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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總會北美洲總會 美南旅館公會美南旅館公會 返台參訪團行前授旗儀式返台參訪團行前授旗儀式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國際節休士頓基督教高中國際節 展示臺灣文化展示臺灣文化

（本報訊）每年3月盛大舉辦的南方音樂節，訂於3月12日

至18日在德州奧斯汀正式登場；繼前兩年的線上展演參與，今

年勝出的六組台灣樂團：「大象體操」、「9m88」、「LÜCY」

、「deca joins」、「椅子樂團」、「SiNNER MOON」 將久違地

以實體形式登上 SXSW 舞台。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策

辦的Taiwan Beats Showcase演出，訂於3月14日於奧斯汀Elysium

舉行，六個台灣樂團將從當天晚上8點輪流上陣，直到隔天(3月

15日)凌晨。

大象體操 於 2022 年發行第二張創作專輯《夢境》，並預告

今年將會有較大型的海外巡迴規劃；9m88同樣在去年發行創作

專輯《9m88 Radio》，除了先前的歐美巡迴、美西巡迴之外，今

年 3 月即將在美國紐約舉行個人演唱會；而甫獲金音獎「最佳新

人」的LÜCY 於去年參演西班牙 PRIMAVE-

RA 音樂節，今年也受邀參與香港 Clockenflap

，更策畫與日本樂團羊文學、泰國音樂人

Numcha 共演，跨國合作經驗讓她十分期待首次在美國演出。

daca joins 在 2022 年結束亞洲巡迴後，今年將擴展版圖至美

國、澳洲等地巡迴演出；而2021年曾以線上形式參演 SXSW 的

椅子樂團，當時於釣蝦場的演出影像令人印象深刻，這次終於能

參與實體演出；被譽為「台饒鬼才新人」的 SiNNER MOON 則在

《大嘻哈時代》一戰成名後，和世界知名製作人 Sonia Calico、

以及來自倫敦 NTS Radio 的AKITO 籌備全新創作，希望帶給樂迷

全新氣象。經過兩年的沉寂，2023年參展的六組藝人都備好迎接

本次演出，與當地策展人、音樂人進行各項國際交流與互動。

SXSW在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行三十餘年，是全球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大的 Showcase音樂節，也是結合科技、互動多媒體、

電影及遊戲各領域的年度盛事，吸引著來自全球的創意領袖參與

。前兩年受疫情影響，SXSW 於 2021 年發展全線上售票 Show-

case，並在 2022 年以線上、實體並行的形式舉辦，今年則一掃疫

情陰霾，全面回歸實體演出。今年已公佈演出名單除了臺灣的六

組音樂人，最大亮點還有曼徹斯特傳奇名團NewOrder。除此之外

，更將在10月於澳洲舉辦首次海外的 SXSW、將版圖擴展至世界

，全球都期待此次SXSW的盛大回歸。

六組台灣樂團受邀六組台灣樂團受邀
參加參加20232023年南方音樂節年南方音樂節 (SXSW)(SXSW)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隨著疫情的
逐漸遠離，近二、三年停滯的僑胞返國
活動也逐漸活絡起來。本周二上午十一
時半，北美洲旅館公會總會及美南旅館
公會2023年返台參訪團在僑教中心舉行
行前授旗儀式，由 「台北經文處」羅復
文處長、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北美洲
旅館公會總會長陳清亮、美南旅館公會
會長何怡中、僑務諮詢委員黎淑瑛、僑
務委員陳美芬、劉秀美以及所有僑務榮
譽職人員、旅館業董事長李昭寬、許文
忠等人出席授旗儀式，見證歷史時刻。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在致詞
時盛讚美南旅館公會總是在僑界身先士
卒、挺身而出，他非常感謝旅館公會多
年來對僑界的支持、照顧。旅館公會是
非常活躍、有組織的社團，這次在疫後
為回故鄉 「首發團」，代表了（一）對
台灣政府的支持（二）支持台灣經濟。
希望回來後能多辦一些活動，他最後祝
他們行程愉快，一切平安順利。

北美洲旅館公會總會長陳清亮表示
：經歷這二三年疫情，大家都深藏深山

、練功，但會務並沒有因此停滯，在團
隊成員努力不懈，積極聯絡、規劃之下
，更感謝政府的支持，此行才能順利如
期舉行。經僑委會、外交部、觀光局和
台北市姊妹會都規劃很多細節。三年沒
回台灣，現在旅館業，靠手機、卡片、
機器回答諮詢。從3月13日至19日，六
天行程，大家學習旅館業。行程密密麻
麻，大家興奮，也覺沈重（體力承受）
。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也在會中補充
說明，此次行程包括參訪台北市政府、
僑委會、交通部觀光局。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個商機交流會是，資策會 「產業自
動化發展 AI 智慧參與」，自動化服務
「一卡服務」模式（智慧餐旅），全新

且前所未見，希望將這樣的產業模式介
紹給大家，也希望能將台灣高科技的資
源，和美南區的人脈完成產業的鏈結。

這次美南旅館公會及北美洲旅館公
會（包括美東、南加州）返台參訪團總
計成員60人成行。

（ 本報訊 ） 休 士 頓 基 督 教 高 中
(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於本(3)月
7 日舉辨國際節活動，總校長 Dr. Steve
Livingston、校長 Dr. Darren Price 及世界
語言部教師Andrea Carrabia等率師生熱烈
歡迎英國副總領事 Tim Cork、匈牙利領
事 Andras Doncsev、 日 本 領 事 Kazuyuki
Takahashi、厄瓜多副領事Carmen Ceval-
los R.、巴哈馬名譽領事 Lynden Rose 等
，駐休士頓辨事處教育組楊淑雅組長亦
與會共襄盛舉。

校方首先安排領事團參訪前總統布
希家族所資助成立之學者及領袖訓練中
心 (The George and Barbara Bush Center
for Scholars Leaders)，嗣赴禮堂出席國際
節揭幕儀式，活動開場由學生以鼓隊及
旗隊掌持包括中華民國(臺灣)在內等各國
國旗遊行進場，並展開各國文化表演，
包括現代舞、多國語言之歌謠演唱、中
華傳統舞蹈、加勒比海舞蹈等精彩節目
。中文班學生在來自臺灣的馬恩慈老師
帶領下，著歷代傳統服裝，以中文朗誦

祈禱文，贏得熱烈掌聲。
該校L總校長致詞時指出，希望藉由

國際節活動，培養學生國際觀，增進學
生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包容。經文處於
各國文化展中以Taiwan Table展示 「赴台
灣留遊學」文宣、各類獎學金及華語能
力測驗等資訊；另分享臺式傳統口味的
肉鬆、青葱及克林姆麵包多種選擇，吸
引領事團及眾多師生排隊。活動計有師
生家長共600人參與，展示臺灣文化宣傳
效益極佳。

楊楊組組長長與與中中文文班班學學生生合合

圖為所有出席授旗儀式的旅館公會成員與嘉賓合圖為所有出席授旗儀式的旅館公會成員與嘉賓合
影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僑教中心王盈僑教中心王盈
蓉主任蓉主任（（右一右一））為北美旅館公會總會長陳清亮為北美旅館公會總會長陳清亮（（右二右二
））陳美芬陳美芬（（左二左二），），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
（（左一左一））舉行授旗儀式舉行授旗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坐落於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凱蒂（Katy ),
是休士頓地區正蓬勃發展的衛星城市之一，現有超過31萬的居
民。交通便利再加上鄰近能源走廊— 國際能源集團及石油公司
的聚集地，為休市凱蒂區帶來人流並帶動經濟繁榮。加上當地政
府推動的造鎮計劃，吸引了多個大型商業地產及百貨投資，使凱
蒂成為休士頓地區最受亞裔群體喜愛的宜居之地。加上凱蒂獨立
學區連續兩年被評為休士頓排名第一的公立學區，教育體系十分
完善。良好的教育環境，吸引眾多中產華裔與亞商群體喜愛的宜
居之地。

「凱蒂超市」便是順應凱蒂新華、亞裔生活圈，自去年七月
十五日新開張的華人超市。位於凱蒂的中心點Mason Road上，
介於Westhemer 大道與十號公路之間。是凱蒂地區的居民每天必
經之地。佔地利之便，開張不到半年，幾乎凱蒂地區的居民，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認識的不止 「凱蒂超市」宏偉的外觀，
整潔、美觀、貨品齊全的內部。兩位負責老闆黃敏及吳曉永皆來
自紐約的超市業界，在貨源的開拓方面，往往有休市超市無法企
及之處，這也是 「凱蒂超市」的顧客在貨架前常有意外的驚喜～
他們看到了別家超市沒有的 「好貨」！

「凱蒂超市」不僅貨好, 有別家沒有的珍稀好貨，還每週推
出二十多種特價品，不賺錢、售完為止。很多人每周來這裡是衝
著這些特價品而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能看緊荷包，又能買到
好貨，才不枉來此一趟！

「凱蒂超市」本週（03/10-3/16 )推出的精選特價品，包羅

了海鮮、肉類、罐頭、乾貨及各種節日禮盒二十餘種，分述
如下： 「海鮮類」有溫哥華大肉蟹，每磅7.99元（售完為止
）；帝王蟹，每磅，$39.99元（售完為止，）；南美有頭蝦
，每磅，$3.99元；龍利魚片，每磅$2.99元。 「蔬果類」有
高麗菜，每磅69分；上海菜，每磅79分；大芥菜，每磅89
分；油菜，每磅99分；甜豆，每磅$1.49元；白肉沙田柚，
每個$2.49元；黃肉火龍果，每盒（5.5磅 ）$11.99元。 「肉
類」有金沙排骨，每磅$2.99元（售完為止）；豬筒骨，每磅
99分（售完為止）；五星金錢展，每磅$4.99元（售完為止
）； 「罐頭、乾貨類」有 「富記面館系列」每袋（32oz)，
$2.99元；Sunlee米粉，每袋（32oz)$2.99元；越南咖啡，每
罐（15oz)$4.99元；精益珍沙琪瑪系列，每袋（608克）$3.99
元；稻香村包系列，每袋（380克）$2.99元；李錦記舊庄蠔
油，每瓶（32oz)$6.99元；李錦記叉燒醬，每瓶（14oz)$2.99
元；KINGS 紹興料酒，每瓶（ 1加崙 ）$5.99元；AC 有機
小米，每袋（800 克）$3.99 元；辛拉麵，每箱（16 包 ）$
13.99元。

凱蒂超市」並有禮卡充值活動：凡在該超市充值$300 禮
卡，送$15元禮卡；充值$400禮卡，送$20元禮卡；充值$500
禮卡，送$30元禮卡；充值$600禮卡，送$36元禮卡。（以此類
推，上不封頂）

「凱蒂超市」現正請收銀員，需具合法身份, 有經驗者優先
。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 ) , 營業時間：每
天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該超市地址：1525 Mason Road, Katy,
TX 77450, 電話：（346 )588-9988

「凱蒂超市」 地理位置特佳，貨源充足,價格公道
本週推出精選特價品，一趟 「凱蒂」 ，收穫滿滿

在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頓台灣商會之安排下，2023年3月
10日於休士頓Greenway Plaza Auditorium舉辦 「2023 Taiwan Sta-
rups Pitch Day」，計有數十位休士頓政商學界代表與會與台灣新
創業者交流。

本活動由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復文致開場詞，並由五組臺
灣新創公司： 「艾陽科技(ioNetworks)」、 「洞見科技(RelaJet)」
及 「哇哇科技(WOWWOW)」、 「萬物聯網智慧科技 (IOE In-
telligent)」、 「諦諾智金(Adenovo)」上台簡介公司最新產品及技
術應用，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園立亦到場支持。

羅處長復文致詞表示，非常歡迎台灣新創團隊到訪休士頓，
新創業者展現臺灣數位科技創新之活力，盼透過本次的交流活動
可協助我業者拓展業務到美國，進一步促進台美新創生態圈之連
結與合作。

本次於 「2023 Taiwan Starups Pitch Day」登台展示的台灣新
創業者皆是經由資策會 「國際創新創業訓練營」(G Camp)專業培
訓後，遴選赴美的優秀新創公司，專長領域為人工智慧(AI)、互
動科技以及物聯網技術。

其中， 「艾陽科技(ioNetworks)」擅長應用AI技術在專業影
像監控、城市交通分析、醫療照護、科技執法管理等領域，提供

智慧城市規模的大型AI服務及智慧裝置。
「洞見科技(RelaJet)」發展AI聲音處理技術，推動

對使用者更友善的助輔聽產品問世，以及中高階無線耳
機產品，讓人可以聽的更清晰。現已推出Otoadd自有品
牌，共有Classic R / N1 / O1 等助聽器及耳機產品。

「哇哇科技(WOWWOW)」致力於整合XR體感技
術、Nintendo Switch 及 PlayStation 之互動遊戲開發，提
供客戶實際應用面解決方案，擅長跨領域整合，並運用
沉浸式互動科技創造跨世代之創新應用。

「萬物聯網智慧科技 (IOE Intelligent)」自創 LoRa
Plus 無線物聯網系統及多模無縫交遞智慧交通號誌系統
；主要產品有：模組、節點、中繼站、網關及內建無線
物聯的一體機感測器等。

「諦諾智金(Adenovo)」應用 AI 與物聯網技術，實
現快速精準的海量風險評估，授信後的風險管理與保險
續約，建立資產融資信用評估平台。

資策會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指導下，自2018年起推
動 「國際創新創業訓練營」(以下簡稱 G Camp)，透過國際業師
豐富經驗、資金媒合及媒體曝光，給予全方位專業培訓，包括資

金募集、談判技巧及國際市場鏈結等能力。累計至今已辦理6屆
、總計培育92家新創團隊，並累計創造逾1,300萬美元商機。

3/10資策會新創團訪問休士頓訪問休士頓

圖為資策會圖為資策會 「「國際創新創業訓練營國際創新創業訓練營」」 成員與成員與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羅復文
處長處長((前排右四前排右四））與休士頓政商學界代表在大會上合影與休士頓政商學界代表在大會上合影。（。（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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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

拓寬創業就業渠道 助青年擇業多樣化
代表委員建言助解年輕人就業難 籲多措並舉增崗擴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就業是民生之

本，事關千家萬戶生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把促進青年

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面對就業總

量壓力，如何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多位出席全國

兩會的代表委員建議，要搭建更多校企對接、國聘行動等就業

渠道與平台，適度延長保留應屆畢業生資格時限，對招聘高校

畢業生的企業給予社保減免、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等政策補

貼。此外，在提高就業適應能力的同時，還應鼓勵大學生改變

就業預期，社會也要接納年輕人多樣就業選擇。

中國人社部日前表示，2023年高校畢業生將
達到1,158萬人，招工難、就業難並存的

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民進中央在調研中發
現，當前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重點群體就業
難度加大，尤其是青年失業率仍處於歷史較高
水平。與年長人群相比，青年的工作經驗不
足，社交關係較弱，就業面臨的困難更為嚴
峻。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困難、農村青年就業
難度大等問題亟需社會關注。

倡對招聘畢業生企業降稅
對此，民進中央向大會提交黨派提案建

議，搭建更多校企對接、國聘行動等就業渠道
與平台，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引導鼓勵各類
企事業單位積極吸納高校畢業生，對於招聘高
校畢業生的企業在社保方面給予減免、適當降
低企業所得稅，同時適度增加社會公益性工作
崗位，增加就業容量。在社保繳費方面，進一
步降低基本社會保險的強制繳費率，減輕企業

和青年雙方壓力，對於收入較低的就業人員，
允許選擇折扣費率繳費，同時以折扣費率計算
養老金權益，在收入提高後可以再按標準費率
繳費。

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亦提
出，應在2022年社保“緩返補”政策經驗的基
礎上，研究出台鼓勵企業擴大招聘高校畢業生
的相關政策。對於吸納應屆高校畢業生的企業
根據招聘人數，實施前半年免、後半年減半繳
納社保的政策，應屆高校畢業生社保的差額部
分視同繳納。

建議延長畢業生應屆身份時限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朱鼎

健表示，民營企業整體貢獻了內地80%以上的
城鎮就業。建議對招用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民營
企業給予財政補貼鼓勵政策，擴大享受補貼政
策的企業適用範圍，延長補貼年限。金融機構
要對持續穩定吸納高校畢業生的企業給予低息

“人才貸款”優惠。同時，對持續三年及以上
穩定吸納高校畢業生的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稅收
返還。

針對高校畢業生關注的就業手續問題，民
進中央提出，應適度延長保留應屆畢業生資格
時限，進一步落實高校畢業生擇業期政策，對
部分地方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考要求應屆畢業
生須為當年畢業的做法予以糾正。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吳碧霞亦建議，要深入
研究現行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機制，減少不
必要的環節和要求，切實為學生和學校減負，
建立專業化的高校畢業就業統計工作體系。

“畢業高峰來臨，大家可以尋找新的渠
道、新的思路。”全國人大代表、民進重慶市
委會副主任、重慶大學教授鍾代笛表示，短視
頻平台的興起，正好拓寬了青年創業就業渠
道。應鼓勵當代青年大學生，依託自身所學專
長和短視頻平台特性，探索更加靈活、多元化
的就業模式，同時健全相應職業保障機制。

◆中國人社部日
前表示，2023
年高校畢業生將
達 到 1,158 萬
人。圖為在福州
大學旗山校區舉
行 的 福 建 省
2023 年高校畢
業生聯合招聘大
會，應聘者正在
面試。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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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綜合報
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張軍本月7日向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分別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多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表示，今次兩高報
告中強調了維護港澳台僑同胞合法權益，
基本實現內地與港澳民商事司法協助全覆
蓋等，反映法治精神在中國得到貫徹。他
們表示，應大力向香港社會各界介紹中國
司法的為民之路，提升香港市民對國家的
認同感及歸屬感，又建議中央支持各省市
增加接收港澳台學生實習參訪的人數，讓
更多青年理解內地司法和檢察制度，感受
祖國法治建設的成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沈豪傑表示，兩高
過去5年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持續掃黑除惡，顯著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
感，還在疫情下依法為疫情防控和醫務人
員提供服務等，為保持社會穩定作出重大
貢獻。

今次兩高報告顯示法治中國、安全中
國的建設迎來新局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勇表示，內地去年起訴殺人、放火、爆
炸、綁架、搶劫、盜竊等犯罪數字為近20
年來最低，人民群眾在深夜敢出門、公共
設施安保嚴謹、禁槍禁毒有力等方方面
面，令人民切實獲得安全感。

中國成為世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胡曉明表示，兩高的工作成果
有目共睹，大家都感到滿意及鼓舞。身為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應大力向香港社會各界，
尤其是青年人介紹中國司法的為民之路，令
市民認識中國司法的真實一面，提升香港市
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黃楚基表示，今次兩高報告提到有關推
行跨境網上立案和涉僑糾紛在線多元化
解，架起維護僑胞權益“連心橋”；切實
維護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合
法權益等，對僑胞而言是令人振奮的法制
和法治發展。同時，兩高報告具體闡明中
國的法治基礎穩固，執法機構及人民行為
有法可依，社會各持份者的利益受到保
障，他相信有利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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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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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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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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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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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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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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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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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金融監管可協調並進
人行行長易綱和專家熱議：金融監管改革與國際進一步接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3月 10

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將表決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案。此次國務院機

構改革中，金融監管領域的改革是重頭戲。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易綱表示，此次金融監管改革有利於加強監

管，提高效率，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及為化解風險提

供有力保障。有金融專家指出，此次改革是中國金融

監管與國際進一步接軌的重要動作，對香港金融監管

是利好，利於兩地金融市場和監管協調並進。

據中國金融時報消息，3月8日上午，在參
加中共、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分組討論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就加強金融監管領域改革談
了四點認識，並強調把機構改革方案落實好。

易綱：改革有利於保護消費者權益
首先，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地方政

府設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專司監管職責，有利於
加強監管，提高效率，保護消費者權益。過去
地方金融監管機構往往同時掛金融工作局、金
融辦的牌子，還承擔經濟發展的責任，比如推
進當地企業上市融資等。
第二，易綱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

質特徵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要為化解風險提供
有力保障。”
第三，對於改革提到的完善金融資本管理體

制，易綱提醒，金融管理部門管理的金融基礎
設施（支付系統、交易系統等），“在改革方
案落實中要穩妥”。

另外，改革提出“加強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
統一規範管理”，納入公務員和行政編制。易
綱表示“要做好切實可行的方案”。

過去監管不統一 很多領域“三不管”
“成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是中國的金

融監管與國際進一步接軌的動作。”金融專
家、哈佛訪問學者胡定核認為，此次金融監管
機構改革有三個特點：一是把央行的權力範圍
收緊了，把央行機構監管的職責劃走了，未來
專注貨幣管理，只管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
管，這是與國際機構接軌的重要一步。胡定核
舉例說，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只有12家分行機
構，而中國央行在每個縣都有分支機構，一些
人口很少的縣也有分支機構，機構臃腫，對於
宏觀監管的央行是沒有必要的。
第二是“在銀保監會基礎上組建國家金融監

督管理總局，相當於升格和擴權，升格到國務
院直接管理，實際上也擴權，把除證券監督管
理以外的金融業監管，以及所有的包括證券業

在內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都納入。”
第三，胡定核認為，此次改革還把國有金融

資產管理機構的地屬和監管分家，有利於統一
監督，加強風險管理，加強投資者消費者權益
保護，也減少了監管空白和交叉。
“過去監管不統一，很多領域‘三不管’，

比如明天系等利用監管空白野蠻生長，P2P、
加密貨幣等風險也是由於監管空白造成的。國
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升格、擴權後，有利於減
少監管空白與交叉。”胡定核認為，隨着總局
的成立，監管不需要跨部門合作，在部門內部
就可以穿透監管，快速稽查違規現象。
胡定核指出，中國金融監管架構，從最早人

民銀行統一監管，到成立“一行三會”分業監
管，現在則形成典型的雙峰模式，市場行為與
審慎監管分開。
“中國新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和國際接軌的模

式，對香港金融監管是利好，兩地間互相的機
構協調更加容易，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更有利
於溝通協調。”胡定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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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專家指出，此次金融改革是中國金融監管與國際進一步接軌的重要動
作，對香港金融監管是利好，利於兩地金融市場和監管協調並進。圖為深圳中
行營業網點推出港澳台居民金融服務。 資料圖片

2023年國務院機
構改革方案中，着墨
最多的是深化金融監

管體制的改革，涉及機構與人事、中央與地方
及金融各行業領域等多個層面。隨着這一系列
機構改革和調整的展開，統一的國家金融監管
體系將構建起來，中國金融業將迎來嚴監管、
強監管的新時代。

根據改革方案，擬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
管理總局擴權升格，旨在減少監管空白和套
利，以更加適應金融混業趨勢；央行則更加專
注於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這樣的監管架
構與國際監管模式更趨一致，更易協調；與此
同時，金融監管機構納入公務員體系統一規範
管理，並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管理。

從2017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
成立，到2018年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併成立銀
保監會，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就在順應混業經
營的複雜趨勢中逐步調整和探索。近幾年，
P2P、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爆雷頻發，令投資者
損失慘重，包商銀行破產等中小銀行風險暴
露，敲響警鐘；一些金融機構涉及複雜交
易，金額巨大而透明度低，一些金融產品通
過多層結構嵌套，繞過監管套利得逞；在數
字經濟、金融科技等新事物出現時，一些監
管理念和手段又沒有及時跟上……在此背景
下，中央近期一直將防範金融風險作為經濟
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監管的重塑已不可逆
轉。

今年兩會前夕，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罕見發
文，其中提出“嚴肅查處落實金融服務實體經
濟、防範化解風險等決策部署不力，棄守監管
職責、由金融秩序維護者淪為金融風險製造者
等問題”，加大對“影子股東”“影子公司”
“政商旋轉門”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查處
力度，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
方看齊論”等，堅決斬斷權力與資本的勾連紐
帶……表述之嚴厲，預示着強化監管的變革笳
鼓已經敲響。

此次金融監管機構改革，劍指金融混業經
營特點，減少監管空白和交叉，降低監管成
本，並更加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假創新真套
利等行為將受到嚴厲整治，降低和防範金融系
統內風險將是常抓不懈的緊箍咒。隨着強監管
與嚴監管態勢更加清晰和持久，金融業將進一
步回歸支持實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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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疫情逐漸趨緩，指揮中心
宣布，3月20日起鬆綁部分防疫規定，包括
輕症或無症狀患者免隔離與通報，不過，
高風險的族群包括65歲以上長者、慢性病
患者及孕婦等，快篩陽以後仍須通報。至
於一般人快篩陽該怎麼辦，《中時新聞網
》整理出防疫新制的常見7大問題供民眾參
考。

一、確診者什麼時候開始可免隔離？
3月20日起輕症或無症狀者驗出陽性，

免通報也免隔離，但建議進行 「0+n自主健
康管理」，而自主管理期間快篩陰，或距
發病日／陽性日達10天則無需採檢。

二、確診以後出現哪些症狀快就醫？
確診出現8症狀請盡速就醫，包括喘／

呼吸困難；持續胸痛或胸悶；意識不清；
皮膚、嘴唇或趾甲床發青；無法進食／喝
水或服藥；過去24小時無尿或尿量顯著減
少；收縮壓＜90mmHg；無發燒但心跳＞
100次／分鐘。

三、新制上路哪些人快篩陽要就醫？
擁有重症高風險因子的民眾，包括 65

歲以上長者、孕產婦、具慢性病或免疫不
全/免疫低下病史者等，於快篩陽性後請儘
速就醫。

四、新制上路確診以後可以出門嗎？
新制上路以後，確診輕症免隔離，但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有症狀就在家休息
，避免不必要外出，無症狀或症狀緩解後
可安心外出，不過在外出時，請全程佩戴
口罩。

五、3／20起哪些防疫措施將取消？
新制上路將取消7項防疫措施，包括輕

症隔離、隔離通知書開立、確診者同住家
人及入境民眾自主防疫（0＋7）、輕症通
報或提供確診數位證明、確診者簡訊或自
主疫調回報、居家照護遠距諮詢以及確診
死亡個案遺體盡速火化。

六、3／20起哪些防疫措施將維持？
新制上路仍繼續維持的防疫措施有5項

，包括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公費清冠一
號、住院需探適當防護措施、住院者開立
隔離治療通知書，至於喪葬方面的死亡喪
葬慰問金及關懷金部分則調整適用對象。

七、新制上路以後確診該怎麼請假？
羅一鈞表示，3月20日起確診輕症的請

假依據，建議採認快篩證明，也就是不需
再經由醫師認定，只要憑快篩陽性證明就
可請假。

（中央社）大台中地區購物中心和百貨不斷擴充居家商品和
潮流美食，創造有感幸福。

台隆手創館插旗台中日系購物中心LaLaport，以沉浸式體驗
店為號召，增加全台唯一的 「露營區」和 「寵物區」主題商品，
以及多款獨家精選小物，瞄準30至40歲的家庭族群。

品牌副總經理黃威廉表示，受到疫情影響，大健康類商品成

長4成，所以增加多樣療癒和按摩相關物品，同時導入日本昭和
時代的懷舊風。

這間台灣最大旗艦店和其他分店不同的是，近500坪的空間
內，以主題情境為陳列重點，大眾澡堂的磁磚牆上掛著各式入浴
劑，露營的真實場景直接搬進賣場裡。家有毛小孩的也能在此找
到全方面生活用品，從貓草、寵物乳膠床到寵物血糖機一應俱全

。
除了居家用品，美食與時尚飾品也是賣場的吸客利器。一直

是台中購物熱點的新光三越百貨台中店，引進全新櫃位，包括排
隊冰淇淋名店CREMIA、質感咖啡CAFE!N以及ALLSAINTS飾
品，其中CAFE!N 為百貨全台獨家TOGO型態店型。

防疫新制3／20上路
3類人要通報 8症狀快就醫

（中央社）因低溫、禽流感影響，全台雞蛋出
現缺貨、價格上漲，供貨量何時才能回穩，對此，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禽流感和氣溫開始受到控
制，這些因素考量下，每天雞蛋生產量會逐漸回升
，但跟目前需求12萬箱、2400萬顆有一定的差距，
國內產量恢復要到5、6月，會全力調度滿足所有消
費者需要。

至於蛋會不會第三度調漲？陳吉仲說，鴨蛋的
價格由45元調漲3元，到48元，是反應之前的飼料
成本上漲，鴨蛋有很多拿去加工，包含端午節前，

相關加工業者也會備
料，這是屬於正常的
反應。

至於雞蛋部分，陳
吉仲表示，按照所有
養雞協會掌控的資訊
，國內生產量回穩，
因為禽流感的疫情，
也因為氣溫和防疫同
仁的幫忙已經控制，
現在蛋中機廠的蛋農
，都在不斷的增養和
復養，國內產量也會
開始回升，行政院跨
部會協助我們進口雞
蛋，昨天跟今天都有
陸續確定每周會有超
過200多萬顆，會按照
我們的規畫到國內來
補足缺口，雞蛋不足

問題會陸續解決。
另外，產量何時才能恢復穩定供應？陳吉仲表

示，產量回升是因為蛋雞數量會開始增加，還有禽
流感也開始受到控制，氣溫寒冷也會影響產蛋率等
這些因素考量，每天雞蛋生產量會逐漸回升。

不過，陳吉仲說，蛋產量雖然回升，與目前需
求量12萬箱、2400萬顆有一定的差距，才會用專案
進口，每周會有1至2百萬顆，國內產量恢復要到5
、6月，會全力調度滿足所有消費者需要。

國內雞蛋產量何時回升？ 陳吉仲：要到5、6月
中華隊球員瘋傳 小學生
「全班應援」 幕後推手曝光

（ 中 央 社 ） 世 界 棒 球 經 典 賽
（WBC）熱鬧開打，中華隊球員呂彥
青、陳冠宇、王柏融在個人社群分享
小學生的加油卡片，親自回覆 「收到
」、 「全力以赴」。發起寫卡片給中
華隊的幕後推手，正是曾在聯絡簿畫
「台灣隊長」王威晨的小學老師林冠

志。
「其實家長在教學過程中都很幫

忙，親、師、生的三方合作是很重要
的」，被學生稱為 「老黑老師」的林
冠志，談起教學過程，內心充滿感激
。他目前擔任台北市明德國小六年五
班導師，由於全班都是棒球迷，便興
起 「寫卡片給中華隊」的念頭。

林冠志讓學生們結合國小語文課
程裡的書信應用教育，孩子們一邊收
集資料，一邊寫下想對球員們說的話
，也有人用畫的；當卡片傳遞到球員

手上、上了新聞媒體報導，孩子們都
超興奮。

「老黑老師」透露，學生們最喜
歡王威晨、王建民，光是王威晨一人
就收到4張卡片，顯見大家對這位 「台
灣隊長」的喜愛程度。

「2023 年經典賽預賽熱鬧開打，
中國信託銀行力挺國家隊，整合線上
、線下活動，除了在台北市南港區的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舉辦經典賽直播派
對，Home Run Taiwan YouTube 頻道
及 Home Run Taiwan 臉書粉絲團同步
開設聊天室，球迷們在收看賽事的同
時，還可跨螢幕尬聊、聽專業趣味兼
具的評論分析，首場直播累積超過84
萬人次觀看。3/10對戰義大利，邀請
體育主播陳宏宜、球評黃忠義及You-
Tuber阿強，陪網友聊即時賽況、為中
華隊加油」。

居家賣場插旗台中 向萌寵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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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違停亂象怎解？民進黨前立委段
宜康今天(9日)在臉書PO文抱怨，自己的機車遭
違停貨車封印在機車格內30分鐘，動彈不得，氣
得表示 「我看要等多久」，最終在40分鐘時警察
來開單，但卻外遭網友洗臉反酸，要他好好感謝
自家立委陳歐珀。

段宜康表示，自己的機車被一輛違停貨車封
死在機車格內30分鐘，期間打電話報警、聯絡貨
車所屬科技公司，始終沒人來處理，雖然可以硬
騎上人行道離開，但實在不甘心，所以決定繼續
等，就看到底要等多久。

事後警察來開單，他則是繼續在原地等待，
最終到貨車開走時，足足等了40分鐘。

文章貼出後，意外風向一面倒，少數人譴責

違停外，更多網友狂酸，要段宜康去感謝自家立
委陳歐珀： 「感謝違停之父陳歐珀」、 「歐珀的
好，違停最知道」、 「你要感謝你家陳歐柏跟他
的可愛小編啊」、 「好好喔 車子有人顧 謝謝op-
po」、 「怎麼沒先打給歐珀」、 「感謝OPPO的
德政，總算有黨內人士感覺到了」、 「歐珀說違
停要先勸導，你直接叫警察開單，這樣對嗎」，
還有人酸： 「前立委PO文10分鐘警察就來了，
我上次報案30分鐘警察才出現呢」。

事實上，不到一周前，百萬網紅Cheap才因
檢舉汽車違停在人行道上，卻被警方踢皮球，因
而怒轟提案限縮民眾檢舉的綠委陳歐珀 「違停之
父」，更與對方助理大吵一架，成為網路焦點，
陳歐珀也因此被網友灌爆臉書。

段宜康機車被違停貨車擋40分鐘抓狂
網酸爆：去感謝陳歐珀

（中央社）台積電高雄擴
廠，開出超過千名職缺，就有
南科廠的員工受到吸引，恰逢
想要買新房子，台南房價又大
幅上漲，於是開始考慮是否要
轉調至高雄，因此詢問網友意
見，也引發熱烈討論。

網友在PTT科技版PO文，
表示自己是台積產線 31，已工
作1年半，最近有想要買新房的
打算，但台南新市、善化的房
子價格不斐，甚至能在高雄蛋

黃區買房，覺得
實在不划算，因
此認真考慮是否
要自告奮勇轉調
高雄廠。

原PO表示，
目前擔憂的風險
就是新廠實際工
作內容是未知數
，加上目前課上
氣氛非常好，也

幾乎都能準時離開公司，讓他
非常猶豫，到底該繼續穩穩待
在南科，或是拚一波回高雄。

文章PO出引起熱烈討論，
部分鄉民認為原PO該衝一波：
「我會選高雄，台南環境跟高

雄完全不能比」、 「高雄吧，
現在不買到時候房價又漲一波
，後悔就來不及」、 「沒有不
回高雄的理由吧」、 「高雄廠
地點超好，還有捷運，買房彈

性很高」、 「高雄買中古屋大
三房小陽台也才 1000 初頭而已
，樓下還是捷運站的蛋黃區，
何必花兩倍買鳥地方」、 「台
南生活機能被高雄海放」。

但有更多人反對，力勸原
PO難得遇到好單位，不該隨便
就割捨： 「好單位可遇不可求
」、 「你才做1.5年，先好好存
錢吧，錢是要賺長久的」、
「千金難買好同事，到時候調

過去適應不了不就人財兩失」
、 「要想清楚，GG很容易抽到
鳥主管」、 「可以先在高雄買
房，繼續在善化上班啊，轉調
等你觀察過一陣子再說吧」、
「買高雄房，繼續待善化沒衝

突」、 「去新廠你還想 1830 回
家，我看是 0630 吧」、 「老實
說要我選我好主管跟好單位，
職場上尤其GG你要碰到風氣好
的單位很難得」。

房子好貴...台積員工想買房問
「該調去高雄廠嗎」 1原因網急勸退

節能補助加持 帶動換機潮
（中央社）近期忽冷忽熱的氣候，加上

經濟部2023年再推節能家電補助，只要是汰
換能源效率1級的家電新品，就可申請 「住
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再搭配貨物稅
減免優惠，百貨業者觀察，政府這波補助方
案，也帶動近期智能家電買氣大增。

遠東百貨觀察，從2月下旬開始，智能
家電買氣大幅上揚，像是空氣清淨機、除溼
機、吸塵器、電子衣櫥等都搭上換季熱潮，
尤其是遠百家電部門型號新、款式也多，滿
足家庭客群挑選需求，單店半個月就銷售出
數十台除溼機。

遠東百貨進一步指出，近期熱門的智能
家電有蒸氣電子衣櫥、洗脫烘衣機、空氣清
淨機、除溼機、吸塵器、掃地機器人等，其
中台中大遠百就發現，台灣製Panasonic變頻
高效型除溼機（F-YV50LX）因附加烘衣烘

鞋配件月銷多達20台。此外，在立法院三讀
通過全民普發6000元特別條例下，小家庭合
計可獲得2、3萬元現金，正好做為家電換機
抵用金，遠百期待普發現金後，再刺激一波
智能家電換機潮。

SOGO忠孝館即日起至29日購買家電滿
2萬元送1000元、滿5萬元送3000元；SO-
GO復興館3月17日起至4月2日於8樓購買
指定品牌節能標章的洗衣機、電冰箱、洗碗
機、冷氣機，當日消費達8萬元，憑明細及
SOGO App 快樂購卡，可兌換 「Switch Lite
」，限量5組。

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推出冷氣早鳥價，
4 月 30 日前再加贈 LG 智慧變頻微波爐，也
推薦 HITACHI 一級能效頂級系列變頻冷專
分離式冷氣等，還能參加政府舊換新與節能
家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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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近年來使館對認證文件的
要求越來越嚴格，申請人稍有
不慎，就會導致文件被退件，
甚至影響到州政府和國務院的
認證也有作廢的風險，前功盡
棄。請大家辦理的時候特別注
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格式不對，導致拒收
《委託書》和《聲明書》都有
固定格式。 《委託書》應包含
以下基本要素：委託人及受託
人基本情況，委託原因、委託
事項、委託權限、委託期限、
受託人可否轉委託。必須特別
指出，委託期限一般不超過 5
年。從2018年起，領館要求有
明確的委託截止日期，不再接
受“委託期限：到上述委託事
宜辦妥為止”的表述。如果準
備的文書缺少以上要素，就會
被拒收。
二、真實性存疑，導致拒收

為保證文書真實性，領館
拒絕接受有錯別字或私自塗改
的文書。
三、公證詞不當，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提供的文書只
有美國公證員的蓋章簽字，沒
有規範的公證詞（Acknowl-
edgements），而導致文件拒收
。
四、文書不完整，導致拒收

按規定，當文書超過兩頁
時需蓋騎縫章以體現文書完整
性。如果沒有，文件可能被拒
收。請特別注意：拿到州政府
或國務院的認證後，複印時絕
對不可以拆開訂書釘再重新裝
訂！因為一旦拆開，領館將質
疑文書的完整性。
五、文件內容混亂，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將多份不同類

型的文件裝訂成一份文件認證
。比如《委託書》中有《聲明
書》，或在《委託書》後面附
上護照、綠卡、駕照或房產證
、護照、身份證等各種證件複
印件，這種情況一般不被允許
。國內主管部門已明確要求當
事人將文件分開辦理認證。
正確做法是：《委託書》單獨
做一份認證，《聲明書》單獨
做一份認證。國外出具的身份
證件（如美國護照）單獨做一
份認證，用於身份證明。國內
各部門出具的材料(如房產證、
身份證，出生證等），領館不
予認證。
六、時間過長，導致拒收

如果公證日期或第一級政
府認證日期到遞交領館日期超
過 6 個月，領館一般不予認證
。另外，當州務卿更換超過一
段時間後後，前一任州務卿的
簽字認證的文件領館也不再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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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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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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崐成從朝鮮戰爭，兵戎相見，到如今
的中美實質關係"你中有我，我中
有 你 "， 雙 方 都 獲 得 了 重 大 的 利
益，這是難能可貴的成果。但美國
至今處處想以國際霸主的身份來統
禦世界，處處想依照過去的實踐慣
例，把有競爭力的對手都一一打趴
下去，踩在腳下，這就未免有失偏
狹 、 自 私 與 小 器 。 響 亮 的 MAGA
（讓美國再度偉大）呼聲充分反映
出了這種心態；俄烏衝突讓烏克蘭
人赴死以保護美國利益，充分反映
出了這種心態；在對華事務上的顛
顛倒倒，利用增稅減稅以及臺灣獨
立與否的話題來和中國打交道，也
充分反映出了這種心態。這種心態
不但影響著中美之間的實質關係，
也影響著世界和平的前景。如何面
對這樣的美國？如何制約這樣的霸
權心態？中美武鬥顯然不是最好的
選擇。唯有"以誠制霸"，讓世界人
民都逐漸認識到誠信原則的價值，
讓中美兩個大國成為世界各國"和
而不同"的外交典範，才是長久之
計。

當然，"以誠制霸"的實踐路徑必
然是多元而複雜的，其中最大的困
難就在於今天的國際社會上，（在
美西方的操弄之下）已經沒有什麼
人還相信國際法與誠信原則的價值
了。中國如能以足夠的文化自信，
來應對美國的霸權思維，引領國際
社會更多的成員一道，穿越目前基
本無序的國際社會叢林，這將是一
個起點高、效果佳，富有中華文化
理想性的，造福全人類的成就。

中美關係的障礙源於美國不當的
國際法觀

這是一個欠缺相互信任、令人迷
亂的國際叢林。誠信已經成為國際
社會上罕見的品德。

例如：去（2022）年11月14日，
美國總統拜登在印尼G20高峰會與
中國習近平主席會面時公開說：
"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
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
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
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
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
衝突。美方也無意尋求同中國"脫
鉤"，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
意圍堵中國。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
國政策，不尋求利用臺灣問題作為
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台海和平
穩定。"

但是，令人迷亂的是，僅僅在此
前一個月，2022年10月13日，美國
才剛剛發佈了最新《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
丁三世同日發表了《關於發佈國家
安全戰略的聲明》表示："該戰略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我們最重要
的地緣政治挑戰"。

同一天，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
問傑克·沙利文也在喬治城大學發表
了題為《國家安全戰略旨在應對新
挑戰》的演講。沙利文說：自上任
以來，拜登、國防部長奧斯丁、國
務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國是美國
的"最大挑戰"。事實上，上述《國
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已明確告訴世
界：打斷中國發展進程，必要時不
惜以國防武力攻擊中國，已經是美
國的基本國策了。

面對拜登總統在G20高峰會上的
發言，以及過去兩年間，已經多次
做過的前述口頭承諾，習近平主席
以及中國外交發言人也重申了中方
這兩年來反復說過的話："希望美
國遵守國際關係準則與中美三個公
報"；"希望中美兩國相向而行"； 
"希望美國一些政府官員將拜登總
統的話落到實處"。中國人民其實
大都已經瞭解，所謂的"國際關係
準則"與 "中美三個公報"，已經實
實在在地被美國拋諸腦後了。

在美國的帶領下，今天的國際社
會上，英國企圖強制收購中國企業
在英國現有晶片廠的絕大多數股
權；德國企圖反悔允許中國企業購
買漢堡港的股權；烏克蘭已經反悔
讓售馬達西奇公司股權給中國企
業，且拒不賠償；澳大利亞也已經
強制收回出售碼頭股權給中國企業
的許可。但這些都還算不上國際條
約的違反，只能說是在國家力量的
干預下，相關國際商務合同的違約
事件。按照國際法，中國的受損方
在尋求國家出面保護企業，進行國
際司法或准司法的國際求償程式
前，需要適用"用盡當地救濟途徑
原則"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也就是所謂的卡沃爾條款（Calvo 
Clause）。

相對于此，澳大利亞向法國購買
潛艦，卻突然片面毀約的事件，更
令人印象深刻。2019年，澳大利亞
正式與法國簽訂協定，法國為澳大
利亞建造並出售十二艏常規潛艇。
不料，僅僅兩年之後，2021年9月
初，國際社會上突然傳出消息稱：
澳大利亞與美，英秘密進行了私下
磋商，並單方面取消了與法國的購
艦協議，改向美方購買核子潛艇。

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怒批澳大利亞
背信忘義。法國駐澳大利亞大使也
立刻被召回國，以示抗議。由於購
艦協議的當事者的官方身份以及協
定內容的政府許可性質，這凸顯了
澳大利亞在國際條約關係上可鄙的
失信行為。

相對於這些美西方國家的失信行
為，中國表現出了可貴的中華文化
風格。孔子說："人無信不立"。遵
約守信是深入中國人血脈中的崇高
價值觀。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同印
度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新中國
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
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國際
關係的準則，在美國的帶頭反對
下，歷經幾十年才被聯合國與絕大
多數國家接受。但是，在最近幾年
間，中國的外交態勢有了明顯的發
展。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陸續提出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建設"一帶
一路"的主張，很快就在2017年瑞士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以及同年"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北京高峰論壇之後，
得到聯合國和絕大多數國家的接
受。

這種接納中國主張的速度提升，
主要是源於世界各國逐漸看到了中
國信守承諾的表現。多年來，中國
一直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作
遵循不易的國際關係準則，認真地
實踐了。因此，中國正在成為一個
更可以相信的夥伴或對手。

美國慣於違反國際法上的"誠信
原則"

美國拒絕簽署、加入某些有益國
際社會的公約，這是一個主權國家
的權利，人們無話可說。但是加入
了條約卻拒絕履行義務，這就有悖
於國際法的誠信原則了。

例如：美國簽署了《國際勞工組
織憲章》（ILO Constitution）是國際
勞工組織 185個和會員國之一，理
應認真接受《國際勞工組織憲章》
的拘束。但美國只批准接受了國際
勞工組織189個公約中的14個；並且
和緬甸一樣，美國只批准了國際勞
工組織8個核心條約中的2個。美國
利用其國內的程式手段，擺脫了對
於《國際勞工組織憲章》的拘束。
這就違反了1969《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第二十七條關於國內法與條約
之遵守的規定。該條文規定：一當
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
而不履行條約。此項規則不妨礙第
四十六條。

此外，美國作為《維也納領事關
係公約》的締約國，卻一再拒絕遵
守該條約義務。例如在Leal Garcia 
v.Texas, 131 S.Ct.2866 (2011)案 中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罔顧美國的條約
義務，拒絕死刑犯與本國領事官員
面談的請求。此案受到聯合國人權
事務高級專員的嚴厲批評，認為美
國在2003年Avena案中已經因相同的
理由，被墨西哥控訴違反上述《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勝訴，國際法
院也已經於2004年判決美國敗訴。
然而，美國卻仍然違約如故，完全
不予理會。

1969《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
十六條（條約必須遵守）規定："凡
有效之條約對其各當事國有拘束
力，必須由各該國善意履行。" 這
該是常識級的國際法。但是，除了
上述案例，美國對於1975年《禁止
生化武器公約》以及2011年《新削
減戰略武器條約》的處理態度，也
如出一轍：

《禁止生化武器公約》全名《禁
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
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
之公約》，1971年聯合國第26屆大
會通過後，1975年3月26日生效，有
效期無限。公約一共有183個締約
國，包括中國在內。近二十多年
來，絕大多數締約國都主張按照公
約的設計，加緊談判一項旨在全面
加強公約，包含核查機制的《議定
書》。但是，美國一直獨家阻擋
《核查議定書》的談判。美方的理
由是：生物領域不可核查，國際核
查"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利益和商業機
密"，有利於"工業間諜活動"。

但讓人費解的是，當中俄等國在
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提出談判《防
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
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也被美
國獨家阻擋。美國的理由卻是："條
約草案沒有包括核查條款"。

可見美國自相矛盾的理由，根本
不是其內心真正的理由 --- 真正的理
由只有一個，那就是霸權心態。

其它在國際安全、軍控和防擴散
領域，美國這種單邊主義和雙重標
準的作法屢見不鮮，也已經嚴重影
響了現有軍控和防擴散體系的有效
性。例如近年備受關注的2010 年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問題。

1969《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還包
含有"不得利用國內法達到違約目的

"的規定。第二十七條（國內法與條
約之遵守）規定："一當事國不得援
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而不履行條
約。此項規則不妨礙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國內法關於締約許可
權之規定）則規定：一、一國不得
援引其同意承受條約拘束之表示為
違反該國國內法關於締約許可權之
一項規定之事實以撤銷其同意，但
違反之情事顯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
重要性之國內法之一項規則者，不
在此限。　二、違反情事倘由對此
事依通常慣例並秉善意處理之任何
國家客觀視之為顯然可見者，即系
顯明違反。

此 處 再 思 考 一 下 前 述 的 2011年
Leal 案 以 及 2004年 Avena案 的 ICJ判
決，美國如何慣於違背誠信原則的
不當國際法作為，就更加清楚明白
了。
誠信原則是強制規範中的強制規範

在法律語境下，所謂的"誠信原則
"，必然是要求當事方忍耐一定程度
的困難（hardship），而能拒絕背棄
信任，堅持履行本身的允諾。誠信
原則早已是一項全球文明國家所共
同實踐的"習慣"，也是大家共同接
受的"一般法律原則"。這一原則一
再反映在各國的司法"判例"，並且
早已包容在各國最知名公法學者所
提出的"學說及理論"中了。

《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三十
八條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國際法
院的法官在依照國際法做成判決
時，必須按照這一條文適用相關的
國際法。簡言之，依照其重要性的
順序，國際法的淵源就包括了：條
約、習慣、一般法律原則、判例及
學說。

此處我們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的
"一般法律原則"，例如《聯合國憲
章》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又例如
行使債權、履行債務，必須依照誠
實信用的方式為之. . . 等等。這些都
是"各個文明國家"所接受的法律原
則，可以被國際法院的法官當作國
際法來適用。

然而，美國在定義"一般法律原則
"時，並不採用"各個文明各國"這個
說法。美國用的是"各個主要法律體
系 （ major legal systems） "。 換 言
之，美國認為有些國家的法律實踐
經驗不足以認證一般法律原則。至
於哪些國家的法律系統是"主要法律
系統"？這就給美國容留了很大的選
擇考量空間。其實，這一點也很能
突顯出美國的霸權心態。

從上述《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
八條第二款的規定來看，同條第一
項的規定不妨礙法院經當事國同
意，"本諸公允及善良（ex aequo et 
bono）的方式"來做成裁判。也就是
說，在沒有第一項所列述的各種國
際法可被使用的情況下，只要當事
國同意，國際法院的法官可以本著
天地良心，以無法之法來做成裁
判。那麼這裡所謂的"公允善良"，
在 語 意 上 能 夠 違 背 "誠 信 "的 含 義
嗎？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沒有"誠
信"的成分，哪來的"公允"及"善良

每週一期的中美論譠這一期是第500期，是一個
重要的里程碑，承蒙本期主編憲中兄邀請我分享我
的感想。我想說的就是感謝和感恩：感謝一路走來
的社友同志們的相互支持，在不同的領域出錢出
力，為了實現我們的宗旨共同努力。 感謝我們的讀
者及朋友們的支持、傳閱和回饋。你們的支持是我
們繼續前行的動力。感恩的是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
時代，我們的一生有幸的見證了中國的偉大復興，
中華文明在歷經三千年未有的危機後的重新崛起。
我們見證了中美關係的幾度沉浮，也必將見証並參
與促進中西文明的良性結合，這將爲人類做出偉大
的貢獻。所以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與
大家共勉。 

本社的成立歸功於憲中兄和湘濤兄。2013年5月他
們參加了台灣僑聯舉辦的大陸參訪團，憲中兄希望
大家幫忙合力辦一個保釣刊物，經過溝通交流，决
定將目標擴大，並推舉有實際辦報經驗的湘濤兄負
責籌辦，邀請了一些理念相同的老朋友們成立了中
美論壇社委會也確定了我們的宗旨：促進中美相互
瞭解合作，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宣導和諧平等
多元世界。當年8月17日發刊第一期，開始我們共同
的歷程。 

多年來，我們的理事會逐步擴大，積極邀請更
多，更年青的、理念相同的朋友們加入理事會。由
於年齡和身體的原因一些理事們辭去理事職務，此
外陳立家兄年前離世，但是他們的貢獻永遠留在我
們心中。 

2014年5月我從南加大退休，在湘濤兄的堅邀下於
次年接任社長職位，和社友們一起共同努力。本社
成立時正逢奧巴馬總統開始美國的重返亞太策略以
應對中國上升的實力，2015年也是中美在南海劇烈

"呢？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即便在
沒有法律可適用的情況下，誠信原
則都會是一種人性的底線。除非人
類不存在了，否則，無論有沒有法
律，誠信原則都是不可動搖的人性
價值。

由此看來，"誠信原則"實際上，
已 經 成 為 是 一 項 比 強 制 性 規 範
（peremptory norm / jus cogen）更加
強制的規範。

順便解釋一下："依循公允善良
"與"衡平法律原則"(equity as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 equitable principle of 
law) 不同。後者也與英美衡平法
（equity）作為一個門類的法律不
同，而是一種只講究"全面考量所
有相關因素" 以做成決定的程式方
法原則。

美國在中美關係中的違法作為：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誠信原

則"都是國際司法必須適用的國際
法 的 強 制 規 範 （ peremptory norm / 
jus cogent）。無論有沒有條約的約
束，當事方都要遵守"誠信原則"，
才符合國際法；而所有的"條約"也
必然要遵循這一原則來履行，才能
符合國際法。按《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第53條（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
律（絕對法）抵觸之條約）的規
定：如果在締結條約時就容忍放棄
了"誠信原則"，這樣的條約也根本
是 無 效 的 （ 自 始 無 效 ， 絕 對 無
效），完全不能成為有任何效力的
國際檔。

此外，《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五十三條條文的後段，還為"一般
國際法強制規律"給出了一個清楚
的定義："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律指
國家之國際社會全體接受並公認為
不許損抑，且僅有以後具有同等性
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始得更改之規
律。"由此觀之，《聯合國憲章》
中有關使用武力的限制，僅允許因
自衛或集體使用武力的原則，就是
一般公認的國際法強制規律。這種
規律是允許更改的，只不過是需要
有"以後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
法規律"始得更改而已。由於"誠信
原則"在邏輯上，如同前述，除非
人類人性消亡殆盡，否則是無法更
改的，因此"誠信原則"應該是比一
般 "可 以 被 更 改 的 "國 際 法 強 制 規
律，更具強制性的強制規範，堪稱
jus cogen中的jus cogen。

現在美國在中美雙邊關係中，一
再玩弄語言文字遊戲，背棄了相關
的《上海公報》、《建交公報》、
《八一七公報》等成文的國際條
約，這是對國際法誠信原則這一強
制規範的違背。中國有必要把這一
事實說得更加清楚明白。

當然，國際社會也是不斷變化

的。法律上"誠信原則"的例外，就
是"情勢變遷"。但是，這一例外的
外部邊界勢必要夠清晰，才能維
護"誠信原則"在國際法中的強制規
範價值。對此，1969《維也納條約
法 公 約 》 已 經 給 出 了 明 確 的 界
限：美國顯然沒有因意外而"不得
不"終止或退出中美之間各項條約
的理由。這點從美國政府的一再
口頭聲稱：自己沒有支持台獨的
立場來看，也就明白了。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不但規
定了"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而且
還規定了"不得利用國內法達到違
約目的"的法則。按照《維也納條
約法公約》的規定，美國的作為
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違法行為。

即使我們退一萬步，絕口不談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按照國
際法院（ICJ）與誠信原則的適用
案例，以及英美合同法中誠信原
則的兩種實踐規則：口頭證據法
則 （Parole Evidence Rule）與反詐
欺法（Statute of Fraud），美國在
中美關係中的作為，也是無法被
接受的違約、違法行為。

結語：
人們總說；危機就是轉機。今

天的中美關係也是如此。在美西
方 一 些 國 家 長 久 以 來 的 操 弄 之
下，當下的國際社會已經是一片
七零八落的叢林。德國前總理默
克爾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最
近的公開發言，都證實了俄烏戰
爭的起源，其實就是《明斯克協
議》的被西方惡意毀棄。而今俄
烏兩個人民，死傷枕籍，血流成
河，令人浩歎不已。

我們不禁要問：
人類到底需要怎樣的國際社會? 
--我們需要一個從天搖地動到穩

定法治的全體社會。
世界到底需要怎樣的領導大國? 
--世界需要一個能摒退利益收

買，放棄霸權思想，以誠信立威
的領袖國家。中國不能向美西方
學習錯誤的國際法霸權思維。相
反地，中國要以智慧和耐心與美
國繼續周旋下去，逐漸讓全球人
民 看 清 國 際 法 與 誠 信 原 則 的 價
值。一方面藉以融化美國的霸權
意志；另方面創造出中美以及世
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的新局面。
"以誠制霸"該成為中美兩個大國之
間柔性競爭的底色。實現之路，
蜿蜒險阻，但我們確實有著不能
不努力以赴的理由。

傅崐成博士，現任廈門大學一
帶一路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大
陸、臺灣、俄羅斯仲裁人。曾任
臺灣國代、立委、行政院顧問、
教授。

以誠制霸：中國當如何在國際社會上與美國相處？以誠制霸：中國當如何在國際社會上與美國相處？以誠制霸：中國當如何在國際社會上與美國相處？

碰撞的時侯。 我們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表逹我們的
看法，和主流團體、智庫、大學舉辦系列活動希望
促進美中理解、和平和合作。我們與兩岸三地許多
媒體保持密切合作關係，我們的文章刊登於，包括
美 國 各 地 華 文 報 社 、視 頻 媒 體 、台 灣 的 中 國 時
報、新大學網站、海峽評論、觀察雜誌、大陸的中
評社等媒體。 

中美論譠的理事及社友們，大多是早年在臺灣接
受過良好的中華傳統教育，來美國數十年對西方思
想制度的理論和實踐也有深刻理解的思想者。我們
懷著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嚮往來到美國，也看到
這個系統的變質和衰退。東方思想的背景讓我們可
以從與一般西方人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的癥結，提
供不同的解決方法。 

今天世界面臨了一個新的歴史轉折時刻，美中關
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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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拜登的對華政策將
加速這個危險，而不得不修正。 在這個背景下，中
美論譠社也許可以發揮一些作用。因此，我們決定
在今年8月23日在南加大舉行一個全天的英文專題討
論會，"War or Peace？ A Pivotal Decision Facing US， 
China and Taiwan"， 計劃邀請美國主流知名學者，
和來自兩岸的學者專家，及南加州學者、觀衆、媒
體深入探討並坦誠交流。 歡迎大家關注和参與。 

我們從青年時期起就對中華文明有自信，相信中
西思想和制度的性良結合能造福全人類，今天這個
信心更加堅定。朋友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
努力！

張文基畢業于臺灣大學，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
士，南加大退休教授。現任中美論壇社社長，電視
臺及媒体特約時事評論員。 

 

中美論譠500期感言：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張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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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週一）

探訪Z老闆

2:00pm我去惠

康超市買菜時常會

見到Z老闆（昔日

在香港超市開上海食品店），他說潘師

母，我是六四那年來美讀書，後來拿到綠

卡留在美國，曾去過當年在聖馬丁堂內的

西南國語教會，猶記得當年紀欣吉弟兄要

我留下新來賓的名字、電話、住址。沒有

想到有一天潘牧師師母你們真的來探訪我

哩！讓我很高興。但後來結婚，連生了兩

個女兒，一個兒子，又忙做生意，養家糊

口，一幌30年沒有來教會了。

Z老闆他說「每月我會看號角月報

與每週六會看美南日報福音版《思牡札

記》，也會看師母你每天轉發郭文仁牧師

的每日靈修信息，我都有認真閱讀暨回

應。」

今天筆者也很高興看到他們兒子大學

畢業已開始在工作了，Z弟兄說「大女兒

結婚後住在加拿大」，我告訴他兒子喬

治：「潘牧師是幫你爸媽證婚的喔！」

Z老闆（上海人）說他們住在糖城，

目前仍在惠康超市作烤燒餅、年糕、營養

饅頭、包子等。他說兒女都長大成人了，

很想退休了。筆者鼓勵他有天真正退休

後，再回來教會。 
3/3今天下午二時，我去陳志堅植牙醫

師診所拔出右邊上排兩顆牙齒，有個是蛀

牙，牙醫師鼓勵我還是早點拔出好，我剛

拔完兩顆牙齒，拿抗生素回家

3/4（週六）感謝天父保守，感謝朋

友關心禱告，今天起來，拔掉的牙齒沒有

再流血。昨晚睡前我還是服用少許的中藥

三七粉，因為昨晚回家後至睡覺前我取出

牙醫生給我咬住的棉花塊，漱口時發現尚

有一點血在口腔內，擔心睡覺時會繼續流

血，所以，我還是自己服用三七粉一點，

讓它止血，活血，化瘀，早上醒來漱口沒

有見到再出血，就安心了。昨晚有朋友提

醒要我不要漱口，因為他說他曾在拔牙

後，回家，數小時後去掉止血棉花塊，漱

口，竟又發生出血不止，趕緊去掛急診處

理。 
感謝天父保守我，因為我有告訴牙醫

師我血小板指數尚未達標140，只有101，
她看拔掉兩顆牙，流血多，她幫我縫一針

讓傷口流血少些，我有告訴她，止血最好

是雲南白藥，三七粉，她說他們不用中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的，我說潘牧師昔日曾發生眼睛有出血，

腸子內出血，解黑便，我都給他服用三七

粉，都止血了，上帝創造萬物給我們人類

是很神奇的啊！ 
3/4（週六）恭敬不如從命

拔掉兩顆牙，早餐我打牛奶，雞蛋，

酪梨，杏仁，黑芝麻，Flex seed ，紅蘿

蔔，喝流質food...，容易清理口腔。

晚餐我應邀去徐大姐家（75歲，北京

人，住上海很多年，來美八年，住在休士

頓兩年，離我們家兩分鐘）吃她煮的羅宋

湯。

前天我送給徐大姐牛肉、豬肉、青江

菜、白蘿蔔等...。她愛心煮了牛肉要我晚

上去吃，補身體，知道我拔牙...。
筆者原來打算喝營養奶兩天，但徐大

姐打電話愛心要我去吃她煮的羅宋湯（蕃

茄、洋芋、牛肉），說要給我補身體的，

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友人來信
 1) 有人關心最温暖，吃了之後要漱

口，但不要太用力。我會放心，因為妳也

是護士小姐，醫護常識够豐富。你是對

的，我是堅持少吃多餐，每餐只要五至六

分飽就停，而且我很少外食，外食的東西

又鹹又油多我吃不下，哈哈現在物價又

貴，自己做，一來可以運動一下，又動腦

筋想做什么food。～Margaret  陶/休士頓

2) 謝謝潘師母轉發梁德舜牧師分享的

「牧者的話」。您現在就是處於人生最佳

狀態，願主大大使用您，成為更多人的祝

福，精彩的人生與豐盛的生命能夠影響更

多人的生命！～羅建紅牧師/西雅圖

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苦難和試煉

都是暫時的，沒

有經過冷暖哪知

四季；沒有經歷

苦難、試煉哪知

人生。試煉之中

才能真正地認識

自己，試煉使人

長大成熟。

「因此，你

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

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

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

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得前書 1:6-7 
03/09/23 英文金句

And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called you 
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 
and make you strong, firm and steadfast. I Peter 

5: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

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

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

給你們。」彼得前書 5:10 
03/09/23 金玉良言

「我熬煉你，卻不像熬煉銀子；你在苦

難的爐中，我揀選你。」以賽亞書 48:10
受試煉的時刻常常就是承受賜福的時

刻。──戴德生
　郭文仁牧師

◎梁德舜牧師

二月十三日至廿日應邀飛回香港主持

黃冠名牧師安息禮拜的講道事奉。

主日早上八時參加大埔浸信會的早堂

崇拜，出席的會眾中過半是長輩。崇拜後有

會眾對我說：「我們的教會有許多長輩！」

言外之意是什麼呢？使我想到恩典華浸亦

差不多呀！

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
曾有一篇社論採用了以下標題：「這些人

年老時誰照顧他們？」（Who cares for these 
when they grow old?）這問題誠然適用於新

加坡、香港社會，同樣也適用於美國的教

會。

我想到昔日的年輕信徒已屆退休年

齡，先後成為銀髮一族。這羣教會中流砥

柱的信徒到了今天，已相繼退休離開職場，

除了少數仍工作或營商的仍有收入，大多數

足靠退休金或積蓄投資的利潤過生活。

但這一大羣「銀髮會眾」仍是教會的

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他們多富學識，富社

會經驗，人生閱歷豐富，而且隨着健康條件

改善，他們即使步入七十歲仍多身體健壯，

甚至比許多因工作時間過長而身心俱疲的

中青年教友更活力充沛，讓我們因而確信教

會長輩事工大有可為，當然模式和內容卻需

要不斷的更新。

傳統的長輩事工，視老人為受助的弱

勢社羣，為他們舉辦興趣班、遠足、美食團

等等。但除此之外，隨着新一代長輩條件的

改變，他們更加可以「付出」，協助牧養、

探訪、教導，教會行政、等等。

期望我們，不再視長輩為「負累」而

是看他們是教會寶貴的資產。

最近我看到美國一項大型研究發現：

1、一個人最有生產力的年齡是 60 到

70 歲；

2、人類生產力第二高的階段是 70 至

80 歲；

3、第三個最有生產力的階段是 50 歲

和 60 歲。在此之前，人的智力活動尚未達

到巔峰。

4、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為 62
歲 ;

5、全球 100 家最大公司總裁的平均年

齡為 63 歲 ;
6、美國最大的 100 個教會的牧師平均

年齡為 71 歲 ;
7、這證實了一個人最好和最富有成效

的年份是在 60 到 80 歲之間。

這項研究由一組醫生和心理學家在新

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他們發現，人在

60 歲時達到了情感和心理潛力的頂峰，這

種情況會持續到 80 歲，甚至更遠。

因此，如果您是 60、70 或 80 歲，您

正處於人生的最佳水平。以上內容，來源於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您可以此信息傳遞給您

60、70 和 80 歲的家人和朋友，讓他們為自

己的年齡感到自豪。

令我難過的是普遍教會，都規定 60-65 
歳的傳道牧師要 / 必須退休，這是何等的損

失和浪費哦 !
我知道上帝仍然可以使用我，成為別

人的祝福，因此我要珍惜、把握機會重獻己

身，為主而活，阿們！

這些人年老時誰照顧他們？

我的性格本來很開朗，據媽媽說，小時

候我是街坊中最能幹的孩子，一兩歲就會

幫助鄰居，很能說話，懂事乖巧。四歲時曾

寄養在爸爸友人的家，會自己洗衣服，很獨

立。怎麼也想不到後來竟變得沒有信心，非

常自卑、怨恨和多疑。

孤苦的童年

我生於貧苦家庭，爸媽都出外打工。媽

媽是紡紗工人，後來通過努力，慢慢升職，

為單位跑公銷、買賣材料，後在辦公室工

作。印象中媽媽非常堅強，很能幹、勇敢，

憑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撐起一個家，又不斷

升職，得到領導的重視和賞識。除了工作，

媽媽還要照顧姊姊、我和一直生病臥床的外

婆和祖母，料理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爸爸

是普通工人，早出晚歸。媽說，爸特別喜歡

幫助人，回到家時已疲憊不堪，有時候連澡

也不洗就和衣而睡。姊姊從小腦癱，身體卻

很健康，就是不能走路，即使現在也只能在

地上爬行，所以我家的地板總擦得乾乾淨

淨。

我們家四代都相信耶穌，不過並不認識

真理，僅相信有神而已。六歲那年，爸媽離

婚。爸問我要跟誰，我覺得爸很可憐，一個

人孤苦伶仃，就決定跟他。那時聽說媽有了

男朋友，條件很不錯，比爸優秀，是個有權

勢的幹部。我知道跟著爸會吃苦，但也這樣

選擇。媽本來希望我們兩姊妹都跟她，我跟

爸後，媽就帶著姊姊。

跟爸爸生活很不容易，他不會照顧自

己，更不會照顧我。鄰居和媽媽的朋友看見

我髒兮兮的，經常餓肚子，像個小流浪兒。

大約七、八歲時我已變得麻木，失去小孩子

的天真，常要幫爸爸洗衣服、擦靴子，有時

候也要學著煮飯。爸不在時，我一個人對著

鏡子哭，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很傷心委屈！

爸爸回到家，整間小屋就煙霧迷漫，煙

灰缸堆滿了煙蒂。爸爸喜歡音樂，經常彈電

子琴解愁，一彈就是通宵直到天亮，鄰居們

為此不斷抱怨。我知道他非常難過，卻不知

該怎樣勸慰他。

媽經常想來看我，但爸不讓她來。於是

媽就在我上學的路上等我，為要見我一面，

有時一等就是一堂課；或偷偷跑到爸爸的家

來看我，給我各樣好吃好用的。但是我變得

呆呆的，見了媽媽像見陌生人。我感到這個

人不像我媽，最讓我傷心的是看到她和別的

男人跳舞，這個印象老留在我腦海裡。

我九歲多，媽因為思念我，跟繼父商量

接我到他們家；繼父不同意，媽媽常常哭

泣，晚上睡不著。終於繼父同意接我過去，

而爸堅決反對，後來通過親戚奔走，媽也努

力爭取，爸覺得帶著一個小孩生活也很困

難，就勉強同意了。

我跟媽媽後，一個星期回去看爸爸幾

次，為他打掃屋子；可每次回去爸都抱怨我

不關心他，讓他一個人過日子，讓我覺得是

我拋棄他去享福了，於是回不回去看他就成

了我的一個重擔。每次回去他都躲避我，好

像很不高興。但我不忍心，還是老去看他，

替他打掃。到了繼父家，才發覺相處不易。

媽媽和繼父每天爭吵、打架，一家人天天生

活在驚濤駭浪中，我很害怕。

憂鬱越趨明顯

13、14 歲時，我的憂鬱症狀明顯出現

了，至於甚麼時候開始就不很清楚。大概從

六歲起，父母親鬧離婚的時候，我覺得爸特

別可憐，所以決心要跟他同住，但我卻不快

樂，常把自己關起來，不像一般孩子愛跟大

夥兒玩。

我的學業成績一向優秀，從入學的第一

天開始就決心努力學習，專注用功。那時別

人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叫「大臉貓」，就是說

我臉大不好看。於是 13、14 歲時我開始節

食減肥，把身子也弄垮了。

初中畢業我考上重點高中，但不敢去

讀，因身體不行。無論吃甚麼東西都不消

化，肚子發脹，渾身無力，就像一個病入膏

揮別憂鬱症
◎欣  唱

肓的老人，20 多分鐘的路程要慢慢走一個

多小時。回想那時，我應該進療養院才是，

但媽媽出外打工，不在身邊，幾個月回來一

次，逗留幾天又走了。我的願望本是要考重

點高中，再考重點大學，後來因著自己這個

情況，就只能選擇其次。但我還可堅持把學

業完成，實在有主的恩典和保守在其中。

讀大學時，媽媽發覺我天天哭，很傷心

難過，懷疑我可能患上了憂鬱症，帶我去看

醫生。想到二十歲出頭就要吃藥，我不想看

醫生，又怕被歧視，因為去看「精神科」，

別人都用很異樣的眼光看我。

後來發覺自己的睡眠很差，有整整兩年

沒睡過一個好覺，夜夜睡不安穩，總是傷心

難過。同學們都不理解，不知我為甚麼總是

悶悶不樂，我自己也講不出來為甚麼。太亂

了！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的。

上帝憐憫保守

我有很多年生活在絕望中，覺得人生走

不下去，不想活了，想放棄。幸好我信有上

帝，困難的時候也會禱告，上帝也給我力量

走下去。每次要放棄時，總覺得有一隻手牢

牢把我抓住，不讓我去做愚蠢的事。

生病的十幾年，我曾多次對上帝失望，

覺得上帝好像沒看見，不理會。所以心裡怨

恨上帝，不明白祂為甚麼要咒詛我。可是我

又不敢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懼怕下地獄。

感謝主，祂幫助我撐下去了！

2005 年夏天黃錦豪弟兄來分享，我跟

媽媽一起去聽。那晚聽到黃弟兄的見證非

常震撼，因為他的經歷和我相似。黃弟兄

十幾歲時也曾患憂鬱症，經歷過很多傷痛。

他分享完了，我也說出自己的感受。他回美

國後，主動跟我聯絡，通過電郵、電話給我

做專業的輔導。約一年多，他每星期給我打

電話，每次至少一至兩小時，再以電郵幫助

我，直到我自己能站起來。

大學畢業後，有人介紹我去一個機構教

美籍華人學中文。我很喜歡那裡的環境，

同事都很友善，我在那裡工作已三年，負責

接待從各地來的志願服務團，他們都有共同

的目的，要把天父的愛帶到我們這裡來，這

叫我很欽佩。他們從老遠飛來服務孤兒、學

生，還到鄉村培訓初中、高中的教師，自己

掏腰包，無條件地獻上愛心和時間，來之前

還用了整整一年準備，世上竟有那麼大的愛

心，真不可思議！不少人更堅持每年來，他

們讓我看見與世上不一樣的愛。

三年間我天天學習，回家就聽講道，學

習聖經。黃弟兄一直輔導我，關懷我的家

人。我的性格也逐漸變得開朗，說話多一

些，也懂得笑了。

上帝醫治了我

以前我覺得媽媽不是個稱職的母親，現

在我覺得她改變很大。繼父仍未信耶穌，但

對我們的態度也改變了。爸爸仍然獨居，但

自得其樂，開始經歷上帝的恩典。他一直四

處打工，生過一場大病，婚姻破裂給他打擊

很大，有一段時期一蹶不振；如果不是因為

有主，他早就怒不可遏，殺人放火去了，這

是他經常對我說的話。現在他因著主給他的

力量，可以面對。他很努力工作，爭取到退

休金，讓生活有保障。

上帝醫治了我的憂鬱症。我知道上帝愛

我，主耶穌為我而死，祂接納我，赦免我，

了解我。如今我不用再吃藥了！上帝在我家

裡動了奇妙的工。雖然人做了很多錯事，把

家庭、生命都砸得支離破碎，但上帝仍然憐

憫我們。祂願意修補，只要我們來到主耶穌

面前，信靠祂，求祂赦免拯救，上帝就會賜

我們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上帝的恩典真夠

用，願你也能經歷！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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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一、“仁慈”的鸠占鹊巢，残酷的种族战争

1620年11月11日，一艘来自英国的名为

“五月花”的英国大帆船向美洲陆地靠近，

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五

月花”号虽然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英

国移民船，但因为一份被称为《“五月花号

”公约》的誓约而闻名，船上的一百零二名

乘客在上岸之前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

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

且将依法而治。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

的政治文献。

1、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战争"菲利普王

战争“

1620年至1630年之后的几十年，来到普

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的英国移民，与当地的

土著印第安居民维持着合作关系，被称作

“共同繁荣的黄金时代”。

新英格兰移民为了进行海外贸易，需要

大量土地进行棉花种植，土著印第安人领地

土地肥沃，新英格兰人长期窥视印第安人的

这片土地，在与印第安人不断为边界地区的

划分争论不休的过程中，新英格兰人已经逐

渐侵占了更多领土。土著印第安人在忍无可

忍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反击，因此引发了

“菲利普王”战争。

菲利普王战争：1675--1676年，战争非常

残酷，双方伤亡惨重，但是处于刀耕火种、

落后的印第安人部落被新英格兰人打得七零

八落，大部分人包括部落首领被杀死，大批

土著男女老少沦为奴隶。

对于这场战争，曾任哈佛学院院长的英

克里斯· 马瑟却说：“这土地上的基督教徒对

印第安人太仁慈了。”

2、以法律的名义，种族灭绝式强迫迁徙

在此后的200年里，美国人普遍认为印

第安人是野蛮落后未开化的种族，美国不断

利用战争手段挤压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

美国《宪法》颁布后的50年间，军事部

门的职责就是对付印第安人，采取的办法包

括杀戮、威吓、驱赶和腐化。据统计，自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后，美国政府先后发动

了超过1500次袭击，攻打印第安部落，屠杀

印第安人，占领他们的土地，罪行罄竹难书

。1814年，美国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

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奖励 50至

100美元。

19世纪30年代，时任总统杰克逊说服国

会通过《印第安人迁徙法》，将南方6个州

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强行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

西。此举引发了第二次种族战争，即西米诺

尔战争（1835年--1843年）。战争以印第安惨

败告终。

一位欧洲政治家、历史学家这样记录美

国强迫迁徙的做法：“这种强迫迁徙造成的

苦难之深，是无法想象的。被迁徙者本来就

已经人口锐减，精疲力尽，他们所要去的地

方已居住着别的部落，对他们充满敌意。路

上忍饥挨饿，到了站还得打仗，苦不堪言。

”

本书作者感叹：要是在今天，这种迁徙

就会叫做“种族清洗”。

只可惜，美国的这种种族清洗，已经进

行了200多年，仍然没有得到清算。

3、真正的种族灭绝

在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有500万

印第安人，但到1800年数量锐减为60万人。

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1900年美国

原住民数量为史上最低，仅为23.7万人。其

中，裴奎特、莫西干、马萨诸塞等十余个部

落完全灭绝。

二、黑人在美国的地位

到18世纪末，大批黑人被当作奴隶运进

美国，使黑人在全部人口中占到20%。

美国的开国先辈认为：共和国政体要生

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种族上、宗教上相对高

度单一性。

1790年第一部国籍法规定：只有“自由

白人”能成为美国公民”。

第一任司法部长兰道尔夫宣称：奴隶不

是“我们社会的法定成员”。杰斐逊总统与

开国元勋一样认为白人和黑人“同等自由，

就不能生活在同一政体之中。”

美国黑人的抗议！”我不能呼吸“

美国当时的多任总统，都支持把黑人迁

往非洲，即利比里亚移民区。

1857年首席法官罗杰.坦尼在一起案件的

判词中宣称：根据宪法，不仅黑奴，而且还

有所有黑人，都是“一种从属的和劣等的生

物”。这个判词直到1868年之后才被废除。

黑人在美国社会只是从法律上废除了

“从属、劣等生物”的认定，但是在美国白

人的心目中，黑人依然是“劣等生物”，遭

到美国社会的歧视。

这一点，我们从佛洛依德”我不能呼吸

“的呐喊等

类似遭遇可

见一斑。

三、华人在

美国的遭遇

美 国 内

战后的淘金

热和大修铁

路，使大量

华工移民美

国。

随 着 表

层金的枯竭

和淘金竞争

的加剧，美

国本土主义

者开始对外

籍劳工进行

歧视和肉体

伤害，华工

被强行驱逐出金矿进入城市旧金山，从事薪

酬劳动和仆役。华人的勤奋、吃苦耐劳，使

他们在美国有了一定生存基础。

美国经济渐渐衰落，美国人开始把责任

归咎于华人苦力和修太平洋铁路的劳工。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

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

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

1889年最高法院裁定，排华法案符合宪

法。

斯蒂芬.菲尔德法官的理由是：华人属另

一人种，“他们不可能被同化”，与当地居

民“格格不入”，单独群居，固守其本国风

俗习惯。这一“东方人入侵”若不加限制，

将会构成“对我们的文明的威胁”。

1917年通过法律，禁止几乎所有亚洲人

移民美国。直到1952年这些规定才取消。

四、美国的人种观念

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直到20世纪中叶为

止，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白人社会！

美国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随着各地移

民的涌入，各民族与美国白人之间的矛盾开

始突出出来。什么人才能成为美国人的问题

，开始显露。

创立于1894年的“限制移民同盟”在声

明中指出：问题在于美国人应是什么人，

“是历史上一贯自由、充满活力与进步的英

裔、德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人，还是历史上

一贯受践踏、落后与停滞不前的斯拉夫、拉

丁和亚洲各种族。”，其中一些人还鼓吹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

事实上，在19世纪初，在欧美学术界和

一般民众思想中，人种概念均起到日益重要

的作用。到19世纪中期，“人种之间固有的

不平等在美国已被认为是一个科学事实。”

美国人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天生的，而

不是环境决定的。

人们广泛认为，按照优劣程度排列的四

大人种，依次是：

1、高加索人种：其中盎格鲁——撒克逊

的日耳曼部落后裔被列为最忧等。

2、蒙古人种

3、印第安人种

4、非洲人种

华人显然不在美国人所谓的四大人种的

排序之内。这就是美国人骨子里固有的人种

优劣顺序，很难有所改变。所以在美国的移

民配额中，曾长期把82%分配给北欧和西欧

国家。

这种人种优劣的观念，使得华人很难融入

美国的主流社会，即使你有财富和能力。当前

美国华人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如戴奇，他们

的境况也能说明美国的人种观念之深。

19世纪30年代，把美国人称作“盎格鲁

——美利坚人”。百年之后，白人仍是美国

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大概还是人数最

多的群体，但在种族上，美国已经不再是盎

格鲁——美利坚社会，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

已有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德裔、

犹太裔等多种族后裔。因此，盎格鲁——美

利坚人在美国人口中被称作WASPs，即盎格

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

华人，永远不可能成为 WASPs 中的一

员！

美国的人种观念：华人永远不可能成为WASPs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

著作《谁是美国人》中系

统性地阐述了美国人的文

化、种族、宗教及其特征

，是了解美国、了解美国

人的窗口。其中他对美国

人的人种观念做了具有历

史视角的阐述，说明美国

人的人种观念是深入骨髓

的系统性观念。

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

特征，只知其一，就开始

盲目崇拜、笃信，把美国

当成自己终生的理想之地

。我想说：花点时间，了

解一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

，再去崇拜也不晚！

我还想告诉你的是：

无论你如何努力，不论你

有怎样的成就，你永远成

不 了 真 正 的 美 国 核 心

WASPs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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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農曆新年已經開始，春天即將來臨。隨著白
天越來越長，現在正是每天實踐自我護理小動作
來改善整個身體及心理健康的好時機。

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密切相關。我們的情緒
、心理和社會幸福感影響我們的思考、感覺和行
為。關懷身心各方面有助於我們面對壓力、與其
他人融洽相處以及作出更健康的選擇。

每天一個小小的健康決定就可以幫助我們養
成良好的健康習慣，讓我們從嚴寒的冬天走向溫
暖的春季。以下建議您可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進行的一些自我護理活動：
• 每天透過冥想、聽音樂、做園藝或其他愛好
放鬆身心。嘗試新事物，從中選擇你最喜歡的事
情並成為日常活動的一部分。
• 經常與家人及朋友聯絡，獲得家人和朋友的
支持，並與他們分享自己的感受。透過網路或電
話與家人及朋友保持聯繫，或者在社區與鄰居聊
天，都有助於建立你與世界的關聯，消除孤獨感
。
• 讓運動成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過運動

保持健康，並不一定需要辦健身卡。跳舞、散步
、甚至只是在自己的院子勞動或打掃家裡的環境
，都可以改善情緒和整體的健康狀況。
• 健康飲食盡可能買新鮮水果和蔬菜。逛逛農
夫市場，買一些你不常吃的蔬菜，或者嘗試新食
譜，都是在飲食中增添更多新鮮食材的好辦法。
• 確保接種各類最新疫苗，特別是新冠肺炎疫
苗。完整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可加強因時間延長而
逐漸變弱的免疫保護，讓你可以健康的參與喜歡
的活動。

Chinese Hospital Clinics（三藩市東華醫院）
醫學總監，家庭醫學科醫生 Scott Huang 博士說
： 「接種最新新冠肺炎疫苗不僅可以降低罹患長
新冠的風險，還可以讓人們繼續做他們喜歡的事
情，包括遠足旅行或家庭聚會，而不用擔心病毒
傳染，對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更加放心」。

讓我們重新承諾養成健康的習慣和行動來迎
接一個萬物復甦的春天。

瞭解關於新冠肺炎疫苗的更多資訊並查找您
附近的疫苗接種診所，請瀏覽vaccine.gov。

每天一個好習慣：每天堅持一個健康小動作就可以變得更健康
We Can Do This 新冠肺炎公共教育活動

僑委會為回應海外青年服務熱忱及擴大志工生源，2023年英語服務營活動報名年齡調整為就
讀10年級以上且年滿16足歲至未滿25足歲僑青，暑假將至，快來臺灣體驗一段不同的旅程吧！
今年除招募僑校華裔子弟外，另擴大予主流學校臺裔教師及TCML班上非華裔學生參與，相關資
訊如下：

1. 活動時間：自2023年7月8日至8月3日止。第1週英語教學訓練，第2、3週前往學校實地英語教學服
務，最後5天寶島文化參訪。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3年4月28日止。
3. 報名資格：
(1) 報名時已就讀10年級以上且於2023年11月30日前年滿16足歲，但未滿25足歲(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
，現居英語系國家(非英語系國家者則需就讀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之國際學校或檢附英文檢定B2以上證
明)，並能以簡單中文溝通者。
(2)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可推薦25歲以下，並能以簡單中文溝通之學員參加(報名時須檢附教師之推薦信)
。
(3) 歐美地區主流學校任教之現職臺裔華語文教師，每人可推薦2名不限族裔，並能以簡單中文溝通之學
員參加(報名時須檢附教師之推薦信)，年齡資格如第(1)項。
(4) 報名客籍志工者須由僑居地客家社團推薦。
(5) 前曾參加英語服務營者。
4. 報名方式：至僑委會 「僑務活動報名系統」進行線上報名 (https://register.ocac.gov.tw/)，並將下列文件
(1)申請人及其家長簽章之營隊規則及規範評核表(2)醫療保險證明影本(3)僑居國護照影本(4)在校期間所有學
期成績之正是成績單1份(5)完整接種2劑以上COVID-19疫苗證明文件(6)數位證書系統隱私權聲明暨個資
蒐集處理授權書(7)非居於英語系國家者之英文檢定B2以上證明之電子檔上傳至報名系統 「繳交文件」欄位
。
5. 錄取通知訂於2023年5月19日公告，錄取者請於5月26日前回覆同意參加或不克參加；全程參與活動
之志工將核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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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713-789-4995分機113，電子郵箱：hccc@houstonocac.org

英文教學貢獻服務熱忱 文化交流廣結志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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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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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25-26 • Katy ISD Ag Center
ON STAGE
SATURDAY ONLY!

ON STAGE
BOTH DAYS!

FREE PARKING!

Saturday March 25 10 - 5 Adults $9.00
Sunday March 26 11 - 4    12 & Under  FREE

HOURS & ADMISSION50% OFF at
EventBrite.com
Search:  Katy Home
Discount Code:  

KatyHomeandGardenShow.com

STACEE LYNN,
The Barndominium Lady

JOSH HELM, 
The Barndo Builder

    Barndominium 博覽會                         青年創業市場 
    園藝和戶外生活展                                    新鮮創意舞台 
    Brookwood春季植物銷售                  寵物中心 
    Charcuterie Boarding School          RV ZONE 

•
•
•
•

•
•
•
•

The Hampton at Meadows Place 位于休斯顿西南部糖城地区，占地14英亩，是一个多样化的
辅助生活和记忆力缺失护理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辅助服务（保洁、洗衣、交通、饮
食），居民生活独立，社区里有全职的照料员工。 

需要英语咨询，请致电：(281) 915-1271. 
需要中文咨询，请email到：HamptonFamily@HamptonMeadowsPlace.com

“居民们生活得非常好、被照顾得很周到，我们和管理团队
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生

活在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里。”
-家庭成员 Kelly Kao

地址：11919 West Airport Boulevard | Meadows Place, TX 77477 
(281) 915-1271 | HamptonMeadowsPlace.com 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 0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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