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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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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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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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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市政府與食品銀行（Food Bank）聯合支持食品免費領取
活動將在五月三十號，本週六於PlazAmericas Mall舉行

（本報訊 ）自新冠疫情在美發生以來，休斯頓亞裔社團始終以實際
行動支持著抗疫，生動踐行了雪中送炭，患難與共的可貴精神。

以李雄主席為領導的西南管理區，繼參與了亞裔社團捐出300萬元
醫療物資和為前線英雄送出1萬份餐飯之後，又積極加入了，由休斯頓
市政府與食品銀行（Food Bank）聯合支持食品免費領取的義舉。此次活
動更是得到了休斯頓市政府與J地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先生的鼎力支
持。

此次活動將在五月三十號，本週六,於PlazAmericas Mall（7500 Bel-

laire Blvd）舉行。居民們可以在食物領取點領取輔助性食物，包括新鮮
瓜果，牛奶麵包等，和基礎的防護醫用品。

領取點具體開放時間為，5月30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免下車
居民可領取50-80lbs， 步行居民可領取15-25lbs，入口均是，在Clare-
wood Dr路上，Marinette Dr 與 Reims Dr之間。

屆時，希望民眾做好防護措施，保持社交距離。
詳情請聯繫Alice Lee,（713）501－8719。

美南分會將捐贈美南分會將捐贈22502250片口罩片口罩//味全公司捐贈味全公司捐贈160160包有機乾麵包有機乾麵
（本報訊）「世華工商婦女會」

美南分會表示：我們這次的愛心捐款

活動到目前05-26-2020捐款總金額是

$5,650.00. 以及500片一次性醫用口罩.

請見附件為捐款名單.

感謝善心的姐妺們踴躍參與捐款

，使我們能夠在Covid-19疫情期間能

夠做一些有意義的慈善活動。

目前美國疫情仍然嚴峻持續，基

於民眾對口罩的需求仍然缺乏的情況

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將捐贈口罩給僑胞及需要人士。

地點在僑教中心前廣場，時間是六月

六日（星期六）早上10:30開始分發，

每一輛車送一包（五片）CE認証一次

性有三層（内層有噴熔不織布）的醫

療用口罩。

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領取口罩

時不需要下車，數量有限（一共有

2250片，感謝于邦平先生捐贈其中的

550片口罩）發完為止！

當天味全公司也會捐贈160包有

機乾麵給僑胞及民衆與我們共襄盛舉

，感謝味全公司一直以來對休士頓僑

胞及社會大眾的發揮援助及愛心。

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絡GFCBW美

南分會會長洪良冰832-818-6688或上

網 gfcbw-houston.org 查詢.

【送餐致敬一線英雄】Salute

Frontline Heroes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在疫情中对需要帮助

者及致敬一線英雄出一分力量,感謝善

心人士及姊妹們的熱烈捐款.到目前

05-26-2020 捐款總金額是$5,650.00. 以

及 500 片一次性醫用口罩.

捐款者名字及捐款金额名單如下:

(1) 黎淑瑛 $500(名譽總會长,前會

长)

(2) 宋秉颖 $500(前會长)

(3) 洪良冰 $500(會長)

(4) 王妍霞 $500(副會长)

(5) 王慧娟 $500(理事)

(6) 宓麥蘭 $500(理事)

(7) 唐心琴 $300(前會

長)

(8) 蕭瑛𤦹 $300(會员)

(9) 廖秀美 $200 (前會长)

(10) 何真 $200 (秘書长)

(11) 李淑惠 $200 (理事)

(12) 裴俊莉 $200 (理事)

(13) 張贵美 $100 (理事)

(14) 李莉穎 $100(财務长) (加$100

BP 公司 match)

(15) 王艺达 $100 (理事)

(16) 羅錚 $100 (理事)

(17) 蔡沂汶 $100 (理事)

(18) 鄭麗如 $100 (理事)

(19) 黄亞静 $100 (會员)

(20) 邱秀春 $100 (會員)

(21) 楊淑瑾 $100 (會員)

(22) Linda Wang $100 (會員)

(23) 秦霞紅 $ 50 (前會员)

(24) 申曉圆 $ 50 (會员)

(25) 呂惠娥 $50 (非會员)

(26) 于邦平 550 片一次性醫用口

罩 (非會员)

刺激性付款是聯邦所得稅的退款 無需繳納聯邦所得稅
美國國稅局已向美國人發送了總計1.52億美元的付款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
nue Service）的最新數據，目前已經發放了大多數刺激性支票，
超過1.52億美國人收到了他們的付款。 到目前為止，已經發放
了2,580億美元的付款，平均金額為1,695美元。美國國稅局局長
查克·雷蒂格（Chuck Rettig）在一份聲明中說：”加州，德州和
佛羅里達州-這三個人口最多的州-分別獲得了最多的個人付款
和最大的刺激金額，分別為279億美元，216億美元和175億美元
。截至5月8日，美國國稅局已向美國人發送了總計1.52億美元
的付款。

作為2.2萬億美元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將2500億美元分配給
美國人的錢包，以幫助他們從財務上管理失業，減少工作時間以
及其他面臨的金錢困難。 根據白宮的說法，大約有1.75億美國
人有資格獲得這筆款項。 冠狀病毒刺激檢查：這是人們如何花
費救濟金的方式 如果沒有向美國國稅局存檔，美國人可以跟踪
其刺激付款的狀態，並在IRS網站上添加直接存款信息。 那些
通常不納稅的人還可以向IRS提供其信息，以獲取刺激付款。這

是您還需要了解的其他信息。作為2萬億美元
冠狀病毒救助計劃的一部分，許多美國人將獲得政府最高1200
美元的支票，再加上每個孩子500美元，以幫助他們度過失業，
減少工作時間以及應對該國試圖遏制大流行的其他金錢挑戰 。

稅收基金會高級政策分析師加勒特·沃森（Garrett Watson）
表示：“我們最新的估計是，有93.6％的[稅收]申報者將獲得退
稅。” “這可以解決大約1.4億個家庭的問題。”您的資格取決
於您最近的納稅申報表和調整後的總收入。 如果您已經提交了
2019年稅款，則您的資格將基於此。 否則，美國國稅局將使用
您的2018年稅收來確定您是否符合條件。該福利不僅適用於已
提交稅款的人，而且還適用於只要收到了SSA-1099或RB-1099
表格即可獲得社會保障福利的人。

收入不超過$ 75,000的單身成年人將獲得$ 1,200的付款。 收
入不超過$ 150,000的已婚夫婦將獲得$2,400。 單身父母以家庭主
婦的身份收入不超過112,500美元，將獲得全額1200美元的支票
。而且，有資格獲得刺激付款並生育孩子的美國人將為每個17

歲以下的孩子額外獲得500美元。收入在75,001美元至99,000美
元之間的單身成人和收入在150,001美元至198,000美元之間的已
婚夫婦將獲得支票減少。對於單身成年人的$ 75,000和$ 150,000
的夫婦，每100美元的支票將減少$ 5。 減免將適用於全部付款
額，包括每個合格孩子額外的$ 500。收入超過$ 99,000的單身成
年人和收入超過$198,000的已婚夫婦將不會獲得刺激檢查。對於
單身成年人的$ 75,000和$ 150,000的夫婦，每100美元的支票將
減少$ 5。 減免將適用於全部付款額，包括每個合格孩子額外的
$ 500。收入不超過20,000美元的美國人有望在5月1日之前領取
支票，收入不超過40,000美元的美國人將在5月15日領取支票。
其餘的支票將通過逐漸增加每週的收入增量來發行。 共同申報
的收入為$ 198,000的家庭將在9月4日獲得減免的支票。最後一
組支票將在9月11日發送給那些沒有稅務信息且必須申請支票的
人。

您不會需要為刺激支票繳稅。刺激性付款是聯邦所得稅的退
款，無需繳納聯邦所得稅。您不會需要為償還刺激性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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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经常埋怨ta一直不长进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给ta的不

是埋怨，而是赞美，结果会不会就不一

样？”

都说好的婚姻需要双方共同经营，

而夫妻之间的相处艺术有很多种，但却

常常被陷入柴米油盐琐碎中的你渐渐抛

之脑后。

其实“拍马屁”才是婚姻最好的调

味料，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弱爆了。

一份好的婚姻，都少不了伴侣间的

相互赞美和欣赏，还有善意的“拍马屁

”。

可能你会说，一句赞美的魔力真的

有那么大吗？

能让一个人事业有成？

虽然这跟他个人能力和毅力脱不了

关系，但你能说跟爱人的赞美一点关系

也没有吗？

很多时候，爱人的赞美与鼓舞就是

最好的动力。

赞赏对方，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

伴侣信心和快乐，这种不快乐不同于礼

物，这种快乐的赠与是持续性的，是能

够增加夫妻之间的亲密度的。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彼此都是老夫老

妻了，拍对方马屁根本没必要而实际上

它的意义非凡。

如很多伴侣一样，婚姻久了除了生

活的争吵很多夫妻都变得话很少，甚至

是没话说，因为在感情里疲了倦了。

甚至是对于伴侣精心下厨也不会像

以前那样满口称赞，而伴侣也越来越没

有心情下厨。

厨房的温度，就如同爱情的温度越

来越冷。

但如果想一份爱情走的很有温度，

那就尽情地赞美你的伴侣吧。

好的婚姻，需要一个人热情洋溢的

拍马屁，因为这样，婚姻才会越来越有

温度。

爱情里最美的姿态，莫过于互相欣

赏。

该拍马屁拍马屁，该装糊涂装糊涂

，甜言蜜语是柴米油盐的一味增鲜剂，

百用百灵，不信你试试？

好的婚姻，都很会拍马屁。

“爱”不仅需要行动，也需要说出

来。

毕竟有些情感，如果你不说，对方

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

聪明的夫妻懂得赞美对方，懂得把

甜言蜜语当做生活的交响乐，让婚姻生

活更加愉悦和享受。

去赞美对方，去放大对方的优点，

包容对方的缺点，日子会过得更加惬意

自在。

可能ta等你的赞美已经等很久了，

别再吝啬去拍伴侣的“马屁”。

婚姻的温度，需要“拍马屁”来

维持，否则就会越来越冷。

如果说婚姻有魔法的话，那么

“拍马屁”就是你的魔法，它可以让

增加你们的亲密度和快乐感。

幸福甜蜜的婚姻，都少不了彼此

赞美，少不了互拍“马屁”。

请用最动听最温柔的语言来为自

己的婚姻松土、浇水、施肥，让它开

出最娇艳最动人的花朵，结出最丰硕

的果实。

要想婚姻路走得又长又稳，善于

发现对方的优点很重要。

我刷碗不够细致，你却赞叹我用

心；我做菜卖相不好，你却说味道棒

极了；我虽然胖的没有曲线，你却说

就喜欢这种肉肉的感觉。

在家，有烟火；在外，有牵挂；精

神上，有沟通；生活中，自然就成为了

更好的彼此。

有人说，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就是赞

美表扬的声音，那会使人心情愉快，可

以让人坚定前进的方向，让婚姻一直保

鲜。

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

旁那个人变了。

他不再是英俊的白马王子，她也不

再是温柔漂亮的公主；他不再理解我的

情绪，她也不再倾听我的喜怒；他不再

呵护我，她也不再崇拜我。

要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不再相爱，

而是我们忘记了如何去爱。

不是他变得不好了，而是我们失去

了发现的眼睛。

你要记住，你对爱人的赞美里，才

藏着婚姻的幸福值。

如果夫妻双方都懂得用好的语言、

行动去赞美对方，那么会大大避免矛盾

的产生。

比如妻子做了一桌子菜，但是并不

是多好吃，甚至有的盐还放多了，老公

幽默地说“我的娇妻，看来你适合在古

代当皇后娘娘啊，难为你为我洗手作羹

汤了”，两人就不会为这件事而红脸。

相反，如果老公冷着脸指责，这一

顿饭是不是吃的没有滋味?

所以，婚姻里，请多有一点赞美，

少一点挑剔。

你的一句赞美，会让对方从不觉得

婚姻的无趣，你的一句指责，对方会丧

失信心，所以，赞美对方是婚姻里的一

剂良药，指责对方是婚姻的坟墓。

你的每一句赞美，都暖着她的心窝

，更暖了你们的婚姻。

好的婚姻，都很会“拍马屁”

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如果选错了

对象，未来的生活会经历更多的挫折和

考验，甚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谈恋爱和结婚都有一些需要刻意躲

避的人，他们可能是你早就拉入黑名单

里的人，也有的是你在看到别人爱情的

故事后自觉抵制的某一类人。

其中有一种最让人刻骨铭心，那就

是一些难以控住情绪并时常发脾气的人

。

爱上一个人，始于颜值，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情绪不好意味着一些矛盾

和争吵来得莫名其妙而很难相处，所以

有些爱情终结于情绪的爆发。

为什么说情绪会对爱情的危害那么

大？因为当情绪失控时很容易将不满和

烦闷倾注到最亲近的人身上，当被迫成

为出气筒时，这样的关系会变得极其不

牢固。

她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追到了阳光帅

气的男朋友，一起出路边的小餐，共同

旅游，生活因为有男朋友的存在而多了

一种简单的美好。

然而当遇到一些琐事发生矛盾的时

候，男朋友的情绪变化得特别快，上一

秒风和日丽，下一秒狂风暴雨，她连解

释的机会都没有。

除此之外，有时候男朋友会无缘无

故暴躁起来，和之前平易近人的形象大

相径庭，在她还没弄明白原因的时候，

男朋友说了实情。

原来他不擅长隐忍，唯有和他接近

得多了才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小时候

一直在父母异常的呵护长大，脾气经常

得到包容。

她在听到后有些伤心，有些情感并

非在得到理解后就可以顺畅地在一起，

控住不住情绪的人，道歉也只是成为一

种心安理得的手段，解决不了一而再再

而三的问题，感情终有一天会被耗尽。

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基本

的素养，无论是在感情和生活中都有很

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些由于情绪不或者

不合时宜而犯的错误，有时候是致命性

的。

在结婚之前，我们不能只考虑爱不

爱这么简单，很多时候，情绪经常失控

也会影响着人际交往和工作发展，而婚

后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你侬我侬，还有柴

米油盐酱醋茶，还有需要面对的来自内

部和外部的挑战。

一个人的情绪影响着工作的进展，

而工作又影响着个人的收入，经济实力

影响一个人的家庭地位和自尊感受，也

决定着婚姻的走向。

当然，和情绪不好的人结合需要考

虑到底能不能忍受或者有没有可能让对

方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毕竟一辈子那

么长，而结婚也不是儿戏。

能够控制情绪是成熟的一种表现，

在婚姻里我们已经不是像孩子一样想哭

就哭，想闹就闹，而是能够为对方着想

的同时也能承担起肩上的责任。

在婚姻里也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尤其是要摸清对方的脾性，那些情

绪控住不住的人，有时也会意识不到自

己正在做什么。

结婚之前擦亮自己的眼睛，如果不

能承受对方情绪不好的后果，不要盲目

地进入婚姻的殿堂。

结婚需谨慎，恋爱是必备，在充分

了解情况下再做出无悔的决定，你的幸

福，不知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选择另

一半，也真的很重要。

结婚的忠告：不和情绪失控的人在一起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
疫情之下商業地產疫情之下商業地產疫情之下商業地產疫情之下商業地產「「「「買賣與過戶心法買賣與過戶心法買賣與過戶心法買賣與過戶心法」」」」﹐﹐﹐﹐「「「「遠端過戶遠端過戶遠端過戶遠端過戶」」」」成新趨成新趨成新趨成新趨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進展至
今﹐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小衝擊﹒本次的
美南疫情追蹤報導﹐帶您從商業地產買
賣與產權過戶的角度﹐全方位剖析疫情
動向﹒
疫情之下房市景氣差疫情之下房市景氣差﹕﹕民眾不買民眾不買﹑﹑銀行不銀行不
貸貸
休斯頓誠信產權林富桂律師指出﹐雖然
州政府與郡政府下令﹐地產方面因為被
視為必要行業﹐可以營業﹐但許多民眾擔
憂疫情﹐因此不敢出門看房﹐因此住宅地
產呈現停擺趨勢﹒另外﹐許多人因為疫
情時間失業﹐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原本
預計或正在進行的買屋計畫﹐因為銀行
不貸款慘遭卡關﹐或是民眾也因為憂懼
疫情﹐打消了原本的購屋計畫﹒
即便德州已經邁向復工階段﹐林富桂表
示目前買氣仍然蕭條﹐尚需要時間才能
恢復﹒
休城四月報表休城四月報表﹕﹕獨立屋銷售為何表現佳獨立屋銷售為何表現佳﹖﹖
針對四月份休斯頓公布的報表顯示﹐獨
立屋的買賣銷售表現不差﹐是什麼緣故

﹖林富桂指出﹐這是因為大多的買賣是
在更早的疫情之前就完成了﹐只是選擇
在四月份過戶﹒但她指出﹐從五月份開
始﹐很多正在進行中的交易﹐都因為銀行
貸款失敗﹑或買方自己暫緩腳步受影響﹒
德州房客驅逐令生效德州房客驅逐令生效﹐﹐變動為何變動為何﹖﹖
隨著德州驅逐令的庭訊與執行開始生效
﹐林富桂指出﹐若房東面對房客惡意不付
房租等行為﹐也開始能夠因應了﹒但她
表示﹐根據休斯頓當地房東的聯盟數據
統計﹐其實四﹑五月時﹐大約有百分之八
十的房客都有按時繳房租﹒房東與房客
都有自身壓力﹐必須要兩者互相協商體
諒﹒
達拉斯商業地產現況達拉斯商業地產現況﹐﹐旅館業衝擊大旅館業衝擊大
達拉斯商業地產專家吳國雄指出﹐隨著
疫情導致的行動受限﹐商業地產也受到
波及﹐包括工廠﹑辦公大樓﹑倉庫等等﹐其
中受到衝擊最大的無外乎「旅館業」﹒一
般叁星酒店﹐疫情之前平均每日出租率
有60%到75%﹐受疫情影響下﹐出租率只
剩45%﹒

吳國雄分析﹐對於
酒店而言﹐至少要
達到35%的出租率
﹐才能使經營成本
達到收支平衡﹐因
此在達拉斯地區﹐
有些四星級酒店﹐
情願暫時關閉﹐也
不願意開始營業﹐
才能減少開銷﹒吳國雄分享﹐今年全美
國四月份成交了大約四十個案子﹐然而
這些成交往往也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所達成的﹐並不是最近﹒
居家令以來居家令以來﹐﹐購物商場衝擊亦大購物商場衝擊亦大﹐﹐房東周房東周
轉出問題轉出問題
此外﹐購物商場亦是此次疫情之下的重
災戶﹐吳國雄以自身公司所經營的購物
商場約有70多個﹒而在疫情衝擊之下﹐
商場中的「超市」業績表現可能比疫情之
前亮眼﹐因此在支付房租上沒有問題﹒

然而對於較小型的購物中心﹐房租收入
只能到平時的20%﹒若是近五年有做這
類型的投資﹐一般而言利息為5-6%﹐許
多人會選擇70%與銀行貸款﹐即貸款額
度 70%的貸款價值比（Loan-to-Value,
LTV）﹐若要達到70%的貸款價值比﹐就
意味著現金流也要達到70%﹐也就是說﹐
一旦出租率沒有達到70%﹐對於房東﹑投

資者會出現週轉上的問題﹒
吳國雄認為﹐面對疫情衝擊﹐不僅是房東
與房客的協調﹐政策﹑制度上的多方配合
也十分重要﹒
買賣雙方模式改變買賣雙方模式改變﹕﹕「「遠端過戶遠端過戶」」新趨勢新趨勢
針對近來行動受限﹐不僅全美各地﹑世界
的旅遊也受到影響﹒林富桂指出在疫情
之下﹐交易模式也有所改變﹒比如﹐德州
早在兩年前就通過了「視頻過戶」法案﹐
過去因為擔心有造假之嫌﹐沒有廣為適
用﹒最近則是受到疫情催使﹐林富桂指
出自己在這陣子已經完成好幾個這樣的
案件﹒
比如說﹐上周一名中國客戶要在美國貸
款買房﹐但人在中國﹐無法到美國的銀行
進行簽字﹐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透過視訊
的方式﹐授權當地產權專家作為代理人﹐
一切都能通過遠程進行﹒

「「有市無價有市無價」」﹕﹕商業地產買賣困境與心法商業地產買賣困境與心法
吳國雄也指出﹐在疫情特殊狀況之下﹐目
前商業地產交易最常出現的狀況是﹐買
賣雙方的需求都在﹐但定價談不攏﹒在
疫情之前﹐通常是以在沒有與銀行貸款
的情況下﹐能達到6-7%的回報率作為定
價方式﹒
賣方往往希望能達到疫情之前的6-7%
之回報率﹐而買方所看重的指標則是「回
收」與「收入穩定性」﹐然而疫情之下一切
處於不穩定的情況﹐因此買賣雙方談不
攏﹐吳國雄認為目前商業地產多處於「有
市無價」的窘境﹒
吳國雄指出﹐當前狀況為「有現金即是王
道」﹐若買方想趁此進行投資﹐要評估的
不是能殺多少錢﹐而是要跟同類型物件
的價格進行比較﹐若價格合理﹑手頭又有
足夠現金﹐是投資的不錯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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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管理區與食品銀行和議員西南管理區與食品銀行和議員EdwardEdward
PollardPollard合作合作，，55月月3030日上午日上午1111點在點在
Plaza AmericaPlaza America分發分發20002000種食品種食品

自新冠疫情在美發生以來，休斯頓
亞裔社團始終以實際行動支持著抗疫，
生動踐行了雪中送炭，患難與共的可貴
精神。以李雄主席為領導的西南管理區
，繼參與了亞裔社團捐出300萬元醫療
物資和為前線英雄送出1萬份餐飯之後
，又積極加入了，由休斯頓市政府與食
品銀行（Food Bank）聯合支持食品免費
領取的義舉。此次活動更是得到了休斯

頓市政府與J地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
先生的鼎力支持。

此次活動將在五月三十號，本周六,
於 PlazAmericas Mall（7500 Bellaire Blvd
）舉行。居民們可以在食物領取點領取
輔助性食物，包括新鮮瓜果，牛奶面包
等，和基礎的防護醫用品。

領取點具體開放時間為，5月30日
，上午11點至下午1點；

免下車居民可領取50-80lbs， 步行
居民可領取 15-25lbs，入口均是，在
Clarewood Dr路上，Marinette Dr 與 Re-
ims Dr 之間。

屆時，希望民眾做好防護措施，保
持社交距離。

詳情請聯系Alice Lee,（713）501－
8719。

德州州長Greg Abbott宣布將政黨決選
推遲到2020年7月14日。

• 親自投票和郵遞投票都將適用於
此次選舉。

• 候選人在政黨初選如未獲得50％
加1選票或以最多數票獲取政黨提名初選
勝利，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將有資格參
加政黨決賽(Runoff)。

• 選民即使未參與3月的政黨初選
仍可在7月的政黨決選投票。。

• 選民在3月的政黨初選及11月的
普選可以自由選擇投票給任何一政黨。然
而對於已經參與3月初選投票的選民，在
7月政黨決選時，只能投給3月政黨初選
時所投選的政黨

三月政黨初選回顧
三月政黨初選回顧
德州選民的資格
不同其他州、根據德州法律規定您必

須是美國公民、滿 18 歲並且是登記的選
民才能參與該縣的投票。 如果您過去八年
以來都從未有投票紀錄、或是搬遷至新的
住處、您必須要重新登記、更新資料。

2020政黨決選重要日期
選舉日 - 7月14日
提前投票:
6月29日 - 7月2日|上午7時 - 晚上7時
7月5日|上午10時 - 晚上7時
7月5日 - 7月10日|上午7時 - 晚上7時

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 (收件日, 非郵戳
日) - 7 月 2 日

回郵選票收件截止日 - 7 月 14 日晚
間 7 時

不同投票的方式
為了方便民眾投票、Harris合格皆可

以選擇提前投票或是選舉曰投票、限定選
民可申請郵遞投票，以下是有關郵遞選票
注意事項及申請資格。

郵遞選票申請日期
Harris縣的所有登記選民可以選擇通

過郵遞投票。再次提醒，郵遞選票必須每
年申請。申請表格可以在每個日曆年度的
第一天 (1月1日) 開始遞送，但不得遲於選
舉日前的第11 日。
郵遞選票申請

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即可申請郵遞選票：
• 在選舉日當天以及提前投票期間，您
都不在本縣境內；
• 生病或殘障；
• 在選舉日當天年滿65歲或65歲以上
；
• 或是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申請 [年度] 郵遞選票
凡年滿65歲或65歲以上或是殘障人

士均有資格提出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
(ABBM)。在申請表勾選 「年度郵遞選票」
以確保申請者在該選舉年度期間將收到所
有選舉的郵遞選票。如果您需要中文申請
表格, 請至
https://harrisvotes.com/VotingInfo?lang=
zh-CHT#VoteByMail網站下載申請表,電郵
BBM@cco.hctx.net或致電我們
713-755-6965

打印並填寫您的申請表
1. 閱讀所有說明；

2. 使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筆 標選您的選票
；
3. 將標選的選票放入選票信封內並密封
；
4. 將選票信封放入隨附印有行政書記官
地址的回郵信封內；
5. 將回郵信封密封，並在指定處以您在
郵遞選票申請書上同樣的簽名方式簽名；
6. 貼上足夠的郵資遞回。

遞交方式：
• 將您的申請表放在信封中並郵寄
• 安全地密封信封-健康或生病，請不
要用舔的方式！
• 使用一般郵寄請寄至：
Chris Hollins
Harris County Clerk
Attn: Elections Division
P.O. Box 1148
Houston, TX 77251-1148
• 使用一般送件或合約送件請寄至：
Chris Hollins
Harris County Clerk
1001 Preston, 4th Flr, Rm. 440
Houston, TX 77002

請注意，法令已有更改. 以傳真或電
子郵件方式申請郵遞選票，申請表必須在
傳真或電郵至提前選務官後的四個工作天
內以郵寄方式送達至提前選務官，該郵遞
選票申請始得以生效。 (TEC 84.007).
• 遞交方式: BBM@cco.hctx.net
• Fax: (713)-755-4983 or
(713)-437-8683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幫助，縣行

政書記官辦公室可以為您提供協助。
與我們聯繫：
BBM@cco.hctx.net
713-755-6965

投票所需要中、英文雙語選務人員提
供翻譯服務

我們需要有服務熱忱的縣民於選舉日
當天在投票所貢獻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如
果您是 Harris 縣的登記選民，或是居住在
Harris 縣滿 16歲的高中生（但是必 須是美
國公民，有父母與校長簽署的許可證明）
中、英文流利，歡迎您參加我們的行列。
立即加入！請致電 713-274-9550 或是到
我們的官方網站 https://harrisvotes.com/
PollWorkers?lang=zh-CHT 下載申請表及查
閱詳細說明。
依據Texas州州法，選務官有權任用該投
票所在選舉日當天的工作人員。因此，有
興趣在投票所工作的個人可直接聯絡其所
屬選區的選務官，表達自願服務的意願。
查閱選區投票所選務官的名單，請按 此處
。
也歡迎您直接與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選務
處華裔負責人 芮久玟JoAnne Ray連絡: 電
話號碼 713-274-4325或電郵 JRay@cco.
hctx.net。
為因應疫情，我們將為選務人員提供多項
新的保護措施:
• 個人保護設備
將為選務人員提供防護面罩，手套和洗手
消毒液。“
• 提供網路培訓選項
提供網路培訓，以便選務人員可以在家中

接受培訓。
• 額外的衛生措施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提供有關如
何保持選舉設備和投票地點清潔的新指南
如下:

o 遵循選務工作人員的指導，以保持社
交距離。
o 如果您有面罩或口罩，請您在到達投
票所時戴上。。
o 在進入投票室之前，請至消毒台清潔
雙手。
o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紙巾遮住口鼻。
o “高接觸”區域將在選民使用前後被
清潔和消毒。

給選民的提示
• 佩戴能緊貼您鼻子和嘴巴的臉部遮蓋
物。這有助於確保您以及其他選民和選務
工作人員的安全。
• 與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離。請注意，
投票所的設置將與以往有所不同，為顧慮
選民的安全，在投票機之間會保持更多的
空間及距離以方便投票。
• 經常洗手，包括在投票前後。
• 如果符合條件，考慮提前投票以避免
不必要的排隊或擁擠。建議選民在非高峰
時段進行投票，例如在早中午之間或下午
。
• 如果您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認為自
己生病了，請留在家裡。

爭取共和黨福遍郡稅務官提名張晶晶義工團隊爭取共和黨福遍郡稅務官提名張晶晶義工團隊
及多個社團共同发动了及多個社團共同发动了““Together, We areTogether, We are
StrongerStronger””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城市政府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城市政府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捐贈個人捐贈個人 Jeff Wang(Jeff Wang( 王峻王峻）） $$10001000,, 陳灼剛陳灼剛
$$10001000 ((廣東總會廣東總會））,,俞曉春俞曉春 $$500500 ,Daniel Wong,Daniel Wong
$$500500,,休斯頓華星藝術團休斯頓華星藝術團/OAEC $/OAEC $500500 等多人等多人

捐贈單位浙江同鄉會捐贈單位浙江同鄉會,,廣東總會廣東總會,,川渝同鄉會川渝同鄉會,,美國美國
青田世界華人協會青田世界華人協會,,休斯頓清華校友會等多個單位休斯頓清華校友會等多個單位

44月月77日下午日下午22時時Together, We are StrongerTogether, We are Stronger共有共有
5050多個人及單位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城市政府多個人及單位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城市政府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Together, We are Stronger””義工義工
團隊相隔六尺在糖城市政府前團隊相隔六尺在糖城市政府前

糖城市長宣佈捐贈疫期醫用品將分發給警察糖城市長宣佈捐贈疫期醫用品將分發給警察,,
消防員消防員,,醫院醫院,,退伍軍人及養老院使用退伍軍人及養老院使用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 共向共向City ofCity of
Sugar land donated $Sugar land donated $3333,,730730 of PPE suppliesof PPE supplies

共有共有1010,, 465465 masks,masks, 490490 goggle,goggle, 200200 isolationisolation
gown,gown, 200200 face shields,face shields, 200200 bottles of handbottles of hand

sanitizer,sanitizer, 9090 protection Overallprotection Overall

華裔社區共同發動華裔社區共同發動””Together, We are StrongerTogether, We are Stronger””的活動的活動，，己得到主己得到主
流有關社團流有關社團，，個人個人，，英文及華文媒體記者的關註和支持英文及華文媒體記者的關註和支持

糖城市政府還繼續接受疫期醫用品捐贈糖城市政府還繼續接受疫期醫用品捐贈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Together, We are Stronger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捐贈疫期醫用品給糖
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特意聯合安徽同鄉會特意聯合安徽同鄉會，，幫忙收集款項幫忙收集款項，，

並提供減稅捐款收據並提供減稅捐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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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命丰盈的根本是什么？互联网搜

索专家、原腾讯副总裁吴军先生以为：读

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阅读使人长智、怡情、养性；旅行带

你亲身感知、印证所学、知行合一。

如今是一个电子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

，尤其内容展示的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我

们足不出户便可得知天下事，依靠互联网

就可以非常便捷地用搜索引擎获取知识，

从而可以不需要平日里的阅读累积。

所以，很多人慢慢都不读报纸、杂志

、书籍等纸质媒体了，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大多数人真正可以用来读文字的时间相

对就更少了；同时，刷刷短视频，上上网

看看美景就等同于是旅行了。

可是仅仅依靠互联网的这种“快消”

方式来学习、生活真的可行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阅读还

有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下，我们为什么

还要读纸质书？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走走

？

一、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获取知识的三个来源

人立足于这个世界就要获取一定的知

识，这样做事比较方便。这里的知识不仅

仅是指需要考试得分的内容，更包括你生

活的阅历。这些“知识”来源基本上有三

个：

第一，你个人的体会。这也就是为什

么我们会说有些人“人生阅历丰富”。

第二，阅读或学习获得的。人如果什

么东西都靠自己体会，获得知识就是一件

非常漫长的事情。

举个例子：

你教一个小学生数学里“0”的概念，

他很快就知道了“0”就是没有，或正好是

在所有数字里中间里的位置，不多不少。

但是，“0”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经

历了大概几千年才研究出这个数字？

所以靠自己生活的经验，有时候想象

出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常识都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进入到社会，不知道这个社会

的深浅，要靠自己的完全体验来获得知识

，这个速度其实非常慢。如果有人把这些

经验写出来告诉你，你读完以后就知道哪

里有坑，在实践中就把这些坑避免掉，这

样就比自己去体会快很多。

毕竟人这一辈子，大概也就八九十岁

（现在哪怕活的长一点），也就是3万天

左右的时间（实际上不长）。如果所有事

都靠不断地试错去进步，速度就太慢了。

所以，广义上的阅读是获取知识，是

帮助我们成功最便捷的一个方式。

第三，经过你自己思考产生的知识

（你的输出）。你可以将这些知识传播给

他人。

总体来讲，阅读和学习占我们获得知

识的比例最大，一头一尾，亲身体验和你

自己输出是相对少的。

2为什么要读纸质书？

随着科技的进步，纸质书的比例在不

可避免地降低。在中国其实纸质书的的下

降比例不是很大，因为盗版等原因使出版

机构还有兴趣来出纸质书。

而在美国亚马逊上，电子书现在已经

超过纸质书了（从销量上来讲），但是纸

质书的比例还很高。而且它们的性质不同

，也就是不同时候会读不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读纸质书，我们从四个方面

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纸质书本身门槛比较高。

你在网络上写一篇文章，马上就可以

发出去；但你要找人愿意为你印刷就有一

定的门槛了，有了门槛要有基本质量的把

控。

举个简单的例子，网络上有很多谩骂

，但你很少见到卖掉了一份报纸，上面还

有有胡言乱语的谩骂。因为没有人会愿意

把这样低质量的东西专门印刷出来。

同样，我们在网上看的网络小说有好

的也有坏的，总体来讲好的比例不高。原

因是这些作品的发表成本太低，没有人把

这道关。这个“关”不是编辑来把的，而

是通过市场把关的。

所以，与网络媒体相比，纸质书总体

来讲质量是比较高的。

其次，教科书需要读纸质书。

有人说纸质书出来以后，我能否用放

在电脑上、手机上阅读呢？这是可以的。比

如我们读一些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你可以

在手机上用碎片时间看，是比较方便的。

但还有一类书——教科书，是需要来

回翻的，就不大方便用电子版的，而且有

时候你还要在书上写写画画，这类纸质书

还有很大存在的必要性。对一个学习的人

来说，教科书的重量、价格成本都不是最

重要的。

例如，你上大学花掉了几千块钱的教

科书的费用，你不会觉得昂贵，因为大家

上大学想获得的收益是比这大的多。这和

你读一本消遣的书是不一样的。

第三，经典图书最好读纸质书。

还有一类是你会反复阅读的经典书，

我比较建议读纸质书。因为读纸质书的时

候你会思考，你也可以反复翻，有时候可

能会读两三遍。在读经典书时，你需要一

个相对安静、比较完整的时间，比如读半

个小时，哪怕读一刻钟，有时甚至一读一

两个小时，沉浸进去，这样比较好理解它

的内容。所以，这一类书我觉得用纸质书

比较方便一些。

第四，出于怡情养性，你需要读纸质

书。

有些人习惯读纸质书。很多人读书是

为了怡情养性，这就跟有人练瑜珈一样，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负担。有时候读书，

需要在一个很舒服的咖啡厅里，或者在家

里，外面下着雨，自己坐在书房的窗前，

慢慢地去品味，去体验。在这种情况下，

纸质书的效果会好很多。

打个比方，从吃饱饭的角度来讲，你

吃快餐就可以，快餐的营养还是不错的，

味道也OK，但你不能老吃快餐，人总是

要享受一下美食。很多时候我们吃的是它

的味道，而不仅仅是营养成分。

也许你会说电子书里所有的内容也都

有了，文字都一样，为什么要读纸质书？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吃一道精致的正

餐，而不是吃快餐，这是有差别的。

二、读书的方法

有人读书很快、有人读书很慢；有人

读书虽然多，但好像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有人读了几本，但体会很深，这是怎么回

事呢？

我不是一个读书很快的人，我读的书

数量不少，我把书分成三类，这样就保证

能够有一些书读得比较深，当然读的数量

也比较多一些。

第一类：需要大概翻一翻

我拿到一本书，一看这个话题我很感

兴趣，我会快速地过一遍，如果觉得这本

书没意思可能就扔一边了，觉得有意思就

会继续了解下它的内容，这种书一般你快

读一遍就能知道它大致的内容，你也能判

断出它的思想、结论对你是有帮助的。但

你读得比较快，一些细节可以跳过去，如

果对某个部分感兴趣，我一般会做标记，

回过头会再看一遍。

像文学类的书，某一段的文字比较好

，我就画个框标记上，回来再看。对我来

说，书本身的纸张不重要，里面的内容才

重要。对特别好的书如果想当收藏品收藏

一份，我会买两本，一本我去乱写乱画，

一本放在书架上不动。

第二类：需要第二次再看的参考书

有些书读完一遍以后，虽然放在一边

，但你可能会回过头来看它，特别是一些

参考书。比如我写《文明之光》的时候，

手头上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有两套，一套是

剑桥的中国史，一套是哈佛的中国史。坦

率来讲，这些书读起来趣味性不是很好，

我会大概要翻一翻它里面讲过什么内容，

但对一些特别的数据、例子我会做标识。

第三类：需要反复读的经典之作

有些书你读完一遍以后，你会回过头

来再读一读，像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很

多书不同的年纪读、不同的时间读可能会

有不同的感悟。

年轻人大概有三本书大家比较喜欢读

：《少年维特的烦恼》《麦田的守望者》

《了不起的盖茨比》。小时候读完后，过

一段年纪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感受完全不

一样。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里面

讲的一些道理需要你慢慢感悟，读两遍后

你能悟出蛮深的一些道理。

很多人会反复读一些中国古典书，比

如《红楼梦》。据说张爱玲在出名以前，

《红楼梦》可能读了四五十遍，这就说明

她每一次读都有一个感悟。

在西方有一本书大家每一次读有时候

都会有新的认识，即《圣经》。林肯总统

家里曾经没有什么书，他大部分知识都是

来自于《圣经》。每一次读，结合自己不

同的人生经历，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孔子

的《论语》，小时候读可能未必有很深的

体会，到了四五十岁读你就能理解《论语

》中讲的很多道理了。

第四类：消遣性的书

人总要有一些闲暇时间，想懒一懒，

哪怕有时候躺在床上，读一些小说。消遣

书读起来并不是不好，但放松一下还是不

错的。其实有些消遣书里的一些写作手法

还是不错的。但这种书你读多了，你思维

方式其实是很窄的。

这就是我把我读的书划分的种类，就

你而言，需要就怎么做到广泛和高效来个

平衡。

三、读书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广泛阅读消遣类读物

很多人阅读的基本上是一些休闲杂志

、媒体上的八卦，以及一些消遣性的书。

有人说这不算阅读，我认为这也算阅读，

读总比不读好，当然这个层次稍微浅一点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经典读物

也有些人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书。其实

这些书一开始也是流行读物（早期的时候

），慢慢经过长时间的洗礼最后留存下来

，就成了经典。像《简爱》和《傲慢与偏

见》这样的爱情故事，在那个年代可能跟

琼瑶写的故事差不多，只是它留传了大概

两百年，并且经过世界各国的验证，讲了

跟多人类共性的问题，所以称为经典。

相比之下，过去港台也有很多言情小

说，上一辈人读的书这一辈人都不知道了

，因为它不能表示人的共性，甚至只代表

了那个时代、那个很小地区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要读经典书，因为它无

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让我们人性有一些更

深刻的了解。

例如，查尔斯· 狄更斯（比如《双城

记》）的书，通过他的书你可以了解到，

在资本主义或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我读书那个年

代（读中学时），虽然也读查尔斯· 狄更

斯的书，但对他里面讲的一些内容理解得

不是很深刻，只是看故事，因为中国那时

候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我无法理解人和

人之间一些特殊的关系。

大概20多年前，张爱玲的书很流行

，但今天不太流行了。因为张爱玲的书某

种程度上来讲，是写“都市的生活”。在

解放前中国只有上海称得上是都市，剩下

的无非就是大村镇，即使北京这种城市也

没有太多的都市生活。

20多年前中国开始城市化的时候，我

们才能感受到她书里的一些内容，比如讲

电车“当当当”地开过街道，40年前，二

线城市哪有这样的生活，到了晚上都很安

静，不可能有这种体验。

最近这几年张爱玲的书又不流行了，

原因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过她书中所讲的

那个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了，现在是快节

奏的信息时代，这些内容在她的书里是没

有的。

第三层级：读知识性的书

国外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会

写一些学术内容给普通人读，最典型的就

是霍金的《时间简史》。霍金用一种大家

都能读的语言写宇宙的故事，使我们的认

识得到全面的提高。

很多人（尤其是文科生），对我说，

读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才能体会到宇

宙之大，体会背后的一些物理学规律。平

时你虽然仰望星空看到遥远的地方，但其

实你没有像读《时间简史》那样的体悟。

当然，对于一些喜欢阅读、喜欢把事

情搞清楚的人来说，尤其是一些专业人士

，还是要读一些学术专著的书。比如你是

投资人，你可以读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

典》，这是有意义的。而作为一个投资人

，尤其做二级市场投资的人，一些经典的

教科书，比如《公司的估值》这一类的书

你是必须要读的，否则做事可能不专业。

互联网科学家：匮乏在不远处等着不读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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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
事古難全。而生命中難以承受之最，無
疑是生離死別。醞釀這篇文章的時候，
心情就很沈重。寫這篇文章的誘因，是
幾位休城摯友的至親相繼離世或身患絕
癥，事情發生後，發現缺乏應有的法律
文件來及時地作出醫療決定和財產處理
。沒有完備的法律文件，會讓親人在承
受巨大精神痛苦的同時，面對醫療決定
和財產處理手足無措。以下四份文件必
不可少，而且需要在當事人神誌清醒，
有受益人之外的兩個證人在場的情形下
簽署。

委托書 (Power of Attorney)
委托書是指委托他人行使自己合法

權益的法律文件。委托書的處理事項可
以包括不動產交易; 有形的動產交易; 股
票和債券交易; 商品和期權交易; 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賬戶管理和交易; 企業
的經營事務; 保險及養老金事務; 遺產
，信托，和其他受益人的交易和事務管
理; 索賠和訴訟; 個人和家庭的維護及管
理; 社會保障，退休工資，醫療保險，
醫療補助，或其他政府福利的領取及賬
戶管理; 退休計劃;和稅務事宜。

醫療委託書 (Medical Power of At-
torney)

醫療委託書是指委托人指定自己信
任的家庭成員或朋友，在自己失去行為
能力時，為其作出醫療的決定。醫療機
構或醫務人員必須依照受托人的決定行
事。委托人可以授予受托人全部或部分
決定權。

遺囑 (Will)
遺囑主要是指定由誰來繼承自己的

遺產。如果沒有預立遺囑，只能依據法
律分配遺產，未必契合自己的心意。比
如壹些字畫收藏，希望留給熱愛藝術品
的孩子，高科技公司的股票，更適合留
給有金融頭腦的孩子，而家中的名貴首
飾，給追求時尚的孩子更為妥帖。如果
沒有遺囑，財產很可能會失去其原有的
商業價值和更重要的情感價值。

遺囑還有壹個重要作用，是可以指
定未成年小孩的監護人（Guardian）。
指定時需要考慮監護人的財務狀況、健
康、年齡、和照顧小孩能力等。

遺囑還可以指定 「遺產執行人」
(Executor)，如果沒有預立遺囑，配偶
和子女都有權擔任執行人，若有不同意
見，容易發生矛盾和爭執。

生前遺囑 (Living Will)

生前遺囑是個人對於其醫療治療意
願的聲明。當生命處於休克、昏迷狀態
時，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遵照患者在生
前遺囑中指示而執行其意願。在著名的
Terri Schiavo 壹案中，Terri因為意外大
腦受傷成為植物人。經歷了八年的漫長
治療後，醫院表示從醫學概率上來說，
Terri幾乎沒有蘇醒的可能。Terri的丈夫
請求法院批準，讓醫院拔去壹直支持
Terri 生命的輸液管，讓Terri 不再忍受
病痛的折磨，體面地離世。可是Terrri
的父母愛女心切，他們認為Terri仍有知
覺，堅決反對Michael拔掉輸液管的請
求。Terri的案子從佛羅裏達州的基層法
院壹直打到最高法院，涉及了十余次上
訴，無數次法庭聽證，數百萬字的調查
報告，更是耗費了雙方數百萬的財力。
如果Terri有生前遺囑，這壹切的爭端都
可以避免。

由此可見，預先準備好完善的法律
文件，是對親人最體貼的關愛。

其他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對於

移民政策有很多新的提議，有的已經開
始實施，而有的在法院的介入下胎死腹
中。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正常情況下
，已經遞交的移民申請和已經批準的簽
證，綠卡和入籍不受總統政策調整的影
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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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
(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上訴
（290B）的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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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美國國務院從2020年 3月20
日星期五開始暫停所有的移民簽證和非
移民簽證服務。

d.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18
日起取消了所有的打指紋，面談和公民
宣誓，但是移民局還在接收新的申請和
審理案件。目前移民局打算從6月4日
起重新對公眾開放。但是會根據各州的
疫情調整開放時間。

e.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16
日開始取消了加急申請。

f.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
為由要求延期。如果申請材料合格，延
期等待期間是合法的。

工作簽證的申請人延期等待期間

240天之內可以合法工作。
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申請的

遞交，移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限處理
。
通過豁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以延期30
天。30天之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可以
繼續延期30天。

3. 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
心5月4日宣布：從今年6月1日起不再
接受郵局或快遞信件的查詢。所有的查
詢必須通過網絡查詢系統提交。

4.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2月24
日起全面修改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
和非移民申請美國福利。綠卡或公民申
請人如果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
如TANF, SSI, SNAP, Medicaid, 食物券
、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
民申請。移民局也將嚴格審查以任何形
式申請美國簽證的申請人，如果認為申
請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會拒
絕其入境。

5.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
請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申請的
項目主要包括使用I-129表的H1B, L1
，E簽證和I-140職業移民申請。其他
類別移民申請的申請費也會在近期調漲
。

6.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最新移
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
卡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
期，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
請） 和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
情形幾年才出現壹次。現在不確定7月
份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壹般而言
，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
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壹步（I-130），
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綠卡申請的
第二步。但是在最近幾個月，美國綠卡
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
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壹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
時，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
。壹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
主工作。而壹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
不再需要申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
偶可以不繼續維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
份。

7.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
2018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
民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略發出RFE（要
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決）

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策。 該備
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
第壹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
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
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據中
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
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
庭移民的 I-485申請中沒有提供經濟擔
保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
提供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
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
於所舉出的例證。

8. 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美國
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
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
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間都
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有
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專
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
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
局的申請信息完全壹致。壹旦發現有任
何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民申請
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
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國移民局
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息
要求和審查力度。對於政治庇護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壹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
日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
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在審理H-1B
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申請
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
民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
新問題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
定。因此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
而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
重新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壹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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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有上述情況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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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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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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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下午5:
30(11-1 月 下 午 5 點) 在 電 臺 調 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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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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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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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周壹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壹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四份不可或缺的法律文件四份不可或缺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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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出席代表與出席代表與 「「山東之光山東之光」」
警察局警察局 「「交通犯罪部交通犯罪部」」 主任劉濤主任劉濤（（左四左四」」 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副會長秦鴻鈞副會長秦鴻鈞，，楊俊義大師楊俊義大師，，江岳江岳
，，陳文律師陳文律師，，豐建偉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永久名譽會長，，會長修宗會長修宗
明明，，副會長徐洪濱副會長徐洪濱，，及理事及理事Justin JiJustin Ji 等人等人。。

（（左起左起））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副會長陳文律副會長陳文律
師師，，資深警官周錫俊與會長修宗明合影資深警官周錫俊與會長修宗明合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修宗明會長修宗明（（右右））與資與資
深警官周錫俊深警官周錫俊（（左左））合影合影。。

((右起右起））休市休市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 警察局長警察局長B.Tien,B.Tien,
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警察局交通犯罪部警察局交通犯罪部dirctordirctor 劉濤劉濤

副隊長及楊俊義大師合影副隊長及楊俊義大師合影。。

出席老鄉代表與警察代表合影出席老鄉代表與警察代表合影（（左起左起））楊俊義楊俊義
大師大師，，警察局交通犯罪部的警察局交通犯罪部的directordirector 劉濤劉濤

（（Whitman T. Liu )Whitman T. Liu )副隊長副隊長，，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師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師、、警察局警察局SouthSouth
GessnerGessner 局長局長B. Tien,B. Tien, 「「計算機協會計算機協會」」 會長江會長江

岳岳，，及資深警官周錫俊合影及資深警官周錫俊合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師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師
（（右三右三））在儀式上講話在儀式上講話。。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修宗明會長修宗明（（左二左二））在儀在儀
式上講話式上講話。。旁為理事及副會長旁為理事及副會長（（左起左起））江岳江岳、、

Justin JiJustin Ji、、徐洪濱副會長徐洪濱副會長、、楊俊義大師楊俊義大師。。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修宗明會長修宗明（（右一右一））代表代表
該會所有會員向勞苦功高的警界代表致意該會所有會員向勞苦功高的警界代表致意。。

出席捐贈儀式的美南山東同鄉會代表與華出席捐贈儀式的美南山東同鄉會代表與華、、亞裔亞裔
警察代表合影於敦煌廣場警察代表合影於敦煌廣場 「「友家山東館友家山東館」」 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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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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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本周五本周五（（55//2929））起正常營業起正常營業
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請大家告訴大家請大家告訴大家

Attorney Fangzhong Tian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Dallas Office: 1104611046 Chanay Dr., Frisco, TXChanay Dr., Frisco, TX 7503575035

Houston Office:Houston Office: 21272127 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Tel: (Tel: (972972)) 978978--29612961; (; (713713)) 559559--20782078; (; (214214)) 646646--87768776; (; (832832)) 789789--19971997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為刺激美國經濟復蘇，2020年3月27
日，川普簽署了2萬億美金的《新冠病毒援
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這份法案究竟
對我們有哪些幫助呢？正在辦理移民申請
或身份轉換的我到底能不能領取救濟？能
領取哪些救濟？會不會影響我日後申請綠
卡或公民入籍呢？

最近，很多客人來電、來信咨詢是否
可以申請$1200的紓困金以及各類其它補
貼或救濟。如正在申請庇護的楊女士，已
來美國三年且有報稅記錄、工卡和社安號
，還沒拿到綠卡，她很疑惑自己是否符合
領取這些救濟的標準；如果符合，領取後
會不會影響她以後申請綠卡或公民入籍？
又如葛先生壹家三口壹年前來到美國，只
拿到庇護工卡還未曾報稅，他與妻子都因
疫情而失去工作，可壹家三口的房租水電
和其它日常生活開支讓他們焦慮萬分，想
急切知道究竟是否可以申請救濟或補貼、
可以申請哪些補貼？類似楊女士和葛先生
壹家、以及其他不同情況下正在美國或已
被困在美國的客人，最近總是詢問這些問
題，有的申請且獲得了救濟卻惴惴不安、
擔心今後無法申請或保持綠卡，有的可以
得到這些救濟但仍然茫然不知。在此，我
根據對新法案的解讀給出如下解答和建議
，謹供迫切尋求答案的您參考。

首先，如楊女士和葛先生壹家正在辦
理庇護但尚未拿到綠卡的人，可以放心申
請這些救濟和補貼，且不用擔心今後身份
轉換，因為移民政策關於公共負擔的限制

條款不包括庇護和難民申請者。此外，如
果您申請的移民身份不是庇護或者難民身
份，而是其他類型，您申請疫情相關的救
濟和補貼也應該不影響您今後申請或者保
持綠卡以及公民入籍申請，因為疫情救濟
是壹種特殊的緊急援助，不是壹般意義上
的公共福利；如果您領取的是失業金，您
就更不用擔心，因為失業金的本質是保險
而不是救助。

其次，哪些人能領取$1200的救濟呢
？IRS官網信息顯示，如楊女士在美國居住
三年符合外國人居民的標準、且有報稅記
錄和SSN，那麽只要上次報稅的年收入小
於$75000，則將會收到這次的全額救濟；
年收入越高，救濟就越少、發放時間也越
晚；且救濟不會扣稅，領取救濟與移民狀
態無關，而是看您的報稅身份。如果您的
報稅身份是居民外國人，那麽您就無須主
動申請，國稅局會按照稅表記錄的賬戶地
址直接發放救濟，您也可以在 IRS 官網
Check My Payment網頁查詢進度和狀況。
此外，您的個人年收入少於$12,200且無需
付稅，那麽您只要在IRS官網上登記申請
就可以領取到這個$1200的救濟金了。如
果您因為健康等原因，平時只能靠社會保
障福利來維持生活、且沒有支付各種稅金
，這次疫情期間您也是可以獲得疫情救濟
的。但是，沒有社安號、非稅法定義的居
民外國人和被扶養人都是領取不到的，比
如葛先生壹家，就拿不到這次的疫情救濟
。那麽葛先生壹家怎麽度過這個難關呢？

法案除了個人救濟，同時還擴大了失業保
險的範圍：失業者只需證明在疫情期間失
去了工作，則可在本州的勞工部網站申請
失業補助。比如在德州，您每周可申請獲
得$69到$521的失業補助。

可見，申請和領取上述救助要求我們
至少擁有社安號SSN，而獲得SSN 的前提
是先要申請各類移民，包括庇護或難民身
份，因此只有盡早提交移民申請，您才可
能更快獲得類似疫情救濟這樣的福利。此
外，申請救濟不是目的，還要兼顧今後的
綠卡甚至入籍申請。因此，在這專業分工
日趨細膩的時代，尋求耐心、認真和有責
任心的專業人士的專業服務，才是智者所
為。以上信息不是法律依據，謹供參考！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德
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民案
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業移民
申請，且於2017年和2020年連續四年被
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師擁有極為
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
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功率高。另外，田
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
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
學位，還曾擔任華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
英語教師。他為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
，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
事當自己的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
所憂，樂客戶之所樂。

我可以申請疫情期間的各種救濟和援助嗎我可以申請疫情期間的各種救濟和援助嗎？？--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敦煌廣場」
內的 「山水眼鏡」 因為疫情而歇業多時。已
於本週五（5月29日）開始正常營業，值此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
工及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
所有蒞臨客戶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
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
六尺安全距離，每位客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
過的鏡框請放在事先交給您的盒內，我們要
進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
作標準調整，請諒解無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
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
外等候，完工後我們會拿出去給您。

6，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的禹道
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
片。接受Medicaid和Medicare配鏡。所有鏡
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
片，徹底保護黃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

形眼鏡販賣，鏡框修理，免費調整，免費清
洗，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
工廠設備，自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
，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種名牌鏡框，任君
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 歡 樂 小 棧 」 對 面 ） ， 電 話 ：
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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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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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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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 Amy Hsu艾美的交響人生 (3)

夏威夷曇花

（承接上期）
第三樂章：變奏曲
死蔭幽谷
兒子與死神搏鬥33天後，轉移至離家

40分鐘車程的兒童醫院，在那兒開始艱辛

漫長的復健之路。

我以醫院為家，寸步不離地守著

Steven，女兒Tammy暫時寄養在先生的三哥

家。即便醫師們對兒子受傷情況的評估如

此不樂觀，我仍然將希望寄託於當時所信

奉的傳統宗教，期待神明幫助，讓他能夠

得醫治，完全康復，早日回家。我無所不

用其極，能試的方法都試了：佛經、迴向

文、咒語……，甚至許下願望，願以自己

的壽命來換取兒子健康，以為誠心能感動

眾天神佛。

日復一日做著相同的事，期盼兒子能

睜開雙眼，那怕只是動動他的手指頭。可

是兒子的病情並無任何進展，於是我投下

更多時間、更迫切地頌經念佛，那期間佛

經未曾離開我手。豈料唸得越多，不僅沒

得到回應，心裡更是越發不安。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兒子，望著窗外的

天空，不知道是隔熱玻璃的顏色，還是天

空的顏色，怎麼眼裡所見盡是烏雲密佈，

一片陰霾？

思考著向來所倚靠的信仰，滿腦子只

有所謂累世糾纏、因果輪迴的指控，竟然

投訴無門，我已心力交瘁，彷如深陷死蔭

低谷中。

天地裂變
車禍重傷的Steven所遭受的一切苦難

因我而起，丈夫無法原諒我，叫我為罪

魁禍首，不斷痛斥、責罵。滿腹罪疚感的

我，只能以沉默回應。是我害了兒子，該

承擔所有責難，我不能抱怨甚麼。

豈料得不到丈夫的安慰，同時還得面

對他的控訴。除此之外還要面對殘酷的背

叛。

不久後，先生到醫院探視的次數越

發減少，行為舉止開始出現異樣，就算來

探望，往往留下食物便匆忙離去。兒子一

直處於昏迷中，先生即使會在病床旁守著

他，對他說說話，但就算人在醫院，也總

是魂不守舍，常常走出病房，輕聲講著神

秘電話，種種跡象，讓我意識到他可能有

了外遇。

雖然希望一切全都是猜疑，最後事

實證明，我們的婚姻和家庭已出現嚴重裂

痕。

確認丈夫出軌時，好像人生列車再次

受到嚴重衝撞，脫軌、傾倒，殘破到走不

下去了。面對重傷昏迷的兒子，加上背叛

出軌的丈夫，連番風暴催毀好不容易建構

的生活。正需要同舟共濟的時刻，先生選

擇背叛，讓我徹底看清人性的醜陋。

同一期間，主恩堂魏正德牧師及教會

許多基督徒朋友，從不間斷到醫院探視，

為我和Steven加油打氣。魏師母和教會的姊

妹總是帶來許多拿手的臺灣小吃，除了填

補我思鄉之情，也給予如親人般的溫暖。

這不就是我長久以來所期待追尋的感覺？

使得當時信奉佛教的我，無法抗拒。這股

暖流成了我心靈的補給站，讓我的心能在

不斷的傷痛中稍得歇息。尤其當牧師帶著

我一同到耶穌基督面前禱告，我體會到前

所未有的平安。每當情緒低落，無處訴

說，我開始學著到耶穌面前向祂傾訴。

也只有這樣，飄搖的生命裡才第一次

找到真正的倚靠。

天使的聲音
經過三個月，醫療團隊針對Steven治療

做了評估，發現這段期間的復健對他病情

毫無幫助，沒有任何進展，便決定終止兒

子的復健治療。院方希望我簽署同意書，

意圖將他轉至長期照䕶中心。

這無疑是終身監禁的宣判。無法接

受這份評估後的結論，它殘酷地剝奪我惟

一僅存的希望，壓垮了讓我能夠生存的意

志，把我再度推入痛苦絶望的深淵。那一

刻我六神無主，不知該何去何從，不知道

怎麼地，那一刻聽到了一個堅定的聲音清

楚對我說：「孩子會回到妳身邊，不要放

棄！」

這句話像是個應許，給了我活下來的

動力，決定為兒子奮戰到底。於是堅決地

告訴醫療團隊，決不放棄對孩子的治療，

更不會簽署同意書。因此醫師只能將他留

在原處，繼續接受復健及持續觀察。

曙光再現
經歷了與醫療團隊的抗爭，我更努

力地為頭部受創，引起全身性肌肉緊縮的

Steven按摩，好讓他舒筋展骨。那時自己尚

且瘸著腿，還未完全復原，在許多事情上

有心無力，非常無奈。儘管如此，仍慶幸

自己能陪在兒子身邊，天天與他說話，講

述他所喜愛的人、事、物。那是我一天中

最珍貴的時刻。

約莫一週後，有一天正與孩子談天

說地，突然見他將打著石膏的左腿高高舉

起。我驚呆了，欣喜若狂，連忙喚來護

士。不久，主治醫師也趕來為兒子做檢

測。遺憾的是結果不如預期，醫師認為

Steven仍舊處於昏迷狀態，抬腿只是他不自

主的反射。

縱使一次又一次失望，一次又一次

猶記得我在屏基醫院做護士時，不但

要會說國語，台語，有時遇到有原住民山

胞老媽媽老伯伯住院治療，我們彼此語言

不通，真的覺得尷尬，有時晚上病人他們

的兒女都回家了，那只有比手劃腳了。

我臨時學幾句排灣族話，小夜班時，

我幫忙發送醫院的晚餐給位老媽媽，鼓

勵她" 尹媽，嘎魯尤"(意思是:阿媽，吃飯

了)，原住民老媽媽聽懂我說什麼，向我

點頭笑笑，坐起來吃飯。八時多她見兒子

來病房探望她，她歡喜得用排灣話和兒子

說:「真高興病房有位護士會說我們排灣族

的話喔！但她不像我們排灣族的人，她像

湯蘭花鄒族的。」老媽媽的兒子不相信媽

媽說的。有一天，終於遇到我後，當面和

我對說幾句，我就哈哈大笑，他告訴他母

親，「你看這位護士小姐不是我們原住民

的啊！她只會說一兩句排灣族語。」老媽

媽也笑了。語言相通總是讓人感到親切，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以賽亞書》 40章8節「草必枯乾，

花必凋殘，惟有我們  神的話必永遠立

定。」

心痛，那個讓我不要放棄的聲音始終是一

股無形力量支撐這我。當時不了解，如今

才明白，那就是耶穌的聲音，就是神的力

量。也因此，我有勇氣繼續面對一切。

抬腿事件一週後，兒子竟然再次抬起

他的左腿。我將信將疑，但還是對護士說

了。醫師也很快過來。這次，他明確地告

訴我，Steven醒來了。

自車禍以來，長達4個月的暗夜終於到

了盡頭，翹首望天，竟看到乍現的曙光。

我淚流滿面，心中滿溢感激之情——感

謝耶穌，感謝曾經提供幫助的所有朋友，

感謝持續探望的牧師、師母以及教會的弟

兄姊妹，感謝醫療團隊，當然也感謝勇敢

的兒子。當時所有醫護人員都說了相同的

話：Steven是個神蹟！

兒子甦醒後，醫師添加更多復健項

目。當時他的狀態如同新生兒，身體、心

智各方面都需要重新學習。譬如不能自行

咀嚼、吞嚥，因此進食必須仰賴胃管；手

腳的運用尚未協調，需要各式各樣的練

習。

在醫院辛苦的復健有了進展。車禍11
個月之後，Steven終於出院回家了！我滿心

歡喜，帶著他回到我們熟悉的家。

困境中的安歇處
返家之後，生活中仍有許多無法掌控

的困境：岌岌可危的婚姻、沈重的經濟壓

力、兒女健康……，各個層面傾軋糾結。

僅管Steven生命跡象穩定，仍需24小時

警醒照看。氣切的管子必須定期更換，在

過程中，看孩子痛苦掙扎，卻無計可施。

對於出軌的丈夫，我沉默以對，只期待減

少衝突，或許能改善彼此關係，期盼他

能停止對我的傷害。然而，他早已無心於

家，經常得意洋洋，毫不避諱地與友人談

論外女，完全無視我的感受與存在。

就算在困境中，我還能找到一個讓心

靈歇憩之處。

兒子出院不久，我抱著感恩的心走進

教會。當時尚未成為基督徒，也不懂得如

何禱告，但耶穌早已成為我的傾訴對象，

最貼心的朋友。每當進入教會，原本雜亂

的心能回歸平靜。這樣無可言喻的平安讓

我覺得好輕鬆，平日肩頭、心上的擔子，

似乎就在教堂門口放下了。當聖歌響起，

夏威夷曇花
5月10日筆者上

午至“黃金髮廊”

找溫莉小姐剪髮燙

髮，有位太太走進

來，手上捧著花瓶裡面插著鮮艷桃紅色的

花送給她的美髮師麗麗，我們四位太太都

稀奇問「這是什麼花呢？真美麗啊！」她

回答說「是夏威夷曇花」。

記憶中兒童時期，鄰居馬媽媽家種的

盆栽曇花，每年盛開的時間在晚上，鄰里

朋友聽聞相繼會前來觀賞盛開的曇花，都

會聞到綻放撲鼻的曇花香味哩！約有三個

小時後，花苞就漸漸合起來，這也是我們

常聽人說「曇花一現」的典故。

曇花(canna)別名:月下美人，於夜間開

花，我記憶中的曇花是白色，但桃紅色夏

威夷曇花是我首次看到，我也轉發給群組

朋友們共賞奇花。

群組朋友琦琦說: 「太美了，這仙人

掌花的英文名字是什麼呢？」我請她「去

上網查詢應該有答案，也去使自己新發現

吧！」上帝創造無奇不有啊！有待我們多

多發現與挖掘！得知新知識會讓你我樂上

加樂！享受天父的大愛。

群組朋友羅弟兄回信:「打聽我的朋

友圈後所得資料：拉丁名：Disocactus 
ackermannii仙人掌科 Cactaceae · 令箭荷花

屬 Nopalxochia�可考慮下載一個辨識植物

的app.  如”Picture This" or ＂形色＂」

筆者回覆羅弟兄 :  「你真棒，真有

心，幫助我們大家一同學習認識仙人掌

花。看到它的拉丁名那麼長的名字，我不

禁哈哈笑，怎麼唸才正確啊！我試試聽仙

人掌花的拉丁文與英文發聲數遍，我哈哈

笑，我是沒有語言恩賜的.... 」
從小筆者在台灣屏東眷村長大，上小

學1-2年級鄧老師是說北平國語的，但父親

也鼓勵我學習說台語，以便日後在台灣就

業護士更好服務病患。上初中時，我才從

同學口中聽到什麼是台灣話。

放暑假時，我趁父親睡午覺把電視機

轉小聲，聽看楊麗花唱說歌仔戲，學習台

語發音，現學現用。回學校上課後，我的

同學嚇一跳，她們說「你怎麼會說會聽台

語了呢？」

藉著湧流的淚水，心底的傷痛得到安

慰。在教會，我忘卻了生活上的勞苦

愁煩，找到一直以來嚮往的平安喜

樂。真希望日子只停留在教會時光，

不必去面對殘酷的現實。

應允禱告
丈夫為了慶祝兒子的歸來，未徵

得我同意，便安排在外和親友聚餐。

當時我還不良於行，必須藉助輪椅才

能行動，實在沒有餘力應酬他人。況

且與先生的關係已瀕臨破碎，如何能偽裝

自己的情緒，強言歡笑？於是拒絕他的安

排。怎料他勃然大怒，在兒女面前把我從

輪椅上硬拉下來，抓著我撞牆。那一刻，

我極度恐懼和憤怒，不知道如何反應。若

是堅持抗拒他的意思，不知道他要怎樣傷

害我，更不願意孩子們目睹這樣的暴力。

於是，吞下眼淚和自尊，帶著委屈受辱的

心情，去參加這個毫無意義的聚會。

聚會結束回到家中，內心的波動無法

平復，我來到耶穌面前哭訴：「我一生所

求，只想有個健全完整的家，有位愛我的

丈夫，不敢有其他妄念，但我的枕邊人竟

如此待我，他欠我一個道歉。」

向耶穌傾訴後便就寢。才剛睡下，

客廳內傳來一陣悲戚的哭聲。心中猶豫著

是否該看看究竟，但很快哭聲停止，聽見

先生的腳步朝房間而來，停在門口，緊接

著，隔著房門，聽見一句：「對不起。」

我愣住了。這是怎麼回事？

頓時回想起睡前的禱告。啊！耶穌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確實聽見我的哀

哭；真的應允了我的呼求。

在人生低谷行進，似已山窮水盡，無

路可走。就在那一剎那，峰迴路轉，彷彿

有人為我挪開大石、打通山脈，開了一條

出路。

我滿心感動地禱告：「主耶穌，我相

信祢有能力幫助我，並且顧念我。請祢永

遠不要離開我。我要信靠祢。」

從那刻起，讓耶穌基督進入我的生

命，憂傷的心靈得着安慰，對生命能重新

燃起盼望。

2004年11月受洗，我成了基督徒，有

了嶄新的生命，深層的平安感油然而生。

從此有耶穌作生命的主，神是天父，我不

再是孤兒，不再孤單。之後歡歡喜喜帶著

Tammy和Steven去教會，也帶著他們認識基

督。看到我從過去以淚洗面，愁苦哀怨，

轉變成溫柔微笑、滿懷盼望，外子也願意

與我們一起參與教會活動，隔年他和兩個

孩子同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兩年後丈夫

理清了那段婚外情，瀕臨破碎的婚姻也暫

時得以修復。

（未完待續）

路加福音 8章 26-39節
他們到了格拉森（有古卷作“加大

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對面。27
耶穌上了岸，就有城裡一個被鬼附著的人迎

面而來。這個人許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

只住在墳塋裡。28 他見了耶穌，就俯伏在

他面前，大聲喊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

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

苦。”29 是因耶穌曾吩咐汙鬼從那人身上

出來。原來這鬼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

守，又被鐵鍊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鏈掙

斷，被鬼趕到曠野去。30 耶穌問他說：“你

名叫什麼？”他說：“我名叫群。”這是因

為附著他的鬼多。31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

吩咐他們到無底坑裡去。

32 那裡有一大群豬在山上吃食。鬼央

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裡去。耶穌准了他

們。33 鬼就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裡去。於

是那群豬闖下山崖，投在湖裡淹死了。34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裡和鄉

下的人。35 眾人出來要看是什麼事。到了

耶穌那裡，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坐在耶穌腳

前，穿著衣服，心裡明白過來，他們就害

怕。36 看見這事的，便將被鬼附著的人怎

麼得救告訴他們。37 格拉森四圍的人因為

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

回去了。38 鬼所離開的那人懇求和耶穌同

在，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39“你回家去，

傳說　神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滿

城裡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吳先生有鼻咽癌和肺癌末期，他自台

灣來到貝裡斯要辦理土地過戶給他的女兒

及準備後事。從台灣帶來的藥物用完了，

身體疼痛不能睡覺，他住的那家旅社老闆娘

 介紹我看看能不能減輕他的疼痛，之後他

搬到了前妻家客廳 . 角落一張床睡覺，她的

前妻大駡特駡要他死了算了，這種被小三領

走所有的錢跟別人跑了，他還借了機票錢來

的，不要救他，每次我去都罵我趕我走。有

一次我結束按摩要去坐公車，她像瘋子大駡

特駡，她的朋友都沒有辦法攔阻她，主耶穌

告訴我回頭為了她的感覺向她道歉，我回頭

快步走向她。嚇死她，以為我要打她，沒有

想到我是為著她的感覺向她道歉，以後我去

她就客氣多了。為了傳福音求主幫助我忍耐

能成功。

每一次的按摩我都為他禱告，並且介

紹他認識耶穌，他終於能夠一睡到天亮不再

疼痛，

有一天他告訴我：昨天晚上來了八個

魔鬼要抓他的靈魂走，他嚇壞了。我問他魔

鬼長什麼樣子，他告訴我，廟裡面大大小小

的偶像，他說一模一樣，他不抽煙但是常常

耶穌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周劉美 師母

到舞廳跳舞，那裡面很多人抽煙，他也常到

各個廟宇拜拜，又提說在貝裡斯買土地的時

候，摸馬的屁股沒想到馬踢到他的胸膛 . 去
找人按摩又弄痛他，一腳把人踢到地上。

遇上這種火辣型的我可要小心慢慢的

輕輕的免得遭殃， 我在他的背上按摩時被

兩根針劄手：我告訴他吳先生你身上有兩個

鬼，要不要把鬼趕走，他說當然要把鬼趕

走，我說你必須認罪悔改，並且接待耶穌進

入你心中做你個人的救主，將你生命的主權

交給主耶穌基督。他說好，就開始認罪 . 之
後我帶領他再認被遺忘的罪，並邀請主耶穌

基督進入他心中做他個人的救主，並且將生

命的主權交給主耶穌 基督，然後我們大聲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趕鬼。命令鬼離開到耶穌

指定的地方。他說哇沒想到鬼要出去好像什

麼皮從他的身上剝離出去兩次，我告訴他今

晚魔鬼再來。你就可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趕

鬼了，他說真的哦，是的，鬼最怕聽到主耶

穌基督的名。

當天晚上八個鬼又來到他的房間要抓

走他的靈魂，他大聲叫：我奉劉小姐說的 :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們全部都滾蛋，

就在他的眼前，八個鬼逃之夭夭，他告訴我

精彩片段我笑彎了腰，他說鬼都跑出去了，

主耶穌的名好厲害哦！

我告訴他你的死期很近了，必須趕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

天使會來帶你回天上的家。真的他去教會受

洗了，有一天 他告訴我天使帶他到天上去

參觀，他說好漂亮，他不想回來，他也告訴

前妻：天使會來帶他回天上主耶穌為他預備

的家。在早上 10 點燈沒有開，客廳突然亮

起來他說天使來帶他了。前妻嚇得跑到廚房

去躲起來，等了沒聲音沒亮光她出來發現他

斷氣了，打電話來告訴我不用再去為他做按

摩他死了。

我說：我知道，你怎麼會知道，我說

主耶穌告訴我祂要帶他回天家。她問我那些

土地所有權狀證件在哪裡，我說他睡一張

床，也只能放枕頭下。

追思禮拜這位吳太太把發生在前夫的

事都說出來。

感謝讚美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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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陰霾中 
為人們帶來陽光

愛的力量抵禦病疫

齊聚雲端虔誠浴佛 虔誠祝禱消弭病疫

三節合一是全球慈濟人齊聚禮佛的重要慶典，今年因疫

情關係，全美慈濟人共同商議在5月9日全美連線同步

進行線上浴佛，眾人齊聚雲端共同虔誠祈禱，將大家真摯的

心念上達諸佛聽，同心共濟弭災疫。

◎ 全美連線同步浴佛

◎ 關懷哈維災區

◎ 家暴案遽增

◎ 居家浴佛的創意巧思

撰文：林華音、劉本琦、許維真、林書賢、林桂英、蔡長治

撰文：錢美臻

撰文：許維真、錢美臻

無論暴雨或是熱浪來襲，都無法阻攔慈濟志工的預定	

行程，因為在疫情中，還有這麼多人等著見到慈濟人	

的到來......

9
196

	 考量疫情因素，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和莊慈

銘伉儷體恤部分志工的擔憂，僅邀請十二位住家離會所較近

的志工，前往會所參與浴佛典禮；在家浴佛的志工們，也都

在家中佈置了簡樸莊嚴的浴佛台，並邀請家人共同參與這場

連線台灣及全美的雲端浴佛典禮。

	 4月29日一早，休士頓落下密密麻麻豆大的雨珠，慈濟

志工從德州分會辦公室望向窗外，這樣的天氣要開車出遠門

送醫療防疫物資，一定會被淋成落湯雞......但想到等會兒要

去見面的老朋友，志工露出滿心期待的微笑，手不停歇的繼

續打包。

	 志工花了45分鐘車程，抵達2017年受哈維颶風重創的災

區迪金森市（Dickinson，TX），市長茱麗葉·馬斯特（Julie	

Masters）和警局局長羅恩·莫拉萊斯（Ron Morales）熱情

地歡迎志工到來。當他們看到慈濟志工為市府準備的2000只

醫療口罩、兩加侖的消毒酒精，以及為警局準備的2000只醫

療口罩、兩加侖的消毒酒精、100只KN95口罩，外加慰勞市

府員工和員警的淨斯穀糧和Q苓膏軟糖，顯得又驚又喜。

三月起美國疫情快速蔓延，慈濟美國志工便已動起來，

帶著口罩、手套、隔離衣等防疫物資，冒險送到社區

中有需要的醫療院所、警局、消防局、街友收容所等組織；

看到美國家庭受疫情衝擊的家庭生計，志工們帶著蔬果乾

糧，去關懷社區耆老或生活困難的家庭。在這一波疫情中，

慈濟人正奔走在前線，沒有停歇......

	 位於邁阿密「他的家孤兒院」（HIS House Children's	

Home），當前有七十多個孩子安置在其12間房舍，居家避

疫情期間，其他孩子有父母保護照顧，孤兒院的孩子卻必須

自己面對可怕的病疫。

	 邁阿密慈濟志工5月7日帶著500只口罩前往該院，希望

透過捐贈讓院內孩子感受到社區的愛，體認到他們並非孤單

無助，仍有滿滿的愛在守護著他們。

	 全美各地的慈濟人正如邁阿密志工一樣，在疫情期間仍

持續關懷著社區有需要的角落。截至5月21日，慈濟美國在

全美已捐助各項物資，給維安的警局、急難救助的消防局、

養老院、街友收容所等，全美共有993個不同的組織單位，

收到慈濟人送去的捐贈物資。

	 疫情中，有一個和病毒一樣可怕的現象正在蔓延，那就是

家庭暴力。全美各地施行居家避疫，但對一些人來說，家，並

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大多數家暴受害者是婦女和孩童，他們無

處可去，只能在家中和施暴者24小時膽戰心驚地相處。

	 根據德州哈里斯縣警局（Harr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統計，居家避疫期間當地家暴案直線上升。警局長

愛德·岡薩羅斯（Ed	Gonzalez）說：「三月份有高達1558起

的家暴案通報，重度施暴的家暴案激增158.3%。」

	 居家浴佛的志工在社交群組中，分享了每個人花了創意

巧思所佈置的浴佛台，展現出眾人以最恭敬的心同步參與禮

敬諸佛。

	 志工陳俐樺發揮巧思，在家中後院佈置了一座莊嚴且具

有美學氛圍的浴佛台，並與先生一起指導家中兩名年幼的孩

子，看著連線直播與大家一起浴佛。

	 奧斯汀聯絡處志工劉鏡鏘與李淑錦在家佈置簡單隆重的

浴佛台，帶領著兒子、媳婦和三名年幼可愛的孫兒女，一同

在家參與線上浴佛典禮，劉家三歲和五歲的孫女目不轉睛的

盯著螢幕直播，跟著一起做浴佛動作，隨著慈濟音樂呢喃跟

唱，用最純潔的心念，祈求天下平安。

	 此次線上浴佛在眾人心同一念下圓滿完成，感恩科技發

展讓大家在雲端相會，可零距離、無時差的克服場地侷限，

讓散居於地球村各地的慈濟人共聚一堂，在莊嚴隆重的浴佛

典禮中，齊心祝願災疫早日平息、天下無災無難。

十二位志工參與在德州分會靜思堂舉行的浴佛典禮，在連線直播的典禮
開始時，列隊與全美慈濟人問候。攝影／許維真

志工劉鏡鏘（左2）與李淑錦（右2）全家三代同堂一起浴佛。
圖／劉鏡鏘提供

志工陳俐樺全家一起在家中後院進行浴佛。圖／陳俐樺提供

網路：tzuchi.us/donate/zh/coronavirus

手機應用程式：一指積善 Tzu Chi Connect

電話：1-888-9TZUCHI (888-989-8244)

慈濟美國抗疫資訊不斷更新：www.tzuchi.us/zh/coronavirus

迪金森市市長茱麗（右）抱著慈濟捐贈的消毒酒精，連在簽收單上簽字
時，也捨不得放下。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慈濟志工前往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關懷，送上醫療口罩。
左者為溫泉村經理。圖片提供／慈濟德州分會

	 為能順利進行全美浴佛連線，志工莊慈銘和志工一早便

來到德州分會的靜思堂，把會場佈置得簡單莊嚴，把握時間

確認動線和進行採排。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雖然前幾個月，才接受了腳部膝

蓋手術，尚在復原期間，以信念堅持克服身體的不適，全程

帶領志工站著彩排。

	 晚間六點，志工以虔誠的心觀看台灣慈濟本會浴佛典

禮，並同步進行浴佛，在台灣典禮結束後，志工在七點準時

就定位，開始了全美連線的浴佛典禮。

	 儘管在會所內參與現場浴佛典禮的人數不多，但每個人

戴著口罩、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參與浴佛典禮，虔誠的心念

絲毫，沒有因為受到疫情的干擾。

	 慈濟美國累計物資捐贈數量：1,254,448只外科口

罩、73,081只N95口罩、64,212雙手套、19,164副護目

鏡、14,146個防疫面罩、7,665瓶護生防疫酒精、195瓶乾洗

手液、5,537份食物蔬果袋、8,013個手工布口罩及其他更多

物資……	

驚世的疫情，需要我們發揮警世的愛！邀請您和慈濟美國一起
將防疫物資和經濟援助送給前線醫護和疫情中受創的家庭：

慈濟邁阿密志工5月7日至「他的家孤兒院」捐贈防疫用品。
攝影／Allen Tsai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讓美國

幾近停擺兩個月，這場世紀病疫的起源，據

信是從野生動物傳播至人類，每日成千上萬

的新增病例，和節節攀升的罹難人數，都代

表了無數家庭因此破碎，更有著比死亡人數

數倍的人們，正在哀悼著失去家人。

	 在這個世紀災疫的當下，請加入慈濟

美國提出的全球「抗疫情·素行動」行列，

透過網路社交平台募集#素行動的百萬宣

言，期盼人人承諾以一星期、一個月或一生

的茹素，來共同守護健康、尊重生命，緩解

地球暖化的腳步！

發 願 茹 素
TzuChi.us/zh/VVM

茹素一小步 ， 護生一大步

	 迪金森市市長茱麗葉說：「因物資緊缺，市府無法提供防疫

用品給工作人員，慈濟送來的口罩和酒精，真是幫了大忙。」

	 而關懷家暴受害者的非營利組織，卻在此時遭疫情影

響......「整體經濟受創，我們仰賴的捐款急縮，財務岌岌可

危......」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Wellsprings	 Village）的

經理莫尼卡·道格拉斯（Monique Douglas）和工作人員，

都已大幅縮減工時，「我們被迫縮減員工的工時，有時候甚

至只有兩個人值班。」

	 休士頓慈濟志工從幾年前就開始不斷送愛到這個組織，

陪伴這些婦女。為避免安置中心發生群聚感染，志工在5月1

日將300只醫療口罩送到該中心，讓受害婦女和員工都能夠

安心防疫，繼續為家暴後的新生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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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電視 網絡日報 一把抓
編輯 記者24小時待命

全程報導！

我們和您一同共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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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tokuyo 按摩椅     母親節大促銷

TC-292
原价：$1300

现价：$950

TC-395
原价：$1800

现价：$1400

TC-730
原价：$4950

现价：$3950

TC-626
原价：$2700

现价：$1900

Zero gravity
PVC leather
Space-saving

AVS Sleeping-aid Device
Hand-held remote control
PVC leather

Leg massage
4 auto programs
3 levels of intensity

3 levels of intensity
Heating on lower back
Deep massage

NOW 
HIRING!

Sale specialists and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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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5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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