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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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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中國社會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中共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
秀26日強調，中國推進共同富裕時
不會搞“殺富濟貧”，也不會強制
三次分配。他說，共同富裕要靠共
同奮鬥，這是根本途徑；第三次分
配是在自願基礎上的，國家稅收政
策要給予適當激勵，通過慈善捐贈
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結構的補充
作用。

本月舉行的中央財經委會議，對
共同富裕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並做出
部署。韓文秀26日在中宣部舉行的
發布會上介紹了中國在解決貧富分
化、實現共同富裕上面臨的挑戰及應
對舉措。他指出，中國已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在這個基礎上，要繼續把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事
情辦好，“逐步縮小分配差距，堅決
防止兩極分化。”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
他解釋，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

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人
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
裕，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
空虛；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
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
等富裕。

在闡述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時，韓
文秀說，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這
是根本途徑。他強調，要鼓勵勤勞致
富、創新致富，鼓勵辛勤勞動、合法
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允許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
後富，不搞“殺富濟貧”。

韓文秀也指出，要創造更加普
惠、公平的條件，暢通社會向上流動
的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的機會；
也要扎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
福利主義的陷阱。他說：“我們不能
‘等靠要’，不能‘養懶漢’。”

不強制第三次分配
對於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的構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制度
安排，韓文秀指出：“第三次分配是
在自願基礎上的，不是強制的，國家
稅收政策要給予適當激勵，通過慈善
捐贈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結構的補
充作用。”

中共抱負非稱霸世界而是貢獻世界
●●88月月2626日日，，中宣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中宣部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
會會，，發布文獻發布文獻《《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
動價值動價值》。》。 新華社新華社

中宣部發布文獻闡述中共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

中共中央宣傳部26日在北京發布文獻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並

舉行新聞發布會。文獻指出，中國共產黨

是有遠大抱負的政黨，這種抱負不是稱霸

世界，而是貢獻世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

信，大黨之大、大國之大，不在於體量

大、塊頭大、拳頭大，而在於胸襟大、格

局大、擔當大；和平而不是戰爭、合作而

不是霸道、對話而不是對抗、開放而不是

封閉，才是人間正道，才能贏得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行動價值》文獻包
括三個部分：前言、結束語和正文。前言

和結束語主要闡明中國共產黨從哪裏來、向何處
去，正文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理想不
懈奮鬥、具有強大領導力執政力、始終保持旺盛
生機和活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等五個
方面回答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百年一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文獻介紹，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

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
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
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移
的奮鬥目標。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暉在會上指出，中共建
黨百年，為幫助國際社會了解真實、立體、全面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發布這部重要文獻。文獻
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程，深刻闡釋黨
的治國理政理念、實踐和成就，從中可更加深入地
了解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大國要擔大責 不搞霸凌霸道
文獻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奮鬥的政黨。當今
世界，公平正義遠未實現。面對充滿危機的世
界，中國共產黨主張，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

富，在國際關係中都是平等的；大國要有大國的
樣子，要以人類前途命運為要，對世界和平與發
展擔負更大責任，而不是依仗實力搞唯我獨尊、
霸凌霸道；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
握，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共同享
受發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發展赤字和治理
難題，文獻認為，人類社會迫切需要樹立新的發展
觀，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中
國共產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個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
的世界，着眼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實現
人類社會和平永續發展，開闢了合作共贏、共建共
享的發展新道路。

民主沒有一種模式一個樣板
文獻進一步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

是推進一種或少數文明的單方主張，也不是謀求
在世界建設統一的行為體，更不是一種制度替代
另一種制度、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而是主
張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
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活動中目標一
致、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促進人類
社會整體發展。此外，中央外辦副主任劉建超也
在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堅決尊重各國人民根據自
身國情、根據主權權利來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發
展道路。中國從不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

和發展模式。
在回答美國記者相關提問時，劉建超強調，

民主在世界上本來就不應該有、實際上也沒有一
種模式、一個樣板，世界各國選擇什麼樣的民
主，應該是同這個國家的國情、歷史文化傳統、
人民的意願相一致的。“有人想把自己國家的制
度和民主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認為這本身就
不符合民主的原則。”

“中國的民主制度證明是成功的”
劉建超強調，一個國家實現什麼樣的民主，

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作決定、作選擇，而不是
由其他國家說了算。“中國的民主制度證明是成
功的，這意味着給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帶
來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同時也給世界的發展、給世界人民追求幸福
帶來了重要的機遇，這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相
反，我認為美國對此應該持一種歡迎的態度，而
不是一種排斥的態度。”

劉建超強調，中國也支持不同文明、不同制
度，甚至不同信仰的一些國家，開展平等、相互
尊重的交流互鑒，中國也願意實事求是地向其他
國家介紹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的發展道路，同
時也願意虛心地向其他國家學習。“應該講，國
與國之間這樣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交
流互鑒越多，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對世界的和平
與繁榮越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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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上半年轉盈 賺逾530億
戴厚良：2035年實現石油天然氣新能源三分天下
環球經濟復甦拉動國際油價，石油股業績回暖。中石

油上半年實現扭虧為盈，股東應佔溢利530.4億元(人民

幣，下同)，為此前盈喜的預測範圍。每股基本盈利0.29

元，派中期息0.1304元。董事長戴厚良在記者會上表示，

公司高度重視綠色低碳的發展，總的想法是，到2035年左

右實現石油、天然氣和新能源“三分天下”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期內公司營業收入達11,965.8億元，按年增
28.8%。油氣當量產量同比下降1.7%至

8.196億桶。其中原油產量4.43億桶，按年下降
6.8%；可銷售天然氣產量為2,258.5十億立方英
尺，按年增5.1%。平均實現原油價則升52%至
59.45美元/桶。資本性支出為738.83億元，全
年預算仍為2,390億元。

油價波動續嚴控成本
業務板塊方面，勘探與生產經營利潤增長

約兩倍至308.7億元；煉油與化工業務扭虧為
盈，經營利潤221.85億元；銷售業務亦轉虧為
盈，錄得66.4億元；天然氣與管道經營利潤則
增長156%至368.88億元。

新上任的高級副總裁任立新表示，未來幾
年疫情將逐漸消退，OPEC等石油組織正控制
原油產量，相信全球的石油供需關係會趨於平
衡，他料今年布蘭特油價將介乎每桶65美元至
70美元，明年則處於每桶50美元至70美元區
間。面對國際油價和天然氣價格波動，公司將
始終嚴控成本、合理投資。

冀保持穩定派息政策
任立新續指，在經濟回暖下，上半年內地油

氣需求基本恢復至2019年水平，他料下半年成品
油消費可達1.84億噸，按年增長2.7%；天然氣
消費上半年錄得雙位數增長，料在發電需求增加
推動下，下半年消費量或達1,856億立方米，按

年增8.2%，未來天燃氣市場空間非常廣闊。
中石油在去年低油價環境下派發特別股

息，財務總監柴守平稱，今年上半年綜合考慮
到現金流、資本支出和未來發展需要後，按一
貫分紅比率45%進行派息，未來希望保持穩定
的派息政策。

戴厚良強調，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
之下，會抓住內地天然氣市場需求旺盛的有利
時機，大力推進營銷，努力提升市場份額，目
標是到2035年時，石油、天燃氣、新能源的組
合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相信未來新能源
相關支出會循序漸進。目前正在制定一個詳細
規劃，經過充分論證後會在適當時間對外發
布。

中石油2021年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營業收入

股東應佔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中期股息
資本支出
平均實現油價
油氣當量產量
原油產量
可銷售天然氣產量
貨幣單位：人民幣 製表：記者 周曉菁

上半年
11,965.8億元

530.4億元
0.29元
0.1304元
739億元
59.45美元
8.2億桶
4.43億桶
2,258.5十億立方英尺

同比變幅
↑28.8%

虧轉盈
虧轉盈

↑49.2%
↓1.2%
↑52.4%
↓1.7%
↓6.8%
↑5.1%

●中石油表示高度重視綠色低碳的發展，目標是到2035年左右實現石
油、天然氣和新能源“三分天下”的局面，資本性開支將會每年更
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中
國人壽總裁蘇恒軒26日表示，今年上半年
全球疫情持續演變，但內地經濟表現穩中
向好，加上內地近年推進“健康中國”建
設，以及實施應對人口老化的戰略，將有
利內地保險市場發展，因此他對內地壽險
業務發展仍然樂觀。

面對來自互聯網保險公司的挑戰，副
總裁詹忠26日表示，中國人壽一直有留意
相關行業的發展，並認為市場競爭必須面
對。不過他強調，保險產品作為較複雜的
金融產品，不僅需要線上服務，同時需要
專業人士在線下與客戶溝通。

推進“大健康”戰略布局
另外，公司表示將順應時代發展新趨

勢，以客戶為中心，堅守保險保障本源，
堅定推進商業模式升級，加快推動數字化
轉型，優化產品服務體系，縱深推進“大
健康”、“大養老”戰略布局，持續完善
市場化體制機制，健全風險防控長效機
制，在高質量發展中展現更大作為。

中國人壽早前公布中期業績。其中，收
入合計為人民幣5,371.05億元，按年增長
6.5%。總保費收入人民幣4,422.99億元，按
年增長3.5%。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
民幣409.75億元，按年增長34.2%。每股收
益1.45元。不派中期息。中國人壽股價26日
收報12.94港元，跌0.31%。

香港文匯報訊 小鵬汽車26日公布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3個月業績，二季度總收入為37.6
億元（港元，下同），同比大幅增長536.7%，以
及較2021年第一季度的29.5億元上升27.5%。期
內淨虧損為11.9億元，而2020年同期為虧損1.46
億元，2021年第一季度為虧損7.86億元。二季度
按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下（NON-GAAP）淨虧損
為11億元，較去年同期及今年一季度的7.7億元
和7億元也有所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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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鵬汽車二季度營收增逾5倍

●● 中國人壽稱將縱深推進中國人壽稱將縱深推進
““大健康大健康”、“”、“大養老大養老””
戰略布局戰略布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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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中捷運綠線推出 「捷粉回饋專案」，
民進黨市議員27日質疑門檻太高，一般民眾搭乘很難
達到優惠標準，對運量提升沒有幫助。台中捷運公司董
事長林志盈指出，該專案占運量比例初期以15％為目標
，未來希望達20％，1年後將視成效檢討專案內容。

市議員黃守達、謝志忠、張耀中、張玉嬿、王立任
等在總質詢中指出，該優惠預計9月1日推出，明顯參
照台北捷運 「常客優惠方案」，北捷只要前1月搭乘11
次以上，可享 10％現金回饋，21-30 次回饋 15％、
31-40次回饋20％、41-50次回饋25％、51次以上可享
30％回饋，北捷路線、班次多，搭乘習慣養成，達成優
惠標準輕而易舉。

黃守達質疑，中捷目前僅1條綠線，市民可享有雙
十公車優惠，搭乘捷運的誘因相當低，中捷優惠門檻還

遠比北捷高，優惠又不見比北捷多。
議員認為，市民無感的政策就是失敗政策，要求交

通局盤點中捷與台中大眾交通運輸的使用狀況，設計現
階段最適合的優惠方案，鼓勵更多族群搭乘中捷，對運
量提升才有幫助。

林志盈指出，捷粉專案是先針對學生、上班族設計
，藉此養成搭乘捷運習慣，以1天搭乘2次，每月通勤
22天，搭乘次數即超過40次，若假日出遊也選擇搭捷
運，即可達到50次以上。

他以北捷為例，疫情發生前，2020年11月搭乘40
次以上占運量比例17.9％，1280元定期票使用次數占運
量24.2％，常客回饋40次以上加上1280元定期票，占
11月運量42.1％，中捷捷粉專案占運量比例初期以15％
目標，未來希望至少達到20％。

中捷推票價優惠中捷推票價優惠
民進黨議員質疑門檻太高民進黨議員質疑門檻太高

高雄版黃金計畫
科技輔助訓練

（中央社）備戰10月全國運動會，高市府運動發展局今年
首次試辦 「運動科學輔助訓練計畫」，這項被喻為高雄版的 「黃
金計畫」7月起委由正修科大團隊統籌執行，包括舉重高展宏、
排球楊孟樺等人，都是首批受測獲得輔訓的選手。

就讀正修科大的奧運國手高展宏、台電女排 「自由女神」楊
孟樺接受運科檢測，運發局長侯尊堯、高巿體育總會理事長許文

宗、名譽理事
長朱文慶、正
修科大生創學
院院長許清雲
、體育室主任
莊文典等人 26
日特別前去關

心。
計畫主持人顏克典表示，高展宏利用即時動作回饋分析系統

，將抓舉時身體左右兩側施力是否平衡即時回饋給選手，提升抓
舉成功機率。楊孟樺則透過等速肌力檢測，確定排球中急扣動作
移動關節角度範圍的肌力表現。

運動科學導入訓練已是國際間菁英選手訓練的趨勢，這次檢
測地點位在正修科大運動負荷分析實驗室。顏克典說，場地測試
及實驗室的檢測結果，都將提供給選手及教練，做為調整及擬定
下階段訓練計畫的參考。

在接受檢測後，高展宏與楊孟樺都認為，透過運科儀器，對
訓練確實很有幫助，也能協助自己避免運動傷害。至於剛結束東
奧，是否再批國家隊戰袍？高展宏說，也許亞運、也可能是下屆
巴黎奧運，仍要看當時訓練狀況。

侯尊堯等人肯定運科計畫是選手訓練的祕密武器，未來將逐
步打造屬於高雄的 「黃金計畫」。他也提到，剛落幕的東京奧運
，台灣代表隊的獎牌數創史上最佳，除了教練、選手奮戰不懈，
背後的運動科學團隊，也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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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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本地新聞

（本報訊）亞倫·佩特和杰奎琳·佩特住在加利福尼亞州西湖
村地區。在2018年的一天，他們在凌晨三點被鄰居的緊急敲門
聲驚醒，看到了可怕的景象：火焰、濃煙和灰燼蔓延到他們的社
區。在他們上床睡覺時，野火還在好幾英里之外。亞倫回憶到那
個移動快速到他們家100英尺附近的“伍爾西”大火時說：“我
們抓起逃生包、孩子和狗，然後趕緊開車離開了。”

那是加州有史以來最致命和最具破壞性的野火季節。緊隨其
後，創紀錄的颶風、冬季風暴以及其他極端異常天氣事件在美國
一個接一個的地方發生。專家預計，此類自然災害只會變得更加
頻繁。

哥倫比亞大學國家災難準備中心的培訓計劃指出：“制定個
人備災計劃會增加您保持安全的機率”。事先準備好必需品是
“有能力應付所有類型的緊急情況”的一個步驟。美國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局 (FEMA) 建議將家庭中每個人生存幾天所需的物品以
及重要文件收集到一個易於攜帶的提包中，通常稱為逃生包。

佩特一家體驗到了做好這些準備的價值。杰奎琳說：“因為
我們有逃生包，所以我們不會在最後一刻四處奔波收集東西。我
們有時間安慰孩子，讓每個人都安全地上車。”

作為耶和華見證人，佩特夫婦將他們的備災準備歸功於在會
眾聚會上經常得到的提醒，以及在組織的網站 www.jw.org 上得
到如何準備好逃生包的提示。

耶和華見證人在美國的發言人羅伯特·亨德里克斯說：“生
命是寶貴的，所以我們鼓勵所有人聽從聖經的勸告，採取實際措
施保護自己避開危險。”

在佩特家住所以東僅三英里處，他們同一個會眾裡的另一對
夫婦約瑟夫·聖羅曼和切爾西·聖羅曼也帶著他們的逃生包逃離了
伍爾西大火。儘管他們的家被夷為平地，但切爾西說他們沒有考
慮滯留下來與野火抗爭。她說：“我們不能為了物質財產而冒險
。我們準備好把這一切拋在身後。”

在不同的情況下，逃生包也大有用處作為“逗留包”。
當二月份德克薩斯州的冬季風暴 Uri 使數百萬人失去暖氣、

電力和自來水時，許多人首次在颶風季節之外用上逃生包。
休斯頓西北部居民丹尼爾·穆伊和麗安儂·穆伊的災前準備使

他們能夠就地避難數日。相比之下，那個地區的許多人冒著危險
出門去空蕩蕩的商店裡搜尋必需品。

丹尼爾說：“我們的颶風逃生包變成了我們的冬季風暴‘逗
留包’。我們很高興有了這個包就不需要排隊幾個小時才能獲得
飲用水等必需品。”

逃生包不僅提供實用價值，還可以提供精神上的價值。
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湖的居民馬太·高蒂爾和黛西·高蒂爾經

常與17歲的女兒麥迪遜和15歲的女兒薩迪一起坐下來檢查逃生
包和補充家庭的應急物品。馬太說：“我們不認為這是一件苦差
事。我們一家人一起高高興興地查閱 jw.org 的建議清單，如果
我們遺漏了什麼，就趕快添上補充。”

高蒂爾夫婦的努力在去年八月得到了回報，緩解了他們在颶
風勞拉登陸前準備撤離時的壓力。黛西說：“如果我們沒有準備
好逃生包，我就會手忙腳亂。”女兒麥迪遜肯定地說：“我媽媽
會流著淚在房子裡奔來跑去。”

做好準備意味著高蒂爾一家可以在疏散令發布之前離開該地
區。馬太說：“有了我們的逃生包，我們可以盡快地採取行動。
如果我們不得不從頭開始，‘我們需要這個，我們需要那個，’
我們就會被拖遲了。”

兩天后，勞拉以致命的四級風暴登陸，是路易斯安那州150
多年來記錄的最強颶風。

另一個住在查爾斯湖地區的名姓里尼的一家人在風暴過後返
回，發現他們的逃生包在風暴過後也有意想不到的用途。

13歲的卡倫·里尼談到全家人在開車回家的路上經過的倒塌
樹木和受損壞的供電設備：“我們的社區看起來就像是一部災難
電影中的場景。”

里尼的家僅受到輕微損壞。儘管如此，由於沒有水電，而且
要好幾天進行清理，他們立即利用了逃生包中的應急用物品。媽
媽阿什麗·里尼承認：“當初準備逃生包時，我們曾質疑是否真
地需要其中的許多物品。但在災後36小時內，我們使用了逃生
包中一半以上的內容：買汽油的現金、手電筒、膠帶、火柴、驅
蚊劑、飲用水、多一套衣服、電池等等。”

今天，一個準備妥善的逃生包在里尼家中佔有一席之地：在
家門邊一個專設的台架。 10歲的雅頓警戒尚未準備好逃生包的
人：“您可能認為自己不需要一個逃生包，但請相信我 — 您真
的需要！”

您可以從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獲取有關準備逃
生包的備災建議https://www.ready.gov/zh-hans 您也可以閱讀來
自耶和華見證人的一篇文章 災難當前—如何保全性命？

美最高法院終結暫停驅逐禁令 恐成COVID防疫破口
（綜合報導）美國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在

未得國會授權下，拜登政府不得續延暫停驅逐
禁令。這意味受到疫情影響而拖欠房租的數百
萬名租客，不再受這項臨時禁令保護，但也可
能導致防疫破口。

法新社報導，最高法院在6比3的判決中，
站在聲稱自己是不合理措施受害者的房東這方
，並主張任何禁令的延長應由國會、而非衛生
官員決定。

根據法院未署名的絕大多數意見，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近來通過在疫區暫
時禁止驅逐房客的命令，已踰越其職權。

在這8頁的多數意見上寫著： 「這應交由國
會而不是CDC決定，公共利益是否值得採取進
一步行動。」

然而最高法院3位自由派大法官提出異議，
理由是擔心驅逐令恐加劇COVID-19（2019冠
狀病毒疾病）Delta變異株傳播。

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認為，CDC在未經國
會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依法無權於8月3日起延
長暫時禁止驅逐令2個月。

CDC在2020年9月宣布這項暫停驅逐禁令
，這項禁令經過多次延長後，原訂7月31日屆
滿失效。

拜登政府先前呼籲國會批准延長暫停驅逐
禁令，但在夏季休會前都未果。

在民主黨施壓下，CDC以疫情造成的公衛

風險為由頒布新的暫停驅逐禁令，如今最高法
院終結此新暫時禁令。

白 宮 新 聞 秘 書 莎 琪 （Jen Psaki） 表 示 ，
「Delta變異株確診人數在全美各地顯著飆升之

際」，拜登政府對於最高法院封殺暫停驅逐禁
令 「感到失望」。

聲明說，這項暫停驅逐禁令 「在整個疫情
期間，透過避免病毒傳播來挽救人命」。

用逃生包為意外災難做好準備
您不覺得需要一個應急逃生包嗎？請考慮一些遇上了意外災難的家庭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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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Ivan Zhu 朱寧遠 

SVP/Lending Officer   F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09 

BillChen@goldenbank-na.com IvanZhu@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中央社）高端疫苗接種後傳第5死！新北市三重區一名46
歲男子接種高端後2天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
祥昨表示，該個案患有胰臟癌；不過，昨天傍晚又傳出板橋有一
名42歲女性打完高端疫苗後出現身體不適、血壓下降狀況，目
前在醫院密切觀察治療中。

高端施打昨日進入第5天，賴清德副總統也至台大醫學院體
育館接種，也是由日前幫總統施打的督導溫慧敏施打，被問到打
完後感受，賴說， 「很好」，也呼籲大家照疫情指揮中心安排登
記施打疫苗。只是，昨仍傳出接種高端猝死憾事及不良事件案例

。
昨日傳出死亡的三重男子，24日接種高端疫苗後，曾就醫回

診胰臟癌，但當晚即出現發燒、食慾不振及忽冷忽熱，25日至
26日出現精神恍惚、反應遲鈍及全身無力症狀，26日清晨6時許
送醫急救，仍於晚間11時許死亡。

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表示，男子死因還待釐清，是否與疫
苗有關，仍由中央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審議認定。

莊人祥表示，該案是昨天才通報，因此尚未列入疫苗接種後
不良事件統計；後續會請衛生局針對該個案做關懷，另外也可能

需要送司法相驗。
對高端施打不到1周就傳出5例猝死，國民黨再度高分貝呼

籲暫停施打，前新北市長朱立倫認為，政府要負起全部責任，甚
至有任何狀況隨時都要考慮停打。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也稱高端沒
有經過三期試驗，現等同在做全世界最大型的三期試驗，且是免
費白老鼠；但陳時中不認同，糾正是 「後市場監測」，台北市長
柯文哲酸陳時中這說法很像藥廠業務代表在講的話。

（中央社）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國Delta疫情不
斷擴大，如何傳播也再度引發討論。對此國立中山大學
的氣膠科學研究中心發布論文表示，新冠病毒並非過去
認知的飛沫傳播，而是氣膠傳播，隔板反而會增加染疫
風險，呼籲全球調整防疫措施。

由中山大學氣膠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家蓁主導的跨
國(美國各大學、以色列理工學院)研究團隊今(27日)在
國際權威期刊《科學》發表論文，並獲得包括紐約時報
在內的多家國際媒體報導。研究團隊指出，新冠病毒主
要傳播途徑是氣膠傳播，並非過去認知的飛沫或是接觸
傳播。

王家蓁說，比起飛沫，氣膠不僅在空氣中懸浮更久
，長達數小時，傳播距離也多出1到2公尺，吸入體內
後，小顆粒的病毒氣膠更能直接越過鼻咽和上呼吸道，
到達肺部更深處，而不被現行採檢驗出。

王家蓁表示，一般大眾迷思，都認為氣膠傳播只會
發生在長途運輸，忽略短距離傳播其實濃度更高，更具
威力，然而現在全球所採用的防疫措施，卻都是針對飛
沫、接觸傳播設計，無法阻止氣膠傳播，是防疫大破口
，也是疫情居高不下原因。

王家蓁表示，論文中就有提到，國外氣近期一篇研
究指出，公共場合隔開人群的隔板，都是設計用來阻擋
飛沫，然而副作用就是阻礙空氣流通，反而增加氣膠傳
播風險，她說，多篇研究也指出，呼吸氣膠病毒含量遠
高於飛沫，呼籲各國應即時挑整防疫方向。

論文最後指出，目前肆虐的Delta變異株，傳染力
遠高於原生病毒，部分案例甚至15秒就傳染給他人，
證明防範氣膠傳播迫切性，口罩密合度、室內空氣流通
、空氣清淨機的使用都是能降低氣膠傳播的關鍵。

中山大學最新論文登國際！
驚人研究結果 「隔板反讓染疫風險大增」

（中央社）台東71歲陳樹菊阿嬤3年前因病休養，退休不再
賣菜後，鮮少露臉。但她將在28日捐贈1500萬元給台東縣府做
為 「急難慰助基金」，幫助弱勢產婦醫療及不幸難產過世產婦的
孩子，同時也紀念母親陳籃阿笋女士；縣府社會處除了感謝陳樹
菊，也將成立專戶將這筆善款妥善運用，發揮最大效益。

陳樹菊表示，她小學6年級時，因為母親陳籃阿笋產下妹妹
後不幸過世，她為了紀念母親，才想幫助需要的人，她已和縣府

社會處討論如何運用這筆錢；社會處說明，這筆基金首先將成立
專戶，將針對弱勢產婦醫療及母親不幸難產過世的孩子使用，將
做為助學金和慰問金，直到孩子滿12歲為止。

據了解，有 「愛心菜販」之稱的陳樹菊，在退休前已經捐出
逾千萬元幫助貧困民眾及學校，並在2018年10月退休後捐出2
張保單，身故理賠款1600萬元將給予台東馬偕和台東基督教醫
院，做為貧困病人的醫療補助慈善基金。這次又捐出儲蓄險保單

1500萬元給縣府，持續行善。
此外，陳樹菊自13歲起就放棄升學，在台東市中央市場賣

菜養家，更將辛苦賣菜所得捐出逾千萬元行善。她在2018年6月
間健康亮起紅燈，病倒在菜攤上，經開刀治療出院後，她毅然決
定退休，將50餘年的菜攤收掉，在同年3月底到高雄市宮廟休養
，近2年時常返高雄、台東兩地。

（中央社）2021全國運動會將在10月開幕
，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宣布，全運會聖火將以網
路、鐵路、公路3路方式傳遞，繞行全台各縣市
站點，並在各個縣市抽出5位民眾擔任火炬手，
而 「台灣蝶王」王冠閎也將在10月8日台北站
擔任公路火炬手，盼延續東京奧運的運動熱潮
。

新北市府昨舉行 「聖火炬發表暨三路傳聖
火」記者會，侯友宜表示，今年因應疫情，結

合實體和虛擬方式傳遞聖火，除了有傳統公路
方式傳遞全台離島22個縣市，還有鐵路環島列
車繞行18個縣市，19個站點，民眾更可以透過
網路，套用聖火濾鏡，只要手舉聖火或Fami霜
淇淋拍照，就有機會得到霜淇淋買一送一券，
超商也會推出期間限定口味，宣傳全運會精彩
賽事。

侯友宜也說，聖火象徵光明、勇敢、團結
與和平，全運會將延續東京奧運國人的團結與

感動，這次聖火炬造型由獲得2021德國紅點設
計大獎的新銳藝術家李昕製作，她專長金屬特
殊雕塑、工藝型複合媒材裝置藝術，造型以
「竹」為靈感，用金屬打造火炬基底，表面實

驗仿陶材料，展現白釉色優雅時尚風格美感，
也有 「節節高升」的寓意，象徵運動員堅毅不
撓的精神。

體育處表示，全運會聖火公路傳遞行經離
島及全台22 縣市著名景點，將從各縣市抽出5

位民眾擔任火炬手，抽出民眾將與名人一同舉
火炬繞行，有興趣民眾可以上新北運動聚點臉
書報名。

另外，鐵路聖火環島列車也會安排神秘嘉
賓上車，以類粉絲見面會方式跟民眾互動，更
多活動詳情可以鎖定 「110年全國運動會在新北
」與 「新北運動聚點」網站及臉書。

愛心菜販陳樹菊退休仍不忘弱勢 再捐1500萬行善

第5死 46歲胰臟癌男 打高端2天後不治

新北全運會3路傳聖火
台灣蝶王當火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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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任務！
3天募得 8億台幣 20架飛機出動
拯救 7千阿富汗基督徒！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

長。我承諾我將對你永遠忠實。

猶記得證婚牧師說:直到"死"...才讓你

們兩個人分開。

現今時代，卻不是因為對方有一人病

故死亡，而使夫妻兩個人分開。常聽到某

某夫婦分開原因是因為家暴，失和，離

異，某某人有外遇，要與妻子離婚...。
筆者就想起他們是否都忘記了當年婚

禮在上帝與眾人面前所承諾的結婚誓言？

有的家庭夫妻雖然沒有離婚，但是過

著是名存實亡的婚姻生活，兩個人生活在

一個屋簷下，但沒有互動，像似房客關

係。

各位讀者，讓我們自己捫心自問，省

察自己的婚姻生活過得愜意，有幸福嗎？

有快樂嗎？家中常有笑聲嗎？或是吵鬧聲?
或是靜悄悄(冷戰)

別忘記:愛你所選，選你所愛。好好珍

惜你現在擁有的妻子與擁有的丈夫吧！努

力經營你們的婚姻生活。

男人要會愛妻子，體貼妻子的辛勞，

幫忙作家事，幫忙照顧年幼孩子，女人要

會敬重丈夫，彼此順服。

忙碌中夫妻仍盡量安排享受二人約會

美好時光。遵守活出聖經上的婚姻關係教

導，記得常常說三句話:謝謝你，對不起，

我愛你。讓你們的婚姻城堡常飄揚喜樂得

勝的旌旗吧!

筆者觀賞中國

大 陸 黑 龍 江 衛 視

《 門 當 戶 對 》 節

目，主持人王芳問

到上節目的男士，女士，他們各自婚姻破

碎的原因，很多說是個性不合而離婚了，

有的離婚原因是公婆強勢主張要兒子與媳

婦離婚的，有的是因為先生有外遇(有女

人)而離婚，有的是遭到喪偶，而守獨身

20多年。現今有的是因為家暴而離婚，他/
她們各自扶養兒女長大成人，有的一直未

婚，有的有兩三次婚姻，還是單身，等到

兒女成家後，有的男士，女士各自事業有

成，她/他們就想為自己尋找幸福，自己報

名上電視《門當戶對》節目徵婚，盼再有

合適的牽手，再組幸福美好的婚姻生活。

有的是兒子和女兒鼓勵爸爸或媽媽要再找

個伴，共度餘生，讓兒女也放心。

托爾斯泰(俄國文豪)曾說道:幸福的家

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

年輕時曾聽講，沒有結婚的人，一心

一意想攻入婚姻城堡，結了婚的人，卻想

逃出婚姻城堡。這是怎麼回事呢？

單身好?還是結婚好呢？有人有恩賜守

獨身/單身。筆者年輕時在台灣曾見過數位

宣教士(挪威，荷蘭，加拿大)，單身來台

事奉傳福音許多年後，有幸結婚成家，

二人同心同行奔跑天路程。為他們高

興祝福。

摘錄基督徒婚約誓言: 
新郎 ：我_____，娶你______，做我

的妻子。我願對你承諾，從今天開始，無

論是順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貧窮，健康

或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直到地

老天長。我承諾我將對你永遠忠實。新

娘： 我，_____，嫁給你______，做我的

丈夫。我願對你承諾，從今天開始，無論

是順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貧窮，健康或

牽    手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在塔利班八月中旬閃電掌控阿富汗以

來，經由「拿撒勒人基金」(Nazarene Fund)
的援助，已陸續飛出三架飛機，幫助阿富

汗基督徒逃離陷入戰亂的家園。

據「拿撒勒人救援小組」（Operation 
Nazarene Rescue）表示，經過三次飛行，他

們共載運 1200名基督徒，安全撤離阿富汗，

並飛到安全的地方。據其預估，至 28 日可

望順利運送 7000 名基督徒離開阿富汗，還

請眾教會和基督徒迫切代禱。

發起這項救援行動的美國著名電台主

持人格倫．貝克（Glenn Beck）在臉書上興

奮地表示：「這是美好的一天！感謝大家

的祈禱和支持！因為一個決心，他們便有

機會活下去了！神的大能與我們同在。政

府做不到的，我們人民做到了。」貝克還

附上幾張感人的照片：夜半一架飛機正要

起飛，機上一群人正在找座位。貝克透露，

這是第二架抵達喀布爾的飛機，準備載走阿

富汗的基督徒，隨後第三架飛機也起飛了；

總計三架飛機共載走了 1200 名阿富汗基督

徒。

貝克僅於廣播節目中呼籲聽眾透過拿

撒勒人基金，一同參與拯救阿富汗人民的計

畫，沒想到得到了驚人的回應。在短短三

天之內，聽眾的捐款就超過 2200萬美元（約

新台幣 6 億 1400 萬元）。隨後，捐款總額

激增至 2860 萬美元 ( 約新台幣八億元 )。
（更新：已超過 30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8
億 3834 萬元）

這些捐款沒有來自主流媒體的推波助

瀾，連 Google 搜尋也很少有人關注，顯示

成果相當驚人！

貝克於 2002 年創建了媒體平台「水星

廣播藝術」（Mercury Radio Arts），並於

2011 年成立了非盈利性機構「水星一號」

（Mercury One），透過自身企業運作，而

非捐款維持營運。水星一號基金會以「拿

撒勒人基金」名義私募，專注於營救俘虜，

並合法撤離及安置來自伊拉克、敘利亞和阿

富汗等戰亂國家中流離失所的基督徒，協助

他們進入安全的國家，並幫助他們重建新生

活。

20 架飛機帶出七千名阿富汗基督徒

貝克 24 日也在 Instagram 上表示，喀

布爾機場的狀況仍相當混亂，如今停機坪

上還有很多人。他們已經安排了 20 架波音

757飛機準備出發。貝克表示，到本週末（28
日），他們「將能夠讓 7000 名基督徒脫離

險境」。他自己都覺得這項努力能在短短幾

天內達成目標，「非常具有象徵性意義」。

但貝克後來又透露，目前有數十名加州的家

長和兒童，在夏季旅行後，仍然滯留在阿富

汗。

有關於祈禱的請求，貝克說：「我們

需要你們為那些對解救難民反應冷漠的國

家中的人們祈禱。因為任何幫助這些難民的

人，都可能讓自己面臨遭到報復的風險。」

而來自國際社會的反應也非常熱烈。

貝克透露，辛巴威雖然國力不振，但表示會

接納這些基督徒難民；其他還有許多國家，

也將接納他們。

貝克補充說，他們合作過的一些國家，

都想提供幫助，但實際狀況都非常緊張。 
「現在正在進行屬靈爭戰，一切都是一場戰

鬥，這是一場善與惡的戰鬥」，貝克說道。

貝克也引用箴言二十四章 11 節：「人

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

阻」來表明救援行動的初心。

早先，他曾在社群媒體請大眾繼續為

所有被困在阿富汗，尋求

脫困的人禁食禱告。他寫

道：

「我謙卑地請求，

你會在今天或明天禁食

禱告。祈求上帝寬恕我們

作為個人和國家的罪。因

著他人的緣故，求祂分開

天空，開啟通往安全的道

路，求祂遮蔽塔利班的眼

目，好讓善行在不被發現

的情況下運作。此事唯有

倚靠神的旨意和真正的神

蹟，才能拯救這些沒有做

錯事的人。請讓你的教

會、朋友和家人與我們一

起，為神蹟降臨祈禱。」

阿富汗逃難潮僅剩

幾天

自塔利班奪權以來，

至少有 20 人在機場的槍

擊和踩踏事件中喪生。23
日有超過 1 萬人被撤離，

但撤離的期限至八月 31
日截止，時間已經漸漸逼

近，沒剩幾天。在這一波

又一波瘋狂逃離阿富汗的

逃難潮中，也陸續聽到一

些好消息。如世界職業足

球 員 協 會 (FIFPro) 於 24
日表示，已有數十名阿富汗女性球員和運動

員，在澳洲政府的協助之下順利撤離該國。

阿富汗前國家女足隊長波帕 (Khalida 
Popal) 也參與了這些女性運動員的撤離行

動。她說，有許多球員在逃亡時遭到毆打，

並且聽到槍聲，情況相當危急。

世界職業足球員協會也在官網聲明

中，感謝澳洲政府為撤離所做的努力；然而

還有很多運動員的生命仍受到威脅。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 ）日前宣布，在八月31日之後，「不

會讓任何阿富汗人被帶上撤離航班」，所有

外國撤離行動都要在這個期限內完成。他並

表示，若美軍未按期限離開，則可能會發生

衝突。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將維持「撤軍

最後期限為八月 31 日」。

請為正在撤離的阿富汗基督

徒及一般民眾的安全代禱。求主大

能的手介入，拯救阿富汗人免受塔

利班的迫害。

※ 八月 27 日更新：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貝克週四（26 日）接

受了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

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
採訪時透露，他的組織已經拯救了 

5,100 名阿富汗基督徒。目前人在中東，但

不便透露所在地。

（文載自［基督教論壇報］）

靠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靠 神會經

歷那無窮大的神。wk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

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

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

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他曾救我們脫離

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

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哥林多後書

1:8-10 
08/26/21 英文每日金句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 Ephesians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

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以弗所書 
6:10 

08/26/21 金玉良言

有夢最美，逐夢踏實。用最少的悔恨

面對過去；用最多的美夢面對未來；用最

少的浪費面對現在。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

跑。」聖經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如何不犯罪 ?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

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後書 3：
15

專家認為，犯罪有三大防線：家庭，

教育和信仰。從小家庭有愛，又明白聖經，

這人長大後，不會想犯罪。

聖經說：愛，是不加害與人。又說：

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

裡。心中有「愛」、有「道」，當然不犯罪。

萬一沒好家庭，又沒讀聖經，就要靠

敎育。讀書能變化氣質，增長耐性及思考。

想通「罪必追上你，如影隨行」，就不想犯

罪了！

沒好家庭，又不讀書，就要靠基督。

犯罪是被魔鬼唆使，但耶穌復活，已成了魔

鬼的剋星。

心中有主，魔鬼必輸！

轉發 ~『三天募得八億台幣 將出動 20架飛機拯救七千阿富汗基督徒！美電台
主持人與聽眾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貝克也引用箴言二十四章 11節：「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
須攔阻」來表明這次活動的初心。

早先，他曾在社群媒體請大眾繼續為所有被困在阿富汗，尋求脫困的人禁食
禱告。他寫道：

「我謙卑地請求，你會在今天或明天禁食禱告。祈求上帝寬恕我們作為個人
和國家的罪。因著他人的緣故，求祂分開天空，開啟通往安全的道路，求祂遮蔽塔
利班的眼目，好讓善行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運作。此事唯有倚靠神的旨意和真正
的神蹟，才能拯救這些沒有做錯事的人。請讓你的教會、朋友和家人與我們一起，
為神蹟降臨祈禱。」』

在「拿撒勒人基金」援助下，至第三架飛機，已順利載走 1200名阿富汗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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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德州分會志工《法華會上》演繹  全體茹素入經藏

開學了！慈濟人到蘭蒂斯小學捐贈學用品

月圓情圓人團圓  
德州分會月餅義賣

◎ 為經藏演繹揭開序幕

◎ 演繹團隊全體茹素
	撰文／錢美臻、林桂英

	採訪／劉本琦；撰文／錢美臻

	撰文／錢美臻

9
229

2021年是慈濟55週年，也是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創立30週年。在這特別的一年，從年初德州分會便廣邀志工
加入經藏演繹的行列，期許凝聚眾人的虔誠心、清淨心、
恭敬心、精進心，讓世間更多的人能因感動而領悟佛法的
奧妙義理。

2021年新學期秋季班開始前，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便忙著準備要提供給40位低收家庭學生的學用品，並
趕在開學第一天8月10日，送到合作「幸福校園」項目的
蘭蒂斯小學（Landis	Elementary	School）。	
	 全美提供基礎教育的學區和學校，今年都較早開學。
八月初，志工收到蘭蒂斯小學提供的學童所需物資清單
後，先分頭選購好制服、學習文具等物資，便與該校學生
輔導室主任瑞納·薇嘉（Reyna	Vega，Student	Support	
Manager）約定到該校捐贈。

當時序走近秋季，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便會發起中秋月
餅義賣活動，匯聚社區愛心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

庭。今年該會「月圓	 •	 情圓	 •	 人團圓」中秋義賣活動規
劃義賣兩百盒月餅。志工們自8月22日起連續花四個週日
上午，到德州分會會所以每週製作五十盒手工愛心月餅的
方式，點滴匯聚大愛。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
電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
蔬食指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	
《素行動聯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
「素行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
網路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颶風以
及二月的雪災重創德州
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
會與休士頓食物銀行
（Houston	Food	Bank）
合作，擬於9月4日與9
月18日舉辦蔬果發放活
動，以行動支援受疫情
影響的家庭，幫助居民
了解到他們並非孤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受
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
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完
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9月4日與9月18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進入夏季後，德州爆發新一波的疫情高峰，但德州分會
的志工仍堅持著年初已訂下的活動行程，結合奧斯汀聯絡處
及奧蘭多聯絡處的志工，組成近百人的演繹工作團隊，加入
全美慈濟人共同促成的「《法華會上》：2021美國慈濟經藏
演繹」活動，眾人虔誠祝禱祈求疫情早日消弭。
	 「《法華會上》：2021美國慈濟經藏演繹」是一場特別
的線上法會，全美有近900名志工投入演繹，借助十首佛曲
具體呈現出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王舍城靈鷲山法華會上
宣講《無量義經》與《法華經》大法的瑞相場景，以及慈濟
秉承佛陀教法，一路走來行「人間菩薩道」的精神理念。

德州分會志工無畏疫情嚴峻完成演繹。攝影／許維真

小心翼翼把大家的辛苦製做烤好的月餅移出烤箱。攝影／劉本琦

一名海地婦女在坍塌的住宅處哭喊親人的
名字。攝影／凱辛亞（Keziah Jean）

	 六月份開始，在炎熱的豔陽下，德州分會的慈濟志工一
遍又一遍的排練與錄製所承擔的《法華會上‧序品》曲目。
《法華會上‧序品》為整部經曲的序曲，藉由描述靈山法會
的畫面，為經藏演繹揭開序幕，讓民眾可沉靜紛亂的心思，
以寧靜祥和的心念，一同走入靈山大法會，領會佛陀的真實
法，體會在萬物之中的法理真諦。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8月10日至蘭蒂斯小學捐贈學用品，由該
校學生輔導室主任瑞納·薇嘉（中）代表接受。攝影／劉本琦

	 值得一提的是，德州分會志工為展現虔誠之心，演繹團
隊全體齋戒茹素入經藏，每個人都簽署齋戒卡。
	 大家不但在線上共修中分享素食料理食譜，或烹煮素
食的經驗，更進一步在生活中積極鼓勵周遭親友加入茹素行
列，	一起淨化身心靈，守好自己的身口意，以真誠懺悔的心
感念親恩與眾生恩。
	 奧斯汀地區的志工每週相聚共修，一次又一次地練習
每一個動作，一舉一動的手語都是在說法，表達了經文中的	
「三昧無量義」。
	 夏季溫度平均高達華氏90度以上的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地區的志工人人專心在當下，儘管腳底已被高溫的地面燙得
快起水泡，但依舊專注莊嚴地比著手語動作，來轉移身體上
遭受的疼痛。
	 參與演繹的全體志工不分年齡與族裔專注投入，珍惜每
週線上共修的機會努力學習；有些志工不諳中文，需仰賴瞭
解中文的志工協助翻譯解說，再努力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了
解動作以及經文背後的內涵。每一位演繹志工都排除困難，
深入經藏把個人的感悟化為妙手妙音。

	 不過受到夏季德爾塔（Delta）變種病毒快速蔓延的
影響，校方和家長多以謹慎防疫的態度應對恢復現場教
學，礙於防疫規定僅能由瑞納代校方和學童接受捐贈。
	 瑞納熱情地歡迎慈濟人到訪，並感謝志工多年來持續
關心該校的低收家庭學童，每年開學都為孩子準備好精美
的學習用品，並關心他們家庭生活的狀態。由於瑞納的父
親去年往生，日前她才去了墨西哥一趟參加推遲舉辦的告
別式，與她相處猶如家人的志工真誠地問候她，希望能減
輕她的喪親之痛。

	 疫情並未阻隔人與人之間真誠的關懷，正如疫情期
間，慈濟志工未曾中斷對蘭蒂斯小學師生的關懷，持續澆
灌著「幸福校園」所關懷的學童善種，更把這份溫暖擴及
到老師、家長與更多人身上。

	 參與製作月餅的志工看到大家這麼捧場，儘管近期德
州氣溫高達一百多度，志工要花一整個上午待在高溫的廚
房製作和烘烤月餅，等烤好的月餅稍微放涼，便馬上打包
讓訂購者能在下午來領取新鮮出爐的月餅。

由於慈濟人用精選食材、不含防腐劑，古法細製的中秋月
餅素有口碑，預購訊息一公布，志工和會眾便口耳相傳，
一星期內把原本預訂製作的數量預訂一空。另外追加五十
盒，一下子也被掃空。
                                     慈濟德州分會副執行長　許維真

	 每一盒義賣月餅共有六顆，志工們精心製作了綠豆、
紅豆、綠豆蔓越莓、咖哩的四種口味月餅，可以買單一口
味，也可以選擇混合口味的禮盒。特別的是月餅禮盒是志
工特地從台灣提來的訂製環保禮盒，盒內裝好月餅還會貼
心的放入一張證嚴法師推廣素食護生理念的叮嚀語卡片，
希望藉由這張卡片，讓大家在團圓過佳節的氛圍中，茹素
保護自身健康，愛護眾生愛護地球。
	 看到預定月餅的志工和會眾歡歡喜喜地提走月餅，募
心募愛也有好的成果，參與製作的志工們都做得滿心歡
喜，更期待一顆顆月餅能感動更多食客，在「月圓情圓人
團圓」的佳節中，為世上遭受苦難的族群祈禱祝福。

海地募款
位於加勒比海的海地共和國，在七月初總統遇刺身亡

後政局動盪。8月14日繼2010年大地震後，再度發
生芮氏強度7.2的大地震，慈濟美國已和全球慈濟人共同
動員展開賑災行動，為災民籌措災變中最需要的物資、糧
食、醫療包、飲用水等，把握分秒送到海地慈濟人手中進
行調度與發放。千瘡百孔的海地震央亟需您我伸出援手，
就是現在！
	 深入了解慈濟在海地十多年來築建「希望之路」的全
歷程：	https://tzuchi.us/zh/haiti

網路捐款：https://donate.tzuchi.us/zh/cause/haiti/
社交平台捐款：http://facebook.com/TzuChiUSA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並將支票郵寄至慈濟德
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或電713-270-9988洽問捐款方式。

網路捐款 社交平台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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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TN簽證是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加拿大
公民和墨西哥公民設立的一種特殊的工作簽證
。該協定為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設立了
特別的經濟與貿易關系。TN簽證允許加拿大和
墨西哥的公民在美國從事專業工作。申請人不
需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出生，只需持加拿大或墨
西哥的護照。但是只有加拿大或墨西哥永久居
民身份不可以申請TN簽證。

1． 加拿大公民
申請TN簽證的條件：1)申請人必須是加拿

大公民；2)申請人具有大學文憑；3)所申請的工
作為兩國政府所列範圍內的工作。

TN簽證需提供以下文件：1）申請表格及
美國雇主的申請信；2) 申請人的個人資歷證明
，如學位證書，成績單，執照， 工作經歷；3)
加拿大護照。

與H-1B簽證相比，TN簽證具有以下優勢
：1) H-1簽證一般為三年，一般情況下只可延
期一次，而TN簽證沒有時間限製，可以永遠延
續下去；2) TN簽證沒有名額限製，尤其是現在
H-1B由於受名額限製，需要抽簽才能獲得名額
；3) 加拿大國籍的TN簽證申請人可以在入境處
直接申請，不需去領館申請簽證。
2．墨西哥公民

與加拿大公民不同，墨西哥公民須先經過
面談,獲得美國駐墨使領館所頒發的簽證才能進
入美國。

在面談時，申請TN簽證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申請表格及美國雇主的申請信；2）申請人
的個人資歷證明，如學位證書，成績單，執照
和工作經歷; 3)墨西哥護照。

與H-1B簽證一樣, TN簽證持有人的配偶和
不滿21歲的未婚子女可通過TD簽證隨主申請
人赴美。

TN簽證的缺點是一旦TN簽證的申請人提
出了綠卡申請，就不可以再申請TN簽證的延期
。其法律原因是TN簽證是不可以有移民傾向的
非移民簽證。因此一旦提出移民申請，其移民
傾向就使得申請人無法延長其非移民簽證的申
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遞

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

民局批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
安全局，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
請的舟車勞頓。

2. 美國移民局在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為今年的H1b工作簽證進行了第二次抽簽。雖
然2021年3月30日移民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
示已經收到了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
的H-1B名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次抽
簽結束後，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財年
的名額上限，所以進行了第二次抽簽。

3.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
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
倍。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
面。

4.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自2021年
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申請的打指模
要求，包括延期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
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
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以後提交的申請。
自2021年5月17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
美元的打指模費用。

5.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移民政策
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恢復
DACA。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安全
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製定最能保護美國人民
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移民執法政策。
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在美國生活多年
的利比裏亞人將被允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
為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

6.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劇增加
，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工作人員健康
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
大大延遲。甚至出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
還沒有收到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
請後，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提
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30
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如果您交的表格、
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
退件通知，被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
2020年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
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

大的變化。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總統2020

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月份頒布的法案也
已經過期。2020年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
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美國
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抽簽移民簽證
；職業移民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
移民簽證；綠卡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
月22日周一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總統移民禁
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的H1B、H4、L1、L2
、J1、J2簽證的發放；要求製定法規使H1B、
EB2、EB3的申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H1B
、H4、L1、L2、J1、J2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時
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和持有回
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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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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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為由要
求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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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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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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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TNTN簽證介紹簽證介紹
及最新移民消息及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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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訊）亞商會與National ACE 和Grubhub
合作幫助休斯敦餐館行業。與以往的救助金不同
，這次的救助金專門提供給亞裔雇主的餐廳。

申請非常簡單。請參考如下。我們優先給商
會會員及參加餐館月的餐館註冊，一周後將開放
給非會員註冊。註冊到100家為止，然後根據條件

選出13家餐廳，12家10000元，一家8000 元。
申請條件：
1. 亞裔占股51% 以上。The business must be

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Native Hawaiian
(AAPI) majority-owned (at least 51%)

2. 2019 年開業。The business must have been

operational in 2019
3. 餐館還在運行。The business must be cur-

rently in operation
4. 執照是有關食物加工和服務.The business’

s primary licensed activity is "the preparation and
serving of food”

5. 最多有三個分店。The business operates in
a maximum of three locations (ineligible if operating
in four or more locations)

申 請 銜 接 ：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restaurantfund

大家加油，不要錯過。

亞商會幫助休市餐館業者亞商會幫助休市餐館業者，，申請至八月底止申請至八月底止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鼓勵大家
同獲 「樂廚家居」 之樂， 「樂廚家居」
董事長武渠林在開張滿一個月即舉行
「免單抽獎活動」 。在上周六（8月21

日）下午二時，在糖城百佳超市內 「樂
廚家居旗艦店」 大門口舉行，吸引了很
多人圍觀。現場抽出 「油煙機免單大獎
」 由 Sandra Wong 女士獲得。 「蒸烤
箱免單大獎」 由Susan 地產的Susan 女
士獲得。而Susan女士的先生，當天也
親臨現場，當場被抽到 「200元刀具」
一套大獎。真可謂 「雙喜臨門 」 ！而中
獎者也當場拿到武董事長開出的支票，
真是喜從天降，開心不已。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

先生表示：樂廚家居是 「樂廚家電」 在
德州第一家旗艦店。他是加州品牌、生
產廠家，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
銷售、服務為一體的專業全屋定制家居
的企業。 「樂廚家居旗艦店」 主要為您
提供安靜、高質量的抽油煙機系列、爐
台系列、蒸烤箱系列，以及廚房櫥櫃、
廚面、地板、整體衣櫃、玻璃移門、餐
邊櫃、衛浴櫃、廚房電器等多種產品。
另外，旗艦店擁有100多種不同面板搭
配，1000多款特色五金配件及智能設備
。使家具除了家具本身，還兼具實用與
美觀雙重的藝術品呈現家中。並由經驗
豐富的師傅為您作安裝服務。

其中以油煙機、爐灶、地板、廚櫃

四大項為該店的主打重點：
「強力抽油煙機」 是樂廚家居的主

打品牌。能夠迅速吸走升騰的油煙，為
您營造安全、無煙的烹飪環境。它與高
BTU配置天然氣爐灶的強強組合，可以
用大火力爆炒出中國味道，讓您享受烹
飪美食的樂趣。

「蒸烤一體機」 堪稱烹飪神器，不
但能勝任清蒸和烘焙的各種需求，還有
蒸汽解凍、蒸汽發酵、高溫蒸氣清潔的
功能，一機多能，使用便捷，讓您輕鬆
搞定一桌美食。

另外還： 「蜂窩紋不粘炒鍋」 ，耐
磨耐高溫，持久不粘。還有地板和各式
橱柜，歡迎上門來親自選購。

武董表示：樂廚家居這次是第一次
以實際行動回饋大家：凡在7月16日至
8月16日（開幕首月）前來採購的客人
，有抽取抽油煙機及蒸烤箱的免單大獎
的機會；凡購買油煙機者，贈送蜂窩紋
不沾鍋（價值$169 ）；凡購買蒸烤箱者
，送紫外線消毒刀架（價值$109 ）；或
購買油煙機或爐台者，送超長質保服務
（包括五年免費人工，10年免費更換零
件，電機終身服務）。並且，凡入店了
解產品者，或每一位入店並掃碼樂廚微
信群者贈送禮品一份。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一場疫情，使太多的人從戶外廣闊
的活動空間，重新回歸平常生活的家庭

。而只有長時間相處，才發現家中平常
忽略的缺失，如抽油煙機的作用不完整
，長期影響我們的心肺功能甚至健康。
而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內收銀台對面的
「樂廚家居旗艦店」 更是您出入百佳超

市，一眼可見，不會錯過的名店。讓
「樂廚家居」 陪我們度過每天共處的每

一寸空間，大家共享 「樂廚家居」 之樂
！

「樂廚家居旗艦店」 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832）328-3157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免單抽獎活動免單抽獎活動，，上周六下午舉行上周六下午舉行
三幸運兒抽中大獎三幸運兒抽中大獎，，與會者共享與會者共享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之樂之樂

圖為抽中圖為抽中 「「油煙機免單大獎油煙機免單大獎」」 的的Sandra WongSandra Wong 女女
士士（（右右））於抽獎次日前來領獎於抽獎次日前來領獎。。

圖為圖為SusanSusan的先生的先生（（左左））抽中武渠林董事長抽中武渠林董事長（（右右））的的
「「200200元刀具元刀具」」 。。

圖為抽獎現場的精彩片段圖為抽獎現場的精彩片段。（。（右右））為為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的的
負責人武渠林負責人武渠林。（。（左左））為現埸觀眾幫忙抽獎為現埸觀眾幫忙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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