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政要官員在財神爺降世日向華人互助會拜年。

為讓佛光新會員認識了解佛光會的精神理念
與社會責任，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於1月22日
舉辦「新會員及幹部線上講習會」，近40人參加。
課程中，深入淺出的介紹佛光會的組織與宗旨，
並說明佛光會員的權益與義務。

芝加哥佛光山住持覺麟法師鼓勵會員們，
參加各類文化教育的講習課程，充實自己，並發
心立願，期許自我成長，進而度化他人。會員們
透過活動的參與，廣結善緣；在服務大眾的過程
中，解行並重；並強調人間佛教的理念是秉承佛
陀的本懷，弘法利生。

芝加哥協會會長周邁平致詞，歡迎新進會員
們加入過百萬人的佛光大家庭，一起來學習如何
做一個具有正知正見，行事如法，菩提道上能夠
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佛光人！協會副會長王克
英和李性銘以答客問的方式，進一步的說明佛光
人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

協會理事孫偉銘說，佛光會提供我們修福
修慧的平台， 在「非佛不做」的各種活動中，結好
緣，成就自己，也圓滿他人。第一分會新會員蔡
碧真表示，從一場有系統介紹佛光會的講
座，清楚了解佛光會務與辦活動的目的，
並自許在人事物中行佛，落實佛法。

第二分會委員馮漢忠表示，感謝因
緣成就為佛光人，是幸福的；透過承擔服
務大眾的工作中，不斷的精進學習、也從
他人的經驗分享中，學習如何克服困難、
跨越自己；從知到行，讓自己發光發熱溫
暖他人。第二分會新會員陳東寶感激表
示，從佛光會活動的學習與互動中，吸取
經驗，領悟佛法的奧妙，進而融入於生活
中。 本報芝加哥訊

大華府地區幾名華人已遭遇「殺豬盤」騙
局，殺豬盤男騙徒、女騙徒大部份的對象是
40、50、60歲以上的華人女性、男性，尤其以
女性居多，因為這個年紀與先生的感情比較疏
遠，騙徒專門尋找那些內心寂寞、渴望愛情的
華人女性下手，而且有經濟基礎。

首先，騙徒的臉書或微信帳號上的名字都
是假的，騙徒盜用帥哥或正妹的照片，然後騙
徒會到你、妳的臉書或微信帳號的帖文按讚，
互相加了彼此的臉書或微信帳號之後，騙徒每
天傳簡訊給你、妳，和你、妳聊天之後，每天
照三餐噓寒問暖博取感情，時不時關心問候，
營造戀愛氛圍，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也能讓
你/妳產生戀愛的感覺。

騙徒一步步卸下你、妳的心防後，騙徒通
過聊天瞭解受害人的經濟實力，就會開始伸出
魔爪，一點一點地將你、妳的存款剝削乾淨，
常見的方式就是向你、妳介紹某種高獲利的投
資方法，這些男騙徒、女騙徒在交友平台（臉書
或微信）帶你、妳投資比特幣(Bitcoin)、加密貨幣
(Cryptocurrency)或其他投資賺錢的方法，一開始
讓華人賺錢、嘗到甜頭，誘騙華人加大投資，
最終捲走華人數十萬美金。

大華府地區華人J女士就遭遇「殺豬盤」騙
局，她被騙走了銀行存款十萬美金。J女士說，
2021年11月初，一位陌生人通過臉書聯繫她，
自稱是「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老闆、股東，年
收入數千萬」，騙徒將自己包裝成成功人士，享
受奢華的生活，以此贏得J女士的好感。之後兩
人聊天越來越密切，開始進入「網戀」狀態，隨
著感情升溫他們也從簡單問候逐漸開始以「老
公」、「老婆」相稱。

隨著關係越來越親密，男騙徒開始稱自己
同時還會投資比特幣、加密貨幣，並慫恿J女士
開戶操作比特幣和二級市場(wap.azbitap.space)投
資賺錢，初期J女士投入1萬美元資金後，先是小
賺，卻在嘗到甜頭後，隨後又告訴J女士到二級

市場網站 開戶操作，放長線釣大魚，於是J女士
大筆資金投入，將J女士引入詐騙陷阱，陸續匯
款共十萬美金。

「賺」到錢後，騙徒還慫恿J女士繼續投
資，騙徒甚至告訴讓J女士向親朋好友借5萬美
金或10萬美金來投資，J女士當然借不到這麼
一大筆錢。然而，就像所有類似的騙術一樣，

「豬」養肥了自然就到了宰殺的時間。當J女
士要求取回款項，騙徒發現J女士已經沒錢入
金、也已經借不到錢沒法入金時，投資帳號就
爆倉清零，或者無法提現，J女士才意識到自
己受騙上當。

J女士被騙了十萬美金，她不敢告訴爸媽，
怕爸媽知道，過多責備，她怕同事、朋友知道
覺得她這麼蠢，沒有人會同情她，法律也對付
不了這些殺豬盤的騙徒，她的錢也拿不回來。
之後，J女士大約一個星期每日寢食難安、夜晚
輾轉無眠，壓抑到要爆炸卻總是難以啟齒，瀕
臨死亡絕望無所求的狀態。
警方愛莫能助

J女士說，被騙了十萬美金後，她試圖詢
問聯邦調查局，但沒有回覆。騙徒的微信號位
址，位於中國成都，也不知道如何報警。報警
也沒有用，根本就抓不到這些男騙徒、女騙
徒，他們藏在後面，有些騙徒在中國大陸，有
些是在台灣東南亞，全世界都有，一位熱心讀
者想要告誡華人女性、男性朋友的腦子要清
醒，最好就是封鎖、拉黑這些騙徒的臉書、微
信或其他社交媒體帳號，建議不加不聊是最好
保護自己的方法。

受害者中不僅僅有華人女性，美國華裔男
子林先生，2021年10月份在臉書上認識一位元
自稱銀行小主管的女子，對方不僅發出自己照
片證明是大美女，還發來一張紐約州的駕照，
從一開始簡單問候，到慢慢建立信任和談情說
愛，同時還會投資比特幣、加密貨幣，並鼓勵
林先生一起投資賺錢，由於林先生被愛情沖昏

了頭，最後被說服進而投資虛擬貨幣，陸續匯
款14萬美金後，就再也聯絡不上該女子，才驚
覺自己被騙了。
受害者為何前仆後繼？

實際上，這種名為「殺豬盤」的騙術近幾年
在海外華人社區愈演愈烈，許多受害人最終落
得人財兩空。不少人都不解，為何如此簡單的
套路，能讓成千上萬人前仆後繼地上當。

首先，我們來瞭解一下甚麼是「殺豬盤」？
據媒體報道，「殺豬盤」原本是流傳在東南亞
地區的詐騙方式，如今已席捲全球，詐騙分
子將受害者稱為「豬」，把社交媒體工具成為

「豬槽」、把聊天劇本稱為「豬飼料」、把戀愛聊
天過程稱為「養豬」、把最後詐騙錢財稱為「殺
豬」。

「殺豬盤」取名就具有侮辱性，也暗示著騙
術從根本上的低級，幾乎所有受害者從未與騙
徒見過面，甚至視頻都沒有，僅憑一兩個月聊
天，就心甘情願送出十幾萬美金的存款，著實
讓人難以置信。

「殺豬盤」劇本也會隨著時代背景更新，例
如近期被騙的都是以為將錢投入了數位貨幣市
場，這些詐騙這麼猖獗，就是因為無法抓到騙
徒，背後老闆更在後面逍遙法外。

 本報華盛頓訊

華人互助會早上10時首先掀開了慶祝
北華埠慶賀虎年的帷幕。華人互助

互創辦人之一的黃于紋、行政主任丹尼斯
曼多等同仁熱烈歡迎伊州財務长方仲華

（Michael Frerches）、審計官蘇珊娜曼多薩
（Susanna Mendoza）、聯邦國會議員珍詹庫
斯基（Jan Jakowski），48區區長歐德文（Harry 
Osterman）以及駐芝加哥台北經文處同仁等
的蒞臨。

他們向華人朋友拜年送祝福，並一再表
揚華人互助互對社區的貢獻，尤其在疫情期
間提供幫助給有需要的租戶、以及眾多的老
人服務項目。

審計官蘇珊娜曼多薩表示伊州提供300
萬元援助經費給華人互助會，另外還有7萬
美元經費將陸續送到。黃于紋感激他們都是
華人社區的「財神」，盡全力協助社區的發
展。

隨後，芝加哥市長羅麗萊福特前來參加

由48區區長辦公室、Uptown United主辦、
協勝公會協辦的被華埠2022年虎年新春遊
行。

市長關心阿偕商圈的經濟發展，同時
她強調芝加哥對於亞裔仇恨犯罪事件是零容
忍，華裔是芝加哥市民組成的一部分、歧視
亞裔，就等於歧視整個芝加哥的市民。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邊志春副總領事、
張軍鵬組長、周蕾領事以及南北華埠僑團領
袖等均歡欣參與遊行活動，並向阿偕街的僑
胞拜年、向城北的民眾送上誠摯的祝福。

北華埠的新春遊行規模不是太大，但是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協勝公會、48區區長
辦公室與拉丁裔團體的四輛裝扮的喜氣洋洋
的遊行花車，一路上銅鑼喧鬧、醒獅飛舞開
路，隆隆鼓聲激勵人心、依然帶給民眾歡樂
興旺的氛圍。

當天最吸睛的是總領館的花車上笑容
戇趣的大熊貓，還有參與遊行嘉賓手抱了可

愛趣致的北京冬奧吉祥物冰墩墩，大家一同
向北華埠的居民們送上農曆新年的誠摯的祝
福與問候，並祝北京冬奧取得圓滿成功、全
球的健兒們取得更好、更高、更快的比賽成
績、最重要的是體育精神第一、彼此友誼常
青。

慶 祝 虎 年 新 春 的 喜 悅 另 一 波 將 在 2
月12日，大芝加哥僑學各界新春聯歡會

（UNITY）在市中心希爾頓大酒店舉行，當
晚將有美譽為小瑤蘇蓉的劉明珠擔任演出嘉
賓。13日（星期日）下午1時，南華埠將舉辦
新春大遊行，此為新冠疫情後的新春遊行之
勇敢回歸，希望藉著老虎的威猛、將新冠肺
炎病毒趨走、為唐人街社區注入興旺的活力
與虎虎生威。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遊行花車出動可愛的國寶熊貓，特別
吸引民眾的目光與歡迎。圖（後立左2）為邊志春副總領事、
左1為僑務組組長張軍鵬領事。

壬寅虎年大年初五，財神爺降世的大吉日子。芝加哥
北華埠當天銅鑼喧鬧、醒獅獻瑞、笑聲歡騰的舉行虎年新

春遊行、華人互助會也在同日早上舉行新春午餐聯歡會！與民同樂，伊
州及芝加哥當選之官員政要，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同仁也歡欣參與慶祝
新春的活動。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北華埠歡天喜地過大年
政要官員齊向華裔朋友祝賀

■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舉辦「新會員及幹
部線上講習會」。  佛光山芝加哥分會提供

■「殺豬盤」的套路。

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辦
新會員及幹部線上講習會

大華府地區華人遭遇「殺豬盤」騙局 被騙十萬美金

■芝加哥市長萊德福特（中）參加北華埠
新春遊行，在2月13日南華埠新春遊行，
市長也答應出席新春遊行活動、與華人
社區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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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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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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