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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Al Green與SBA合作舉辦網絡病毒研討會
幫助小型企業 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性教會渡過難關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州休
斯頓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
與小型企業管理局（SBA）合作，為
受冠狀病毒大流行經濟影響的小型企
業，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提供了
兩個在線研討會。 Green議員發表以
下聲明： 德州休斯頓第九國會區議員
Green 說：“已經頒布的每項冠狀病
毒緩解措施都包括針對小型企業的規
定，對此我感到自豪。最近，HR 748

（《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
（CARES）法》 載有我在 2020 年 3
月20日給姆努欽財政部長和議長佩洛
西的信中呼籲實現的小企業救濟的規
定。 在這封信中，我呼籲為小企業，
微型企業和自僱人士提供貸款，稅收
抵免和贈款，以便他們在國家困難時
期獲得資本。”

Green 補充說：“現在，我們國
會已通過立法提供了這些資源，因此

，必須讓我們的選民了解如何使
用這些法律所提供的規定。這就
是為什麼我與SBA合作舉辦兩次
在線講座的原因。第一次網絡研
討會為那些受到冠狀病毒大流行
影響的企業的小型企業所有者提
供災難恢復機會。第二種方法在
不確定的時期滿足了非政府組織
（NGOs）和擁有非營利性教會
的更複雜的需求。”小型企業網
絡研討會將於 CST 2020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舉行。非政府組織
和非營利教會網絡研討會將於
2020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中部
標準時間（CST）舉行。Green在
總結時說：“我必須感謝SBA所

做的工作，以向這些企業家和社區領
袖們傳達他們可能有資格獲得的機會
，並迅速提供國會提供的聯邦資源。
”

幫助和支持許多小型企業和非營
利機構，格林議員說：“我支持兩黨
和歷史悠久的《 CARES 法》，這是
旨在消除COVID-19大流行並減輕其
在美國影響的第三次冠狀病毒緩解立

法”，宣布 HR 748 在美國通過。眾
議院以聲音表決。 “第一批款項是
H.R. 6074，為疫苗研究和可用性以及
預防，準備和響應措施提供了83億美
元的緊急資金。第二個是 H.R. 6201
，為帶薪病假和保護家庭健康，經濟
和糧食安全的措施提供了超過1000億
美元的資金。”《 CARES 法案》中
的條款涵蓋了 Green 議員本週早些時
候前往華盛頓特區提出的三項法案中
的兩項。 “《 CARES法案》包含有
關公平住房，小型企業救濟，州和市
政當局，小型銀行和醫院的條款，我
通過立法和代表我的選民致眾議院領
導的信對此提倡。 H.R. 748包含解決
我的H.R. R. 6380法案的許多目標的
條款。通過授予 FDIC 權力來保證存
款帳戶的全部金額超過當前的250,000
美元限額，CARES法確保存款人及其
銀行對其存款的安全性充滿信心錢。
《關懷法》還包含一些條款，這些條
款減輕了 Green 在上周致信佩洛西議
長和其他相關領導人的信中呼籲的多
個行業。 我呼籲提供貸款，稅收抵免
和贈款，以使小企業，微型企業和個

體戶在民族困苦時期獲得資本。
“ CARES 法案提供了州和地方

的冠狀病毒救助基金，極大地擴大了
失業救濟金的範圍，其中包括零工和
自僱工人，直接向中低收入美國人支
付現金，小型企業救濟，為醫院，衛
生保健工作者提供資金 ，健康研究以
及其他緊急撥款。 德州將獲得：2440
萬美元的選舉援助； CDC 援助金 3,
910萬美元； 向州和地方執法機構提
供6860萬美元的援助，用於個人防護
設備和所需醫療物品； 向低收入家庭
提供 8 920 萬美元的能源援助； 向
HUD緊急解決方案撥款提供1.434億
美元； 3.68億加元用於“兒童保育和
發展整體補助金”； 為公共交通（包
括員工）提供 11 億美元的資金； 以
及 112 億美元的州和地方救濟。”國
會議員 Green 總結說：“我很自豪地
說，我們國會正在共同努力，在這場
全球衛生緊急情況下人民應得的。 我
期待總統簽署《 CARES 法》，並與
過道兩邊的同事一道繼續解決這一大
流行病，直到我們停止傳播 COV-
ID-19並成功弄平曲線為止。”

美國經濟進入歷來最嚴重的衰退將有2000萬人失業
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比戰後嚴重近五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據4月2日報導，
截至3月28日的一周，初次申請失業保險的人數
總計創紀錄的664.8萬，比上週報告的創紀錄的
323.8萬的兩倍還多。迄今為止，儘管勞動力市
場因我們所經歷的與冠狀病毒相關的經濟困難而
遭受的衝擊是最突然和最嚴重的，但美國銀行全
球研究部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們正在進入的更廣
泛的經濟衰退將導致最嚴重的後果。

“經濟衰退似乎比14天前我們最後一次更
新我們的預測時所相信的還要深，而且持續時間
更長，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米歇爾•邁
耶（Michelle Meyer）領導的美國銀行經濟學家
表示。

“我們現在認為，美國經濟將連續三個季度
收縮，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將萎縮7％，第二季度
將萎縮30％，第三季度將萎縮1％。 我們預計這
將在第四季度出現快速增長。 我們預測GDP的

累計下降將達到10.4％，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衰退，比戰後平均水平嚴重近五倍。” （已
添加重點。）2008年，經濟的GDP衰退累計下
降了4％，這是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銀行
預計，就GDP總量下降而言，2020年的經濟衰
退將是兩倍以上。隨著夏季衰退的到來，預計勞
動力市場的影響也會令人吃驚。美國銀行預計，
到第三季度，將有多達2000萬人失業，失業率
可能達到 15％的峰值。美國銀行補充說：“這
種衝擊不同於我們以前經歷過的任何事情，部分
經濟陷入了誘發昏迷之中。” “疼痛是突然的
和劇烈的。 但是我們認為另一面正在復蘇。 第
一步是解決公共衛生危機，阻止 COVID-19 的
傳播。 下一步是隨著企業的回歸和人們的重新
上班來緩慢地開放經濟。” 美國銀行預計第四
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30％。 但該公司仍然
相信“總體而言，這將是緩慢的複蘇，因為許多

工人將流離失所，企業將適應一段時間的收入損
失。”

消費經濟陷入困境: 在過去的幾年中，由於
人們對美聯儲的行動和全球經濟的健康狀況提出
了疑問，投資者已習慣於將美國消費者的實力和
健康狀況視為牛市和經濟擴張的支柱。實際上，
GDP增長中只有70％來自消費者支出。 自2013
年第四季度以來，沒有一個季度的美國消費者支
出增長低於3％。Meyer和她的團隊使用其跟踪
美國銀行借記卡和信用卡持卡人支出的專有數據
，到 3 月底，約 20％的消費者支出類別下降了
40％以上。隨著消費者在家中的庇護，他們的需
求也發生了變化。經濟衰退幾乎改變了有關消費
者行為的一切。股票市場的消費者的淨資產下降
了。餐館，酒吧和商店在一夜之間關門。所有這
些結合在一起，讓消費者更加謹慎，支出受到限
制。

休斯頓國會議員休斯頓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與小型企業管理局合作與小型企業管理局合作，，為小型企業為小型企業，，非政府組織和非營非政府組織和非營
利組織提供了兩個在線研討會利組織提供了兩個在線研討會，，他還幫助分發口罩以對抗冠狀病毒他還幫助分發口罩以對抗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的快速傳播嚴重影響並傷害了幾乎所有冠狀病毒的快速傳播嚴重影響並傷害了幾乎所有
業務部門業務部門，，尤其是消費業務尤其是消費業務。。 該地圖描繪了美國該地圖描繪了美國
冠狀病毒的分佈冠狀病毒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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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荒﹗MD安德森癌症中心急盼民眾捐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爆發導致各大醫院
都處於患者人數高峰期﹐院方也極力呼籲民眾捐血幫
忙﹒其中﹐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
cer Center）就表示隨時都歡迎有意願的民眾來捐血﹒
MD安德森癌症中心指出﹐院方將會仔細審視捐血者
的身體狀況﹐對於從病歷數量眾多的城市來的人﹑或
是有旅遊歷史者﹐院方會詳加確保﹐不是新冠病毒的
帶原者﹐院方指出﹕「若是在過去14天內﹐曾到國外﹑
或者外州旅遊﹐將無法捐血﹒」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血液中心的首席醫學官蘇珊·羅斯
曼（Susan Rossmann）博士說﹕「目前對我們來說﹐最大

的威脅就是許多機構都關閉了﹐因此我們無法進行常
規的捐血﹐但是很多病患都在等待輸血﹒」
若是想要捐血助人﹐必須與MD安德森癌症中心預約
﹐預約後可以前往醫院附設的捐血中心﹐地址在﹕
2555 Holly Hall St﹐營業時間為周二到周四的上午10
點至下午6點﹑周五到周一的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院方指出﹐安這段時間裡捐血是安全的﹐醫院報告顯
示﹐目前沒有證據指出新冠肺炎是透過血液傳播的疾
病﹐普遍認知它是一種呼吸道傳染疾病﹐因此不會透
過捐血﹑輸血感染﹒

斯坦福市消防局受1000個N95捐贈 市議員譚秋晴感謝社區夥伴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
情升溫﹐醫療用具的需求也水漲船高
﹒大休斯頓地區各地方政府近來都
持續呼籲﹐希望善心民眾可以捐助物
資協助醫療人員﹒2日下午﹐休斯頓
各華裔社團一同聯手﹐捐助了醫療用
品給斯坦福市（Stafford）消防局﹐該市
市議員譚秋晴頻頻道謝﹐感激之情不
言而喻﹒
2日下午休士頓亞裔商會﹑石山地產﹐
德州廣東總會﹑湖南同鄉會攜手合作

﹐將募集到的1000個N95口罩﹑450件防護
衣捐贈給斯坦福市消防隊這陣子奔波勞走
的一線人員﹒市議員譚秋晴和消防局長代
表接受﹒
譚秋晴表示真的十分感激華裔社團的付出
﹐在這個物資極度缺乏的時期﹐N95口罩一
個都難求﹐斯坦福又不是大城市﹐有的資源
十分稀少﹒這批物資就如及時雨﹐讓一線
人員可以得到更多保護﹒
身為華裔族群的她也指出﹐希望這陣子能
將華裔好善樂施的形象植入主流社會﹐她

坦言因為肺炎疫情﹐經常傳出一些排華﹑歧
視的情形﹒她認為疫情當前﹐必須要讓主
流了解到﹐華裔也在努力協助﹐「我們都站
在同一線對抗疫情」﹒
休斯頓地區第一起疫情﹐便是從斯坦福市
傳出﹐譚秋晴也分享當時狀況﹐該名病患就
是撥打 911 向一線人員求救﹐在電話中不
停喊著「我不能呼吸了」﹒她感嘆一線醫護
人員的辛勞﹐並再次感謝此次各華裔社團
的慷慨解囊﹒

美國移民局暫停受理I-129﹑I-140加急服務 民眾應如何應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爆發
﹐美國移民局為了因應﹐祭出了暫停受理I-129
與 I-140簽證加急服務的辦法﹐不少民眾因此
產生憂慮﹐害怕簽證在
這段期間內過期﹐又無
法轉換成新身分﹒對
此﹐美國移民律師陳威
宇將替民眾解惑﹒
移民局暫停受理的原移民局暫停受理的原
因因﹖﹖
陳威宇表示﹐美國移民局於3月20日宣布﹐將
暫停受理I-129﹑I-140這兩種表格的加急服務
﹐但仍會繼續處理一般移民業務的申請﹒取消
加急服務的主因與新冠病毒有關﹐尤其對最忙

碌的德州服務處﹑加州服務處兩處影響最大﹐
因為所在地區的確診人數持續增加﹐移民局便
採取「在家辦公」模式﹐確保健康﹒
然而﹐移民局審案的速度也因此受影響﹐因此
才會暫停保證15天內能審完案件的加急服務﹒
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陳威宇表示如此一來對短期工作簽證﹑職業移
民請求都有有想﹒首先﹐對於短期工作簽證﹐
如 H1b﹑TN﹑L1 持有者來說﹐當面臨轉換身分
時﹐很可能無法如期開始上班﹐要等案子被移
民局批准後才能開始工作﹒舉例來說﹐若是移
民局無法在10月1日前批准H1b申請案﹐會導
致外籍勞工在10月1日後﹐無法如期上班﹒
對職業移民而言﹐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在簽證到

期前﹐趕不上新簽證的排期﹒舉例來說﹐假設
申請者持有H1b﹐卻在等待EB3這類「有排期」
的職業移民類別﹐一旦移民局無法在現有簽證
到期前核准申請﹐申請者也無法再用AC21去
延長叁年停留期限﹒
恐面臨逾期居留恐面臨逾期居留﹐﹐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陳律師提醒大家千萬不要逾期停留﹐因為對於
未來在美國申請任何移民福利﹑再次入境時都
會受到影響﹒如果不幸因為航班取消﹐無法如
期離開美國﹐可以向移民局和海關申請「延長
停留」﹐作法會因為入境簽證有所不同﹒
若你是用免簽ESTA入境﹐一般來說﹐ESTA是
不允許延長停留的﹐最多90天﹐但因為新冠病
毒屬於突發狀況﹐目前已經有部分機場的海關

辦公室﹐允許延長ESTA入境旅客的停留期限
﹒旅客可以向他們申請「自願離境」（voluntary
departure）﹐來延長最多30天的停留期限﹐詳細
機場名單可以向移民律師諮詢﹒
若目前屬H1b工作簽證﹐在這段期間面臨失業
﹐只有 60 天寬限期（grace period）能待在美國﹐
可以考慮遞交 I-539 表格﹐把身份轉換成 B1﹑
B2﹒若持有B1﹑B2者﹐也可以用同樣的表格延
長居留時間﹒然律師也提醒﹐B1﹑B2最長只能
延長半年﹐因此要確定遞交以後﹐半年內一定
要離開美國﹒律師也指出﹐針對不同的簽證類
型﹐會有相應的應對方式﹐詳細仍要與移民律
師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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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20202020
年美中經濟報告今天出版年美中經濟報告今天出版 迎接風險迎接風險，，把握機遇把握機遇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 20192019年盂蘭盆超薦年盂蘭盆超薦
暨供僧法會暨供僧法會

因因COVID-COVID-1919而拖欠物業稅而拖欠物業稅,,哈裡斯縣哈裡斯縣
稅務局給予業主三個月的舒困時稅務局給予業主三個月的舒困時

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2020年美中經濟報告今天出版
迎接風險，把握機遇
【2020年3月x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今天發表

《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2020 年美中經濟報告》。這是國泰銀行連續第三年
與安德森預測中心合作，為客户和企業提供專業的美
中經濟情勢分析。

報告指出： 「儘管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已經簽署
，防止了中美貿易爭端的惡化，COVID19疫情延後
了兩國恢復正常貿易的時間。因為全球經濟衰退，我
們最早要到2021年才會見到第一階段協議簽署所帶
來的正面效果，而疫情更暫緩了第二階段貿易協議的
簽署。」

國泰銀行總裁兼首席運營長劉昌明表示，國泰銀

行深信報告能為客戶提供與其息息相關的資訊。他指
出： 「儘管2020年是挑戰重重的一年，我們會一路
伴隨着客戶，協助他們面對挑戰。就像我們為客戶提
供此經濟報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家的專
業分析及見解，對客戶來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2020年美中經濟報告分析新冠肺炎及第一階段
的質易協議，內容涵蓋知識產權、技術移轉、食品與
農產品、金融服務、總體經濟政策與匯率、擴大貿易
、雙邊評估與爭端解決七大主題。報告也載有各種美
中入口、出口及宏觀經濟表現的相關數據及資料。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總監Jerry
Nickelsburg表示： 「現在的經濟環境很特殊，讓我
們的專家能運用計量經濟學建模和分析技術發表對美
中經濟的看法。我們非常榮幸能和國泰銀行合作，與
他們的客人分享我們獨有的專業見解。」 Jerry Nick-

elsburg與預測中心經濟學家俞偉雄共同撰寫此報告
。

2020經濟報告的英文、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版
，可以在國泰銀行或安德森預測中心的網站上下載。
網址分別為 https://www.cathaybank.com/about-us/
insights-by-cathay/us-china-2020-annual-eco-
nomic-report 及 http://www.anderson.ucla.edu/cen-
ters/ucla-anderson-forecast/projects-and-partner-
ships/cathay-bank/2020-annual-economic-report
。美中經濟報告內容將會定期更新。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是加州和全
國最受關注且常被引用的經濟預測機構之一，在預測
90年代初加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以及自1993年以來
該州經濟的反彈力度方面見解獨到。最近，預測中心
被譽為是最率先預告2001年經濟衰退的美國大型經

濟預測機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網
站為uclaforecast.com。

關於國泰銀行
逾半世紀前，為服務美國華裔社區，國泰銀行在

洛杉磯應運而生。今天，國泰銀行的分行遍布在美國
九個州的近50個城市以及香港，在北京、上海和台
北設有代表處。國泰銀行是美國標準普爾中型400指
數的主要成份股，在過去五年的福布斯全美銀行百強
榜排名中連續位列前二十。國泰銀行，用心成就您的
精彩！更多詳情，請瀏覽www.cathaybank.com。
FDIC保險保障範圍僅限於國泰銀行美國國內分行的
存款帳戶。

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官安·哈裡斯·貝
內特宣布,由於COVID-19大流行,稅務局將對所有12
個月的拖欠財產稅繳納計劃延長三個月。

Bennett 說: 「由於我們地區目前的健康危機和由
此造成的經濟不確定性,目前計劃繳納12個月房產稅

的業主在三個月內不必付款。 "不幸的是,州法律要求,
仍必須評估適當的滯納金。不過,我希望這項擴展有
助減輕業主在這個關鍵時刻的負擔。

擁有12個月分期付款計劃的業主不必在2020年
3月、4月或5月付款。

下一筆所需付款將於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支
付,每月支付一次,從6月到業主首次財產稅支付協定
截止日期結束。

收到付款延期的業主在支付最後付款之前必須聯
繫稅務局,因為最終到期金額將發生變化。

需要注意的是,房產稅法要求哈裡斯縣稅務局仍
必須評估所有延長拖欠房產稅支付計劃的適當滯納金
。稅務局無權免除國家的費用。

業主可致電713-274-8000,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tax.office@hctx.net 以獲取更多資訊。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無保險人士如何免費緊急無保險人士如何免費緊急
申請健康保險申請健康保險??

由於COVID-19的社區傳播，近
期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社
詢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對於目前沒有
保險的人，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申請健
康保險：

1，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家
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並且子女是公
民或綠卡，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童的
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

2，孕婦。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
的標準，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的
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

3，住在Harris county的居民。如

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可以申請
金卡。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時申
請。註：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只是一
種醫療補助。

4，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
——家庭成員的變化/搬家/失去健康保
險/身份轉變等——可能會符合特殊註
冊期。如果符合Marketplace的特殊註
冊期，可以通過Marketplace申請個人
健康保險。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的
之前或者之後60天申請。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健
康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
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財務風
險。而且對於Marketplace來說，如果

錯過了市場開放期（11月1日至12月
15日），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改變，
否則無法通過Marketplace申請健康保
險。

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咨詢光鹽社，
服務免費。

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
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協
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
的機構，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康委員
會（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es
）指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有多名州政府
認證的Medicaid/CHIP導航員。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更
方便您聯絡我們，光鹽社增加以下方便

您的聯絡方式：
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掃碼填

表。

2，光鹽社手機號 832-206-3429
可以接收語音和短信。

3， 發 電 子 郵 件 到 lsahous-
ton@gmail.com

4，辦公室電話713-988-4724，
可留言。
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復您。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2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江朝雄理事在江朝雄理事在20202020春節聯春節聯
歡上獨唱希望在明天歡上獨唱希望在明天

江朝雄理事帶領大家唱祝你生日快樂歌江朝雄理事帶領大家唱祝你生日快樂歌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會長柯志佳與會長柯志佳與22月份壽星合影月份壽星合影

會長柯志佳報告會務會長柯志佳報告會務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2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由江朝雄理事帶領大家唱長春由江朝雄理事帶領大家唱長春

會歌會歌

張闕桃與長春會友表演張闕桃與長春會友表演TangoTango娛會友娛會友張闕桃獨唱日文歌曲上海歸來張闕桃獨唱日文歌曲上海歸來長春會前顧問簡永謙演唱日文歌曲異國的丘長春會前顧問簡永謙演唱日文歌曲異國的丘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經文處李步青副參事,,僑教中心楊容僑教中心楊容
清副主任長春會春節聯歡上合唱清副主任長春會春節聯歡上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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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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寒假的时候，儿子从美国发来

一封E-mail，告诉我利用这个假期

，他要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出发到

南方去，并画出了一共要穿越11个

州的路线图。

出发后的第三天，他在得克萨

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

地对我说这里有写过《最后一片叶

子》的作家欧· 亨利博物馆，而在

昨天经过孟菲斯市时，他参谒了摇

滚歌星猫王的故居。

我羡慕他，也支持他，年轻时

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

见识到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让他的

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长

。

我想起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

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

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落的

几个候车的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

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是

来接人的。我们闲谈起来，知道了

他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电子

的留学生。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已

经过去了10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

：“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

下了10美元。”就是怀揣着仅仅

10美元，他也敢于出来闯荡，我猜

想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异国他

乡，举目无亲，风餐露宿，漂泊是

他的命运，也成了他的性格。

我也想起我自己，比儿子还要

小的年纪，驱车北上，跑到了北大

荒。自然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

“大烟炮儿”一刮，就先给了我一

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

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如同

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在哪里。

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

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让我触摸

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

这一切不仅谱就了我青春的谱线，

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

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

得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

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多品尝一些人生的滋味，也绝不

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

品尝咖啡的那种味道。

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

去漂泊，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

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便收获了只

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

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

就是童年有游戏的欢乐，青春有漂

泊的经历，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

，再是宝鼎香浮、锦衣玉食，也会

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

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

慈母、娇妻稚子，也会目光短浅、

膝软面薄的。

青春时节，更不应该将自己的

心像锚一样过早地沉入窄小而琐碎

的泥沼里，沉船一样跌倒在温柔之

乡，在网络的虚拟中和甜蜜蜜的小

巢中，酿造自己龙须面一样细腻而

细长的日子，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了一只蜗牛，

只能够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

里探出头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

，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大，那样脏

兮兮。

青春，就应该像春天里的蒲公

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

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

力也要飞向远方；哪怕飘落在你所

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

垦的处女地。

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

是一间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

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你也

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

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

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

鹅叫、单位里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

。

意大利尽人皆知的探险家马

可· 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

叔叔远行到小亚细亚，21岁独自一

人在整个中国漂泊。美国著名的航

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

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

梦。奥地利的音乐家舒伯特，20岁

那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他在维也纳

的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

，22岁开始了他历尽艰险的漂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

为“北漂一族”——那些生活在北

京农村简陋住所的人，也都是在年

轻的时候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漂泊。

年轻，就是漂泊的资本，是漂

泊的通行证，是漂泊的护身符。而

漂泊，则是年轻的梦的张扬，是年

轻的心的开放，是年轻处女作的书

写。那么，哪怕那漂泊是如同舒伯

特的《冬之旅》一样，茫茫一片，

天地悠悠，前无来路，后无归途，

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与磨难，也

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

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

写过的诗句：

“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

我就给它安装一百支桨，扬起五个

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我决不把它

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

我的朋友阿细和我做伴。我们要快

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

大海和十三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

晨光里张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

塘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

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

就借来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

到愚蠢的市场去，而先去漂泊远航

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

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

和收益，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

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

轮。

年
轻
时
，
就
应
该
去
远
方
漂
泊



休城工商 BB77
星期六       2020年4月4日       Saturday, April 4, 2020

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教授和研

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業人士或

“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殊才能

”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人及其他

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需兩年以

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括神職人

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第四類及

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直
接辦理移民手續。而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外
）與第三類職業移民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
證批準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國的就

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據美國移民法，勞
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工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格的美國
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雇主為外國申請人
提供的工作；

2、雇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作的美
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低
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內需
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動及證明文件；準
備招聘報告，詳細陳述招聘的過程，有多少人被
聘用或被拒絕，以及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
需妥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備勞工
部的抽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網提交勞工證申
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工部所指定的全國審理中
心；如果申請被批準，勞工部將批準書寄出。申
請人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180天內，提交職業移
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
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星期日的報紙
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布三十天的招聘通知
。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位，除了
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須從以下十種招
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出席招聘會；b）在雇主

網站上張貼招聘啟示；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
貼廣告；d）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組
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聘；g）雇員
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招聘辦公室招聘；i）在
本地報紙或少數族裔的報紙刊登廣告；j）通過電
臺或電視廣告招聘。

目前，在其他類別的移民都大幅滯後的大環
境下，勞工證的處理速度相對喜人。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新的H-1B電子註冊系統已

於2020年正式啟用。雇主需要設立網上賬戶，
填寫公司和受益人的基本信息，並為每位受益人
支付十美元的註冊費。截至3月31日，抽簽正式
結束，移民局已經通過電子方式通知所有的申請
人抽簽結果。所有抽中的申請人需要在4月1日
到6月30日之間遞交申請。

2. 移民局於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宣布
，對於移民局於3月1日到5月1日之間所發出的
所有補件(RFE)和拒絕意向書(NOID)的回復，在
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3. 由於疫情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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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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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還在工作。

4.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2月24日起全面
修改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申請美國福利。若
是親屬移民，則在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
125%以上。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
民申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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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會被
拒絕入境。

5.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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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現在不確定5月份
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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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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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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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
以為任何雇主工作。而一旦拿到回美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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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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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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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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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2004年
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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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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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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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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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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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是責任居家隔離是責任！！充實自己是王道充實自己是王道！！

這兩個月以來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美國這幾個星期開始，患病人數翻倍地
在增加。哈裏斯郡法官Lina Hidalgo和
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在 3月24
日早上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頒布了休斯
頓的居家令，以抵抗COVID-19的傳播
，在3月24日午夜11:59生效，有效期
至4月3日。我們呼籲大家可以在這段
時間內居家，不要進行不必要的外出，
來響應政府的防疫規定。隨著病毒的蔓
延，人們更是因為內心的恐慌只想呆在
家裡哪裡都不去。但是問題來了，呆在

家久了自然而然會開始悶得慌，渾身不
自在。每天重複著躺在床上玩手機、追
劇、吃飯，重蹈覆轍的生活是不是開始
覺得應該來搞點新花樣才不會那麼無聊
！

廚神養成記：宅在家的時光也不能
浪費和家人們在一起動手，做上一頓可
口的飯菜，做點美食和家人一起享用也
是件幸福的事情呢！原來最多煮個泡面
，現在被逼得在網上學做飯，目前已經
開始明目張膽在朋友圈曬廚藝了，甚至
幻想出個自研食譜。

種植興趣：氣溫回升，育
破土而出，疫情期間在家種花
種菜。不少美國定居的華人都
會在後院種瓜種菜，現在正是
種子下土的好時機。後院種菜
，前院種花，日子過得寫意起
來。

陪伴家人：有一段時間沒
有去陪伴家人了吧。親子活動
，日常工作忙碌的現代人，平
時沒有這麽大段的時間陪陪孩
子。趁這段宅在家的時間，好好跟孩子
做做親子活動，讓孩子知道，和爸爸媽
媽一起做遊戲、看書，比看電視好多了
。

收拾家裡：是不是有想過長期在外
忙碌，家裡根本沒有時間好好的去打理

。那麼不如趁著能在家裡閒著的這段時
間，去好好地收拾家裡吧！讓家裡看起
來更乾淨，更整潔，住起來也更舒服！

看電影，閱讀：平時忙忙碌碌的，
都沒有機會讓自己放鬆下來，不如趁著
得空時在家看一部自己想看的電影吧；

放在床頭的那幾本書是不是很久都沒碰
過了？閱讀不止可以修身養心，還能讓
你暫時拋開一切的煩惱盡情地沈迷在書
的世界裡。

那麼多的選擇，有沒有看上哪一個
呢？哪一個會是覺得適合自己的呢？這
場疫情，帶來的最大感悟，莫過於讓很
多人將節奏慢了下來，充實自己，學會
了珍惜當下、珍視健康！（圖片源自網
絡）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鑒於當前新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爆發，
為了減緩病毒播散的速度，許多州或縣包括
大休斯頓地區都發布了居家令。為了方便大
家求醫的要求，我們診所推出遠程醫療服務
，應用MicMD的軟件平臺，讓您足不出戶
也可以獲得及時的醫療咨詢和幫助。您只需
要從電話或電腦的網上商店下載MicMD 應

用程序, 經過幾個簡單的步驟，就可以進行
醫療咨詢。

另外，如果遇到您或您的家人有發熱和
咳嗽而不知所措時，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平臺
進行評估咨詢，有可能進行及時治療來減緩
病情加重。

疫情來襲疫情來襲，，梁敏醫生提梁敏醫生提
供遠程醫療咨詢服務供遠程醫療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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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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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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耶穌「受難日」會被稱為
「Good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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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令的期間 - 分享

耶穌受難日，為要紀念2000年前拿撒

勒人耶穌被釘十字架，他為人類的罪死在

十字架上。

耶穌受難日也被稱為「聖周五」，接

下來就是復活節主日--慶祝基督從死裏復

活。

這一天，許多基督教會舉行隆重的禮

拜，通常是在傍晚，唱詩、禱告紀念基督

的死，並傳講基督為我們受難的信息，並

領聖餐作為紀念。

耶穌的死與被釘十字架

根據福音書記載，耶穌被羅馬總督彼

拉多定罪。雖然當局稱他是無辜的，但耶

穌基督仍被殘酷地鞭打，然後戴上荊棘冠

冕，最後死去。

耶穌被鞭打後，被迫背著十字架走到

各各他山上的刑場。

耶穌走到各各他後，被釘在十字架

上，旁邊還有兩個強盜，這種死刑通常是

留給最危險的重犯。

耶穌雖然被釘在十字架上，但他說：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

不曉得。」（路加福音23章34節）

他在仇敵手中忍受痛苦時說了這些

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他「為罪犯代

求」（以賽亞書53章12節）。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後幾個小時，

黑暗降臨全地。耶穌死前說了這樣的話，

「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意思

是說，「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麽離棄

我？」（馬太福音27章46節）

Like Us on Facebook 
基督死後，他的身體從十字架上取下

來，安放在捐贈的墳墓裏，按照當地的風

俗埋葬。

為什麽耶穌受難日「美好」？

發生在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直

譯為「美好的周五」）的十字架事件可怕

得難以想像。那麽，為什麽我們稱這一天

為「美好的周五」？對基督徒來說，耶穌

受難日之所以美好，那是因為透過基督的

死，神親自拯救了這個世界，脫離罪惡和

死亡，正如聖經中所因應許的（哥林多前

書15章3節）。

基督卑微的死亡極為重要，因為沒

有耶穌的死，就沒有饒恕和永生的盼望。

罪自從墮落以來控制著整個人類，把神和

所有人分開，無論是現在還是永恒都是如

此。

但是，當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為

我們的罪獻上了最後的完全的祭物，親身

擔當了我們的罪。正如聖經說：「神使那

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哥林多後書5章
21節）。耶穌以死扼制了撒旦的命運。正

是透過耶穌的死，他「特要借著死敗壞那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希伯來書2章14
節）。

今天，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不用懼怕死

亡，因為耶穌打敗了轄制我們的勢力。耶

穌對那些跟隨他的人應許了永生，這可以

在約翰福音11章25節中找到，「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

耶穌受難日的經文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3章16節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

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

書5章8節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

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

母2盒。我告訴小立姐、一美、周師母：

「送給號角寄報義工口罩優先，讓你們保

住命、得長命，才可以繼續做義工啊！」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

●友人來信

1) Dear潘師母：感謝主的供應(10盒口

罩)，更感謝祂保護我們忠心的義工平安， 
妳可以保留兩盒，日後發行報紙的時候可

以讓義工用。

感謝您的分享，上次您送出A n n e 
Grahm (葛理翰牧師的女兒) 為美國新冠肺

炎疫情禱告的中文版，太好了。我把英文

版也找出來，常常默想。 ～Nancy / 角聲

德州總監暨休士頓分會主任

2) Dear 潘師母：疫情時期不忘幽默

「送給號角義工口罩優先，讓你們保住

命、得長命，才可以繼續做義工啊！」，

真是我們的甘草師母！～Katie周 / 紐約角

聲分會總幹事暨號角月報總編

●說話的藝術

摘錄《禱告--說話的藝術》主啊，我

們花了兩年學會說話，卻要花上六十年來

學會閉嘴。生活中工作中我們常常因為言

語不當，平添了許多煩惱，製造了許多矛

盾，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損失。聖經教導我

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因為舌頭能說

大話，舌頭就是火，是個罪惡的世界，能

污穢全身。所以，我們當謹守口舌，不要

讓我們的喉嚨成為敞開的墳墓，更求主藉

著聖經教會我們智慧地說話，說誠實話，

說造就人的好話！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早安，師母：你前兩天轉發的這個

《禱告--說話的藝術》，需要我堅持反複

朗讀，反複禱告，不斷警醒。謝謝師母，

藉著神的話再一次敲打我，讓我勒住舌

頭，神現在藉著潰瘍來管教我的嘴，可是

我還是無意中說了不當說的話，應羞愧地

來到神面前，再一次認罪悔罪，當常常警

醒自己說造就人的話，阻擋不必要的話出

口！我的恩典都來自神 ，我沒有任何的怨

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求神鑑察我的

心 對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和家人，存有的是

感恩的心，而絕無它念。我低下頭禱告，

求神的饒恕和憐憫！ 蘇菲 / 寄自遼寧

●致謝信

台妹關懷主任，陳主任牧師：平安！

感謝你們凱地中國教會愛贈口罩給號

角義工們。在這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時期，

真的是寶貴的禮物喔！～號角潘師母

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

了。--彼得前書3章18節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

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

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

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

義，就更要借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因為我

們做仇敵的時候，且借著神兒子的死得與

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

了。 --羅馬書5章6-10節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

情牽口罩
過去數十年全

球大人、小孩、青

年 人 都 忙 翻 了 ，

試看看大家都在忙

上班、上學、做生

意、打工、賺錢、搞股票、吃喝玩樂、

嗜賭、吸毒、酒醉金迷、搭郵輪四處旅遊

等，社會上墮胎、殺人流血的罪，犯色

情、淫亂、背逆、暴力等等諸罪惡......，
更相信各國中許許多多的墮胎流無辜人的

血的哭聲，上達天庭，令主耶穌憤怒流

淚......！
此次，上帝許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許多國家封城、要百姓守居家令，要我們

全放慢腳步，停下腳步，多待在家中，安

靜思想，為自己、為國家、為教會、為眾

人悔改、認罪、祈禱，舉目仰望耶穌，建

立與祂有親密敬拜讚美，讀祂的話語，明

白祂的旨意，求告耶穌基督祂的憐憫、赦

免我們的罪、醫治這地。

《舊約‧民數記25章9節》「 那時遭

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求神憐憫，

速速止住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死亡人數得

以降到最低。

願與讀者分享朋友發來的短文《攻陷

全球的病毒》：

1. 先是教訓了狂拆教堂的無神區，

2. 處理掉了韓國最大邪教，

3. 停止了麥加伊斯蘭朝聖，

4. 解散了台灣大甲媽祖繞境，

5. 警告了以色列最大敵人伊朗，

6. 還有背叛神的羅馬天主教所在的義

大利。

人所造成，魔鬼促成的全球危機，神

使他成為轉機！解藥處方：認罪悔改，轉

離惡行。

《舊約‧歷代志下7章13-14節》 我
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

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

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

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嚴重，世界各國難

倖免，此時戴口罩是重要的，筆者有見社

區中有華裔善心人士Mark先生(慈心家庭看

護中心老闆)自掏腰包買贈口罩與防護衣、

手套贈送給兒童醫院和荷們西南紀念醫院

等七家醫院。龔作君先生(Joseph Kung)愛
心買數十萬個口罩與防護衣，贈送給以色

列、義大利、美國加州、紐約、新澤西州

社區暨老人院、教會等，休士頓警察局、

糖城消防局等。感謝華裔興起關心救助美

國等各界人士需要。

4月1日 休士頓凱地中國教會關懷主任

王台妹通知筆者：「今天下午3pm託教友

文盛弟兄送至你家給號角義工10盒口罩(每
小盒有50個口罩，是一般用) 。」

晚上七時，筆者交給號角義工周小立

姐妹2盒，唐一美姐妹1盒，送給周牧師師

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

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
得前書2章24節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

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

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

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

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

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

醫治。--以賽亞書53章3-5節
（文載自［基督日報］）

因為疫情原故，遵照市政府的訓示，我

們恩典華人浸信會暫停所有周日的聚會，崇

拜暫用線上崇拜，謝謝郭主任領導了同工們

的努力，使用現代的科技，在空中接合我們

一同敬拜。

我們少了見面致候問安的機會，心裡惦

念。鼓勵你隨時與教牧同工聯絡，分享你的

近況或需要，我們非常樂意聆聽你的心聲或

提供協助。

恩浸人，我再說，我們都活在神的眷顧

和恩典中！停聚會、不停牧養；停探訪、不

停關懐；停開會、不停禱告；停聚餐、不停

分享！

羅 15: 33 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

同在。阿們。

疫情正是嚴峻時刻，病毒的肆虐，來勢

兇猛，每天疫情報告公布的感染及死亡數據

讓人擔憂，學校關閉、教會聚會暫停、公眾

活動取消等等，打破了我們日常生活的規

律，擔心、害怕、焦慮，讓人不知所措、驚

恐不已……此時此刻，我們多麼需要神話語

的安慰，多麼盼望依偎在主的懷中，與主親

近。

我們的政府鼓勵人民盡量不要出門、留

在家中，避免任何被感染的機會。

前線醫護人員已經很忙碌了，我們該做

的是不增添他們的工作；所以減少群眾聚會

可以帶來幫助。試想我們 60 人的教會，如

果一個確診，60 人加上他們的家人和接觸

的人都必須去檢查和隔離，會帶來許多不必

要的醫務程序呢！

教會是有社會責任的，我們是一個集聚

人群的地方；我們對於社區也有責任。安

靜，並不是什麼都不作，有時候安靜是一個

見證。

這不是有沒有信心的問題，而是多為他

人著想、是愛人如己的行為。我們不怕死，

病痛也不會阻止我們愛神愛人。然而，停止

一些聚會，不等於停止敬拜神。這種時刻，

更加考驗教會和信徒的信仰和信心。

基督徒面對新冠狀病如何生活在主的恩

典中呢？

1. 心存感恩—每天早上起來，第一句話

感謝神我是祢的兒女，憑信和祢的恩典進入

新的一天。

2. 神沒有要我作無謂離世。神要我照顧

好我的家人，帶領我的家人。所以我需要小

心謹慎保護好我的家人和我的教會。

3. 要勤洗手，不要用手摸臉，鼻子，眼

睛。勤洗手，洗手，洗手！戴口罩免得飛沫

傳染，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4. 建立一個靈修習慣。專注在神的身

上。建議恩浸人一同學習詩篇。每天讀經，

禱告。乘機閱書屬靈書籍，把一切交托給

神。

5. 不輕信網上未經證實的信息，也不傳

未經證實的信息。任何情況下不驚慌，保持

冷靜。

6. 享受家庭時間，平常的日子工作忙

碌，沒時間好好陪孩子。現在孩子在家，可

以享受家庭樂，共同創造一些有意義的事工

或活動。

7. 我們遵守政府的訓示，暫定聚會，但

不停聯繫，可以使用現代的科技，如微信、

Whats App、line、facetime、zoom 與親友和

弟兄姊妹互相致候、代禱等。

8. 關懐一些需要協助的長者或獨居者，

代勞一些事務，顯示主內彼此的愛。

9. 把握機會運動，在社區慢步可以欣賞

你的社區更為社區的店舖和居民禱告；也可

以跑步練身體，建立一個健康的身體為主作

工。

10. 漫遊天下，防疫期間有價值的免費

線上資源：

(1.) 紐約公共圖書館 超過 30 萬本書可

免費下載 https://reurl.cc/lV06jv
(2.) IDFA online 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

節，免費資源 https://reurl.cc/d0VZjq
(3.) 羅浮宮、大英博物館等網路導覽，

還有國家公園和水族館 
https://reurl.cc/j7q0j2
(4.) Google Arts &amp; Culture 超過 70

國 1200 間博物館美術館線上看展品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
(5.) 底特律交響樂團演奏會 影音檔全開

放 https://livefromorchestrahall.vhx.tv/browse
(6.) 改變人生的 100 個紀錄片 
https://reurl.cc/lV061d
(7.) 溫哥華水族館 
https://www.vanaqua.org/live-cams
(8.) NASA 線上影音圖書館 
https://www.nasa.gov/
《撒母耳記上 25 章 6 節》 願你平安，

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基督徒面對新冠狀病毒
如何生活在主的恩典中呢？

◎梁德舜牧師

在「Stay at Home 」居家令的期間，以

往快速的生活節奏緩慢下來！以前總是快到

沒有時間休息，更沒有時間去思考，哪有時

間來禱告，當然沒有時間去教會，總覺得時

間永遠是不夠用的！反觀現在呢！我們的時

間是不是竟然多到不知如何去支配！

我們的神是多麼的幽默，剎那之間，我

們的時間變多了，我們的腳步放慢了！大家

終於可以更多的與祂親近，更多的與祂交

通，更多的向祂禱告，更多的思想祂的話

◎劉華華

語！感謝主讚美主，在這動盪不安、疫情

蔓延的時期，我們仍然有神的話語來安定

我們的心。

詩篇 121:7-8 節告訴我們：「耶和華要

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

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

時直到永遠。」感謝讚美主！讓我們一起

開始全新的體驗，享受神所賜全新的生活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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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素食博覽會 推廣素食防疫

從每月一次素食開始
素便當項目受歡迎

【 證嚴法師3月10日開示 】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升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3月9日

的統計資料，已有一百個國家地區、檢測出超過十萬

名確診病例，嚴重影響國際秩序、重創世界經濟。證嚴法師

在3月10日再次提醒大眾，值此人心慌亂之際，更需要人人

用愛互相關懷、彼此叮嚀，共同度過這一波疫情。

◎ 疫情擴散暫難休
◎ 發願茹素弭災疫

◎ 素便當受歡迎

◎ 每月一素食起步

◎ 惶恐憂鬱沒助益

◎ 禍端始於一念欲

◎ 推廣蔬食不怕難

◎ 食素更健康

◎ 微渧先墮止無明

「這樣的關卡要何時能過啊？因為它（新型冠狀病毒）

不斷在擴散，行蹤還是捉不到它的方向，行蹤要擴散到哪個

地方去了？」與其擔心害怕、迷茫於生活之中，證嚴法師提

醒我們要藉此體悟人世間的苦，信受佛陀所教法，抽絲剝繭

以覺悟宇宙間的真諦。

「在生命中人人都害怕，但是怕又何用？不如現在這個

時候，人人翻轉一個想法，讓慧命提升，我們平常都是生命

為生活，所以才會容易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人人自己方向迷

了，所以人與人之間，總是無法把真諦道理調和起來——哪

怕佛陀出現人間，他覺悟宇宙真諦，在人間說法，到底能聽

到佛法人又有多少？聽法的人能接受佛陀的教育又有多少

人？聞法能接受了如是聞、如是修行又有多少？」

慈濟志工陳家璋、林孟茹與蔡潔珠在2020年3月7

日，再度來到近六年來互動拜會的商家，傳達證嚴法師

鼓勵民眾茹素的理念，希望藉由大家虔誠齋戒的心，匯

聚成善的大願力來消弭疫情！

志工陳家璋自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SARS）期間，便響應證嚴法師呼籲眾人茹素祈願消

弭疫情，迄今已十七年了。由於長期改變飲食習慣，陳

家璋深刻體會茹素讓身體更輕盈健康的好處。

藉著新冠肺炎疫情已引起民眾對吃的重視，陳家璋

想到一個新方式，鼓勵與他互動近五年多的店家和民眾

吃素。這個方法便是從一個月吃一次素食開始，由志工

鼓勵民眾先參與每月一次素食為期一年的項目，讓民眾

漸漸認同素食理念後，再增加生活中蔬食的次數。

聽到志工要發起勸素活動，茹素多年的戴預恩二話

不說表示要加入！還有，髮型設計師艾倫在聽了陳家璋

誠懇地解釋，希望藉由勸素活動鼓勵更多民眾齋戒，並

希望艾倫能一起來成就時，艾倫微笑著點頭答應說： 

「沒問題！算我ㄧ份！」

之後，志工走入海倫及莎莉的髮廊，兩位正忙著幫

客人剪染髮，當她們聽了志工的勸素活動後，都爽快地

答應加入。海倫開心地說：「我早已經打算開始吃素，

只是一直不知如何開始.....」當天志工勸素的機緣，讓海

倫踏出素食的第一步。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勸素活動已起步，陳家璋

欣慰的說，希望這個活動不只是只做一年，而是可以一

直持續下去。例如，第二年目標找二十個民眾參與，第

三年再多找二十人，讓吃素的人口逐漸擴大，參與的民

眾能持續並擴大素食的餐數，大家一起努力為地球、為

全體生靈，做到素食護生。

陳家璋規劃和地區素餐館合作，提供美味健康的素

便當，並在走入人群和商家互動時，鼓勵店家業主和員

工從一個月吃一餐素食開始，當一個地區累積一定數量

的成員後，向素餐館下單，之後由志工每月一次去素餐

館提取便當，送往訂購素餐的商家。餐館也能將盈餘捐

給慈濟，一起幫助美國和其他國家需要幫助的人。

這樣慈濟志工不但增加與地區居民的情誼，也達到

了吃素愛地球和淨化身心的目的。經過約一個多月的邀

約，目前陳家璋已募集到十六位承諾願意參與一年的 

民眾。

「勸素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只是要用方法啟發民

眾。我的活動是讓民眾一個月吃一次，然後透過這一年

的互動，希望讓參與者慢慢地從葷轉素。」

慈濟志工  陳家璋

人所展現出來的行為，才能顯現動機是善或是惡。然而，

這一波的新型冠狀病毒據聞是從動物所傳播開來，但還不完全

清楚它的行蹤、來源，因為「未知」而造成人心惶惶不安。

證嚴法師開示：「惶恐、緊張、憂鬱都沒有用，我們要好

好地把心沉澱下來，好像打濁的水，不要動它，讓它慢慢地、

靜靜地靜下來。我們的心念，這個動念害怕、驚懼、畏懼、煩

惱它，就像水在搖動、波動它，灰塵、汙濁總是跟著不斷地

動，還是水要先靜，汙濁的灰塵才會慢慢靜下來。」

撰文：黃芳文

撰文：林孟茹

美國德州大學校園素食博覽會由於氣候因素，從原本預

定在2月10日舉辦延期到2月17日進行，當日學校健身

房前的廣場上洋溢著誘人的食物香氣，吸引著過往人群向此

聚集。

2019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的疫情不斷擴

散，導致全美人心惶惶。慈濟美國總會洛杉磯地區

志工也想方設法，希望借助走入社區、進入人群五年多

的經驗，來傳遞證嚴法師的善法幫助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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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微渧 轉恐懼念

負責協調此次活動的慈濟青年志工（慈青）布輪登·麥可

（Brendon Mak）說，改期讓準備工作及人力調配都需重新

調整，雖然增加了額外的協調工作，但是為了能讓活動達到

最大的效益，鼓勵學生多吃素，了解吃素的好處，一切都是

值得的。

活動當天早上九點，慈青們開始布置場地，十一點開始提

供食物。先前已規劃製作墨西哥捲餅，從採買食材到烹煮，同

學們全部一手包辦，展現了推廣素食的誠意。

為了吸引更多人潮，慈青們身穿蔬食裝，手拿蔬食照相打

卡看板，拉開嗓門吆喝著「免費的素食墨西哥捲餅，減少碳足

跡！」，希望吸引更多民眾駐足，好讓同學們可藉機宣導素食

可減緩地球暖化，與茹素是消弭病毒疫情擴散的觀念。

每位來到攤位的民眾在聽完蔬食宣導後，便可獲得蓋

章認證以兌換免費的墨西哥捲餅。其中有對學生情侶克里

斯·克拉伯特里（Chris Crabtree）及茉莉·科根（Molly 

Kogan）都是全素者，他們臉上的笑容與愉快的心情，讓人

感受到蔬食飲食的魅力！克里斯說：「素食之後，我比以前

更健康了，也感恩蔬食飲食減低對地球的危害，對動物沒有

造成傷害。」

茉莉從十四年前開始以蔬食餐飲為主；四年前，因為發

現雞蛋以及牛奶等乳製品來源的真相，開始全素飲食。茉莉

既知新型冠狀病毒很有可能是從動物所傳播出來，則應

該要戒除葷食，以避免病毒擴散。證嚴法師指出：「這一

說：「超市裡有足夠營養的蔬果提供給日常的飲食，並不需

要肉食。開始全素不僅身體健康，對地球更好，沒有肉類的

飲食仍舊美味。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加入全素的行列。」 聽了

克里斯及茉莉的茹素經歷後，志工劉鏡鏘和他們分享《88句

靜思語》小手冊並介紹慈濟。

由於當天正是新鮮人參觀校園的日子，休士頓越裔居民

阮金（Kim Nguyen）陪女兒來參訪，她提到，因為當年父

親往生，她持齋四十九天回向功德，之後覺得吃素對身體很

健康，就決定持續下去，至今，已經持續十二年。現在她們

全家人都茹素，她也希望大家一起加入健康飲食的行列。

當日活動在兩位志工和十八位學生同心協力下圓滿結束。

短短兩小時，吸引了將近一百五十位民眾品嚐蔬食美味，以

十五餐素食可減少十二公斤碳排放量，相當種了一棵樹來換

算，當天活動等於為地球減少近一百二十公斤的碳排放量。

林孟茹 (左) 和陳家璋 (右) 入人群拜會店家業主藍小惠 (中)。攝影／駱淑麗

慈青同學希望用可愛
的蔬食裝，吸引民眾。 
攝影／黃芳文

志工入人群時以
手機的電子文件
邀約民眾簽署茹
素的發願單。 
攝影／駱淑麗

波病毒據說它的源頭是從動物，吃了不該吃的感染出來。明

明知道它的感染源是來自於生命與生命，在不同生命的類

別——我們是人物，其他的生物叫做動物，千差萬別的生命

類型。這個人物去吃了不同樣生命，不管是野生、人養的都

是同樣有生命，所以生命與生命中發生了問題，不調和了，

中間就會有這樣病毒。常常說四大不調，萬百病叢生，很多

病就會從這個地方生起來。」

望盡天下受苦受難人，證嚴法師心疼不捨之餘，更期待

人人懷有真誠的大愛之心，以寬闊無私的心胸，包容、呵護

與人類共存於地球上的萬物眾生。

證嚴法師：「禍是從哪裡來？從物欲而來，因為人貪物

欲，殺物命享一時之口欲。現在想來，要回歸大愛，我們人

人本具佛性，那就是要救天地萬物，不是要殺生救人，我們

要護生救人，既要護生，我們人要健康，一方面保護生靈，

一方面我們要提倡人人健康，那就是茹素。」

慈青社志工們從菜單、採買到烹煮的免費素食，短短二小時，
吸引將近150位民眾前來品嚐。攝影／黃芳文

茹素培養我們的慈悲心，讓我們斷除貪瞋痴各種欲念。

就如一池清淨無染的法水，滋養我們的慧命，洗去種種無明

風所帶來的灰塵，潔淨我們的心靈，促進心靈健康。

「《無量義經》不也說，我們要『微渧先墮』，就是那

個露水來滋潤大地，不也就是這樣嗎？現在連那個微渧的水

都沒有了，尤其是人間一直無明風不斷在吹，現在也常常說

造謠、不真實。哪一個國家的人，他向著一灘茫茫的前途不

斷狂噴，這就是無明風在吹，人追在無明風的方向，這樣逆

風而吹，就是這樣紛飛，那就是缺少那個滴的甘露法水。」

心靈風光需要有茂盛的草木，才能擋得住無明風的吹

拂，而要讓草木枝繁，則需要人人一分虔誠的愛心，疼惜萬

物、齋戒護生。

證嚴法師鼓勵民眾：「看到了大家都在推素。凡是慈濟

人都會說：『我們來素食。』都會推素，最近這幾天已經也

有幾萬人響應推素。同樣的一個心，是為這一波疫情來祈

禱，虔誠地祈禱、祈福人人平安，疫情快速地過去，讓人人

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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