地表下100至150 公尺之抗旱水井。

另推動 「2023年穩定南部供水抗旱計畫
」，強化區域調度及提升淨水場處理能力等
措施，增加及時抗旱水源， 4月底前預計可
增供每日13.6萬噸水源，多管齊下降低旱象
對南部地區用水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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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程序認證程序(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
處理一些事務。如: 委託國內
的親屬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
的房產，銀行賬戶，商業文件
，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單
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
放棄繼承權或到中國辦理收養
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
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因為新冠疫情，很多在美
華人無法及時回國處理相關事
務。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
頓總領事館 2020 年 7 月下旬突
然關閉，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
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
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第一
，以前委託書只需要三級認證
：公證-州政府-休斯敦總領館
。大使館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
認證要求。第二，以前三級認
證的文件內容可以是中文，現
在美國國務院要求所有文件必
須有中英文。第三，因為疫情
的原因，美國國務院不對公眾
開放，辦理認證的時間拖長。
第四，大使館不接受郵寄辦理
認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
，大使館現在不對公眾開放。
有緊急情況需要先郵件聯繫說
明緊急事由，預約成功才能辦
理。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
領事機關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
證機關或認證機關的最後一個
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認
證的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
文書能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
認，不致因懷疑文件上的簽名
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
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
為了相互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
交領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
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著
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
流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
、商業證明等的形式和要求卻

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
一環扣一環的連鎖認證方式，
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
認最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
，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內有
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
關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實性
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
涉外文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
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託書
、聲明書、法律訴訟文件、健
在（生存）證明、無配偶聲明
書、近照證明、護照複印件與
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
證員（地保官）公證 (Notary)
， 再 到 州 政 府 (Secretary of
State) 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資格
的文件，再到國務院取得國務
院的認證文書，最後到中國駐
美大使館進行認證(Authentica-
tion)。現在因為疫情的緣故，
認證過程至少需要 3 個月的時
間。

辦理委託書公證需提供：1
、委託書文本；2、與委託事項
相關的權利證明原件或複印件(
如存摺、股票開戶憑證等)；2
、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
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
復印件。 3、涉及房產轉讓的
，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複印件
。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
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託書公證需提
供: 1、委託書文本；2、親屬
關係證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
係，如兒童出生證)。 3、父母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
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
書文本；2、與聲明事項有關的
權利證明等。 3、辦理放棄繼
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
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
繼承人親屬關係證明，以及所
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 4、本
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
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
、聲明書文本；2、有婚史的，
應提交離婚證或離婚調解書或
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件；喪
偶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
原件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照
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將於 2023 年 3
月 1 日東部時間中午 12 點到 3
月17日東部時間中午12點註冊
今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如果錯過這個一年一度的抽
籤窗口，就要等到明年三月才
能申請H1b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美國移民局2022年8月23日
宣布當年H1b工作簽證名額已
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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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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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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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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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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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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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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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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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

一、常記念父

母的好處

記念我父親，他是堅忍勤奮的榜樣。

記念我的母親，她是敬虔禱告榜樣。直到

如今我們都記念。

二、了解父母的需要

什麼是父母心？就是「想念」。孝敬

父母勿遺憾，記念父母對我們的好處。

三、要選擇愛心

1. 要愛你的家人

a. 要愛你的父母，不要遺憾。

b. 要愛你的妻子，不要忽略。

愛是你注意在妻子身上，我們男人

忽略妻子的需要，勿苦待妻子（心靈苦

待）。要常記念妻子為你家所付出的一

切勞苦，作丈夫的要表達我們對妻子的

愛，像基督愛教會，捨己的愛，我曾看過

一張卡片，上面是一位媽媽洗完衣服在

曬衣服，卡片下面有一句話“永遠作不

完”.....。我們做弟兄的要常常鼓勵妻子，

表達對她的愛。

c. 要愛你的孩子，不要缺席。

對兒女不要缺席，活出生活榜樣很重

要，花時間陪孩子；孩子12歲前按你所說

的去做，12歲以後，他們照你所做的去

做。我們作丈夫的是在屬靈上帶頭。

一、面對人生的風暴

二、要選擇信心

三、要選擇愛心

四、要選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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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負面思想轄制你的心，要永遠

選擇盼望。基督是愛，勿讓苦毒在你心。

神在我們中間有一個恢復的心意，神

允許嚴寒冬天臨到，屬靈的春天進入我們

生命當中，一定會再來！神要給，補還一

切，加倍賜福給我們。仇敵所奪去的，神

必神要補還一切給你們。

《撒迦利亞書9:11-12》「錫安哪，我

因與你立約的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

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來。你們被囚而有指

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說明：我

必加倍賜福給你們。」

我要加倍賜福你們，永遠不要因仇敵

過去工作而悲傷，要在神面前歡呼喜樂。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超乎我們所求所

想的。我女兒女婿夫婦，為尚未出生的

Baby 預備好一切，《哥林多前書2章9節》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梅黃瑞蓮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然而正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

備的，是眼睛沒有見過，耳朵沒有聽過，

人心也沒有想過的。」

感謝神我們矽谷生命河靈糧獲頒贈社

區英雄獎，市長說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城市

不可少的教會。

五、抓住時機，勇往向前。

神蹟是在你有的開始，轉變就是機

會，每早晨都是新的。

人生如拼圖的，答案就在眼前，以利

沙問西頓寡婦「你家裏有什麼？」神蹟從

這裡開始！

（1）任何偉大的突破，都來自已存在

的事物。

（2）學習比別人多想一點。

愛迪生說：「我其實不比別人聰明，

只是我比別人多想一點」

（3）任何偉大的目標，都需要付上冒

險及行動的代價。

你的神足夠，你的能力足夠帶你飛越

高山低谷。神的恩典永遠夠用，憑信心抓

住機會，充滿各樣機會，經歷神突破的恩

典。

@友人來信
潘師母，妳好！

謝謝妳的分享。還記得，妳交給我一

個單張，要我轉交給「張英」嗎？

感謝主恩典，張英在見主耶穌面之

前，已相信主耶穌了！

張紫蔚 Sandy Lu
--------------------------------------
覆信

紫蔚，平安！

真高興聽到你傳來好消息，你有功勞

喔！

有一日主必獎賞你和我，我們一起為

傳福音，領人信主歸主合作，

願榮耀尊貴權柄全歸給天父！

祂願萬人得救，不願有一人沉淪！

潘師母

飛越風暴 展翅上騰 (2)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人之所以會

沮喪，是因為回

想到過去的榮景

與現在光景的截

然不同，真是愈

想愈悲哀。但詩

人如此說 :
「我為什麼

這樣悲傷？我為

什麼這樣沮喪？

我要仰望上帝，

還要再頌讚他；

他是拯救我的上帝。」詩篇 42:11 ( 現譯

本 ) 
03/02/23 英文金句

“The LORD is my portion,” says my 
soul, “therefore I will hope in him.” The 
LORD is good to those who wait for him, to the 
soul who seeks him. Lamentation 3:24-25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

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

耶和華必施恩給他。耶利米哀歌 3:24-25    
03/02/23 金玉良言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

憐憫。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耶利米哀歌 3:32-33
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

我的神；我的神必應允我。彌迦書 7:7

　郭文仁牧師

大約 15 年前，我在馬來西亞的弟弟打

電話來說，如果母親繼續留在他們家，他們

夫妻便要離婚了。他要求我把母親接過來

住。我問他其他家庭成員能幫忙嗎？他說都

商量過了，最後才找我。

作為兒女，克盡孝道奉養父母是天經

地義的事，又是上帝的命令，怎能推辭？但

此前我的另一個弟弟移民澳洲，我們已接

他來家住，家裡變得很擠。每天早上大家

趕著出門，一個洗手間要輪流使用，當時

已感到壓力很大，開始患上神經性皮膚炎，

現在又怎敢貿然答應呢？我請馬來西亞的

弟弟稍微再忍耐一下，給我一點時間禱告並

與家人商量後再回他的電話。

我把事情告訴家人並切切禱告，求上

帝感動和預備家人的心。禱告了約兩三個星

期，外子第一個來和我商量說，應該把媽媽

接過來一起住；但我的顧慮是從長遠來說怎

樣安置她。我們有三個兒子，三間臥室本來

就不夠住，現在再添一個外婆，房間如何分

配？他沒有話說。

過了幾天，小兒子來問：「為甚麼外

婆不能來我們家住？」我問：「外婆睡在哪

裡？」他答：「她可與我同住一房。」我問：

「你只有一張單人床，外婆睡在哪裡？」他

說：「我睡地上，讓外婆睡我的床。」

我知道上帝已預備了家人的心，我可

以回覆弟弟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長途電

話收費昂貴，所以我想等週末便宜一些再

打吧。誰知那個週五，弟弟已經等不及了，

打電話說媽媽明天就上飛機來我們這裡了。

感謝上帝！祂已經預備好我家人的心。

接飛機時，我覺得媽說話很奇怪。回

家後我請弟弟檢查媽媽的皮箱，看她帶了甚

麼東西，因為上次她帶了一些防臭鞭炮在鞋

子裡。接下來幾天，令我吃驚的是，媽媽

的眼神好像深潭的水，沒有感情，似乎很

憂鬱。我望著她冷冷的眼，誠懇地對她說：

「媽，您現在雖然不像以前了，但您還是

我敬愛的媽媽，永遠是我的媽媽。」可是

媽媽並沒領情，仍然天天咒罵，我聽著實在

難受。我勸媽媽：「基督徒是上帝的兒女，

上帝喜愛賜福，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當祝福

人，不當咒駡。主耶穌教我們為仇敵禱告，

愛不喜歡的人。媽媽，您也當為您不喜歡的

人禱告，求上帝賜福他們。上帝會透過您的

祈求賜福，您也一同蒙福。」可是說歸說，

媽媽還是天天咒駡。後來五弟告訴我，媽媽

是得了老人癡呆症。

我對老人癡呆症並不了解，照顧她十

分困難。剛來的時候她老嚷著要出門，陪她

出去我便做不了家務，就想給她戴上我家地

址的字條，假使她走丟了，別人也可把她送

回來，她卻嫌不好看而拒絕。接下來的日子

弄得我很累。

一天我在燒菜，她又說要去散步。我

有點氣，對她說：「我在趕著煮飯，煮好才

和您出去走走。」她卻說：「妳不出去，我

自己去。」說完便開門出去了。我不理她，

繼續燒菜。但是想到她不會講英語，走丟了

就麻煩了。於是馬上關了爐火開門找她，沒

想到她就坐在家門口的台階上，像小女孩般

前後擺動雙腳，還轉過頭來向我斜著眼笑，

神態陰森。雖然是中午時分，我的汗毛也不

禁直豎。我立刻關上門，默默禱告求主拯

救：「主啊，媽媽怎麼啦！求主耶穌的寶血

遮蓋媽媽和我！求主耶穌幫助我們！」心中

馬上有了平安。再打開門，媽已站了起來，

拍拍屁股，神態如常，說：「我要進屋了。」

老人癡呆症是一件叫人很困擾的事。

當時我在常青班教普通話，本可讓媽媽與其

他老人家一起上課，但是她坐不住，還嘲

人老衰殘時的盼望
笑其他老人說：「你們那麼老了還讀甚麼書

啊？」為了專心照顧媽媽，不騷擾別人，我

只好辭職。

我記得辭職之前的一天早上，媽媽特

別不合作，中午前讓她吃飯服藥，安頓好

一切，我便收拾教具預備開車出門上課。

看看手錶還有十分鐘，便問媽媽：「媽，您

還要做甚麼事？」她說：「我不喜歡這條褲

子，想換掉。」我說：「好，還有十分鐘，

您快點換。」可過了十分鐘還不見媽出來。

我不喜歡遲到，便進房裡看個究竟。只見一

床一地滿都是衣服，媽卻還沒換褲子。我不

高興地問：「您怎麼還沒換褲子，我們要遲

到了。您今天怎麼搞的，一直惹我生氣？」

突然媽媽變了臉色，還陰森森地瞪著我，眼

睛朝上，冷冷地說：「妳那麼乖，我怎捨得

氣妳？」這可把我嚇壞了，毛骨悚然，整個

人好像掉進冰庫裡。我急急呼求主說：「主

耶穌，求祢用寶血潔淨，遮蓋媽媽！請幫助

我！」禱告完，轉頭對媽媽說：「我馬上要

出門教課，您要出去就把褲子換好，否則您

一個人留在家了！」奇妙的是，媽媽像醒過

來似的，跳了起來說：「我跟妳出去，我跟

妳出去。」很快便換好褲子和我出門。

媽媽喜歡穿的衣服每次給她洗澡後換

下，轉眼又見她穿在身上，原來是她從洗衣

籃裡把髒衣服又找回來穿上。我學乖了，把

髒衣服藏起來，這才解決問題。媽本來是廚

藝很好的飯館老闆娘，連我們飯店從香港太

白海鮮艇請來的香港廚師也讚不絕口。有人

教我讓媽做些她喜歡做的事，好使她多動手

動腳動腦筋。我讓她幫我摘菜根、洗菜，她

卻把菜根和菜葉都混在一起，還洩氣地說：

「我不會燒菜煮飯了。」許多事她已忘得一

乾二淨。她是個勤快的人，看見我們收回來

的衣服，便動手想幫我們摺好，但總無法把

襪子對起來，還生氣地說：「哼！我不會摺

了。」

媽本來也很愛最小的外孫，但得了癡

呆症後便欺負他。一天晚上，小兒子在客廳

用電腦，她靜悄悄地站在他的背後，他一轉

過頭看見媽披頭散髮看著他笑，被嚇得大叫

起來。那時我們已經睡覺，聽見小兒子恐怖

的叫聲一起衝出房間。但見媽媽仍舊站在那

裡一動不動，陰陰森森地瞪著眼對他笑，樣

子怪可怕的。有時媽媽會罵他，說他沒用，

兩個哥哥都比他好，他在家玩球也會挨駡。

老二察覺弟弟很不開心，我也注意到，但不

知道怎麼辦才好，這帶給我很大壓力。小兒

子和我都是敏感體質，而這些壓力引致我們

的皮膚病復發。兩年後，我左耳淋巴腺長了

瘤需要開刀，沒有人服侍媽媽，在弟兄姊妹

們的建議下，我們便把媽媽送到老人院。

因為照顧媽媽，我開竅了，人真是沒

可誇的，小時候靠父母，老來靠兒女還有醫

護人員。當年媽媽替我剪指甲，今天反過來

我給媽媽修指甲。我切身體會到，人活下去

就得面對衰老，面對死亡。人是有限的，我

們真要謙卑，順服上帝的引領。

不過很感謝主，我們信耶穌基督的人

並不絕望。「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上帝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

永遠。」（詩篇七十三 26）人真是渺小，

毫無可誇可恃的，嬰孩和老人只是生命拋物

線的起點和終點。

（文載自［中信］）

劉 彤 牧師 證道      思 牡 摘錄
一個年輕的女子在荒涼的曠野中勉力前

行。她走得不快，因腹中懷了胎兒。她是逃

出來的，從迦南（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一

直往曠野走。漫漫長路充滿危險，但是她不

管一切，因為她受不了主母的虐待。

約十多年前，外鄉人亞伯蘭和他妻子撒

萊為逃避饑荒，來到她的家鄉埃及，買了她

作撒萊的婢女，還帶著她遷往迦南。

才不久前，主母撒萊見自己不育，把她

給主人作妾。她懷孕了，覺得自己很爭氣。

主母雖然美貌，可是生不出孩子來啊！她感

到自己比主母更行。

她對主母的鄙視引來主母的報復和虐

待。她受不了，偷偷逃走。如今前路茫茫，

她能熬到逃回家鄉嗎？

她走得筋疲力竭，焦渴不堪，幸好前面

就是往書珥路上的中途站，那裡有一個水

泉。她終於來到這沙漠中的綠洲，可以喝上

清水，好好休息一番。

突然，有人喚她的名字︰「夏甲！撒萊

的婢女夏甲！」她吃驚回望，那個人她並不

認識，為甚麼會知道她

的名字和她的身份？他

怎會認識自己？那個人

又溫言詢問︰「妳從哪

裡來？要往哪裡去？」

他的態度沒有惡意，問

話好像一般寒暄卻又直

指關鍵，疲累徬徨的她

不由得吐露心聲︰「我

從主母撒萊那裡逃出

來……。」

邂  逅 ◎方  華
在綠洲等候她的是上帝的使者，雖然是

亡命天涯，雖然她深感孤苦無助，原來上帝

的眼目一直看顧她。上帝看到她一步步蹣跚

前進，看到她心裡的痛苦。她不是沒有做錯

事，她看不起她的主母，鄙夷另一個女人不

能生育原是很殘忍的傷害；但被虐待又像把

她逼進死角，主人也不幫她，她感到絕望，

寧願死在沙漠中。

可是，上帝的使者在那裡等候她，勸她

不要絕望。因為上帝知道並了解她的苦情，

她不孤單。

當夏甲朝來路往回走的時候，腦海中縈

繞著上帝給她的信息：「不要放棄，聽上帝

的話，回到主母撒萊那裡。」她這個兒子會

帶給她子子孫孫，他將是一個強悍的人。夏

甲看到前景，心裡得了安慰。她不是一個死

了也無人知道、無人顧惜的卑微女子，上帝

看顧她。在她走到人生盡頭的那一刻，她竟

然與上帝邂逅。

原來生命的奇蹟，就是與上主邂逅。即

或你已失足，在人生最低的低谷中，你雖然

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上帝與

你同在（參詩篇廿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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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ose Bridges Decorative Lighting RFQ

Houston First Corporation requests statements of qualifi-
cation from experienced architects, engineers, and lighting 
designers capable of creating an inspired, iconic, budget 
and maintenance-minded decorative exterior lighting 
design for six bridges spanning IH-69 in the Montrose 
area in Houston, Texas. Please visit 
https://www.houstonfirst.com/do-business for complete 
details.

• 美国人的第一个特点——重家庭；

• 美国人的第二个特点——喜欢按计划做

事；

• 美国人的第三个特点——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远；

• 美国人的第四个特点——主动；

• 美国人的第五个特点，就是——美国人

热衷于追求幸福；

• 美国人的第六个特点——独立；

• 美国人的第七个特点，也可已说是美国

这个国家的特点——小费文化盛行。

以下小易将从不同方面讲述美国的风俗习

惯，帮助外贸人员更好的进行了解美国客户的

消费习惯和需求。

01 生活习惯

美国人性格热情，活泼开朗，但有骄气，

认为世界最富有的就是美国。美国人的生活习

惯悬比较随便，自由自在，晚上睡得迟，11点

睡就算早了，早上起得晚。

美国人比较喜欢浪漫新奇的事物，看重实

利，喜欢冒险和表达自我，自由平等观念较强

。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喜欢漫无边际的幻想，

也不象英国人那样讲派头、要面子；

美国早期历史造就了他们善于在逆境中不

气馁、看准目标、孜孜以求的性格；他们钦佩

的是那种精明强干的人，喜欢一切都自己动手

，大小事情都能自己解决，多数美国人都懂得

怎样使用机器、修理电气设备、油漆家具和粉

刷墙壁；他们认为，做这些生活中的粗活理所

当然，绝对无损体面。

美国人在金钱上也非常务实，付出劳动便

要取得报酬，求助他人便要付出回报，这是天

经地义的；所以他们在劳动与报酬方面计算得

清清楚楚。

搭乘别人的汽车要分担汽油费；使用亲友的电

话要交电话费；朋友们一起去吃饭，通常是各

付各的钱；甚至小孩子在家帮妈妈洗碗也要索

取报酬；父母到儿女家小住还需交饭钱。

02 穿着打扮

欧美人相信，“小麦色”的皮肤，意味着

健康、有钱、时尚。妇女大都自由奔放，举止

大方，即使素不相识，谈笑也毫无拘束。她们

爱打扮，穿戴比较新奇。

欧美的美黑文化从何而来？19世纪，主流

审美还和如今的中国一样。其实，以前欧美人

也是喜欢白皮肤的，上流社会的人通常都是在

室内呆着，皮肤都很白；而常年处于室外的底

层劳动者才会晒得很黑。

曾经的他们，还有更加极端的美白方法，

那就是用水银等重金属了，因为那时医学并不

发达，并不清楚重金属的危害。就这样，一直

到了20世纪。

伴随工业革命，越来越多的人的工作场所

由室外走进了室内。去室外休闲度假成为了有

钱有闲上流社会的标志。

1903年，一个医药学家Niels Ryberg Finsen

发明了一种光疗法（就是用日光）来治疗寻常

狼疮，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日光照射还

能治疗佝偻病（缺乏维生素D引起的）。自此

以后，阳光照射的好处逐渐被人们发现了。

接下来，改变西方审美潮流的高潮事件来

了！！1923年某一天，Coco Chanel（大名鼎鼎

的奢侈品牌香奈儿创始人：可可· 香奈儿）某天

度完假回来被拍到晒黑了，就是下图：

没有谩骂、批评与吐槽；肤色的审美取向

却因为社会背景神奇地反转了。

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美黑乳、美黑

霜、美黑床、美黑丸全都被发明了。是的，如

同今日亚洲的美白文化，西方社会的美黑也是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

广告开始宣传棕色肤色是时尚的象征、开

始宣传日光浴；各种露骨的泳衣（比基尼啊）

都被发明了。直到今天，这种审美始终没有改

变。

亚洲人最喜欢的色号是1.0N或 1.0P，或者

更浅；

身上的肤色也在1.0N、1.0P左右；

中国人普遍的色号在1.0到2.0之间；

欧美人喜欢的颜色是2.1到 3.1左右，毫不

夸张。

他们爱讲派头，一般内衣、衬衣、袜子、

手巾都外送洗涤。他们怕热，夏天没冷气的房

间不愿住。女客人不喜欢用湿手巾，因为她脸

上有化妆品，指甲上涂指红。

03 风俗禁忌

美国人忌讳“13”、“星期五”、“3”，

认为这些数字和日期是厄运和灾难的象征；在

美国千万不要把黑人称作Negro，跟白人交谈如

此，跟黑人交谈更如此。

否则，黑人会感到你对他的蔑视。说到黑

人，建议用Black一词，黑人对这个称呼会坦然

接受；

美国有付小费的习惯，一般出租车、餐厅

都需支付10%-15%的小费，住酒店也需给行李

生、客房服务员1-2美元/天的小费。如在快餐

店吃饭则不必支付小费。

04 节日

美国一年有 10 个法定公共节假日，联邦

政府在这些节假日歇业：

• 元旦（1 月 1 日）

• 马丁· 路德· 金诞辰（一月的第三个星期

一）

• 总统日（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 阵亡将士纪念日（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一）

• 独立日（7 月 4 日)

• 劳动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 哥伦布日（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 退伍军人节（11 月 11 日)

• 感恩节(十一月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 圣诞节（12 月 25 日）

感恩节和独立日（即 7 月 4 日）是两个

典型的美国节日，在这两个节日里，朋友和家

人通常会欢聚一堂庆祝。在感恩节，亲人们将

围坐一起享用大餐，火鸡是传统的餐桌重头戏

，而 7 月 4 日则以看焰火、烧烤和看棒球为

主。

美国一直拥有多元文化，这也意味着，在

不同地区，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庆祝逾越节、开

斋节、圣帕特里克节和劳动节等节日。

在新英格兰地区，还有爱国者日 (Patriots'

Day) 这样的地区性节日，它旨在纪念独立战争

的第一场战役。许多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在这一

天都会放假。

05 交通出行

在美国，除了主要的大都市区，其他地区

的公共交通相当薄弱，而且其服务、可靠性和

便利性也不尽如人意。

纽约市、芝加哥和波士顿等地拥有美国最

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但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

，这些系统也相形见绌。

超过 88% 的美国人有车，许多地区只允

许私家车通行。话虽如此，但游览美国一些最

美丽的地方，驱车前往也是极好的选择。

其中就包括一些令人惊叹的国家公园，如

大峡谷 (Grand Canyon) 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Yosemite)。美国汽车以自动档为主，因此要是

您在车上找不到离合器，可不必担心。

即使美国的小城市也有机场，像梅萨航空

（Mesa Airlines，为西南地区服务）和开普航空

等地区性航空公司也很可靠。

06 运动

美国人热爱运动。橄榄球、篮球、棒球和

曲棍球是吸引最多美国观众的四项运动，而足

球、改装赛车比赛、网球和高尔夫球比赛则各

自拥有庞大的专门粉丝群体。

在大多数职业体育赛事开始前，都会播放

美国国歌，此时，许多美国人会起立脱帽，面

向国旗致敬。

07 工作文化

在美国工作可能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生畏。相

对而言，这里工资高而生活成本低。美国人重视

效率和精英管理，工作方式轻松自由。美国人的

标准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

午 5:00，但要准备好灵活处理您的时间。

美国的企业文化通常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正

式，层次较少，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平等的信念

。员工之间通常互称名字，更容易与上司打交

道，着装和沟通轻松随意。

在美国的工作场所，谈论收入、年龄、政

治和宗教通常被视为禁忌。最好不要询问同事

这些话题，或者对此发表强有力的看法。相反

，聊天时，可选择一些中性话题，如兴趣爱好

、娱乐、体育或其他休闲活动。

08 成交之道：如何和美国人做生意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外贸进出口国之

一，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尤其犹太裔美国人

，更是有许多世代经商的家庭。

但美国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包容度和社会开

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也不要把

美国商人想象得刻板守旧、不近人情。

美国商人在谈判过程中最看重的是态度和

礼仪，同时也十分注重实际的物质利益。与美

国人做生意，掌握好下面几个关键点一定会

“加分”不少。

▍ 专业认真，心中有数

如果你被安排陪同美国客户参观公司或考

察生产厂商，专业认真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时候，你对公司的熟悉程度直接决定了客

户的购买意愿。

在客户来访前，你可以提前做好的准备有

：

1. 熟悉该公司各部门职责、负责人姓名；

2. 熟悉自家产品类型、型号、用途、区别

、制作工艺、选用原材料标准等；

3. 熟悉自家公司及竞争对手公司的产品优

势、劣势；

4. 熟悉自家产品价格、市场大体价格、产

区、汇率、国际市场行情、关税等国家政策情

况；

5. 熟悉公司和工厂的平面图，当客户提出

去某地参观时能立刻选择最优路线；

6. 了解客户公司背景、往年采购情况；

7. 了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情况、销售

情况等。

▍ 谈判诚恳，避免含糊其辞

美国商人大多喜欢并习惯于严肃诚恳的谈

判。当你并不能满足客户的某项需求或并不认

可合同中的某些规定，一定要清楚、明确地表

达出来，并与客户共同商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为了“拿下” 订单，就故意含糊

其辞地假装答应某项无法履行的条款。

一旦产生纠纷，诚恳的态度非常重要。如

果问题出在自身，道歉要真诚并努力提供补救

办法，不要“赔笑脸”——在美国商人看来，

纠纷当中的微笑非常虚假客套。

▍ 对事不对人，礼仪很重要

美国商人对于礼仪的注重也许仅次于部分

欧洲国家了。如果你们的谈判或接待在饭桌上

进行，一定要提前熟悉西方餐桌礼仪，避免文

化差异导致的尴尬。最基本的几项餐桌礼仪如

下：

1. 餐具取用由外而内，右手刀、左手叉；

2. 用餐不要发出声响，舀汤时汤匙由里向

外从盘中舀取；

3. 餐巾需铺于腿上，不可别在衣领处；

4. 用餐完毕，将刀叉平行放于餐盘内；

5. 说话前先将口中食物咽下。

当谈论到公司中的某个人，切忌不要在美

国客户面前抱怨；谈判中涉及某件事，不可直

接批评某人。

美国对人格的尊重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

正确，如果不遵守很容易令客户反感或轻视。

▍ 注重包装，全程跟踪

美国是一个时尚感、个性色彩非常突出的

国家，因此尤其对于零售产品，拥有时尚、个

性的包装等于拥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客户。因此

，销往美国的产品需要在包装上多花费一些心

思。

当合同签订后，全程跟踪货物流转信息会

让美国客户感到周到和放心。

比如到货时间、包装情况、货品销售情况

等，虽然客户本人都心中有数，但你的善意提

醒会大大增加客户的好感度。

▍ 重视管理，有计划性

美国人认为企业的价值和管理能力有着密

切的关系，管理的水平会直接体现在产品质量

上，因此在展示产品的同时，一定要记得介绍

公司的管理团队和正规的管理方式。

谈生意时，最好有多种方案，资料准备工作

越细越好，美国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标

，讲究高效率，所以中国的酒桌文化在美国是行

不通的，美国人不论是在观点上，还是表明立场

态度上，都比较直接坦率，不愿拖泥带水。

▍ 公私分明，英文不好也没关系

美国人特别注重公私分明，做事时，公是

公，私是私。他们不希望在私人时间被打扰。

美国人是接受礼物的，但是要以个人的名义，

正式谈判时不要带礼物。

其次，很多中国企业家认为流利的英文是

衡量成交的重要依据，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在

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听各

种各样的英文。

也绝不会因为你不标准的英文而对你的企

业或本人有任何偏见，千万不要因为英文不好

而胆怯，给对方留下缺乏自信的印象。

跟美国人如何做生意？

盘点那些你不知道的北美国家风俗习惯

北美洲包括3个大的国家和一个涵盖了北美洲大部

分区域的大岛。北美洲主要讲美国，美国现有3亿多人

口，其中80%以上是白人，华裔近300多万人。

美国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30%

信基督教，21%信奉天主教。来到美国，你将会看到美

国人的七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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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在工作期间，多次殴打被看护的七旬失智老人。扇脸

、拽头发、用拖把戳……老人家人看到家中监控视频记录下来

的这些场景后立即报警。近日，保姆苏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禁止其在三年内从事看护及相

关工作。

一片好心，换来一场噩梦

颜某家中有兄弟姐妹五人，排行老大的姐姐颜某某该如何

生活是一家人的心病。颜某某在一岁多时因一次高烧导致智力

受损，婚后一直由其爱人照顾。2020年初其爱人因病去世，女

儿又没有能力照顾她，颜某就和几位兄弟商量，共同出钱给大

姐找个保姆。怎料，这片好心却换来了一场噩梦。

颜某来到家政公司，想为大姐找一个勤快负责的保姆，家

政公司向她推荐刚来上班的苏某。苏某和颜某各交了200元中

介费，就这样苏某正式上岗了。然而颜某不知道的是，苏某是

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没有护理老人的经验，本身还

患有癌症。

在来颜某某家的第一个月，苏某还未摸清情况，对老人比

较客气，后来她发现颜某某的智力还不如三岁小孩，而且口齿

不清，没有办法告状，于是在护理过程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

，就随意踢打颜某某发泄情绪。

颜某为了能更好地观察大姐的日常生活情况，在客厅和卧

室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2020年4月的一天，颜某通过监控视

频发现苏某在为大姐换衣服过程中，多次扇其脸部、腿部，并

拽头发将人拖起来，整个过程非常粗暴。颜某立刻报警，并开

始仔细回看前几天的监控视频，发现苏某几乎每天都会打大姐

，有时甚至在大姐睡着后突然拍打其后背，将其打醒。

法网恢恢，虐待老人者尝恶果

警方接到报警后，聘请法医到颜某某家中对其做伤情鉴定

。经鉴定，颜某某被伤及面部致鼻腔出血，构成轻微伤。警方

以苏某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向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检察院移送

审查起诉。

苏某承认自己打人的事实，但是对伤情鉴定不认可，辩解

称颜某某经常上火流鼻血，自己并未打过她鼻子。检察官针对

这一情况，让警方对案发时的现场情况出具详细说明，并找报

案人颜某谈话，核实颜某某的身体状况。

检察官认为，苏某对其负有看护职责的患病老人长期、多

次实施虐待，已经达到“情节恶劣”标准，应当以虐待被看护

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2年11月22日，该院向法院提起公

诉。

2022年12月15日，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该案是宿

迁市首例虐待被看护人案，为了扩大法律宣传效果、更好地以

案释法，检察机关邀请宿城区家政公司代表、商务局、民政局

等相关单位代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二十余人旁听庭审。

庭审中，苏某认罪认罚，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我那

几天因为老伴过世心里难受，就控制不住地想通过殴打被害人

来发泄情绪，我后来想想实在是不应该啊，她得了病像个小孩

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和情节，当庭判处苏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旁听人员均表示，现场观摩庭审是一次难得的普法课堂，对

虐待被看护人罪这个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保姆打失智老人
竟辩称“心情不好”

网恋女友不仅拒绝见面，还

以种种理由要求转账，男子抱着

“女朋友就是要宠着”的心态共

计为爱付出了 138 万元巨款，等

到真相揭开，发现一直浓情蜜意

的女友竟是昔日狱友假扮的。近

日，经湖南省湘潭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

马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热心的狱友

2019年 7月，张某因犯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罪被关押在看守所，

就此认识了因犯诈骗罪被一同关

押的马某。两人在相处过程中，

对彼此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张某

性格耿直藏不住事，很快将自己

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情况告诉马

某。于是，马某有意接近张某，

两人很快成了推心置腹的兄弟。

“加个微信吧，以后咱们换个地

方见面。”张某对马某说。

后 来 ， 马 某 被 适 用 缓 刑 。

2020年 11月，张某刑满释放。

被羁押时，马某了解到张某

一直单身，还是个有钱且大方的“痛快

人”，便一直没放下对张某钱财的贪念

，即便处在缓刑期间，还是动起了歪脑

筋。

“我是你马哥的妻子，你叫我唐姐

就行。我有个闺蜜还是单身，想介绍你

俩认识。”2020 年 11 月，张某刚刑满释

放，就收到马某妻子的微信留言。随后

，马某妻子将闺蜜小黄介绍给了张某。

马某向张某介绍说，小黄老家在临

近的谭家山镇，她本人在市医院当护士

，还发给张某不少小黄靓丽的照片。张

某深感马某这兄弟没白交，把自己的事

挂在了心上，“嫂子做介绍人，真是想

到了我的心坎里”。

神秘的女友

张某对小黄很满意，两人在微信上

聊得很投机。相识第四天开始，小黄就

要求张某帮忙还信用卡、买包、装修等

。起初，小黄只是以借钱为由，每次几

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虽然张某对这个网

恋女友有过怀疑，但很快，唐姐就跟他

诉说起小黄生活的不易，以及羞于开口

借钱的窘况等，这打消了张某的疑虑。

一个月后，小黄的父亲在微信上主动添

加张某为好友，赞赏张某懂事得体，感

谢他对女儿的照顾。

认识两个月后，张某和小黄正式确立

男女朋友关系，而此时张某已为爱买单数

十万元。在他看来，能抱得美人归，这些

投入都是理所应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逐渐陷入了一个诈骗无底洞。

尽管经常能收到女友发来的照片和

语音，但张某总感觉女友很神秘，他多

次要求视频通话，对方却以摄像头损坏

、工作出差等理由拒绝。而当张某提出

见面约会、一起吃饭等要求时，小黄也

多以母亲生病、外婆去世等突发状况为

理由推托。

“她这个年纪是任性傲娇的时候，

女朋友就是要宠着。”张某的宠溺，换

来的是女友一次又一次的金钱要求，做

代购生意、母亲住院、父亲做包工头需

要垫资、弟弟骑车撞人、在闺蜜面前炫

耀男友转账等，张某为了这段恋情，支

付了一笔又一笔资金。

荒唐的真相

到了 2021 年底，张某的父亲发现儿

子在女友身上花费巨大，遂到小黄和马

某家中核实，结果得知马某是单身没有

妻子，小黄也查无此人。此时，张某已

给女友小黄转账共计138万余元。

原来，所谓的马某妻子唐女士、小

黄、小黄父亲，都是马某用不同的微信

号假扮的，目的就是欺骗张某转账。

2022 年初，眼见东窗事发，马某的家人

和张某签订还款协议，承诺尽快还款。

但早已将诈骗资金挥霍一空的马某，不

仅不知悔改，甚至继续诈骗。

2022 年 3月至 7月，马某以放贷收息

为由骗取他人3.4万元；以朋友买手机为

由骗取某手机店苹果手机9台；多次从租

车行租借车辆，冒充车主将车辆抵押、

转卖至二手车行，并签订车辆买卖合同

等，共计骗取38万余元……

最终，张某向警方报案。2022年 8月

，马某被湘潭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

法批准逮捕。经湘潭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为爱买单138万
网恋对象竟是昔日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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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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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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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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首付，$1.5M貸款額，自住購房，
30年固定6.25%，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自顧職業，僅需24
月銀行對賬單。

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 down, $1.5M loan amount, 
Primary Home Purchase 30 year 
�xed 6.25%0.5 point, 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Self Employed, Just need 24 month bank statement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ons may apply

Bank
Statement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貸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 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作者：臧娜）最近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有三支機器人
隊參加了Texas州里的篩選賽。這次比賽總共有24支隊伍
，都是來自local比賽的皎皎者，多支隊伍都有奪冠的實力
。龍學天下的孩子們在teamwork的預選賽中表現出色，參
賽的三支隊伍佔據了前四名的三席。在決賽中 26888A 和
26888B兩支隊伍合作奪得teamword的第二名， 並雙雙晉級

今年的世界杯賽。另外一支隊伍36888A雖然在預賽中排名
第一，但是在決賽時由於合作的隊伍出現失誤，遺憾的排
在了第四名。經過諮詢比賽主辦方的主裁判，按照有關規
則36888A隊也會有參加今年世界杯的機會。祝賀在比賽中
努力拼搏的孩子們，預祝在世界杯的決賽中再創佳績！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機器人隊表現出色
三支隊伍將參加今年世界杯比賽

（本報記者黃梅子）現在正值春夏換季之時，愛美的你是否
想買到滿意的美衣？您是否想在您的衣櫥裡添加幾件濃濃的中國
風衣裙？您是否想買一件合身而又獨特的旗袍？我知道您的原則
是好看不貴！這樣的好事還真的有！快來服裝看樣訂貨會吧，3
月2/3/4日三天在中國城的王朝廣場二樓琳淋美衣社有服裝看樣
訂貨會，您在這裡可以找到旗袍、唐裝、禮服、裙子、褲子、鞋

子和圍巾，如果現場沒有您的尺碼，商家可以幫您從中國訂貨，
很快就能把適合您的美衣穿上身！歡迎大家前來打卡！
2023年3月2/3/4日（週四、週五、週六）每天11am ---6pm

電話：713-340-4178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36

服裝看樣訂貨會在中國城琳淋美衣店舉行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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