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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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東西觀點碰撞東西觀點碰撞東西觀點碰撞東西觀點碰撞﹕﹕﹕﹕中美互關領館中美互關領館中美互關領館中美互關領館﹐﹐﹐﹐
是間諜門是間諜門是間諜門是間諜門﹑﹑﹑﹑還是美方政治藉口還是美方政治藉口還是美方政治藉口還是美方政治藉口﹖﹖﹖﹖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中美關係因為7月底互關領
館事件﹐再度掀起波瀾﹐休斯頓當地許多華裔都對此事抱
不平﹐然而卻有不少政治人物跳出來﹐指出休斯頓領館是

「間諜窩」﹐竊取醫學中心機密數據﹐究竟是否真有間諜疑
雲﹐還是這只是美國單方面的說辭﹖本台獨家邀請到休斯
頓當地名人馬健﹑金諾威（Jim Noteware）﹐ㄧ同對東西觀
點進行對談﹒
欲收看本集節目﹐請上美南新聞Youtube頻道「STV 15.3
Houston」點擊視頻﹑按讚﹑訂閱﹒

休斯頓市發放休斯頓市發放休斯頓市發放休斯頓市發放1500150015001500萬紓困金萬紓困金萬紓困金萬紓困金﹐﹐﹐﹐給中小企業救急給中小企業救急給中小企業救急給中小企業救急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看似遙遙無期沒有盡

頭﹐對於許多中小企業來說今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好消息是休斯頓市政府於本月29日通過了1500萬美

元的紓困金﹐準備用來幫助因疫情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小

企業商家﹒

根據目前已知細節﹐中小企業能申請的紓困金上限為5

萬美元﹐並且只能用於支付員工薪水﹑維持營運成本等

必要方面﹒據悉這筆資金的管理與發放將由當地公司

Houston Busi-

ness Develop-

ment, Inc. (HB-

Di) 和市政府負

責 ﹐預 計 能 有

300家小企業受

惠﹒

這個計畫的資

金從CARES法

案 所 獲 得 的

4.04 億美元而

來﹐雖然休斯頓

市用了大部分

的款項來支付

與大流行有直

接關係的項目﹐比如僱員和ㄧ線人員的安置﹑還有挹注

給醫療體系﹒今年 5月時﹐市府通過了一項 1500萬美

元的租金補助計畫﹐結果在申請開始後幾個小時內就全

數用罄﹒

此次所通過的1500萬美元紓困金﹐是專門用來協助中

小企業度過難關﹐詳細申請條件與程序將在未來兩周內

公布﹐對位於休斯頓市範圍內的商家可說是ㄧ場及時雨

﹒

川普籲川普籲川普籲川普籲「「「「延後總統大選延後總統大選延後總統大選延後總統大選」」」」﹐﹐﹐﹐朝野都反對朝野都反對朝野都反對朝野都反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距離美國大選

11月3日還剩下不到百日﹐川普民調持持

落後民主黨對手拜登﹐於是打起了「推遲大

選」的主義﹐並批評郵寄選票是場騙局﹐將

會帶來很大弊端﹐但這項提議立刻遭到兩

黨全盤反對﹒

根據川普在30日發布的推特指出﹐總統大

選通過郵寄選票非常不智也會出現最多弊

端﹐將讓美國丟臉﹒因此他建議延期選舉﹐

直到民眾可以安全﹑適當的出門投票﹒

這項提議隨即遭到朝野兩黨反對﹐即使市

和川普交好的聯邦參議

員 葛 理 漢（Lindsey

Graham）都說﹐「我不認

為那是一個好主意﹒」眾

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也引美國憲法

指出選舉時間由憲法明

訂﹐由國會主權﹐因此川

普無權更動﹒眾議院共

和黨領袖凱文 · 麥卡錫也指出美國歷史

上從來沒有延期舉行的先例﹐即使在內戰

期間也是﹐今年沒理由要延期﹒

另外ㄧ則川普在30日發的推特中﹐繼續對

郵寄選票提出抨擊﹐文中他寫到民主黨清

楚透過郵寄選票﹐可以輕易讓外國勢力滲

透這場賽局﹑有機可乘﹒雖然在數小時後﹐

川普又在白宮記者會上改口說「比任何人

都想趕快選舉」﹐指出不想更動日期﹐但更

不想看到選舉變調﹒

根 據 美 聯 社 與 公 共 事 務 研 究 中 心

(AP-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

search)民調顯示﹐只有32%受訪者認同川

普因應新冠疫情的方式﹐而有高達約80%

美國人認為川普放錯重點﹒

CNN民調顯示﹐拜登在關鍵地區如佛州﹑

亞利桑納州的民調領先川普﹐佛州拜登支

持率 51%﹑川普 46%﹔亞利桑那州拜登

49%﹑川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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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六州美國六州COVID-COVID-1919破超高死亡紀錄破超高死亡紀錄 拉美人在加州遭受重創拉美人在加州遭受重創
共和黨眾議員戈默特在拒絕戴口罩後測出冠狀病毒陽性反應共和黨眾議員戈默特在拒絕戴口罩後測出冠狀病毒陽性反應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持續發揮 「台灣能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
代表台灣桃園市政府捐贈2,000件防護衣給休士頓市

（本報訊 ）為持續發揮「台灣能幫忙，而且台灣正

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於7月28日見

證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陳珠璜教授及全美台灣

同鄉會周健佑副會長一行，代表台灣桃園市政府捐贈2,

000件防護衣給休士頓市，由休士頓市貿易暨國際事務主

任Christopher Olson代表市長Sylvester Turner受贈。

Olson主任感謝台灣桃園市的友誼與善舉，並肯定台

灣因應COVID-19疫情的相關部署和經驗，在國際社會普

遍獲得肯定與推崇。

羅處長將桃園市鄭文燦市長致休士頓市Turner市長的

信轉交給Olson主任，並表示自己也是桃園市民，前來休

士頓赴任前的工作地點也在桃園，欣見桃園市與休士頓市

互助防疫，並期盼推動兩市未來更多交流與合作。

羅處長強調，在抗疫過程中，台灣與盟友並肩作戰，

並持續捐贈防疫物資給全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台灣能

幫助(Taiwan Can Help)」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Taiwan Is Helping)」的具體行動；防疫需

要各國齊心合作，台灣將持續與全球夥伴共同防疫、共同

繁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南部和西部的六個州週二報導
了一天超高的冠狀病毒死亡記錄，德州的病例超過了40萬大關
。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蒙大拿州，俄勒岡州
和德州均報告死亡人數激增。路透社的統計數據顯示，週二全美
有1700多人喪生，這是自5月以來最大的一日增幅。加州衛生官
員說拉丁美洲人佔了一半以上。加州衛生官員說，拉丁美洲人口

僅占美國人口最多的州的
三分之一以上，佔 COV-
ID-19 感染人數的 56％，死亡人數的
46％。 中央山谷農業區的病例激增，拉
丁美洲人口眾多，醫院不堪重負。 加州
週二報告了171人死亡。佛羅里達州衛生
部門稱，在過去的24小時內，佛羅里達
有191例冠狀病毒死亡。

據路透社統計，德州週一增加了 6,
000 多個新病例，總數達到 401,477，因
為7月份至今仍是德州最致命的大流行月
份。 衛生官員還連續第三天報告了 10,
000 多例確診的新病例。 只有另外三個
州-加州，佛羅里達和紐約-總共有40萬
以上的案件。 這四個是美國人口最多的
州。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西 (Anthony
Fauci) 博士認為，在南部和西部，其他地

區正在爆發新的疫情時，這種情況可能會達到高峰。福西說，早
期跡象表明，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
冠狀病毒陽性檢測的百分比在上升。

美國死亡和感染人數的上升削弱了人們對美國擺脫經濟危機
最嚴重的希望的早期希望，這場經濟危機使企業癱瘓，數百萬美
國人失業。這一趨勢引發了關於未來幾週學校重新開放的激烈辯

論。
川普總統及其政府成員已敦促學生重返課堂，而一些老師和

地方官員則呼籲進行在線學習。德州檢察長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發布指導，要求衛生當局不得強行關閉學校以預防冠狀
病毒。

德州最大的都會區（包括休斯頓和達拉斯）的當地衛生領導
人最近下令推遲面對面的上課。

在華盛頓，美國參議院的一些共和黨人在多數黨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公佈第二天就推翻了自己黨的1萬
億美元冠狀病毒救助計劃。與五月份眾議院通過的3萬億美元提
案相比，民主黨人拒絕了該計劃，因為該計劃過於有限。 一些
共和黨人稱它過於昂貴。川普週二表示，他不支持參議院共和黨
冠狀病毒緩解立法中的一切。川普對福奇的高支持率感到憤慨，
並開玩笑說“沒人喜歡我”，因為他在處理冠狀病毒大流行方面
希望努力提高自己在選民中的地位。

7 月 29 日的頭條新聞是德州共和黨眾議員戈默特 (Louie
Gohmert) 在拒絕在國會大廈周圍戴口罩後，已檢測出冠狀病毒
呈陽性反應。這位66歲的國會議員原計劃週三早上與川普總統
一起飛往德州，但在白宮測試呈陽性。他與川普總統的所有旅行
計劃也被相應取消。這位保守派議員參加了司法部長巴爾
（William Barr）的眾議院聽證會，並在巴爾不到六英尺的步行
路程互相交談，而兩人都沒有戴口罩。

德州創下了冠狀病毒死亡的單日記錄德州創下了冠狀病毒死亡的單日記錄，，但州長格雷格但州長格雷格··雅培雅培（（Greg AbGreg Ab--
bottbott））表示表示，，休斯頓可能會有休斯頓可能會有““希望的曙光希望的曙光”。”。

成千上萬的悼念者向休斯頓的弗洛伊德致最後的敬意成千上萬的悼念者向休斯頓的弗洛伊德致最後的敬意 ，，特納市特納市
長國會議員格林及多位名人共同悼念弗洛伊德長國會議員格林及多位名人共同悼念弗洛伊德。。

羅復文處長與休士頓市長辦公室貿易暨國際事務主任羅復文處長與休士頓市長辦公室貿易暨國際事務主任Christopher Olson (Christopher Olson (右右11))、、休休
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中間中間))、、陳珠璜教授陳珠璜教授((右右22))及全美台灣同鄉會周健佑副會及全美台灣同鄉會周健佑副會
長長((左左11))於桃園市防護衣捐贈儀式合影於桃園市防護衣捐贈儀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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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
捐贈口罩于捐贈口罩于 Sugar LandSugar Land市政府市政府

繼捐贈口罩給休士頓市政府、國會
議員、警消人員、Stafford市政府和多
家療養院之後，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暨金城銀行於七月三十一日再次捐贈
口罩給Sugar Land市政府，由市長Joe
Zimmerman和消防局長 Doug Boeker代
表接受。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大休
土頓地區確診病例近十萬人，更有超過

一千五百人死亡；整個德州感染人數更
超過四十一萬人。全世界的醫療專家都
在呼籲面對疫情最基本的保護方式就是
戴口罩、多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
銀行董事長吳光宜表示，配戴口罩絕對
是避免傳染的最重要方法之一，為保護
自己和親友，請大家一定配合各項防疫
措施，只有所有人合作防疫，才能儘速

渡過此次災難。
這次捐贈口罩除了Sugar Land市長

Joe Zimmerman 和 消 防 局 長 Doug
Boeker參加，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
文處長、何仁傑組長、金城銀行執行長
林懿明、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民等均於現
場見證。

捐贈口罩的行動代表金城銀行對社
區的關懷和回饋。金城銀行除了全力配

合防疫，致力保護客戶和員工的健康
，並協助許多商業客戶獲得薪資保障
計劃貸款（Paycheck Protection Pro-
gram），以期幫客戶獲得財務支援。
疫情期間，金城銀行更鼓勵客戶使用
網路銀行、電子銀行和免費使用提款
卡 /借記卡提取現金（金城銀行每月
最多可報銷$100的自動提款機服務費
）等服務，希望客戶能簡化作業流程

，省時並省錢。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
求，或需要申請網路銀行、電子銀行或
現 金 管 理 服 務, 請 致 電 （888）
320-3838。或請參閱本行資訊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
休士頓百利總行的地址是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亞太美國勞工聯盟譴責特朗普政府破壞亞太美國勞工聯盟譴責特朗普政府破壞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的最新嘗試年人口普查的最新嘗試。。

華盛頓特區—— 人口普查局將
削減40%的敲門時間, 使數百萬人無
法計數,被排除在2020年人口普查
之外。這是對憲法賦予的對每個人
計數授權的又一次公然攻擊。特朗
普政府正利用親信再次削減2020年
人口普查活動,這次是縮短敲門程式,
即使國家仍處於大流行期。敲門枚
舉是數以千萬計的人被計算的唯一
方法:這些人主要是有色人種、低收
入家庭和無家可歸的人。政府的目
標是篡改國會代表權,重新劃分選區,
為全國每個州提供關鍵資金。

每個州和每個社區都會受到傷
害。一次不完整的人口普查將使社
區在國會中的代表性不足,並將削減

聯邦政府對醫療保險、學校和醫院
、兒童保育以及更多重要服務的資
金。人口普查局一直廣泛宣傳延長
的時間範圍:儘早停止敲門只會造成
廣泛的混亂,以切斷數百萬人。

APALA國家執行委員會成員、
聯合鋼鐵工人任命和APALA匹茲堡
分會負責人薩布麗娜·劉斷言,"迫使
人口普查局縮短其業務,而 COV-
ID-19大流行仍在我們的社區中肆虐
,這無非是2020年人口普查的純粹
破壞。特朗普政府希望建立一個不
全和不準確的人口普查,這將破壞數
萬億美元的資金,為急需的服務和基
礎設施。我們已經看到了國家危機
中領導不力的影響:最近對人口普查

的攻擊將成一步地成為數十年來同
樣的災難。

我們將繼續爭取讓每個人數一
數, 不管移民身份如何。加入我們,
請您的參議員 投票,延長2020年人
口普查報告分配和重新劃分數據的
法定截止日期。確保您和您認識的
每 個 人 都 在 今 天 my2020census.
govmy2020census.gov 計數。

亞太美國勞工聯盟(APALA)成立
於 1992年。 作為亞裔美國人和太
平洋島民 (AAPI) 工會成員促進工人
、移民和公民權利的第一個也是唯
一的一個全國組織。瞭解更多,
www.apalanet.org。 在這裏續訂或
成為會員。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截止到週五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11，336人, 1208

人死亡, 44968人痊癒.德州感染人數 412，107人，6274人死亡。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
由於大休斯頓地區的病毒確診人數已經高達23%，休斯頓市市長特納表

示，當地的防疫工作正在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並指出要在8月份將病毒確診
人數降低至5%。休斯頓健康部門也發起了一項宣傳活動，針對確診人數高發
的地區進行挨家挨戶的防疫宣傳，提高對疾病的認識和預防。

阿司匹林使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事件的風險加倍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一項新的研究顯示，健康的老年人
每天服用小劑量的阿司匹林會使胃腸道嚴重出
血的風險增加60％。 ASPREE是第一個為期五
年的隨訪老年人阿司匹林心血管風險的隨機對
照試驗。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癌症中心主任An-
drew T. Chan是該試驗的合作研究者。

該 試 驗 對
19,000 多 名
70 歲或以上
的健康成年
人進行了分
析。在平均
4.7年的隨訪
中，參與者
顯示出較高

和較低的上消化道出血風險增加，而具有其他
腸胃出血風險因素的個體則加劇了這一風險。
研究中確定的獨立危險因素為高齡，高血壓，
肥胖，吸煙和慢性腎臟疾病。研究發現，對於
70歲的老年人，五年內發生嚴重出血的絕對風

險為0.2％，而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為0.4％。對
於80歲的阿司匹林，該風險急劇增加至5.5％。
由於該研究是在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中，因此這
種差異非常明顯。

ASPREE 和其他有關阿司匹林使用的近期
試驗的結果促使美國心髒病學會/美國心臟協會
刪除了阿司匹林在一級預防動脈粥樣硬化性心
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心髒病專家目前的建議是
，對於70歲以上的人群或出血風險增加的成年
人，不要常規應用阿司匹林預防心血管疾病。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
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
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
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
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
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
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
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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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美國傳奇電視巨星雷吉斯菲爾賓不幸與世美國傳奇電視巨星雷吉斯菲爾賓不幸與世
長辭長辭,,享年享年8888歲歲,, 他的去世為多災多難的他的去世為多災多難的20202020年年
增加了悲戚的氣氛增加了悲戚的氣氛,, 菲爾賓是美國歷史上主持電菲爾賓是美國歷史上主持電
視節目最多的人視節目最多的人,, 他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他
的才華與智慧深植人心的才華與智慧深植人心,,影響久遠影響久遠,,值得我們懷念值得我們懷念
與追思與追思。。

菲爾賓一生多才多藝菲爾賓一生多才多藝,, 既是電視脫口秀主持既是電視脫口秀主持
人人，，又是演員又是演員,,歌手和作家歌手和作家，，但他縱橫電視螢屏但他縱橫電視螢屏6060
年年，，從從19501950年代主持年代主持NBCNBC的的《《今夜秀今夜秀》》節目中開節目中開
始在美國電視界發展始在美國電視界發展，，他所主持過的節目豐富又他所主持過的節目豐富又
精彩精彩，，其中包括廣為人知的其中包括廣為人知的《《誰想成為百萬富誰想成為百萬富

翁翁??》》,, 他在節目中冷靜詢問參加節目者他在節目中冷靜詢問參加節目者
的那一句口頭禪的那一句口頭禪::””這是你最後的答案這是你最後的答案
嗎嗎??””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話語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話語。。
菲爾賓主持的晨間脫口秀節目菲爾賓主持的晨間脫口秀節目《《與瑞吉與瑞吉
斯和凱利一起直播斯和凱利一起直播》》開啟了電視直播的開啟了電視直播的
新紀元新紀元,,他是美國電視史上出鏡時間最長他是美國電視史上出鏡時間最長
最久的紀錄保持者最久的紀錄保持者，，共錄製了近共錄製了近11..77萬個萬個
小時的節目小時的節目，，因此被尊稱為因此被尊稱為““最勤勞的主最勤勞的主
持人持人”，”，他也因此而登上吉尼斯金氏世界他也因此而登上吉尼斯金氏世界
紀錄紀錄。。

除了日常的電視節目外除了日常的電視節目外，，菲爾賓也多菲爾賓也多
次主持過奧斯卡與艾美獎頒獎典禮紅毯次主持過奧斯卡與艾美獎頒獎典禮紅毯
秀秀，，當然他也是這些著名獎項的得獎人當然他也是這些著名獎項的得獎人,,
他更被頒贈為終身成就獎他更被頒贈為終身成就獎，，也被列入全也被列入全
國廣播協會與電視學院的名人堂國廣播協會與電視學院的名人堂,, 這一這一
切的殊榮對他而言都是實至名歸的切的殊榮對他而言都是實至名歸的。。

身為公眾人物身為公眾人物,, 菲爾賓給人留下的形菲爾賓給人留下的形
象就是精力充沛象就是精力充沛,,親切幽默親切幽默,,言語中充滿言語中充滿
了智慧的火花了智慧的火花,, 他常把生活中的小故事他常把生活中的小故事

融入自己的節目中融入自己的節目中,, 他的隨機應變和旁徵引博功他的隨機應變和旁徵引博功
夫非常了不得夫非常了不得,, 他總是面帶微笑他總是面帶微笑,, 把每一天的快把每一天的快
樂透過電視帶進每一個美國人的家庭裡樂透過電視帶進每一個美國人的家庭裡,,我相信我相信
菲爾賓就像任何一位成功的人一樣菲爾賓就像任何一位成功的人一樣,,都是都是「「台上台上
三分鐘三分鐘，，台下十年功台下十年功」」,,他絕對是花費了許多時間他絕對是花費了許多時間
去準備才鍛鍊出那樣的成績去準備才鍛鍊出那樣的成績,,只不過他比別人多只不過他比別人多
了一些聰明才智罷了了一些聰明才智罷了。。

菲爾賓走了菲爾賓走了，，他灑脫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灑脫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卻但卻
把歡笑留在人間把歡笑留在人間,, 他的非凡魅力深深吸引人他的非凡魅力深深吸引人,,值值
得我們長久懷念他得我們長久懷念他。。

川普總統由於民調落後川普總統由於民調落後,,為了搶救選情為了搶救選情,,他渾身他渾身
解數解數,,把一切事物泛政治化把一切事物泛政治化,, 從他在長期與近期的從他在長期與近期的
作為看來作為看來,,似乎在為選舉佈局似乎在為選舉佈局，，從病毒從病毒、、族群族群、、治安治安
到教育都泛政治化到教育都泛政治化,, 而派出聯邦警衛部隊到芝加而派出聯邦警衛部隊到芝加
哥鎮壓則是他最新的政治戲碼哥鎮壓則是他最新的政治戲碼,,。。

在派出聯邦警衛部隊鎮壓波特蘭市造成負面在派出聯邦警衛部隊鎮壓波特蘭市造成負面
形象後形象後，，川普卻沾沾自喜川普卻沾沾自喜,,標榜自己是一位標榜自己是一位””法律與法律與
秩序秩序””的總統的總統，，強調他將向更多城市派遣出聯邦警強調他將向更多城市派遣出聯邦警
衛部隊去執法衛部隊去執法,,他指出的城市是他指出的城市是::芝加哥芝加哥、、紐約紐約、、費費
城城、、底特律底特律、、巴爾的摩和奧克蘭等巴爾的摩和奧克蘭等,, 他指責這些城他指責這些城
市的市長毫無作為市的市長毫無作為,,任憑暴亂肆行任憑暴亂肆行,,所以他不能放所以他不能放
任這些暴力事件任這些暴力事件，，乍聽之下乍聽之下,,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但當我們仔但當我們仔
細檢驗名單才發現這些城市全都是由民主黨執細檢驗名單才發現這些城市全都是由民主黨執

政政，，天下那有那麼巧合天下那有那麼巧合,,所有暴所有暴
力城市都是由民主黨所掌權治力城市都是由民主黨所掌權治
理呢理呢!!因此因此，，這明顯是川普為民這明顯是川普為民
主黨貼上的黑標籤主黨貼上的黑標籤,,他的企圖就他的企圖就
是聯合共和黨城市協助他打選是聯合共和黨城市協助他打選
戰戰,,，，以達到賺取政治利益的目以達到賺取政治利益的目
的的,, 只可惜操作痕跡太明顯只可惜操作痕跡太明顯,, 最最
後恐怕適得其反後恐怕適得其反。。
這次川普特別為他的鎮壓計劃這次川普特別為他的鎮壓計劃
冠上一個冠上一個「「傳奇行動傳奇行動」」的名字的名字，，
只可惜徒具其名只可惜徒具其名,, 尚未出師就尚未出師就
已被芝加哥黑人女市長萊特福已被芝加哥黑人女市長萊特福
特揶揄特揶揄,, 並要脅不惜以法律抗並要脅不惜以法律抗
衡他的恐怖統治衡他的恐怖統治。。
毫無疑問毫無疑問，，芝加哥確實有嚴重芝加哥確實有嚴重
的犯罪問題的犯罪問題,,但川普真想幫助芝但川普真想幫助芝
加哥解決問題嗎加哥解決問題嗎？？顯然不是顯然不是，，他他
只是藉著解決芝加哥的犯罪來只是藉著解決芝加哥的犯罪來
為自己政治聲譽立威為自己政治聲譽立威。。任何一任何一

個城市的治安問題當然是由城市的警察來解決問個城市的治安問題當然是由城市的警察來解決問
題題,, 例如日前在芝加哥一家殯儀館發生的例如日前在芝加哥一家殯儀館發生的1515人遭人遭
槍擊的暴力事件槍擊的暴力事件,, 川普派出的警衛部隊能有什麼川普派出的警衛部隊能有什麼
功能呢功能呢？？難道他將在各個街道愚蠢地部署大批警難道他將在各個街道愚蠢地部署大批警
衛部隊去對抗暴力衛部隊去對抗暴力??

川普之所以要派遣部隊到芝加哥川普之所以要派遣部隊到芝加哥,,不過是製造不過是製造
恐怖氣氛恐怖氣氛，，以激起人們對這個城市犯罪的陰影以激起人們對這個城市犯罪的陰影，，然然
後相信選他當總統就能夠保護人們的安全後相信選他當總統就能夠保護人們的安全,,他並不他並不
在乎城市犯罪是否能解決在乎城市犯罪是否能解決，，而只在乎那些害怕孩而只在乎那些害怕孩
子被傷害的媽媽們會不會把票投給他子被傷害的媽媽們會不會把票投給他。。

川普擅於玩弄政治權術川普擅於玩弄政治權術，，可惜泛政治化的手法可惜泛政治化的手法
已經難以挽救自己的選情了已經難以挽救自己的選情了。。

原本應該是非常激烈的原本應該是非常激烈的20202020年總統選戰年總統選戰,, 卻因卻因
為新冠疫情而中斷為新冠疫情而中斷,,不過川普總統因為民調大幅不過川普總統因為民調大幅
落後落後,,上週末他開始進行大型造勢活動上週末他開始進行大型造勢活動,, 民主黨的民主黨的
拜登則按兵不動拜登則按兵不動,, 因為時間是站在他這一邊因為時間是站在他這一邊，，因疫因疫
情造成美國經濟潰敗重創了川普選情情造成美國經濟潰敗重創了川普選情,, 加上種族加上種族
歧視的震撼歧視的震撼,,拜登足不出戶拜登足不出戶，，民意就已領先川普民意就已領先川普1212
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所以他不必操之過急所以他不必操之過急。。

現在拜登所要做的現在拜登所要做的11件事就是遴選競選伙伴件事就是遴選競選伙伴,,
雖然他先前曾說過副手人選是女性雖然他先前曾說過副手人選是女性，，但後因發生但後因發生
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拜登知道為拜登知道為
平息少數裔不安情緒平息少數裔不安情緒，，選一位非裔女性應該是政選一位非裔女性應該是政
治正確的選擇治正確的選擇。。

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通常選擇競選夥伴通常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通常選擇競選夥伴通常
都是考量選票平衡以達到互補的功能都是考量選票平衡以達到互補的功能,,。。約翰甘迺約翰甘迺
迪當年選擇詹森做副手是因為他需要南方人的選迪當年選擇詹森做副手是因為他需要南方人的選
票票,,雷根選擇喬治布希雷根選擇喬治布希，，除了考量德州選票外除了考量德州選票外，，也也

因為他需要一個共和黨主流實用主義因為他需要一個共和黨主流實用主義
者做支柱者做支柱。。

歐巴馬在選擇拜登時所考量的是歐巴馬在選擇拜登時所考量的是
黑白族群選票的平衡黑白族群選票的平衡，，所以拜登在選所以拜登在選
擇自己副手的時候擇自己副手的時候,, 當然也是以相同當然也是以相同
思維做考量思維做考量,, 因此原本資歷與能力最因此原本資歷與能力最
適格的參議員沃倫因為太適格的參議員沃倫因為太““白白””,, 也太也太””
左左””了了,, 所以只有被犧性所以只有被犧性,, 而原先勇敢而原先勇敢
率領率領””搖擺州搖擺州””密西根州抗疫有成的女密西根州抗疫有成的女
州長蕾琴州長蕾琴··惠特默也因為膚色而不被惠特默也因為膚色而不被
選中選中,, 具有先見之明的聯邦參議員艾具有先見之明的聯邦參議員艾
米米··克洛布徹直接宣佈退出副手角逐克洛布徹直接宣佈退出副手角逐
名單名單，，並建議拜登選擇一位有色人種並建議拜登選擇一位有色人種
女性作為搭檔女性作為搭檔。。

以目前情況看以目前情況看,, 加州參議員哈里絲斯既是非加州參議員哈里絲斯既是非
裔裔,,又是亞裔又是亞裔，，加上她在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加上她在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
時表現相當傑出時表現相當傑出,, 戰鬥力極強戰鬥力極強,, 也沒有與拜登撕破也沒有與拜登撕破
臉臉，，算是非常符合條件的副手算是非常符合條件的副手。。

目前還在副手名單的另外兩位非裔女性是歐目前還在副手名單的另外兩位非裔女性是歐
巴馬的國安顧問蘇珊巴馬的國安顧問蘇珊··賴斯以及亞特蘭大女市長賴斯以及亞特蘭大女市長
凱夏凱夏··波托斯波托斯,, 前者是優秀幕僚前者是優秀幕僚,, 但沒有參選經歷但沒有參選經歷,,
政治魅力不足政治魅力不足,, 後者因近日第二位黑人又被白人後者因近日第二位黑人又被白人
警察擊斃造成第二度示威暴動警察擊斃造成第二度示威暴動，，會給拜登帶來麻會給拜登帶來麻
煩減分煩減分,, 所以不太可能會成為拜登副手所以不太可能會成為拜登副手。。

拜登表示他將在民主黨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之拜登表示他將在民主黨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之
前兩個星期才會決定前兩個星期才會決定,,副手人選副手人選,,他之所以提前曝他之所以提前曝
光幾位人選是高明手法光幾位人選是高明手法,, 等於是先讓民眾討論以等於是先讓民眾討論以
提供他作為參考提供他作為參考,, 那樣似乎更符合民意了那樣似乎更符合民意了,, 不是不是
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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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外灘的黃昏 EVENING AT THE BUND
Shanghai's early winterShanghai's early winter
has an unexpected whiff of springhas an unexpected whiff of spring

amidst smog and loud hornsamidst smog and loud horns
there are still excitingthere are still exciting
singing birds and aromatic flowerssinging birds and aromatic flowers

though the Oriental Pearl Towerthough the Oriental Pearl Tower
did not light up as expecteddid not light up as expected
the evening was still gorgeousthe evening was still gorgeous
thanks to your bright laughterthanks to your bright laughter

上海的初冬

竟充滿了春天的氣息

霧霾及喇叭聲中

仍有令人心動的

鳥語花香

即使東方明珠沒在期望中亮起

這個黃昏

因妳亮麗的笑聲

仍絢爛多姿

22TikTokTikTok是一款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短視頻影是一款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短視頻影
音手機軟體音手機軟體，，在全球擁有超過在全球擁有超過1010億的活躍用戶億的活躍用戶，，
是中國在境外最成功的社交應用程式是中國在境外最成功的社交應用程式，，在美國在美國
年輕人中具有深遠影響力年輕人中具有深遠影響力，，但在中美關係處於但在中美關係處於
劍拔弩張之際它將被迫抖出美國劍拔弩張之際它將被迫抖出美國,,成為繼華為之成為繼華為之
後的政治犧牲品後的政治犧牲品。。

TikTokTikTok 是中國科技字節跳動公司所研發擁是中國科技字節跳動公司所研發擁
有有，，由年輕企業家張一鳴於北京市海淀區創立由年輕企業家張一鳴於北京市海淀區創立，，
在中國名為抖音在中國名為抖音,,到海外則稱之為到海外則稱之為TikTok,TikTok, 所以所以
他們算是一對若即若離的雙胞胎他們算是一對若即若離的雙胞胎,,估計市值已超估計市值已超
過過10001000億美元億美元。。

儘管儘管TikTokTikTok影響力巨大影響力巨大，，在海外發展極為成在海外發展極為成
功功,, 但他們相當明白國際市場環境的險惡但他們相當明白國際市場環境的險惡,, 所以所以
一直想方設法與國內的抖音切割一直想方設法與國內的抖音切割,, 包括把伺服包括把伺服

器資料庫移到海外也聘用了美國的器資料庫移到海外也聘用了美國的
CEOCEO 執行長執行長,, 並且大動作退出香港並且大動作退出香港
市場以示與中國無關市場以示與中國無關,,但但 TikTokTikTok 卻卻
無法不承認北京市的母公司無法不承認北京市的母公司,,這大慨這大慨
就是他們逃避不了的原罪吧就是他們逃避不了的原罪吧！！
TikTokTikTok 的挫折的挫折,,先是被印度強令下先是被印度強令下
架架，，莫迪政府雖聲稱禁令是出於國安莫迪政府雖聲稱禁令是出於國安
考慮考慮，，其實是對中印邊境摩擦的報復其實是對中印邊境摩擦的報復
舉動舉動，，所以他罔顧所以他罔顧 TikTokTikTok 在印度已在印度已
擁有超過擁有超過22億的用戶億的用戶。。

川普總統近日在談論這款應用程川普總統近日在談論這款應用程
式時也毫不遮掩將其與反對中國的式時也毫不遮掩將其與反對中國的
政策綑綁在一起政策綑綁在一起,,國務卿蓬佩奧明國務卿蓬佩奧明
示示，，為確保中國無法獲取美國公民的為確保中國無法獲取美國公民的
資料資料,, 必對必對 TikTokTikTok 和微信等嚴查嚴和微信等嚴查嚴
辦辦,,白宮幕僚長也認為查禁勢在必行白宮幕僚長也認為查禁勢在必行,,

FBIFBI 局長克裡斯多夫局長克裡斯多夫··雷則稱雷則稱,,中國間諜和盜竊中國間諜和盜竊
是對美國最大的威脅是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必須嚴防必須嚴防。。

從這些政治人物的言談中可知從這些政治人物的言談中可知TikTokTikTok和微和微
信在美已危如累卵信在美已危如累卵,,有人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有人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個人的言論與群社自由為由保障個人的言論與群社自由為由,,辯解辯解TikTokTikTok
和微信不會被禁和微信不會被禁，，那是不識政治之現實與險惡那是不識政治之現實與險惡
的窺管之見的窺管之見,, 川普為了掩飾抗疫無力川普為了掩飾抗疫無力，，並搶白自並搶白自
己的選情己的選情,,在選戰只剩在選戰只剩9090多天的時間內多天的時間內,,他的一他的一
切舉措切舉措,,從甩鍋撒館從甩鍋撒館,, 到挑釁南海到挑釁南海,, 不都是針對不都是針對
中國而來嗎中國而來嗎!!

對川普而言對川普而言,,禁不禁禁不禁TikTokTikTok和微信和微信,, 他唯一他唯一
會顧慮的是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會顧慮的是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鑑於鑑於TikTik--
TokTok 擁有大批年輕選票擁有大批年輕選票,, 這大概是川普現在不這大概是川普現在不
敢動手禁敢動手禁TikTokTikTok的主因吧的主因吧！！

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秩序與工作方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秩序與工作方
式式，，當今唯可阻止疫情肆虐傳播的就是疫苗當今唯可阻止疫情肆虐傳播的就是疫苗，，曾曾
幾何時幾何時,,疫苗已取代核武軍備疫苗已取代核武軍備,,成為世界各國激烈成為世界各國激烈
競爭的頭條項目競爭的頭條項目,,各國無不投入巨大人力與經費各國無不投入巨大人力與經費
以搶先在這場競賽中拔得頭籌以搶先在這場競賽中拔得頭籌。。
根據根據CNNCNN獨家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獨家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他們將在他們將在

兩周內批准全球第兩周內批准全球第11支新冠疫苗支新冠疫苗，，屆時必讓美國屆時必讓美國
與世界驚訝與世界驚訝。。如果報導與說法屬實如果報導與說法屬實，，我們當然為我們當然為
俄羅斯大聲喝采俄羅斯大聲喝采，，因為他們可以搶先拯救人類生因為他們可以搶先拯救人類生
命命,, 給數十億人帶來希望給數十億人帶來希望,,世人當然應銘記他們世人當然應銘記他們
的恩德的恩德。。

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契博士曾預福契博士曾預
測測，，COVID-COVID-1919疫苗最早可在疫苗最早可在1111月注射月注射,,這段日這段日
子以來子以來,,各國技術領先的醫療人員都在研製疫苗各國技術領先的醫療人員都在研製疫苗

的一線奮戰的一線奮戰，，川普總統曾在五月中川普總統曾在五月中
旬成立了旬成立了””神速任務神速任務””小組小組（（OperOper--
ation Warp Speedation Warp Speed））,,期望在年底前期望在年底前
研製出研製出11億劑疫苗億劑疫苗,, 當時他信心滿當時他信心滿
滿滿,,志在讓美國研發出第一支新冠志在讓美國研發出第一支新冠
疫苗疫苗,,但當他一再把抗疫無方的責但當他一再把抗疫無方的責
任推給中國任推給中國,,甚至甚至··福契博士時福契博士時,,我我
們清楚知道們清楚知道,,他已把疫苗研發泛政他已把疫苗研發泛政
治化治化,, 當然全世界最渴望疫苗研發當然全世界最渴望疫苗研發
成功的莫過於川普成功的莫過於川普，，白宮已投入了白宮已投入了
數十億美元卻一籌莫展數十億美元卻一籌莫展，，近日他宣近日他宣
稱美國多家公司研發的疫苗有收稱美國多家公司研發的疫苗有收
成成，，他希望借此打一場政治上的翻他希望借此打一場政治上的翻
身仗身仗,,他唯有用疫苗轉換為支持他他唯有用疫苗轉換為支持他
的選票的選票。。

美國莫德納美國莫德納（（ModernaModerna）、）、強生強生（（JNJJNJ））與輝瑞與輝瑞（（PfizPfiz--
erer））所透露出的製發進展令人期待所透露出的製發進展令人期待,, 他們表明白他們表明白
宮已與他們簽訂協議宮已與他們簽訂協議，，如果他們的新疫苗確實有如果他們的新疫苗確實有
效效，，白宮將以白宮將以1919..55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一億劑新疫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一億劑新疫
苗苗，，預計將於今年預計將於今年1212月份交付月份交付。。

疫苗是一刀兩刃疫苗是一刀兩刃，，在如此匆忙的時間中研製在如此匆忙的時間中研製
出來的疫苗功效到底如何出來的疫苗功效到底如何？？它會帶來哪些副作它會帶來哪些副作
用用？？這些都是未知數這些都是未知數，，雖然目前美國已有三萬人雖然目前美國已有三萬人
勇的加入了疫苗試驗勇的加入了疫苗試驗，，其藥效特別值得關注其藥效特別值得關注,, 因因
為任何藥物都有其適用性為任何藥物都有其適用性，，不可能達到不可能達到100100%%抗抗
病毒性病毒性,,如果未經大量臨床試驗或者無法保證疫如果未經大量臨床試驗或者無法保證疫
苗品質就匆忙推廣苗品質就匆忙推廣,, 從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從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所所
以我們必須戰戰兢兢應對疫苗以我們必須戰戰兢兢應對疫苗！！

美國職棒大聯盟美國職棒大聯盟(MLB)(MLB) 新季賽才開打三場新季賽才開打三場
就不幸爆發了群聚感染事件就不幸爆發了群聚感染事件,, 邁阿密馬林魚隊包邁阿密馬林魚隊包
括教練和球員在內至少括教練和球員在內至少 1414 人被檢測出新冠肺人被檢測出新冠肺
炎炎,, 雖然大聯盟中止了兩場比賽雖然大聯盟中止了兩場比賽,, 但卻不考慮取但卻不考慮取
消剩餘的季賽消剩餘的季賽,, 他們似乎是冒著風險想把整個季他們似乎是冒著風險想把整個季
賽打完賽打完，，我認為這種投機心態是相當不對的我認為這種投機心態是相當不對的，，一一
旦其他隊伍也發生感染旦其他隊伍也發生感染,, 後果將不堪設想後果將不堪設想！！

新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震撼與恐慌新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震撼與恐慌
前所未見前所未見，，為了避免感染為了避免感染，，各國和各市莫不以封各國和各市莫不以封
城禁令和各種限制手段去面對疫情城禁令和各種限制手段去面對疫情，，職棒大聯盟職棒大聯盟
也因此延遲了也因此延遲了44個月才開始個月才開始,, 原本大聯盟已經做原本大聯盟已經做
了相當周全的準備了相當周全的準備,,把原先賽程縮減了三分之把原先賽程縮減了三分之
二二,, 並史無前例禁止觀眾入場並史無前例禁止觀眾入場,,只有球員只有球員、、教練和教練和

媒體在球場媒體在球場,,比賽則透過電比賽則透過電
視和網路傳播出去視和網路傳播出去,,照理說照理說
應該算是相當安全了應該算是相當安全了,, 但沒但沒
有想到還是爆發了馬林魚有想到還是爆發了馬林魚
隊群聚感染事件隊群聚感染事件,,由於感染由於感染
的人數佔了該隊陣容的三的人數佔了該隊陣容的三
分之一分之一,, 其中還包括先發主其中還包括先發主
力投尤瑞尼亞在內力投尤瑞尼亞在內，，嚴重影嚴重影
響了球隊的實力響了球隊的實力，，如果繼續如果繼續
出賽下去出賽下去,,對馬林魚隊而言對馬林魚隊而言,,
當然是不公平的當然是不公平的，，更何況其更何況其
他球隊也有感染的球員他球隊也有感染的球員,, 而而
且今年早就已經有許多球且今年早就已經有許多球
員因為畏懼病毒而拒絕出員因為畏懼病毒而拒絕出
賽賽，，在這樣情況之下在這樣情況之下,,比賽的比賽的
公正性令人質疑公正性令人質疑,,但職棒當但職棒當
局卻為了避免造成經濟上局卻為了避免造成經濟上
的損失的損失,, 依然舉行比賽依然舉行比賽,,只是只是
要求各隊要做嚴密的檢測要求各隊要做嚴密的檢測

與預防與預防,, 那是很消極的作為那是很消極的作為,,畢竟球隊人數眾多畢竟球隊人數眾多,,
而且必須要到外地比賽而且必須要到外地比賽,, 所接觸到的人非常多所接觸到的人非常多,,
而且他們到外地所居住的旅館也是高風險的傳而且他們到外地所居住的旅館也是高風險的傳
染區域染區域,, 所以球員非常的危險所以球員非常的危險。。

其實大聯盟原本的規劃是把所有的隊伍和其實大聯盟原本的規劃是把所有的隊伍和
球員都集中在兩個城市進行比賽球員都集中在兩個城市進行比賽,, 但後來因為許但後來因為許
多明星球員反對多明星球員反對,, 所以作罷所以作罷，，如今看來大聯盟沒如今看來大聯盟沒
有堅持當初的決定是相當愚蠢的有堅持當初的決定是相當愚蠢的，，只是現在為時只是現在為時
已晚已晚，，顧慮到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感染風險顧慮到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感染風險,, 職棒職棒
大聯盟不應該再猶豫不決大聯盟不應該再猶豫不決,, 應該立即要求各隊鳴應該立即要求各隊鳴
金收兵歸回故里才是確保球員健康與安全的正金收兵歸回故里才是確保球員健康與安全的正
確做法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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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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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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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7月28日宣布，所有根據 「童年抵
美暫緩遣返法案」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
hood Arrivals，簡稱DACA)遞交的新申請將被拒
絕。而已經申請到這項法案的受益人在接下來申
請延期時，有效期將由原本的兩年縮短為壹年。

DACA歷史背景
DACA是在2012年由前總統歐巴馬提出，

旨在保護孩童時期被父母非法入境帶到美國後，
無合法移民身份的大約65萬年輕人，免於遭到
遣返。

DADA主要內容
最初的DACA法案規定，為這些年輕人提供

臨時的移民身份。期限為兩年，屆滿可以延期。
該法案的受益人除了可以在美國合法居留，也可
以合法工作。

DADA近年受阻
川普總統上臺後，在2017年通過總統行政

命令推翻該法案。
第壹步就是停止受理申請新案。另外，除非

是 「重大事件」 ，川普政府也將禁止申請人返回
出生國家。

DADA成功復活
聯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18日以五比四裁定，

川普政府終止前總統歐巴馬任內推出的這項法案
不當，DACA法案繼續有效。但川普政府用行政
手段繼續打壓和收緊DACA。

DADA前景不明
川普表示，將繼續不遺余力的終止DACA法

案。
而即將獲得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前副

總統白登(Joe Biden)則表示，如果當選總統，將
保留DACA法案。

最新移民消息
1. 據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移民局從

8月3日開始，會對三分之二的員工采取停薪留
職。這將嚴重影響移民局的審理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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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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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開始慢慢恢復，已有申請人陸續收到領館的面
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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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從6月4

日起重新對公眾開放。
e.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16日開始取

消了加急申請。從6月1日起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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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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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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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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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DACADACA最新動態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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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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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承接上期）

第十樂章：餘音

萬事俱備
幼年曽懷抱夢想，希望成為一名作

家，用文字來記錄生命的軌跡。

由於生性木訥，兒時只能借助紙筆

敘述情感、意念，在文字世界中，盡情揮

灑，於是寫日記成了一天中最愉悅的時

刻。怎奈有一天堂哥找到我謹慎收藏的日

記本。他就像個不速之客，在我毫無防備

之下，闖進隱密的內心世界。被冒犯的憤

怒，驅使我撕毀日記，也摧毀夢想。

2014年時，與Winnie姊妹分享這些

年來的點滴經歷，她建議我以文字記錄下

來，讓上帝的所作所為留下憑證。回首過

往，既有說不盡的感慨，也承載著上帝所

賜的福，真該忠實載述，算是數算恩典，

也盼望有更多人因此得鼓勵。於是重新拾

筆，利用文字來記載這些心路歷程。

2018年1月13日，參加伯特利中心退

修會，當《人生長跑》一書作者分享見證

時，心裡好激動，感覺像是上帝在鼓勵我

實現兒時寫作的夢想。

結束第一天聚會，回到旅館房內，心

中不斷盤旋著幼年的夢想，抬頭望去正巧

牆上一節聖經映入眼簾：「那召你們的本

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帖撒羅尼

迦前書5：24）
是上帝在對我說話，給這小小的夢想

一個肯定。

結束兩天聚會，回程與永訓和麗敏夫

妻同行，一路上我們談著這次退修會的領

受。當提到上帝要我以文字來記述自己如

何經歷神，想出版見證集時，麗敏即刻表

達幫忙的意願。後來得知他們夫妻倆竟然

都曾參與《人生長跑》的印製、發行。

第二天麗敏告訴我，印刷公司、排

版、封面設計所需都已安排好，現在萬事

俱備只欠東風——見證文稿。無法相信上

帝竟然這麼快就成就這事，圓了幼年的夢想。

由於自己毫無實際寫作經驗，在毫無

頭緒之下，不知該如何下筆，嘗試問人、

看書、上課，但沒有實質幫助。我再次回

到天父面前禱告。奇妙的是，每當安靜在

天父面前，便文思泉湧，一件一件的事情

如連續劇般，在腦海中播放，不僅憶起細

節，連當時的心情、感受，都像才發生過

似的。

記得在記錄女兒與我之間的故事時，

思緒滯礙，幾番停筆，怎麼寫都覺得不夠

貼切。此時天父來到夢中，提醒我將衝突

和憤怒如實描寫。醒來後便照著做，那一

段也就完成了。

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幾次，每次都是上

帝給我一個方向，一些詞句，盡可能忠實

地記錄事件，表達感受。文稿逐漸成型，

我滿心期待見證集盡速印製、發行，但竟

是遲遲未見能實現。

戰勝軟弱
2018年9月30日，我們母子為母會臺

語堂20週年慶籌備獻唱，卻受到攔阻。安

排節目的弟兄擔心太多表演，把慶典時間

拖得太長，建議刪除我們的獻詩。見Steven
為獻唱付出的努力，排除萬難苦練了三個

多月的吉他，竟付諸流水，我感到憤憤不

平。頓時負面聲音排山倒海而來：是因自

己失敗的婚姻不配為主做見證？是因兒子

看來不像正常人？認定自己不被接納，當

下信心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只想逃離，

無法面對想像中的批判。

感謝天父的憐憫，領我走出流淚谷。

同年11月参與「神國資源為基督協會」和

「伯特利中心」聯合舉辦的文字營，在蘇

文安老師鼓勵安排下，課堂上兩次的見證

分享。五天的營會裡，感受到主內弟兄姊

妹的愛，憂傷的心靈得着安慰，並讓我重

拾信心，在高俐理和蘇文安二位老師以言

以行的教導下，提醒我善用自己生命中的

那一車水——上帝給我的有形無形的資

源，秉持「工人先於工作，作者重於作

品，真誠勝於一切」的信念，願在文字事

奉上全然委身。

我也意識到，生命之路與信心歷程，

必定會有起伏，必定會曲折，卻又何妨？

認定了上帝會引導前途，會供應所需，我

只要忠心完成祂要我做的事，何時獻唱、

發表，聽眾、讀者多少，自有上帝安排。

我該做、能做的，僅是盡心盡力完成這個

榮耀的見證集，願將榮耀歸予天父！

得勝的生命
兒子Steven是上帝放在家中的小天使。

他有顆愛主的心，每天向上帝祈求世界和

手按開關，突然他就暈厥倒地，我尚不知

道他在倒地上(因我專心舉手唱詩歌敬拜

讚美主)後來去顏秀福醫生診所，EKG查

不出來，經三個月全身大檢查MRI,MRA,
眼科，腦科，心臟科等都沒查出結果，後

來，劉東崑牧師自澳洲來休士頓時，在家

庭餐會中他幫潘牧師把脈，說你是心律不

整，造成倒地原因，後來也去再看心臟科

醫生，多年後，真的愈來愈明顯，心臟有

肥大現象，15年後，開始有衰竭現象，走

路會喘，下肢有時有水腫，心臟醫生都說

牧師要防中風，上帝幽默，讓潘牧師卻因

心肌梗塞，沒有痛苦，很快回天家，兩個

醫生都沒料到潘牧師很快回天家。我是感

謝上帝加給潘牧師15年，活出豐盛，精彩

的事奉人生，讓人永遠懷念他。

7-28(周二)下午三時半我送貴妃雞，

周武籐牧師暨師母託我送去水果木瓜，芭

樂，蘋果，桔子，哈蜜瓜等，數分鐘後

News姐妹也來探望，感謝News姐妹買來

許多道美食(貴妃雞、龍蝦炒意麵、蝦仁炒

蛋、鐵路便當、豬蹄一個、六品麵包) ，
在賴牧師師母家我們一起共享晚餐，快樂

交談，感謝神賜賴師母出人意外的平安。

轉貼7-29賴牧師信：
Dear all shalom(平安) !
各位親愛的家人，大家好！

我們真的是經歷了死蔭的幽谷，但沒

有遭受災害，因為神與我們同在，加上有

家人的代禱，牧師娘已經順利出院回家休

養了！我們會跟腦神經科、家庭醫師來會

談，聽聽他們的建議。也開始改善浴室，

加裝了幾個扶手，也訂購了洗澡用的椅子

給牧師娘使用，到了這個年齡，浴廁是個

潛在風險的地方，請大家也要注意安全！

本週日的信息，我們計畫在家裡製作！希

望能趕上主日的網路禮拜！感謝主！牧師

娘的短暫失憶現象已經恢復正常了，這幾

天就像經歷三溫暖的感受！

平，希望受飢餓的孩子得到溫飽；求上帝

讓他自己成為牧師，全心全力做上帝的工

作。2014年從臺灣探親返美後，當天晚上

兒子的禱告便有了不同的內容，他向神祈

求：希望我們全家都能成為上帝的僕人。

如今天父成就兒子的禱告，在他能力範圍

內，以文字、詩歌讚美神，訴說上帝的奇

妙。這是十多年前車禍發生時未曾預料

的。原來在苦難隧道的另一頭，仍有盼望

的燦爛陽光，且這一路有上帝所賜滿滿的

祝福。我已不再落入憂傷，每天平安喜樂

的活著，以感恩讚美代替抱怨焦慮。

同時也見到了女兒Tammy的轉變，從

一個不愛到教會、不禱告、不讀聖經的基

督徒，到如今甘心樂意在每個主日與我們

一起敬拜上帝，也學習凡事禱告。因女兒

見到弟弟遇到的種種難處，上帝感動她，

啟發她的愛心，讓她尤其關注那些有特殊需

要的弱勢族群，積極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因著童年的坎坷，婚姻的破碎，我原

是眼瞎心盲，單憑自己的血氣一意孤行。

神與我們同在
7-27(周一) 
前天收到為赖

忠智牧師的師母禱

告信：

這兩天來赖師母身體軟弱，目前正住

院檢查中，請為我們禱告！

昨天(主日/26日)上午發現師母有短暫

失憶症，對話之間有些反常，五天前半夜

起床如廁時，失去平衡跌坐在浴缸裡，頭

部也撞到了，昨天下午趕緊送醫院掛急

診，醫師先給她做CT掃描，並沒有發現出

血現象，今天上午要做MRI斷層掃描，所

以我們暫時無法回肯他基州事奉，要等醫

師的報告後再做決定！

* 最近賴牧師他們這兩週回休士頓度

假，因為浴室水滿溢致地毯浸泡水了，目

前已修理更換好地板，師母生病了，代理

的教會同工安慰我們不要急，安心照顧師

母身體。請繼續為我們代禱。

賴牧師夫婦自肯他基州回休士頓休假

兩周，師母身體不適，主日送醫院經MRI
等檢查無恙，昨天出院回家，感謝主保

守。

今天下午電話中我也提醒賴牧師告訴

醫生要裝置機器查看賴師母有無心律不

整，賴牧師說師母沒有心臟病 。我告訴他

心律不整是中壯年期間容易突發暈厥倒地

的，它來的快，不容易查出，要帶機器監

視三天，知道心跳情形如何，才能正確查

出是否有心律不整。

17年前，潘牧師和我在臥房床邊晨

禱，他跪下讀經完後，起身去關燈，尚未

但蒙上帝憐憫，翻轉我的生命。認清生命

的主導權屬於神，明白上帝必有預備，不

再擔憂兒子將來，滿懷感恩過每一天，感

謝上帝在我們生命中行這許多奇妙大能。

哈利路亞！

親愛的朋友，真實分享我的生命故

事，盼望你能從中得到鼓勵，看見盼望。

無論是甚麼原因讓你讀到這本見證集，相

信是上帝看見你的需要，要透過這些故事

來幫助你。或許你一生平順，也或許你曾

經歷苦難，然而誰的人生是完美的？誰不

渴望永久的平安？

正如我自己遭遇的種種，有許多是人

力無法掌控的際遇，也有許多是自己犯錯

造成的後果。即便如此，我在相信上帝、

接受耶穌為生命的主之後，真的得到平

安。因為我知道，在真心承認這些過錯，

請求上帝寬恕之後，我便不再背負罪疚

感。也認識到，耶穌願意為我擔當罪的懲

罰，是因為祂愛我，甘心為我捨命。祂還

要從此與我同行，我不會再是一個人無依

無靠。

你是否也渴望得到這樣的平安？你若

願意，只要敞開心門向上帝禱告，願意認

識這位獨一的真神，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

你的救主，讓祂成為你一生的主，上帝會

賜你能力脫離黑暗，也要賜下滿滿的愛與

祝福。你的生命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改變與

收獲。

這是我的禱告，也是這本見證集的目的。

但願生活中的每個腳印，都能成為生

命之歌的音符，譜寫出充滿恩福之美麗樂

章。

（全文完）

耶穌差遣十二個門徒（太 10:5-
15；可 6:7-13）

1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

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美

醫治各樣的病，2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　

神國的道，醫治病人。3 對他們說：

“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拐杖和口袋，

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

子。4 無論進哪一家，就住在那裡，也從那

裡起行。5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

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見證他們

的不是。”6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

福音，到處治病。

我相信每條路不是偶然走過的，那是

主耶穌基督安排我們在臨時改換跑道，在等

候的路上遇見毛先生，毛先生有腸癌，他是

從中國來到美國醫療中心的患者。

呂姊妹介紹我們去探望，毛先生說他

就要開刀了，他很擔心害怕，他希望在開刀

之前，我們能夠協助他信主耶穌 . 並且也為

他受洗歸入基督，好叫他有耶穌在他心中保

守，看顧開刀能夠順利，不然他還有一條通

往天堂的路可去到耶穌那裡。

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這麼樣勇敢堅強忍

受病痛 一大早堅持坐 Uber 到教會參加主

日，而他總是最早到的其中一位，開完刀出

院後，風雨無阻在查經班認真學習。

毛太大在她先生要開刀的前後 . 教會

許多人為他先生代禱，香港也有人通知潘師

母 . 然而潘師母聽到我們分享一位元元毛先

耶穌差遣十二個門徒 ◎周劉美 師母

生的需要 . 非常驚訝的問我還在想是不是把

他介紹給你們去關心，沒有想到你們早已經

跟他碰上了，感謝主。

毛太大來到美國，陪伴先生，也接受

查經班的課程毛太太說她也要相信耶穌，並

且接受受洗，無論生和死都要與她先生在同

一個地方。

我們也邀請潘師母來參加毛太太的受

洗。見面認識他們夫妻兩人，雖然癌細胞転

移，但他們夫妻兩非常的相愛。也非常堅定

走上這信仰的道路，一生認定主耶穌，不改

變。毛太太非常堅強有盼望，因為她知道，

有一天會他們在天堂會再相會。

賴忠智牧師師母。

回顧「艾美的交響人生」見證集和有

聲書的發行過程與感恩！
童年的我，對未來懷抱著許多夢想，

但在現實生活裏，這些夢想對我而言，不過

是一個個遙不可及的幻夢。

早年在屬世的迷茫飄泊中，怎能理解 
神美好的安排？ 如今想來，生活中嚐過的

酸甜苦辣，經歷的高山低谷，都成了見証的

題材，困境難處都成了邁向成功的指標。

曾夢想希望成為作家，能記錄生命樂

章，探討生命意義及存在的價值。在 神一

步一步的奇妙帶領下，我的夢想竟然實現了 
: 不但發行了「艾美的交響人生」這本生命

故事見證，更超乎想像地在極短的時間內，

完成了有聲書的錄製。有聲書在 YouTube
上成功發佈，讓生命見證可以藉由網路傳

播。這本是上帝的心意 ！ 願榮耀都歸於我

們的 父神 ！
在籌備見證書籍的過程中，上帝興起

環境，也興起了許多弟兄姊妹來參與協助。

2018 年 1 月 13 日，黃明發牧師邀請

我參加 BRC 伯特利中心年度退修會。會中

" 人生長跑 " 的作者邱建勤弟兄見證分享，

激勵了我，挑起我心靈深處，早已遺忘的夢

想。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

這事。」——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24 節。 
原本極度自卑缺乏自信的我，在永訓

和麗敏夫妻的幫助下，全心仰賴上帝添加力

量，驗證了 父神的應許，真實經歷祂的同

在，並確認祂在我身上所定的計劃。整個籌

備過程中，我獲益最大之處，就是不再心思

迷惘、漫無目標地活著。

「艾美的交響人生」籌備兩年，終於

在 2019 年 12 月，由如珮姊妹協助，台灣的

出版社全力配合下，以兩個月的時間排版印

刷，順利面世。並在 2020 年 4 月，以海運

回顧與感恩 - Amy
送達美國。

新書面世之後，我心中早有新書推廣

計劃的腹案，但怎能料到當書運抵時，正

遇上了全球性大災難 - 新冠狀病毒的肆虐襲

擊，將我的計劃全都打亂。在看似無計可施

的情境之下，其實主早有預備。

定居在德州的國宏姊大力為我推廣新

書，她在疫情期間帶著書，一本一本親自送

到友人的手中，並轉發所有讀者的讀後感給

我。令我自感有愧，也啟動我積極推廣新書

的想法。在過程中，收到許多回應和讀書心

得，給了我無法言喻的感動和鼓勵。

因為新書推廣，我與國宏姊常有聯繫。

一天，國宏姊建議把新書錄製成有聲書，但

我對這類的出版品所知有限，毫無頭緒。左

思右想，記起號角月報曾發行語音刊物，於

是心中有了計劃。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

心中的計劃依舊沒有啟動的跡象。6 月 21
日這天，國宏姊再次詢問有聲書的進展，突

然「多加」這個名字在我腦海浮現。這才回

想起 2018 年在文字營裡，多加姊朗讀的美

妙聲音，那充滿感情的語調，讓冷冰冰的文

字立時有了溫度！這時刻，那一幕在我眼前

竟是如此鮮明！

單憑這份感動，我立即採取行動，與

多加姊取得聯繫，向她稟明一切。出乎意料

之外，不到 3 天的時間，這本有聲書由多加

姊獨自錄製完成，同時發佈在 YouTube 平
台。這結果超乎所想所求，提醒我：上帝

在掌管一切，祂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 哈利路

亞！ !
最後，獻上最誠摯的感謝給我的天使

團隊：

蘇文安牧師、高俐理牧師、吳麗敏 （作

序 ) 
潘劉慰慈師母、蕭欣真 ( 校稿 )
林敏雯 ( 校稿 潤稿 )
楊薛菁 ( 總編輯 )
Amy Wong( 封面繪圖 )
鄭多加 ( 有聲書錄音 / 錄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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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疫情膠著 
接力送上熱炒飯

杜絕病毒侵擾 用愛罩住奧斯汀建築工人
德州奧斯汀市（Austin, TX）是美國人口增加最多的城

市之一，是每年城市發展最快的都會區之一。外來人

口持續遷入，城市擴建提升營建需求量，讓營建業成為奧斯

汀重要產業之一，並提供ㄍ大量的就業機會。	

◎ 愛的漣漪到工地

◎ 齋戒茹素保健康

◎ 淨化心靈弭災疫

採訪：蘇素珍	/	作者：王偉齡

作者：黃芳文

7月21日邁阿密的中餐館廚房裡，大火燒著大鍋，廚師穿著愛迪達無袖黑色背心，額頭飆著豆大的汗，拿著鍋鏟

炒著已經粒粒金黃的素炒飯。慈濟志工在一旁耐心等候，等

廚師一關火、裝入兩個大鐵盒、志工馬上載著還冒著煙的香

噴噴素炒飯，前往長期關懷的街友中心。

	 七月份的佛州很不安寧：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單日破萬，

而且屢創新高，近日來更超過紐約，成為全美新冠肺炎累計

確診人數第二高的州（第一高為加州）。志工心存敬畏與感

恩一一敬畏的是，人類因食肉殺生，造成致命病毒感染、生

靈反撲；感恩的是，自己還有著健康的身心，能動能做，趕

緊為疫情中遭重創的人，送去關懷。

	 拿到素炒飯的當下，邁阿密慈濟志工即前往街友中心

「Jubilee	 Center」捐贈素菜炒飯、口罩丶手套及洗手液。

志工說，這個中心是個非常動人的地方，不緊提供資源給街

友，也讓街友使用中心住址作為通訊地址，安住街友的心、

讓他們有歸屬感！

	 一如往常，當志工把急需的物資交給街友中心時，內

心充滿歡喜，因為不光是他們採取行動付出，手中的這些糧

資，正是疫情中的愛心接力，一棒一棒傳遞到服務街友的人

手上：「感謝全球志工們提供的個人防疫物資（PPE）、當

地社區熱心捐款支持食物發放、還有慈濟人文學校家長外賣

店的支持，讓愛的循環生生不息！」

	 慈濟美國正以「有愛無懼・慈悲相繫」行動募集50萬顆

愛心，每人至少投入10美元籌募500萬美元的災疫中長期援

助善款；這份力量將幫助無數家庭度過這段艱困苦澀的黑暗

時期。了解更多慈濟美國在疫情期間的行動：	

www.tzuchi.us/zh/TogetherWhileApar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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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奧斯汀市這樣炎熱的天氣，每天白日氣溫超過100度，

甚至會到106度。但是，無論天氣多熱，我們還是會叮嚀、

會要求工人戴上口罩。本會先前已為3,000名建築工人檢

測，確診感染率高達了15％！」

德州西班牙裔承包商協會主席   弗藍克 · 富恩特斯

	 德州新冠肺炎（COVID）感染病例在七月激增，疫情快

速蔓延。營建業不幸也有許多建築工人被感染，慈濟美國奧

斯汀聯絡處7月17日捐贈2,000只醫療口罩給「西班牙裔承包

商協會」（Hispanic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De	Tejas,	縮

寫HCAT），希望用愛罩住社區，與居民一起築起防疫網降

低染病率。

	 奧斯汀的慈濟人曾在六月底時，捐贈了1,000只醫療口

罩給「美國拉丁美洲公民聯盟」（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	 縮寫LULAC），幫助當地的拉丁裔社區

	 弗藍克的分享，讓志工更為建築工人的處境與辛勞感到

不捨，衷心期盼疫情要早日趨緩，更希望人人可瞭解到要消

弭災疫，真正重要的「靈方妙藥」是齋戒茹素。志工鼓勵弗

藍克分享素食訊息給該會工人，以慈悲心對待萬物生靈，並

嘗試從一天一餐或兩餐素開始，進行體內環保。

志工溫倉彬（右）協助將口罩搬上弗藍克（左）的車上。攝影／黃芳文

慈濟美國奧斯汀聯絡處捐贈醫療口罩給口罩給「德州西班牙裔承包商
協會」，由該會主席弗藍克代表來會所領取。攝影／溫倉彬

邁阿密志工們
在炎熱的廚房
中準備營養豐
富的素炒飯，
準備送到街友
中心。攝影／
蘇素珍

首位成員：金萱茶飲專賣店

新冠病毒侵襲全球，美國是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的重災區，慈濟美國深刻反思催生成立「

素行動聯盟」(Very	Veggie	Movement	Partner)，倡議

大範圍、大規模推廣茹素的理念，希望人們瞭解到與

地球共生息，與萬物生靈的和諧共處的重要性，透過

素食為主的飲食習慣，	避免未來病毒的肆虐與傳播。

	 在德州休士頓慈濟志工的努力下，金萱茶飲專賣

店	(Golden	Oolong	Tea)，成為第一位加入慈濟美國「

素行動聯盟	 」的夥伴成員！該店已發願將和慈濟美國

一起為「茹素、護生、愛地球」而努力，該店的素食

小點：九層塔杏鮑菇、酥炸豆腐、紅燒素牛肉麵等，

不但能讓人品嚐美味之餘，更能吃得健康無負擔。

參與「素行動」的夥伴們到金萱茶飲專賣店，消費素

食餐點、飲品皆可享受15%的折扣優惠。點擊連結

金萱茶飲專賣店的優惠券：

無形的病毒令全球人們都感到惶恐不安，對生活環

境安全與否的不確定感，讓我們身心靈都備感

壓力，在充滿迷茫的疫情期間，紐約曼哈頓中城東60

街229號的「大愛人文中心」，發起「人文珈琲 229」

(C.A.F.E. 229) 網路直播研討會，希望帶動人們反思生

活型態，煥發正能量、輕安自在的面對繁瑣的世情。

	 慈濟美國「素行動聯盟」仍在持續招募夥伴中，我

們將結合餐飲業者、蔬食產品製造商，與各類環保公益

團體、動物生命權組織、純素推廣社群成為一個緊密合

作、推廣素食環保理念的大聯盟，透過眾人增加購買和

食用素食，潛移默化來改變民眾的飲食習慣，讓茹素成

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型態。

	 餐飲業者、蔬食產品製造商皆可成為「素行動聯

盟」的夥伴，業主僅需提供優惠折價項目，定期或不定

期舉辦素食活動，並在企業網站和傳播訊息中分享「素

行動聯盟」訊息，即可成為聯盟的一員。

網址：www.goldenoolongtea.com
住址：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電話：(713) 932-6988

	 慈濟在2017年墨西哥大地震後，多次前往當地義診並

援建學校的項目，讓弗藍克對慈濟更有認同感。當他看到志

工已貼心地把2,000只口罩，分別裝入200份信封袋以便利

該會分發使用，他感動地指著信封袋上貼著的證嚴法師西語	

《每日一叮嚀》，用西語讀出：「汙濁的土地，實是人心汙濁

所造；淨灘護大地，齋戒淨心地。」更馬上詢問志工，這麼棒

的話是誰寫的？

	 事務繁忙的弗藍克雖然只是短暫地拜會了慈濟會所，但卻

收穫滿滿。當志工協助他把口罩搬到他的車上時，也讓他帶回

了《慈濟Q＆A》、《中英西日靜思語》、慈濟文宣等心靈資

糧，更分享溫暖地靜思語，希望平撫他因疫情而焦慮地心。

	 慈濟不分族裔與宗教信仰，真誠關懷著因疫情受苦的社區

居民，期許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用行動減少新增的病例；

更希望人們能在世紀疫情中深刻省思，從現在開始茹素護生、

淨化心靈，杜絕大自然的反撲，讓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災疫。

	 弗藍克說明，該會已免費發出了30,000只口罩及400

加侖乾洗手液，給各地區的西裔建築工人，還製作了英、

西語版的防疫宣導影片，教導工人如何防疫。該會在隔天	

（7月18日）要為300名建築工人檢測病毒，便會把慈濟捐贈

的2,000只口罩分發給受測者。

居民，也提升了慈濟在拉美裔社團的知名度。慈濟慷慨援助

口罩的訊息，輾轉傳到了德州西班牙裔承包商協會主席弗藍

克	·	富恩特斯（Frank	Fuentes）的耳中。

	 擔憂建築工人感染問題的弗藍克馬上循管道向慈濟奧斯

汀聯絡處提出捐贈請求，並在7月17日到慈濟領取物資。志

工溫倉彬、劉鏡鏘、步迺璇及黃芳文在會所等候他的到來，

透過面對面的互動，讓他加深對慈濟的印象。

「素行動聯盟」成員檔案：

「金萱 Golden Oolong Tea」

www.veryveggiemovement.org/partner/GOT

請有意參與的餐廳與廠商，進一步

到慈濟美國「素行動聯盟」網站：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深入了解活動詳情，並立即採取行

動加入共同推素的行列。

	 慈悲的行動	 (Compassion	 in	 Action)、自在的心境

(Freedom)	 與啟發	 (Enlightenment)	 的英文縮寫，正是

「C.A.F.E. 229」研討會的核心。該系列研討會將邀請

各領域專家：包括心理學、健康管理、臨床研究、宗教

界、哲學界、藝術文化界、自我成長領域界的翹楚們，

分享其所專精的深度議題。

	 「人文珈琲 229」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登場，

您可準備好一壺咖啡或茶，輕鬆自在地坐在電腦前，透過

直播的線上問答Q&A，與難得一見的

專家們進行對談！連結大愛人文中心

網站，進一步了解「人文珈琲 229」

的詳情：	www.tzuchicenter.org

大愛人文中心

網路直播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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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中旬，美國國土安全部和
司法部聯合建議有關政治庇護、加快遞解
、和難民方面的新法律法規，目的是大幅
改變美國現存的難民和庇護申請條例，擡
高門檻，規範和加快流程、加快遞解那些
沒有資格申請難民和庇護身份的非法移民
。許多客戶詢問，這些新的法律法規壹旦
通過，是不是就真的更難申請庇護、甚至
要取消庇護了呢？

請讓我們看看這些新規與相應的以前
版本有哪些不同。首先，如果案子被轉到
移民法庭，法官有更多的權力撤銷案件。
這就意味著在遞交政治庇護申請和上庭之
前，專業的法律援助和充分的準備變得尤
為重要，任何壹個草率的、隔靴搔癢和不
痛不癢的庇護申請，在法官手裏後，法官
都有權直接叫停，不給申請人上大庭的機
會。此外，法官還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
在決定案子是否成立並是否容許案子進行
到大庭時，有許多因素需要考慮，例如學
生簽證入境後是否如期在申請的學校入學
讀書，沒有讀書是什麽理由等等。這些因
素在新規出臺以前其實也在法官的考慮範

圍內，只是現在加重了這些因素的分量並
歸類在壹起考慮了。

第二，偷渡和非法入境者將被放到快
速遞解的程序中面臨被加快遣返的命運，
除非有申請庇護的真實理由和證據，可以
申請監獄解救並進壹步申請庇護。以前，
蛇頭將人偷渡進美國後往往就不管接下來
的事了，或者隨便安排壹個客戶都不壹定
喜歡或者接受的律師負責客人的監獄解救
或者加快遞解的上庭事宜。現在無證移民
隨時都有被逮捕和被驅逐的風險，當然有
些人可以得到豁免，如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有真實理由和證據的庇護申請者等等。
因此，非法或無證入境的移民就需要比其
他人做更加充分的準備，壹旦被捕而進入
加快遞解程序，擺脫移民監獄的保釋理由
將受到更大的限制。

第三，庇護申請理由中的特殊社會團
體將被重新清晰定義。以前，許多人利用
這壹理由鑽漏洞遞交庇護申請。現在清晰
定義特殊社會團體以後，有資格申請庇護
的人群就會受到合理的限制，而不符合申
請庇護要求的案件會被有效篩除。

第四，迫害的概念將被清晰地定義。
以前對於這個概念沒有明確地在法規上清
晰定義，而是散布在各級法庭的判例和移

民局規則中。現在將明確定義迫害這個概
念，並把它放到庇護新規顯眼的位置。比
如，受到黑社會傷害、或是犯罪的受害方
，這些都不是政治迫害，因此都不算是真
正意義上的迫害。此外，政治迫害存在的
地域範圍應該是全國性的，您在某國壹地
受到迫害，則在該國的任何地方都會受到
迫害，這樣的迫害才是真正的迫害。比如
您來自中國，在中國的武漢受到了政治迫
害，而您搬家去了別的城市後卻不再受到
同樣的迫害，您就可能無法獲得庇護。

第五，若入境美國前有停留、定居、
或者途徑第三國，則說明您可在第三國安
頓，並沒有獲得緊急庇護的迫切需求，因
此也將更難獲得庇護。現在對於途徑或停
留過第三國的申請人更加嚴厲，但也只是
更嚴而已，不是說不能申請庇護，因此不
必過分擔心。

總之，大部分新法規都將使以前的法
規更加清晰明朗、全面系統、嚴堵漏洞、
消除模棱兩可、提高案件審理效率。而華
人因為宗教信仰、藏疆迫害、香港問題、
反貪抗暴、城管強拆、人權抗爭、維權上
訪、計劃生育和法輪功等理由遞交的庇護
申請，不僅不受影響，反而更易更快獲批
。看似限制政治庇護的新規，實則會加快

和簡化庇護裁決，不符合要求者將被盡快
剔除，對以庇護為借口想混進美國的人將
被鐵面無私加快遞解。 必須註意的是，新
規對申請細節，從資料準備、填寫表格到
庇護面談和上庭，都有新的要求，這不僅
加大了申請的難度，更是給庇護律師增加
了壓力。小小的大意之誤可能導致退件甚
至被拒；律師僅憑過往的辦案經驗和陳舊
的知識而不及時更新法律，則會事倍功半
、甚至弄壞客戶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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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護新規是要取消庇護嗎庇護新規是要取消庇護嗎？？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本報訊】華美銀行宣佈，與服務
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司銀聯國
際（UnionPay International）達成合作
，並成為首批與之合作的美國銀行之一
，共同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為經
常前往亞太地區的美國消費者提供一種
便捷、安全的支付方式。無論是外出、
購物，還是用餐，儲值卡用戶都可在全
球177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網絡使用該
卡支付，尤其在中國，商家接受率近

100%。
華美銀行執行副總裁兼個人銀行及

數碼銀行業務總監周蓉（Catherine
Zhou）表示： 「華美銀行很高興與銀聯
國際合作，持續為用戶提供與時俱進的
支付體驗。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的推出
可以為經常往返於美國與亞太地區的消
費者提供優質高效的跨境金融服務，並
大幅度提高支付便捷性。我們將不斷與
業界領先夥伴合作，讓更多客戶享受到

現代科技應用帶來的服務與便利。」
此次发行的儲值卡的其它優勢還包

括：透過華美銀行的手機APP 「EW-
BridgePay」 隨時查詢卡內餘額並儲值
；優惠的匯率兌換；可在中國或美國的
几乎所有ATM提取現金；以及享有銀
聯卡用戶的獨家優惠與折扣，包括旅遊
景點、餐飲娛樂等豐富優惠及機場禮賓
、貴賓休息廳等增值服務。在美國消費
時，儲值卡用戶還可以在接受Discover
和NYCE信用卡的商家使用此卡。即日
起，客戶可前往華美銀行網站 east-

westbank.com/zh/personal-banking/
unionpay-prepaid-card 提交開卡申請
，或蒞臨華美銀行各地分行瞭解詳情。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

票代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
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
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
現有總資產4百33億美元，在美國和大
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
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

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
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廈門及廣
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
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
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
下午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
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
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
美銀行的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攜手銀聯國際推出儲值卡華美銀行攜手銀聯國際推出儲值卡 一卡在手一卡在手 行遍中國行遍中國

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用戶可在全球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用戶可在全球177177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
網絡使用該卡支付網絡使用該卡支付，，尤其在中國尤其在中國，，商家接受率近商家接受率近100100%%。。

華美銀行作為首批與銀聯國際合作的美國銀行之一華美銀行作為首批與銀聯國際合作的美國銀行之一
，，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為經常前往亞太地區為經常前往亞太地區
的美國消費者提供一種便捷的美國消費者提供一種便捷、、安全的支付方式安全的支付方式。。

華美銀行與服務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華美銀行與服務全球最大持卡人群的銀行卡公
司銀聯國際合作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司銀聯國際合作推出華美銀行銀聯儲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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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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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