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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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健馬健馬健馬健﹑﹑﹑﹑金諾威金諾威金諾威金諾威﹕﹕﹕﹕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談兩國冷冰冰關係談兩國冷冰冰關係談兩國冷冰冰關係談兩國冷冰冰關係

中美之間矛盾持續升溫﹐6日晚間川普
甚至簽署45天內禁微信﹑TikTok行政命

令﹐許多華裔都對未來情勢會如何發展
十分關注﹒美南新聞獨家邀請到休斯頓

當地新聞名人馬健﹑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共同主席金諾威﹐從東﹑西兩種觀點﹐深
入探討中美關係以及兩國間相異的治理
﹑外交模式﹒
金諾威表示﹐美國制度﹑經濟﹑外交系統
從二戰後1940年代開始發展﹐美國透過
幫助重建戰敗國﹐保持他們國家傳統﹐建
立一種雙贏友好的關係﹐此外﹐還參與聯
合國﹑世界銀行﹑北約工協等組織的建立
過程﹐鞏固國際局勢穩定﹒比如說美國
將軍麥克阿瑟﹐在戰後協助日本重建﹐並
訂立憲法﹐打好政治根基﹐使日本自此以
後都十分安份﹐沒有軍事行動﹒
然而﹐馬健指出﹐歷史是由贏家所書寫﹐
當初美國透過這種方式﹐將影響力滲透
亞洲﹐用以遏止蘇聯勢力﹐若未從這些國
家與地區的立場觀之﹐比如日本﹑台灣﹑

越南﹐就很難確定是否可以將其稱為雙
贏局面﹒
金諾威指出﹐中美兩國從體制上有顯著
差異﹐美國主張自由市場﹑自由經濟﹐司
法上叁權分立相互制衡﹒然而﹐馬健確
指出﹐美式民主並不代表能在任何國家
都適用﹐此外﹐從近來美國疫情狀況﹐也
使人們開始反思美國政經體制上的缺陷
﹐他也舉例像是中國許多民眾也對職政
黨非常滿意﹐事實上也在這樣的政體領
導下﹐快速從貧窮晉升到發展中國家﹐因
此孰好孰壞﹐很難就此下定論﹒
馬健與金諾威兩人都指出﹐在這樣差異
的環境﹑理念中﹐要消弭目前中美兩國的
矛盾﹐最重要的是要讓兩方的價值差異
有平台溝通﹒

真真真真禁了禁了禁了禁了﹗﹗﹗﹗川普簽川普簽川普簽川普簽45454545天內禁微信天內禁微信天內禁微信天內禁微信﹑﹑﹑﹑抖音抖音抖音抖音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川普在本
月 6 日週
四晚間﹐以
維護資安﹑
國安之名﹐
簽署將在
45天內禁
止 微 信﹑
TikTok 兩
大中國社
交媒體的
行政命令﹐突入其來消息引發華人圈震撼
﹒
根據總統發布的新聞稿指出﹕「中國手機
應用程式在美國的發展﹐持續威脅到國安
問題﹑外交政治﹑以及美國經濟﹒」
聲明中提到﹐透過Tiktok所蒐集到的個資

「使得中國政府可
以趁虛而入﹐掌握
美國人的個資和
財產訊息 — 恐使
得中國追蹤聯邦
雇員﹑自雇員位置
﹐建立個人信息檔
案﹐以進行勒索﹐
從事間諜活動﹒」
據悉﹐這項禁令對
於TikTok的影響

比微信小﹐因為Tiktok目前正在與微軟協
商進行出售﹐然而對於微信﹑以及仰賴微
信進行商業交易的業者來說﹐可謂晴天霹
靂

密蘇裏市老人公寓密蘇裏市老人公寓密蘇裏市老人公寓密蘇裏市老人公寓﹐﹐﹐﹐19191919住戶死於新冠住戶死於新冠住戶死於新冠住戶死於新冠

根據德州健康與人力服務部指出﹐密
蘇裏一間長照公寓Paradigm at First
Colony中﹐共有85名住戶以及24名
職員都確診新冠﹐其中竟有高達19名
住戶因新冠去世﹐讓許多民眾聞之喪
膽﹒
密蘇裏市發言人Stacie Walker指出市
府於周叁收到這數據﹐該市市長約蘭
達·福特在新聞稿中說﹕「令人痛苦的
事態發展說明了這種流行病的嚴重性

﹐每個人都需要認真對待它（病毒）﹒
市府對Paradigm at First Colony公寓
表示擔心﹐工作人員會繼續監視局勢﹐
並積極幫助平緩曲線﹒」
在7月20日﹐Paradigm 回報了7起住
戶死亡﹐以及74起染疫案例﹐這幾項
數字在兩天後攀升到19死﹑85染疫﹒
德州健康與人力服務部指出﹐目前正
對Paradigm 公寓進行調查﹐包括公寓
的健康安全規章﹑防疫措施﹒
福特市長在新聞稿中指出市政府權限
不足是抗疫的一大挑戰﹐「唯有大家都
遵守強制戴口罩令﹐進行適當設交距
離﹐遵循健康安全準則並增進地方﹑郡
﹑州之間的溝通時﹐我們才能戰勝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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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權利」 網上座談會本周四晚舉行
專家暢談如果FBI或警察向您質詢，您該怎麼辦？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中國駐休斯頓領館被迫關閉之後

的幾天，休斯頓有幾家華人透露：有FBI 人員敲他們的家門，希

望收集一些信息，這種情況引起本地華人的高度關切和擔憂。也

許有些華人會説：不就是收集信息嗎？ 我如實交代不就得了？

不作虧心事，怕什麼？但許多法律專家警告：事情絶非您想的那

麼簡單。FBI 常用的手段就是抓住您所説，那怕是一丁點兒不對

的信息，然後就可以起訴您“ making false statement to the FBI “ ,

這種案例多不勝數。許多華人被調查，即使發現原來指控的罪名

站立不住，最後FBI 仍然不會放過，而用“ making false statement

”的罪名來定罪，受害人輕者丟掉工作，重者入獄。

法律專家表示：我們應如何應對? 切記以下二點：（一 ）不

要，再強調一遍，不要回答FBI 的任何問題。就説：“ I have

nothing to share with you ”，憲法保證您可以沈默。（二 ）儘快

找到一個律師，如果FBI 從法庭得到審問您的權力，讓FBI 與您

的律師聯絡。

一項由UCA(美國華人聯合會），AABA of Houston, OCA 等

社團共同主辦的「了解你的權利」網上座談會，於本周四晚間七

時半至九時舉行。由州議員吳元之，休大教授白先慎，法律專家

常先群律師，Andy Kim 律師，陳文律師，以及Asian American

Advancing Justice 的代表多人，他們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內

發表看法，並回答觀眾的提問。根據網絡研討會的指示和互聯網

的一般指導原則，下面總結了亞裔美國人應採取的一般態度和計

劃，以供讀者參考。 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或想向律師尋求幫助

，請致電這個網絡研討會列出的律師以獲取詳細幫助。

1) 您無需回答任何問題，並且有權諮詢律師。 您應寫下致

電或拜訪您的人的姓名，代理機構和電話號碼。 2) 如果聯邦調

查局特工或警官要求與您交談，請告訴他或她您想先諮詢律師。

如果您想與FBI或警察交談，您的律師可以代表您做出答覆以進

行採訪。 3) 您提供給無律師的官員的任何信息，即使看上去無

害，也可能會被您或其他人利用。向聯邦官員撒謊是犯罪。保持

沉默不是犯罪。4) 您無需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允許官員進入您的

房屋。要求看手令。如果該人員沒有手令，則不必讓他進入您的

家。但是，如果他強行進入您的家中或辦公室，請不要試圖阻止

他。只需聲明他沒有您的許可即可進入。 5) 如果該官員說他有

逮捕您的手令，則您有權查看該手令。您必須與警務人員一起去

，但在諮詢律師之前不必回答問題。 6) 如果您被拘留，則應尋

求律師並保持沉默。

如果你在邊境，由警察，聯邦調查局，海關代理或移民官員

對您進行詢問該怎麼辦?

您的權利: 1) 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如果您想行使這項權利

，請大聲說出來。2) 您有權拒絕同意對您自己，您的汽車或房屋

進行搜索。3) 如果您沒有遭到逮捕，則有權冷靜地離開。4) 如果

您被捕，您有權尋求律師。 立即要求一個。5) 無論您的移民身

份或公民身份如何，您都有憲法權利。

您的責任: 1) 保持鎮定並有禮貌。2) 請勿干擾或阻礙警察。

3) 請勿說謊或提供虛假文件。4) 為自己和家人做好準備，以防萬

一您被捕。5) 請記住相遇的細節。6) 如果您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

侵犯，請提出書面投訴或致電您當地的ACLU。

- 如果您在開車時被迫停車，對您進行詢問該怎麼辦? 1) 保

持冷靜。 不要跑， 即使您是無辜的或警察侵犯了您的權利，也

不要爭論，抵抗或妨礙警察。 將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

2) 詢問您是否可以離開。 如果警官同意，請安靜地離開。 如果

您被捕，您有權知道原因。3) 您有權保持沉默，不會因拒絕回答

問題而受到懲罰。 如果您想保持沉默，請大聲告訴警察。 在某

些州，如果要求您提供身份證明，則必須給出姓名。4) 您不必同

意搜查自己或自己的物品，但是如果警察懷疑您有武器，則可以

“放下”您的衣服。 您不應在身體上進行抵抗，但有權拒絕進

一步的搜索。 如果您同意，它將在以後的法庭上影響您。 您有

權保持沉默，不會因拒絕回答問題而受到懲罰。 如果您想保持

沉默，請大聲告訴警察。

如果您停在車裡，請執行以下操作：1) 盡快將汽車停在安全

的地方。 關閉車門，打開內部照明燈，部分打開窗戶，然後將

手放在方向盤上。2) 根據要求，向警察出示您的駕駛執照，註冊

證明和保險證明。3) 如果高級官員或移民代理要求查看您的車內

，您可以拒絕同意進行搜索。 但是，如果警察認為您的車內有

犯罪證據，則無需您的同意就可以對您的車進行搜查。4) 駕駛員

和乘客均有權保持沉默。 如果您是乘客，可以詢問您是否有空

離開。 如果警官同意，請安靜地坐下或離開。 即使警官拒絕，

您也有權保持沉默。

如果對您的移民身份有疑問，您應該怎麼回答？ 1) 您有權

保持沉默，而不必與警察，移民代理或任何其他官員討論您的移

民或公民身份。 您不必回答有關您的出生地，是否是美國公民

或您如何進入美國的問題。 （單獨的規則適用於國際邊界和機

場，以及持有某些非移民簽證的個人，包括遊客和商務旅客。

） 2) 如果您不是美國公民，並且移民代理要求提供您的移民文

件，則必須隨身攜帶證明文件。 如果您年滿18歲，請隨時隨身

攜帶移民文件。 如果您沒有移民文件，請說您想保持沉默。 3)

請勿說謊或欺騙您的公民身份。

- 如果FBI聯繫您，您應該怎麼回答？ 1) 如果FBI代理人來

您家或工作場所，則無需回答任何問題。 告訴代理人您想先與

律師交談。 2) 如果要求您與聯邦調查局探員見面，您有權說您

不想接受採訪。 如果您同意接受採訪，請有律師在場。 您不必

回答感到不舒服的任何問題，可以說您只會回答關於特定主題的

問題。

如果您被逮捕，您該怎麼辦? 1) 即使您認為逮捕是不公平的

，也不要拒絕逮捕。 2) 假設您希望保持沉默並立即尋求律師。

不要給出任何解釋或藉口。 如果您無法支付律師費用，則有權

獲得免費律師。 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不要說任何話，署名或作

出任何決定。3) 您有權撥打本地電話。 如果您致電律師，警察

將無法聽取。 4) 為自己和家人做好準備，以防萬一您被捕。 記

住家人和律師的電話號碼。 如果您有孩子或服藥，請制定應急

計劃。

非公民的特殊注意事項： 1) 向您的律師詢問刑事定罪或辯

訴對您的移民身份的影響。 2) 除律師外，請勿與任何人討論您

的移民身份。 3) 當您入獄時，移民代理可能會拜訪您。 與律師

交談之前，請勿回答問題或簽署任何東西。

主持人常先群主持人常先群（（HC Chang )HC Chang )律師律師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Gene Wu )

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陳文陳文（（Jessica Chen )Jessica Chen )律師律師 Andy KimAndy Kim 律師律師

Gisela Perez KusakawaGisela Perez Kusa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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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休城工商

超限戰論壇超限戰論壇 -- 美中貿易戰至超限美中貿易戰至超限
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日期: 2020年8 月2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至5:00

美中貿易戰自從2018年以來對全世界
經濟的衝擊和影響很大,尤其是2019年
更為顯着,加上2020年初製造商因受新
型冠狀病毒影響,延遲復工而拖延供應鏈

. 正當全世界飽受病毒之苦,病毒來源甩
鍋,外交戰狼,經濟衰退,知識產權盜竊,人
權破壞,國際法規違約等等問題,至使全
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華商經貿聯
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 今天已升級至
科技戰,金融戰甚至超限戰,華商如何順
勢而為轉危機為生機,多元性佈局將是大

勢所趨. 於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
在多層面探討貿易戰/超限戰對全球經
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來企業經營
的展望.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超限
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
望經由積極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創實

用的經商模式或供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
洗牌後華商的新機遇以及消費者之分享
經濟.

此論壇以線上視頻會議進行: https:
//meet.google.com/fph-omiu-ysc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贊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TECO), 台塑 (Formosa Plastics Corp.)
報名/聯繫:黄春蘭 Alice Wen, alice.

wen88@gmail.com (鏈接將發送到您的
電郵)

HarrisHarris縣將需近縣將需近1010,,000000名選務人員名選務人員 參加十參加十
一月選舉工作行列一月選舉工作行列

（休斯頓 Texas 州） – Harris 縣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正在為十一月選舉
招聘選舉工作人員，以因應800多個投
票所的需求。需要選舉工作人員在選
舉日前，三個星期的提前投票期間，10
月 13日至30日在大約100個投票所工
作。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說：“我們預計在即將舉行的大選投
票率會遠超過以往。目前預測Harris 縣
的240萬名註冊選民中，有超過65％
的人將在11月大選進行投票。” “在
提前投票期間（已延長至三週），我
們將需要1000多名選舉工作人員，而
在選舉日則需要8000多名選舉工作人
員。我強烈鼓勵Harris縣所有有公民意

識的居民，考慮加入選舉工作以為我
們的社區服務。”

選舉工作人員的任用條件，首先
您必須是Harris縣的註冊選民，有往返
投票地點的交通工具，並且能夠參加
培訓。同時我們需要並且鼓勵選民申
請雙語選舉工作人員。 16歲及以上的
學生也有資格申請。所有這些職位都
是有薪資的。

Chris Hollins說“我們將採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來確保選民和選舉工作人
員的安全，從投票所的徹底清潔消毒
到加強社交安全距離，以及為所有選
舉工作人員和選民提供個人防護設備
。”

如果您有興趣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 請 點 擊 此 處 在 線 申 請 或 致 電
713.755.6965。

2020 年重要日期:

10 月 5日 星期一 選民登記截
止日

10 月 13日 星期二 親自投票第一
天

10 月 23日 星期五 郵遞選票申
請截止日(收件日, 非郵戳日)

10 月 30日 星期五 親自提前投
票最後一天

11 月 3日 星期二 選舉日
11 月 4日 星期三 郵遞選票收

件截止日(必須在11月3日下午7:00之
前蓋上郵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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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未進行任何即時通訊

發起新的即時通訊

     

美中貿易戰自從2018年以來對全世界經濟的衝擊和影響很大,尤其是2019年更為顯着,加上2020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型冠狀

病毒影響,延遲復工而拖延供應鏈. 正當全世界飽受病毒之苦,病毒來源甩鍋,外交戰狼,經濟衰退,知識產權盜竊,人權破

壞,國際法規違約等等問題,至使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華商經貿聯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 今天已升級至科技戰,

金融戰甚至超限戰,華商如何順勢而為轉危機為生機,多元性佈局將是大勢所趨. 於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多層面

探討貿易戰/超限戰對全球經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來企業經營的展望.

 

主講人:                                        主持人- 黄春蘭會長
 

§  科技- 李君浩組長, 經文處科技組 (TECO - Science & Technology)
§  經濟金融- 陳建賓教授, 休士頓大學經濟系 (Univ. of Houston)
§  政治- 葉耀元副教授&系主任, 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
系            (Univ. of St. Thomas)
§  醫療生技- 施惠德醫師,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  金流保險- 楊明耕,Evergreen Insurance Agency總裁兼金城銀行副董事長

 

綜合座談與問答: 葉耀元教授主持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超限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極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

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洗牌後華商的新機遇以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

 

此論壇以線上視頻會議進行:   https://meet.google.com/fph-omiu-ysc 

第 1 個，共 1,271 個

搜尋郵件

侨 乡 广 东

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 2020 年上半年广

东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2020 年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49234.20

亿元，同比下降 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914.72 亿元，同比增长 1.6%；第二产业增加值

为 18798.81 亿元，同比下降 6.2%；第三产业增加

值为 28520.67 亿元，同比增长 0.1%。

“上半年，广东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

运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省统计局

局长杨新洪表示，上半年，广东主要经济指标全

面好转，形成一条经济数据回升曲线。

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39万亿元，同比下降6.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8.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回正，增幅比一

季度回升 1.6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0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 3.06 万亿元，同比下

降 7.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7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正增长。上半年，完成固

定资产投同比增长 0.1%，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5.4

个百分点。以生猪饲养为主的畜牧业投资大幅增

长 147.9%。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 7.2%，比一

季度提高 18.6 个百分点；其中，以 5G、数据中

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入力度加大，电信、广播、

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投资增长 18.6%。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趋势持续。上半年，广

东新经济增加值同比下降 1.9%，高于同期地区生

产总值 0.6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5.6%，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工业领域，中

高端行业发展快于平均水平，上半年高技术制造

业和先进制造业降幅小于规模以上工业 6.1 个和

2.2 个百分点。服务业领域，近 1/3 的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正增长，1—5 月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 17.2%。消费领域，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同比增长

20.2%，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占全省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的 27.8%。

市场活跃度逐步提升。上半年，累计完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0 个百分点。随着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持续改

善，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4.5 个和 9.5 个百分

点。

“上半年广东的整体经济运行呈现出逐月回

升的态势，我相信下半年广东经济将全面复苏、

恢复正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对广东经济发展充满

信心。（王彪 周媛媛 徐可）

 上半年广东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  

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 基本民生保障有力

图说侨乡

打造建设“一带一路”最大运力池
粤前 7 月开行中欧班列破百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备受海内外货主

青睐。目前，已有 100 多家国内国际物流公司与广铁集

团“牵手”，将数百种大湾区工业产品以及欧洲各国农

产品有序组织交由中欧班列运输。为方便货主运货，目

前，粤港澳大湾区各大货场均纳入“接取送达”服务网

点，开展“门到门”运输服务，解除货主后顾之忧。截

至 7 月 22 日，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共开出中欧班列 94 趟，

同比增长 15%。据广铁集团广州货运中心介绍，该班列

全程 1.1 万多公里，是全球运行距离最长的国际班列之

一。该中欧班列一趟就能运输 1200 多吨物资出国，比

现行海运快 15 天以上，运价相对也便宜，不仅定时发车，

而且限时到达。在当前海运和空运因全球疫情受到较大

影响的情况下，中欧班列运输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图为今年首列回程中欧班列抵达广州。刘倩 曾勇 符超

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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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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的分身抖音的分身TikTokTikTok在海外的坎坷身世隨著在海外的坎坷身世隨著
川普總統態度的一變再變而顯得百般無奈川普總統態度的一變再變而顯得百般無奈,,孤苦孤苦
無助無助,,現在川普最新下達的命令是現在川普最新下達的命令是: TikTok: TikTok必須必須
在在99 月月 1515 日前日前100100%% 出賣給美國的公司出賣給美國的公司，，否則將否則將
被封殺被封殺，，川普還加上一個條件川普還加上一個條件,, 買方需要支付給買方需要支付給
美國政府一大筆錢美國政府一大筆錢，，因為若沒有美國政府的介因為若沒有美國政府的介
入入，，這筆收購案就不可能完成這筆收購案就不可能完成。。

川普以為他是一名商人川普以為他是一名商人,,以為自己是談判高以為自己是談判高
手手，，如果沒有他如果沒有他,,這筆買賣就談不成這筆買賣就談不成，，所以收取傭所以收取傭
金理所當然金理所當然！！其實這是大錯特錯其實這是大錯特錯，，如果純粹是在如果純粹是在
商言商商言商,, 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這一筆交易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這一筆交易，，抖音會抖音會

把一個在世界擁有超過把一個在世界擁有超過 1010 億活躍用戶億活躍用戶,,
最具全球魅力與市場賣點的社交平台企最具全球魅力與市場賣點的社交平台企
業賣給美國的公司嗎業賣給美國的公司嗎??

那是當然不可能的那是當然不可能的！！川普之所以做川普之所以做
得到得到,, 並不是他的談判藝術與技術有多並不是他的談判藝術與技術有多
高明高明，，而是因為他具有美國總統的尊位而是因為他具有美國總統的尊位,,
手握行政命令的大權手握行政命令的大權，，生殺予奪全憑一生殺予奪全憑一
己之喜怒己之喜怒，，所以他可以任意踐踏美國法所以他可以任意踐踏美國法
律與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律與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肆無忌憚肆無忌憚
的壓迫中國在美企業的壓迫中國在美企業，，美其名是維護美美其名是維護美
國安全國安全,, 確保美國人民個資不被中國政確保美國人民個資不被中國政
府掌控府掌控,, 冠冕堂皇的說詞冠冕堂皇的說詞,, 毫無證據毫無證據,,也沒也沒
有說服力有說服力，，其實都是反中的情緒在作祟其實都是反中的情緒在作祟,,
如今抖音在百般無奈下只有屈服川普的如今抖音在百般無奈下只有屈服川普的
淫威而成為美國的壓寨夫人淫威而成為美國的壓寨夫人,,可恥的是可恥的是,,
川普還大言不慚索取傭金川普還大言不慚索取傭金,, 他把美國政他把美國政
府的尊嚴放到那裡了府的尊嚴放到那裡了？？強制一個外資企強制一個外資企
業的交易已經嚴重損傷了美國的國格業的交易已經嚴重損傷了美國的國格，，
還要索取傭金還要索取傭金,,真是名譽掃地真是名譽掃地，，難道這就難道這就

是他口中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做法嗎是他口中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做法嗎？！？！
我一再強調川普不敢動手封殺我一再強調川普不敢動手封殺TikTokTikTok的的

唯一考量就是擔心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唯一考量就是擔心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忌怕那些忌怕那些
迷戀迷戀 TikTokTikTok 的年輕選民因為的年輕選民因為 TikTokTikTok 被禁用而被禁用而
遷怒他遷怒他,, 進而不投票給他進而不投票給他,, 但是川普絕口不提最但是川普絕口不提最
件最讓他懼怕的理由件最讓他懼怕的理由，，如今這椿買賣正朝著對川如今這椿買賣正朝著對川
普有利的方向前進普有利的方向前進，，除非創建抖音的字節跳動公除非創建抖音的字節跳動公
司老總張一鳴在最後一刻寧為玉碎司老總張一鳴在最後一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為瓦全，，
否則否則TikTokTikTok搖身變為美國企業的命運已經是無搖身變為美國企業的命運已經是無
法改變的事實了法改變的事實了！！

民主黨即將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提名拜登為民主黨即將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提名拜登為
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這幾天他的副手就會出爐這幾天他的副手就會出爐,,各界都在各界都在
猜測誰將會是那一位幸運者猜測誰將會是那一位幸運者,,而拜登在日前新聞發而拜登在日前新聞發
佈會上透露了玄機佈會上透露了玄機,, 因為他手中拿著一個筆記小因為他手中拿著一個筆記小
抄抄,,上面清楚寫著哈里絲的名字上面清楚寫著哈里絲的名字，，似乎是告訴大家似乎是告訴大家,,
哈里絲就是他最後的選擇哈里絲就是他最後的選擇。。

拜登的筆記小抄顯然是故意亮出來給記者看拜登的筆記小抄顯然是故意亮出來給記者看
的的,, 上面幾行字寫著上面幾行字寫著::””不會挾怨不會挾怨、、曾經與我和妻子曾經與我和妻子
打選戰打選戰、、天資聰穎天資聰穎、、對選舉幫助很大對選舉幫助很大、、非常尊重非常尊重
她她”。”。

以上就是拜登對哈里絲的考核以上就是拜登對哈里絲的考核,, 拜登心思非拜登心思非
常細膩常細膩,,他刻意沒有寫出哈里絲是非裔女性他刻意沒有寫出哈里絲是非裔女性,, 也沒也沒
提到哈里絲在初選中曾對他猛烈批評以及她將來提到哈里絲在初選中曾對他猛烈批評以及她將來

具有問鼎總統的野心具有問鼎總統的野心,, 對他不對他不
夠忠誠夠忠誠。。

在這次拜登的副手名單中在這次拜登的副手名單中,,
除哈里絲外除哈里絲外，，還有參議員華倫還有參議員華倫、、
前國安顧問賴斯前國安顧問賴斯、、亞特蘭大市亞特蘭大市
長波托斯長波托斯、、密西根州長惠特默密西根州長惠特默
以及最近才冒出的聯邦參議員以及最近才冒出的聯邦參議員
達克沃斯和眾議員巴絲等達克沃斯和眾議員巴絲等,, 清清
一色都是女性一色都是女性,, 各種族裔與膚各種族裔與膚
色都有色都有，，因發生黑人佛洛伊德因發生黑人佛洛伊德
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為平息為平息
少數裔情緒少數裔情緒，，選一位非裔女性選一位非裔女性
是拜登政治正確的選擇是拜登政治正確的選擇。。

由於今年總統大選兩位參由於今年總統大選兩位參
選人年紀加起來有選人年紀加起來有151151歲歲,, 無論無論
誰當選誰當選，，下一位總統都是古稀下一位總統都是古稀
耆老耆老，，7474 歲的川普是美國選舉歲的川普是美國選舉
史上年齡最大的總統史上年齡最大的總統，，7777 歲的歲的
拜登則是最老的候選人拜登則是最老的候選人，，如拜如拜

登獲勝登獲勝，，將成為首位將成為首位8080歲還在位的美國總統歲還在位的美國總統,,因此因此
這次選舉中副總統格外重要這次選舉中副總統格外重要。。拜登已表明將只任拜登已表明將只任
一屆總統一屆總統，，所以他的副手很可能順理成章成為所以他的副手很可能順理成章成為
20242024 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所以即將當選的副總統從上任所以即將當選的副總統從上任
第一天起就有隨時接任總統的可能第一天起就有隨時接任總統的可能,, 因此拜登的因此拜登的
選擇意味著對自己青睞的繼任者的認可選擇意味著對自己青睞的繼任者的認可，，這位副這位副
總統或將比總統更吸引公眾的眼球總統或將比總統更吸引公眾的眼球。。

從雷根政府開始從雷根政府開始，，美國副總統不再是個雞肋美國副總統不再是個雞肋
角色角色，，拜登已稱自己為過渡候選人拜登已稱自己為過渡候選人,,所以他的副手所以他的副手
會直接成為會直接成為20242024黨內提名領跑者黨內提名領跑者,, 因此這次總統因此這次總統
選舉與其說是競爭總統大位選舉與其說是競爭總統大位，，不如說是為拜登的不如說是為拜登的
副總統瞄準下一屆總統之位罷了副總統瞄準下一屆總統之位罷了！！

李登輝前總統離世李登輝前總統離世,, 成為成為20202020年又一位走進歷年又一位走進歷
史的政治人物史的政治人物。。李登輝是一位具有爭議性的人物李登輝是一位具有爭議性的人物,,
由於時代機遇由於時代機遇，，因緣際會使他從一位鑽研農業的因緣際會使他從一位鑽研農業的
學者變為一位權謀的政治人物學者變為一位權謀的政治人物，，他的逝世親痛仇他的逝世親痛仇
快快,, 雖蓋棺雖蓋棺，，卻難定論卻難定論,,但是他裂解了國民黨但是他裂解了國民黨,,並推並推
行去中國化的台獨意識必然被歷史記上一筆行去中國化的台獨意識必然被歷史記上一筆。。
李登輝是早年蔣經國在台灣執政時為了拔擢本土李登輝是早年蔣經國在台灣執政時為了拔擢本土
青年而推行所謂的青年而推行所謂的””催台青催台青””政策政策,,的受益者之一的受益者之一,,
當時他從美返台後當時他從美返台後,,以農經專業從政以農經專業從政,,一路受到提一路受到提
拔拔,,先後從政務委員做到台北市長與副總統先後從政務委員做到台北市長與副總統,, 並在並在
蔣經國遽世後升任總統蔣經國遽世後升任總統,,在他掌權過程中歷經黨在他掌權過程中歷經黨
內主流與非主流派系的鬥爭內主流與非主流派系的鬥爭,, 終於化險為夷終於化險為夷,, 他在他在
任內六次修憲任內六次修憲，，把總統職位從國代選舉改為人民把總統職位從國代選舉改為人民

直選直選,, 並廢除萬年國會並廢除萬年國會,, 把直轄市把直轄市
長直接民選長直接民選,,力行台灣地方自治力行台灣地方自治，，
這是他的功勞這是他的功勞,,但他的過錯在於去但他的過錯在於去
中國化中國化,,把兩岸關係弄砸把兩岸關係弄砸,,其實他其實他
在執政初期規矩貫徹蔣經國政在執政初期規矩貫徹蔣經國政
策策，，制定國統綱領致力兩岸的和制定國統綱領致力兩岸的和
平統一大業平統一大業，，怎奈後來他的政治怎奈後來他的政治
思維改變思維改變,, 把兩岸定位為把兩岸定位為””特殊的特殊的
國與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 在發表在發表””兩兩
國論國論””的謬誤言論後的謬誤言論後,, 終於使得兩終於使得兩
岸關係陷入危境岸關係陷入危境,, 他的去中國化他的去中國化
政策處心積慮政策處心積慮,,他把國民身分證上他把國民身分證上
取消了籍貫欄取消了籍貫欄，，一律改為出生地一律改為出生地，，
他提出他提出””台灣生命共同體台灣生命共同體””,, 並在並在
馬英九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高馬英九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高
呼呼””新台灣人新台灣人””的概念的概念,,由於他的台由於他的台
獨思想造成國民黨多次分裂獨思想造成國民黨多次分裂,,並在並在

20002000年使國民黨輸掉政權年使國民黨輸掉政權,,在下台後他旗幟鮮明在下台後他旗幟鮮明
的主張台獨的主張台獨,, 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而他所籌組的而他所籌組的
台聯黨比民進黨還要台獨台聯黨比民進黨還要台獨,,所以後來被稱為所以後來被稱為””台獨台獨
教父教父””,, 這個稱謂必然是他的歷史標籤之一這個稱謂必然是他的歷史標籤之一。。

李登輝媚日的態度匪夷所思李登輝媚日的態度匪夷所思,, 他竟主張釣魚台他竟主張釣魚台
是日本領土是日本領土，，並賄賂南非的民主先生曼德拉以達並賄賂南非的民主先生曼德拉以達
到政治的目的到政治的目的,, 而黑金政治與政商合流也是他脫而黑金政治與政商合流也是他脫
不了的政治責任不了的政治責任。。

李登輝在歷史上尚難定位李登輝在歷史上尚難定位,, 不過世人對他的不過世人對他的
評價毀多於譽評價毀多於譽,, 在中國歷史上在中國歷史上,, 他必然被記載為一他必然被記載為一
位不識春秋大義位不識春秋大義,,分裂國土的罪魁禍首分裂國土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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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在佛前 BEFORE THE BUDDHA
by the time he bowed and put hisby the time he bowed and put his
palms togetherpalms together
thinking of how to start his prayerthinking of how to start his prayer

the merciful Buddha had alreadythe merciful Buddha had already
smiled and saidsmiled and said
I know I knowI know I know

低頭合掌

正不知該如何開口

慈悲的佛早微微笑道

知了知了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一座倉庫發生規模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一座倉庫發生規模33..55
級地震般的大爆炸級地震般的大爆炸，，頓時火焰升空頓時火焰升空,,濃煙滾滾濃煙滾滾,,不不
但倉庫與周遭建築全毀但倉庫與周遭建築全毀,,更破壞了附近民宅與建更破壞了附近民宅與建
築築,, 整個城市都被波及毀壞整個城市都被波及毀壞,,造成至少造成至少100100人死人死
亡亡，，50005000 人受傷的慘劇人受傷的慘劇,,惡耗傳出後震驚世界惡耗傳出後震驚世界，，
讓人十分同情讓人十分同情!!

根據黎巴嫩官方表示根據黎巴嫩官方表示，，這次爆炸是因為倉這次爆炸是因為倉
庫中儲存的硝酸銨起火引爆庫中儲存的硝酸銨起火引爆，，但川普總統則在但川普總統則在
第一時間表示第一時間表示,,那是遭到恐怖的襲擊那是遭到恐怖的襲擊,, 目前沒有目前沒有
任何組織或個人聲稱爆炸案為其所為任何組織或個人聲稱爆炸案為其所為,,所以真正所以真正
爆炸的原因尚待釐清確認爆炸的原因尚待釐清確認。。

今年大半年以來今年大半年以來,,全世界籠罩在新冠疫情陰全世界籠罩在新冠疫情陰
影中影中,, 各國除了嚴重疫情所造成方方面面的災各國除了嚴重疫情所造成方方面面的災

難外難外,, 似乎沒有什麼重大事件似乎沒有什麼重大事件
引發世人關注引發世人關注,,如今貝魯特發如今貝魯特發
生這麼一樁死傷慘重的爆炸生這麼一樁死傷慘重的爆炸
案案,, 無論是出於意外或是遭到無論是出於意外或是遭到
襲擊襲擊,,黎巴嫩政府都應該要在黎巴嫩政府都應該要在
最快時間內查明真相最快時間內查明真相，，以給該以給該
國人民與世界做一個交代國人民與世界做一個交代,,。。

目前黎巴嫩官方的說詞似目前黎巴嫩官方的說詞似
乎過於簡化乎過於簡化，，他們坦承從他們坦承從 20142014
年起就已把年起就已把 22,,750750 公噸的硝酸公噸的硝酸
銨存放在這個工廠密集的工業銨存放在這個工廠密集的工業
區區，，明明知道那是非常危險的明明知道那是非常危險的,,
為何久久不把它們移開呢為何久久不把它們移開呢？？在在
美國美國,, 各州都規定娛樂用的爆各州都規定娛樂用的爆
竹煙火必須要在人煙稀疏的郊竹煙火必須要在人煙稀疏的郊
外才能夠販售外才能夠販售,, 目的就是為了目的就是為了
確保人命安全確保人命安全,, 而黎巴嫩政府而黎巴嫩政府
竟把威力巨大的化學物品經年竟把威力巨大的化學物品經年

累月存放在工業區累月存放在工業區，，真是膽大妄為真是膽大妄為,, 太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
了了！！

地處中東地處中東,,濱瀕地中海的黎巴嫩這一次受到濱瀕地中海的黎巴嫩這一次受到
新冠疫情的感染也非常嚴重新冠疫情的感染也非常嚴重,, 由於疫情影響由於疫情影響,,重重
挫了全國的經濟挫了全國的經濟，，金融體系陷入危機金融體系陷入危機,, 44月份曾月份曾
經發生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活動經發生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活動,, 由於該由於該
國的公衛體系與醫療系物資都嚴重不足國的公衛體系與醫療系物資都嚴重不足，，平時平時
在治療新冠病患時都已捉襟見肘在治療新冠病患時都已捉襟見肘，，這一次還有這一次還有
幾個醫院也被炸毀幾個醫院也被炸毀,, 所以爆炸案後對數千名傷所以爆炸案後對數千名傷
患當然無法做到妥善的醫療患當然無法做到妥善的醫療，，國際紅十字會以國際紅十字會以
及各國人民應該在這個時候對他們伸出援手及各國人民應該在這個時候對他們伸出援手,,
大家一起捐助他們大家一起捐助他們,,使他們及早度過難關使他們及早度過難關！！

又是一樁白人警察霸凌黑人的事件又是一樁白人警察霸凌黑人的事件,,科羅拉多科羅拉多
州奧羅拉市白人警察因懷疑一位年輕黑人少婦州奧羅拉市白人警察因懷疑一位年輕黑人少婦
Brittney GilliamBrittney Gilliam的車子是贓車的車子是贓車,, 竟持槍喝令她與竟持槍喝令她與
車上年輕的妹妹以及兩位姪女下車接受檢查車上年輕的妹妹以及兩位姪女下車接受檢查,, 白白
人警察粗暴的把她們雙手銬上人警察粗暴的把她們雙手銬上,, 並強令她們趴下並強令她們趴下
接受訊問接受訊問,, 那個那個 66歲的小女兒看著媽媽歲的小女兒看著媽媽,, 驚慌的驚慌的
在哭泣在哭泣,, 旁邊站著的幾個警察眼睜睜看著這幕慘旁邊站著的幾個警察眼睜睜看著這幕慘
無人道的畫面竟無動於衷無人道的畫面竟無動於衷，，真是禽獸不如真是禽獸不如。。

當我看完網上這段視頻後非常沮喪當我看完網上這段視頻後非常沮喪,, 也非常也非常
痛心痛心,, 這幾個白人警察太沒人性了這幾個白人警察太沒人性了,, 他們的天良他們的天良
到哪裡了到哪裡了?!?! 黑人佛洛伊德被白警霸凌死亡讓美黑人佛洛伊德被白警霸凌死亡讓美
國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太沉痛巨大了國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太沉痛巨大了，，也因此給美也因此給美
國帶來驚天動地改變國帶來驚天動地改變，，整個社會戰戰競競為弭平整個社會戰戰競競為弭平
種族歧視而努力種族歧視而努力,, 許多州還立法嚴禁警察使用壓許多州還立法嚴禁警察使用壓

頸等暴力來應對嫌疑犯頸等暴力來應對嫌疑犯,, 沒想到這沒想到這
幾個白人警察竟粗魯冒失幾個白人警察竟粗魯冒失,, 執迷不執迷不
悟做出不可思議的暴力舉動悟做出不可思議的暴力舉動，，難道難道
禁止對嫌疑犯壓頸禁止對嫌疑犯壓頸,, 就可以命令嫌就可以命令嫌
疑犯趴在地上嗎疑犯趴在地上嗎!!

當路人錄下這段視頻放在網當路人錄下這段視頻放在網
上傳播後上傳播後,,科州警察局長立刻出面科州警察局長立刻出面
道歉道歉,, 並願承擔這些少女受傷的費並願承擔這些少女受傷的費
用用,, 這顯然是息事寧人的做法這顯然是息事寧人的做法,, 這這
些少女們不應該接受這種懦弱的些少女們不應該接受這種懦弱的
安撫安撫,,他們應該大聲控訴這些白人他們應該大聲控訴這些白人
警察警察,, 使他們醜陋的行徑讓眾人知使他們醜陋的行徑讓眾人知
曉曉,, 如果科州警察局不嚴懲這幾個如果科州警察局不嚴懲這幾個
白人警察白人警察,, 他們還對得起美國社會他們還對得起美國社會
嗎嗎!!!!

日前我找到一份聯邦調查局的統計資料日前我找到一份聯邦調查局的統計資料,, 美美
國謀殺案中每國謀殺案中每 10001000 人中人中,, 黑人殺白人的比率有黑人殺白人的比率有
99..8383%,%,但是白人殺黑人的比率僅佔但是白人殺黑人的比率僅佔00..7777%,%,而謀殺而謀殺
案中佔比例最高的則是黑人殺白黑人案中佔比例最高的則是黑人殺白黑人((佔佔5353..9494%)%)
以及人白人殺白人以及人白人殺白人((佔佔1010..2222%),%),這個比例充分反這個比例充分反
應了美國當前社會暴力的狀態應了美國當前社會暴力的狀態,, 令人不可思議的令人不可思議的
是是,, 我們的社會在大力推動我們的社會在大力推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時運動時,, 其實只是為了那些其實只是為了那些
極少數遭到白人謀殺的黑人叫屈極少數遭到白人謀殺的黑人叫屈,, 似乎不符合比似乎不符合比
例原則例原則，，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少數不肖的白人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少數不肖的白人
警察鴨霸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形象警察鴨霸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形象,, 警察手中的槍警察手中的槍
枝就是代表了法律枝就是代表了法律,, 只可惜他們執迷不悟只可惜他們執迷不悟,, 他們他們
用槍枝來裂解了美國用槍枝來裂解了美國!!

沒有一個社群媒體的身世與處境像抖音的沒有一個社群媒體的身世與處境像抖音的
海外分身海外分身TikTokTikTok那麼坎坷和淒涼的那麼坎坷和淒涼的，，這一陣子這一陣子
以來美國政府多次揚言要禁止這款由中國字節以來美國政府多次揚言要禁止這款由中國字節
跳動公司所研發的短視頻影音手機軟體程式在跳動公司所研發的短視頻影音手機軟體程式在
美國使用美國使用，，川普總統更在星期五晚上在空軍一號川普總統更在星期五晚上在空軍一號
專機上稱專機上稱，，他最快將於次日用行政命令封殺他最快將於次日用行政命令封殺
TikTokTikTok，，眼見眼見 TikTokTikTok 危如累卵危如累卵,, 即將在美國陣即將在美國陣
亡亡,, 但是情況又出現了轉機但是情況又出現了轉機。。

因為在川普坐上總統專機沒多久後因為在川普坐上總統專機沒多久後，，TikTokTikTok
表示他們絕對不會退出美國表示他們絕對不會退出美國,, 而路透社而路透社、、紐約時紐約時
報和華爾街日報先後傳出他們從不同管道所得報和華爾街日報先後傳出他們從不同管道所得
到的獨家消息到的獨家消息，，謂美國的微軟公司正在與字節跳謂美國的微軟公司正在與字節跳
動公司和白宮的代表動公司和白宮的代表,,秘密洽商收購秘密洽商收購 TikTokTikTok 股股
份份,,而且談判已獲得重大進展而且談判已獲得重大進展，，TikTokTikTok創辦人張創辦人張
一鳴已經同意售出股權一鳴已經同意售出股權,, 讓字節跳動公司完全退讓字節跳動公司完全退

出出TikTokTikTok的美國業務的美國業務，，將由將由
微軟接手獨立運作微軟接手獨立運作。。
由於由於88月月11號這一天川普全號這一天川普全
天都沒有發聲天都沒有發聲,, 他的推特也他的推特也
沒有這方面的推文沒有這方面的推文,, 顯然間顯然間
接證實了媒體的報道並非接證實了媒體的報道並非
空穴來風空穴來風，，看來有可能的情看來有可能的情
況是況是 TikTokTikTok 已與抖音完全已與抖音完全
切割切割,,可以在美國存活了可以在美國存活了,, 換換
言之言之, TikTok, TikTok 已搖身一變已搖身一變,,
成為美國人的公司成為美國人的公司,, 川普政川普政
府以這種威脅方式來買斷府以這種威脅方式來買斷
一個在全球擁有超過一個在全球擁有超過 1010 億億
活躍用戶的中國公司活躍用戶的中國公司，，手段手段
相當卑劣相當卑劣, TikTok, TikTok卻成為美卻成為美
國政客手下的犧牲品國政客手下的犧牲品！！

前陣子當美國政府不斷前陣子當美國政府不斷
放話將禁止放話將禁止TikTokTikTok社交平台在美國的運作社交平台在美國的運作,, 他他
們所持的理由是們所持的理由是TikTokTikTok是來自中國的企業是來自中國的企業,, 他他
們透過這個媒體收集美國人情資們透過這個媒體收集美國人情資,, 為了確保美國為了確保美國
的安全的安全,, 所以必須禁止所以必須禁止,, 當時我曾研析當時我曾研析,, 那只是川那只是川
普反中情結在作祟普反中情結在作祟,, 其實他要不要禁止其實他要不要禁止 TikTokTikTok
和微信唯一的顧慮和考量是那樣做會不會影響和微信唯一的顧慮和考量是那樣做會不會影響
到他的選票到他的選票,, 鑑於鑑於TikTokTikTok擁有大批年輕選票擁有大批年輕選票,, 這這
是川普現在不敢動手禁止是川普現在不敢動手禁止TikTokTikTok的主因的主因。。

如今看來如今看來,, 抖音已不得不在美國豎白旗抖音已不得不在美國豎白旗，，一一
旦微軟公司接手旦微軟公司接手 TikTok,TikTok, 正合乎川普打壓中國正合乎川普打壓中國
企業以及確保自己的年輕選票不致流失的雙重企業以及確保自己的年輕選票不致流失的雙重
目的目的,,川普果然是談判高手川普果然是談判高手,, 美國的法律根本就美國的法律根本就
抵不過他手中的那一紙行政命令啊抵不過他手中的那一紙行政命令啊！！

川普果然是談判高手川普果然是談判高手,, 美國的法律根本就抵美國的法律根本就抵
不過他手中的那一紙行政命令啊不過他手中的那一紙行政命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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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7月下旬
關閉，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中國駐美
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主要
變化有：第壹，以前委托書只需要三級認證：公證-
州政府-休斯敦總領館。現在大使館的要求跟休斯敦
總領館不同，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認證要求。第二
，以前三級認證的文件內容可以是中文，現在美國
國務院要求所有文件必須有中英文。第三，因為疫
情的原因，美國國務院不對公眾開放，辦理認證的
時間需要長達兩個月。第四，大使館不接受郵寄辦
理認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大使館現在不對
公眾開放。有緊急情況需要先郵件聯系，預約成功
才能辦理。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壹些事務。如:
需要委托國內的親屬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
，銀行賬戶，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
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放棄繼承權或到中
國辦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事
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壹國的外交、領事機關在公證文書
上證明公證機關或認證機關的最後壹個簽名和印章
屬實。辦理領事認證的目的是使壹國出具的公證文
書能為另壹國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疑文件上
的簽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便利文書往
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
交往的發展伴隨著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
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的形式和
要求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壹環扣壹環的
連鎖認證方式，由壹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認最
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
內有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關機構懷疑文書
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涉外文
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法律訴訟
文件、健在（生存）證明、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
明、護照復印件與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
員（地保官）公證 (Notary)，再到州政府 (Secre-
tary of State) 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資格的文件，最
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Authentication)。整個過程
需要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現在因為疫情的緣故，
認證過程至少需要2-3個月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文本；2、
與委托事項相關的權利證明原件或復印件(如存折、
股票開戶憑證等)；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
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涉及房產
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復印件。 4、本人的
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 1、委托書文本；2、親
屬關系證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系，如兒童出生證)
。3、父母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2、與聲明事
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3、辦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公
證的，應提交被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
人親屬關系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4、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2、有
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
原件及復印件；喪偶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
件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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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逐步
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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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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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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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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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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離世雖已33年，但似乎對他總

是懷念特別多；料理喪事期間都不曾夢見

他，反倒是過後的一年半載卻夢到帶父親

去高雄旗津海邊及澎湖馬公旅遊哩！

父親在世七十六載，這不算短的歲

月，我仍感與父親共話時間太少，﹝雖然

五個兒女中，我是在父母身邊最久的﹞因

護理工作及出外事奉忙，故父親常取笑我

「家」是我的旅館與飯館；及至由台來美

事奉主，更是盡力爭取花錢打越洋長途電

話或買機票回台與父母親共話；我常說自

己是在與時間賽跑，因父親年邁，當趁機

會孝敬父母使他們高興歡喜。

爸爸的喜歡

爸爸喜歡我替他拍照，常把他拍的得

意相片放大擺放在客廳，令他自己也多看

幾眼。

有一年回台，二哥開車載著爸媽和我

由屏東去至台中埔里、台北探親訪友，另

有一次是我們父女同遊澄清湖，九曲橋，

水族館等都留下了難忘的倩影。「爸，

今天中午我騎本田機車載您去屏東勝利路

吃您喜歡的餡兒餅與小米粥。」「女兒，

你也沒什麼錢，我們還是在家簡單吃午餐

吧！」拗不過我的好意邀約，我們父女一

同上路，快樂的享受一頓難忘的午餐，起

身要付帳時，熟料小吃店老闆說「剛才有

一位騎機車的男士代您付錢了。」趕緊跑

至大馬路口一探究竟，才知是二哥的背

影，他早已呼嘯揚長遠去！

父親喜歡我送他的襯衫與領帶，無論

花色、樣式、尺寸都剛好合他的意，常在

人前稱道「這衣服是我大女兒買的哩！」

爸爸信主後，樂意守主日作禮拜，而

且喜歡提早半小時進入教會，安靜默禱預

備心。

爸爸喜歡樂意助人，曾獲一盾牌「德

不孤 必有鄰」。每逢過中國春節，爸爸和

媽必恭事親灌香腸、燻臘肉、磨糯米蒸年

糕等，使我們體會到年關已近，家家戶戶

準備過新年。

爸爸的不喜歡

爸爸信主後，最不喜歡作禮拜時有

人遲到早退，他自己亦恪遵守不遲到不早

退。

爸爸生前常說「生不作壽，死不開

悼」，曾經媽媽告訴爸爸「今天您生日我

買個蛋糕給你慶生吧！」「你不要買蛋

糕，否則我把蛋糕丟出去」爸爸的意思是

不要麻煩人，不要破費；可是奇妙的是，

有一次是我為父親慶生，當時家中尚有客

人，爸爸一樂之下竟忘了生不作壽，還與

我們﹝母親、妹妹、客人﹞歡喜吃下生日

蛋糕。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回台奔父

喪時問母親「爸爸離世前有沒有交代什麼

話？」『有........有，我想起你父親臨終前

最後說了兩句話，“追思禮拜、追思禮

拜” “我的西裝、我的西裝” ，故我們遵

照他的遺言辦追思禮拜。

猶記得禮拜一的早上，屏東六塊厝

循理會小小的教會﹝一百人座位﹞竟來了

一百四十多位親朋好友，有的尚穿著軍服

請假趕來參加父親的追思禮拜，親朋好友

及長輩中，許多是首次進到教會聆聽上帝

的安慰之言。父親信主後，是耶穌基督在

他生命中作主作王，以前的不喜歡是自己

作主、作決定，信主後，他為了使大家高

興歡喜，性情亦變得更隨和，騾子脾氣也

改了不少，為了使多人得著永遠不死的新

生命，常勸人來信主，作禮拜，他所交代

的遺言，可說是聖靈感動他說的。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

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

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人的一生有許多選擇，但我們無從選

擇誰作我們的父母親或誰作我們的子女，

是不？初信主時﹝父親尚未信﹞當然有時

會遇到他的湖南騾子脾氣向我發作，我竟

曾有過這樣的念頭閃過“若是隔鄰信主的

李伯伯是我的父親那該多好！”求主憐憫

我的無知。

記得有一次父親向我大發雷霆，係因

他的伍佰圓新台幣丟了，他想是我拿了，

成灰，燒盡成灰，阿們。」願我們興起興

起知道如何來禱告。彼此學習，共勉之。

7-31 (週五) 常說讚美感謝的話

今天10:10am接小淑姐妹回來休假，

帶她去銀行辦事，去手機店交月費，去大

中華超市買水果、豬腳、蝦、青菜暨午

餐飯盒等，下午5pm再送她回主人家照顧

兩位張輩(85歲) ，準備晚餐給袁先生夫婦

吃，我也有機會和袁太太交談鼓勵，她躺

臥在床，行動不便，多靠小淑照顧她，我

鼓勵袁媽媽要用口舌常說造就人的好話，

以感謝為祭獻給神，不要常埋怨，要鼓勵

珍惜照顧你的人，她們兩個褓姆雖然做的

疲累，但聽到你讚美感謝的話，也不覺得

累喔！也不會主僕彼此生悶氣，做的不開

心，你有小淑照顧你是有福的，她細心照

顧你們兩位長輩，又會煮菜，做麵食(水
餃、餛飩)營養粥，要好好珍惜喔！因年邁

體弱甚少去教會了，每天看电视，手機，

iPad,我鼓勵袁媽媽和小淑每天有15分鐘讀

一章聖經《箴言》或《詩篇》等，同心為

美國總統選舉代禱，為孩子親友得救來代

禱，為自己禱告，預備自己來迎見神。

袁媽媽說：「潘師母，謝謝妳的教

導，歡迎你常常來看我們。」

袁先生因為和我是湖南人，也很高興

歡迎我再來，他說看完我給他的西南國語

教會週年刊物，他有看到許多教友，牧師

師母們的見證，很感動。袁先生夫婦自台

灣來美國數十年了。

離去前，袁媽媽說歡迎下週六8-8來我

們家吃水餃，我歡喜接受她的邀請。 
金句《箴言 17章6節》子孫為老人的

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

而我信主後就立志過討主喜悅的生活「恨

惡說謊、要做誠實的人」，面對這突如其

來的事，硬要我承認我沒有做的事，身為

人子女者還真有口難辯，只有忍氣吞聲的

份！

死無對證

上帝是信實的、公平的、正直的，雖

時過境遷，近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塵埃，

但上帝卻沒有忘記........父親去世後，我想

為他寫紀念冊就翻箱倒櫃的，盼找到一

些昔日他的筆跡文墨，那裡知道在床舖底

下他的皮鞋中搜出一個用舊日曆紙包的東

西，「天啊！伍百圓新台幣」「媽！您快

來看，當年爸爸冤枉我拿他的伍佰圓，現

在真的是“死無對證”了，將來去天國我

要告訴爸爸他的伍佰圓沒有丟掉，是他忘

記擺在那裡！」母親也釋懷的笑了。

感謝上帝為我伸冤，好在我早信主，

又因我忙著上班、事奉，也未把心中的委

屈當作一回事，只是相信主知道我有沒有

爸爸的勸勉
上個月觀賞台

灣朋友轉發來的短

片是有關女兒出嫁

時影片，新娘新郎

要向父母親行禮感謝父母養育之恩，新娘

的爸爸勸勉新郎說：「第一個抱她的人是

我(爸爸)，不是你，第一個親她的人，是

我，不是你，第一個愛護她的，是我，不

是你，我希望你是能陪伴她一生的人，有

一天，如果你不愛她了，你不要跟她說，

你跟我說，我會帶她回家。」讓老爸與新

人暨親友們受感落淚。

7-22 (週) 馬上來

1975年我去台北找昔日我們屏東六塊

厝循理會青年崔崇慧姐妹，她在丁曉亮醫

師診所做護士，在那裏我認識了丁大夫夫

婦暨自荷蘭來台宣教士畢路安(護士)，畢

教士在台成立基督教中華醫務團契，亦是

後來改名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丁曉亮大夫蘇格蘭人，為人熱情，喜

樂，幽默風趣，與他共事的護士們常被他

逗弄得哈哈大笑。猶記得丁大夫曾說過的

笑話:「有一天我們家需要請工人來修理水

管，我就打電話給水電工，請他來修理，

對方回答說:『馬上來』。過了許久，丁大

夫又催工人，快點來幫忙修理水管，對方

說: 『馬上來。』」一等再等還是沒見工

人來修理，他再打電話給工人說: 「你不

是說馬上來，馬上來嗎？怎麼你們中國的

馬很慢來啊！」

丁大夫的中文說得非常流利，也很幽

默，聽他說話真的是如沐春風啊！真令人

懷念這些愛神愛人的早期在台的醫療傳道

的宣教士。

7-25 (週六)
號角月報原定九月張憲猷弟兄採訪

《他們的故事》主角鄞建仁牧師，他因為

忙在香港神學院教書，要延後至12月才能

接受專訪，故我臨危授命要再另外安排專

訪林天娜姐妹，她是台東人，故事也很精

彩，今天已與她溝通要採訪大綱。8-15要
交稿，請彼此代禱，這是主的聖工，主必

有預備合適專訪人物。

7-26 (主日)為列國禱告

筆者聽看youtube“為列國禱告”兩

遍，由張哈拿牧師的教導-生命的蛻變。特

別其中講述如何宣告爭戰禱告，這是我們

基督徒可以學習的，讓我們知道靠主耶穌

有權柄，做禱告大能的勇士：「奉耶穌基

督的名，求主降下聖靈的火焰，燒盡撒但

魔鬼所有的國度、部隊，把一切邪靈燒盡

做此事。

聖經教導「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

女的氣........」今慶祝父親節，生身的父雖

不在我身邊，但我永遠懷念爸爸的一言一

行，更謝謝愛我的天父每日真實的眷佑與

引導，使我不感孤單。(於休士頓)

聖經經文摘自馬可福音 1章
16-20節

16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

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

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17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

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18 他

們就立刻舍了網，跟從了他。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20 耶

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

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小學五年級開始，放學後我都在家中

協助父母理髪店裡的工作，有時也要劈柴燒

開水，幫忙洗頭，掃地，洗毛巾（停水的時

候我必須到附近去挑水給客人洗頭用，家裡

洗衣服，煮飯，洗澡，還要煮飯）

18 歲那一年我考試通過，進了台中喜

信聖經學院，那是夜間學習聖經的教會學

校，從家裡騎腳踏車到學校要一個半小時的

時間，風雨無阻從不請假。到了星期日還是

希望能夠到教會去聚會，但是理髮店內外很

多學生，客人，我必須幫忙，但是心中多麼

的渴望能去敬拜主耶穌。

一天鼓起勇氣告訴我的母親，讓我能

到教會去服侍我的上帝，妳需要的錢，我的

上帝會賜福給妳，母親說：我每個月都要有

結餘，如果妳的神能夠讓我每個月結餘（妳

就可以去服侍妳的主耶穌，我告訴我的母親

妳給我半年的時間，如果這半年我的主耶穌

呼召四個漁夫 ◎周劉美 師母

沒有讓妳結餘，我做牛做馬甘心服侍妳。

一個月滿了，我的母親主動告訴我，

妳可以去服侍妳的主，因為祂讓我得到想要

的結餘。她用信心接受挑戰，有十年真的收

到了主耶穌的賜福不變。我在八年服侍父母

和店裡的工作終於結束。

白天工作，晚上接受聖經學院的學習，

星期六，日教主曰學，後來嫁給校友周武

籐，同心服侍主 41 年多，這是我母親料想

不到的收穫，得到了好女婿，榮耀歸給主耶

穌。

◎潘劉慰慈父親的伍佰圓新台幣

我生於中國的一個貧困的農村

家庭。四歲那年，母親不幸去世。比

我大兩歲的姐姐便擔負起母親的責

任，拉扯著我和弟弟，做全部家務，

又幫父親做些農活。因年幼活重，累

得身上骨頭脫節，類風濕很嚴重，瘦

得好可憐。所以，到今天我對姐姐都

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一晃好多年，我們都有了自己

的家。

一九九二年，姐姐忽然向我傳

福音，讓我信耶穌。我曾給她女兒艷

麗介紹過一個對象，幾乎到了談婚論

嫁的時候，男方父母忽然反對，讓好

事泡湯。侄女艷麗痛不欲生，後來是

單位的一個勞模讓她信了耶穌，才逐

漸開朗起來。侄女又把耶穌傳給了她媽媽。

我知道姐姐一直那麼愛我，她肯定是

認為耶穌好，才對我傳。可是，那時我雖不

拒絕，但就是信不了。我天天都提著小包，

在外面擺個小地攤，賣賣鞋帽衣襪等小件，

掙幾個小錢，補貼家用。丈夫從部隊轉業在

當地的化肥廠當電工，每個月幾十塊錢，收

入不高。我們有兩個孩子，家裡日子緊巴巴

的，我哪有時間信耶穌。

姐姐有耐心，對我傳了一年時間，我

還不信。

一九九三年，我突然生了一種怪病，

鄉下人稱「白奔病」。我一蹲廁所，就是白

色的尿。人發燒，全身難受，最後瘦到七十

多斤，像乾柴一樣。生意也沒法做了。我一

吃藥就過敏暈倒，又沒錢跑大醫院做手術。

我們鄉武裝部的一個人，得了和我一樣的

病。她家有錢，到北京去治，但去後兩個月

就死了。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兩個孩子都

小，一想到要死就很難過。

絕望中，有一天，我跪到地上，向耶

穌禱告。我對祂說：「袮是掌管生命的主，

我現在就（依）賴著袮了。袮是要叫我好，

我肯定能好；袮不叫我好，就接我到袮的天

堂去。反正，是死是活，我從現在起，就

不放棄袮了。」從此，我開始去教堂。我天

天向上帝禱告，膝蓋都起了繭。真奇妙，從

去教會算起，四個星期後，我的嗓子不乾不

咳，不難受了。六個星期後，我的病徵就消

失了。上帝真是聽禱告的，我打心裡謝謝祂

──我生命的主。

第八個星期，我又拎著我那小包，出

去擺地攤做生意了。一九九六年，我正式受

洗。從此，我開始到處做見證，傳福音。

沒想到，有一年丈夫忽然生病。他身

體一直很好，後來胃部有時不舒服。他本

來有公費醫療，卻一直忍著，不想隨便花

公家的錢。他為人向來正直無私。撐了約兩

個月時間，實在疼得受不了，才去了醫院。

一查，才知道不妙，原來是癌症。醫生說，

已經遲了。我們全家都很傷心，兩個孩子還

小。

我天天禱告，我知道這是一種磨練，

但我不能遠離上帝。感謝上帝，丈夫比醫生

預計的存活時間長，四年後才去世。

我靠著上帝，仍然做小生意維持生活。

那時大兒子上了開封技校，每月需要各項開

支約三百塊錢，小兒子才六歲，正上一年

級。上帝的恩典夠用，我的小生意一直不

錯，就是遇上生意不好，也能賣一些。

我逢星期日就去教堂敬拜主耶穌。而

星期天總是做生意的好日子，出門趕集的

人多；但是我不能不敬拜我的主。有一天，

魔鬼在我心裡干擾，我看著別人星期天賺得

比平日多幾倍的錢，也忍不住提著包去擺地

攤。那天，我基本上沒賣掉甚麼東西，比平

日賺得還少。

我知道那是上帝在提醒我，祂不要我

做祂不喜悅的事，祂會供應我。後來大兒子

分配了一份好工作，又為我添了孫子。小兒

子如今也當了廚師。

如今，我們天天查考聖經，唱詩禱告，

靠主耶穌常常喜樂。 （天僕筆錄）

( 文載自［中信］)

我得到寄託 ◎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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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裡 堅定步伐繞過不平靜的街區

得來速食物發放 停車場化身愛心菜市場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許多美國家庭經濟陷入困

境，德州分會會所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中心，周遭有許

多新移民、國際難民所居住的公寓，因此志工了解弱勢族群平

時就缺乏社會資源與照顧，疫情影響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難。

	 長期以來，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和志工們一直希

望能透過食物發放，甚至成立食物倉儲來幫助地區的居民。

◎ 與食物銀行合作

◎ 慈濟發放井然有序 ◎ 愛的傳承開花結果

◎ 暴動中捐贈不停歇

◎ 冒險堅守崗位

採訪：孫嘉蒞	/	撰文：王偉齡

撰文：林書賢、王偉齡

美國五月底發生警察壓頸執法造成非裔男子死亡事件，

全美各大城發起示威，部分地區更傳出暴動，部分大

城市宣不宵禁，唯恐被波及的民眾連白天都避免出門。歷史

上一直是黑人民權運動大本營的亞特蘭大，從六月初起始終

動盪不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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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我們的醫院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有些夜班的工作都已

停掉，員工也都儘量在這段時間安排休年假，以減少醫院的

財物負擔。

東北喬治亞醫療中心甘斯韋理分院病理

實驗室技術人員 鄭劍卿
(Pathology Lab，Northeast Georgia Medical Center at Gainesville)

	 示威並沒有中斷亞特蘭大慈濟志工捐贈醫院的行動，大

家小心地規劃捐贈路線，繞過不平靜的街區。志工孫嘉蒞說

明：「從四月以來，慈濟亞特蘭大聯絡處已向超過30家醫院

及50間診所，捐贈多項防疫物資，幫助醫療院所紓解物資供

需失衡的壓力。」

	 哈茨菲爾德-傑克遜亞特蘭大國際機場（Hartsfield-

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全球轉運客人吞

吐量最大的機場，航空、旅遊、餐飲業等多類產業是亞市

重要經濟產業項目，但在疫情中，旅遊餐飲產業全數停擺，

家庭生計受嚴重影響，連醫療系統也開始實施裁員、減薪、

放無薪假等人事撙節措施，多家醫院縮減下半年度預算，讓	

「防疫物資不足」問題更加劇。

	 6月10日、6月12日志工捐贈了750件隔離衣、30件防護

服、11,500只醫用口罩、980只KN95口罩以及100副護目鏡

給亞特蘭大三家醫院和三家診所。

	 6月12日非裔男子雷沙德·布魯克斯（Raysha r d	

Brooks）在亞特蘭大市大學街上的溫蒂連鎖快餐店，因抵

抗白人警察拘捕遭射殺，讓該市抗爭示威者憤怒情緒更加高

	 自從三月起德州分會開始發放口罩，志工們發現弱勢族

群在食物上的需求，便開始想方設法要幫助他們。本來想提

供熱食，但因疫情居民需遵守政府規定不能外出，之後決定

與休士頓食物銀行合作，由食物銀行提供食物，慈濟提供志

工人力，在需要的地區與時段進行發放。

	 經過幾個星期的等待與申請，經過多次與休士頓食物銀

行的電話會議與電郵，終於確認於6月19日、6月26日兩天

進行發放；且在兩次發放後，若德洲分會有意願申請設立食

物倉儲，食物銀行也將協助申請。

	 同時，註冊組志工頂著豔陽在90多度氣溫中，協助一輛

又一輛的車註冊。原本食物銀行規定須將民眾家庭資訊登記

在紙上，但活動前36小時臨時通知修改規定，要求領取物資

的民眾透過手機完成登記。

	 原本是為了防疫和減少填寫時間而修改為線上登記，但

有些人沒帶手機或是無法自行填寫英文或西班牙文的表格，

志工們只好用個人的手機協助填表。第二次來協助慈濟發放

指揮交通的休士頓警局黃警官，也親自上前協助志工，並用

個人手機幫民眾登記註冊。

	 約好10點要來協助培訓的食物銀行人員遲遲未到，且食

物銀行應帶來發放用的口罩、手套、包裝袋；面對突發狀

況，黃濟恩立刻決定，把存放在倉庫、會員贈送的袋子拿來

應急，臨時充當分類蔬果的包裝袋。之後當食物銀行的人員

到場，讚揚慈濟志工處理得很洽當，得來速發放的動線和過

程也規劃得很好。

	 因會所外排隊的車輛已達上百輛，沿著會所的街區排隊

的車，都快繞回會所前把街區為成一圈了，因此志工們決定

提早在上午10點45分開始發放。車輛依序前進，大家趕快把

一袋袋物資裝到車上；貼心為徒步領取物資民眾所設的發放

站，也忙得不可開交，許多長者推著買菜用的推車前來，志

工貼心地將袋子綁好，避免蔬果在拉回去的路上掉落滿地。

	 兩日的蔬食發放皆以相同模式進行，19日發放350

戶，26日發放363戶。兩日的發放活動，到見到平時不曾參

與慈濟發放的年輕學生志工，捲起袖子一同出力，愛的傳承

已在社區開花結果。

	 疫情未弭，行動不停！讓我們起而行！慈濟美國希望勸

募50萬顆愛心，以每人只少10美元的方式，籌募500萬美元

的災疫中長期援助善款，將最需要的物資送到最需要的人手

中。只要堅定、相信，我們一定能做得到！

	 	 發放一個星期前，志工們多

次經線上討論與現場實際排練，終於

擬定完善的發放計畫。19日一早八點

多，志工來到會所協助搭設帳棚與

擺設桌子。8點30分，食物銀行運送

蔬果的車輛抵達，原本需要等待食物

銀行的培訓人員到場，但眼見外面大

排長龍的車子，加上當天氣溫越來越

熱，考量民眾需等待太久，志工先行

把蔬果從冷藏車搬出，在短短20分

鐘將十個棧板的蔬果卸下，在有秩序

及流暢的動線中，將蔬果分類包裝，

等待11點開始的發放。

志工攜手合作，讓休士頓分會的停車場化身愛心菜市場。攝影／林詠珊 多位志工合作把一戶可領取的食物放入後車廂。攝影／吳育宗

漲；6月13日晚間新聞直播了溫蒂快餐店遭縱火一事，民眾

更以人牆阻擋警消進入救援。

	 顧慮到抗爭讓警察和警消人員疲於奔命，警消面對民眾

呐喊、衝突扭打，增加一線人員感染病毒的風險。志工心疼

留意到，在社區巡邏、公路攔檢、抗議與示威中維持秩序的

眾多警察，並沒有戴著口罩執行勤務，他們是冒著感染病毒

的風險，堅守著崗位。

	 因此慈濟人在6月4日前往葛溫奈特縣的西區分局

（West	 Precinct，Gwinnett	County）及第一、第四消防和

緊急服務站捐贈防疫物資；6月19日志工再到葛溫奈特縣的

「消防和緊急服務總部」捐贈了4,000只醫用口罩以及1,000

只KN95口罩，與「警察總部」捐贈了6,000只醫用口罩以及

1,000只KN95口罩。

	 志工將物資交給警官，同時為警察們加油打氣：「雖然

今年以來，全美以及喬治亞州發生了一	些事件，對警察造成

負面的影響，但是，民眾還是很尊敬警察，更感恩警察們為

維護治安所付出的辛勞。」志工誠懇地對警官表達謝意，讓

警官喬登·葛芬（Jordan Griffin）好生感動：「謝謝慈濟，

我們警察同仁們都很感動；防疫物資真的很缺乏，因此，我

們收到什麼就用什麼。」

	 在疫情與動亂中，慈濟人帶著悲心虔誠祝禱，積極邁開

大步，用無私的行動化解分歧，期許能邀您同行，一同用大

愛來撫平疫情創傷和安定人心。

亞特蘭大市面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眾抗議事件，疲於奔命維安，
染疫風險也大大提高。圖為6月19日慈濟志工為警局送去防疫物資。
攝影／孫嘉蒞

普及蔬食護生觀念

	 但人們在傳統市場內宰殺動物販售，體內

含有新冠病毒的動物經由飲食感染人類，進而

引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全

世界所有國家與人民因此受難，無數的生命殞

落，社會經濟因此停擺。

	 在此世紀疫情的當下，慈濟美國深刻反思

催生成立「素行動聯盟」，倡議大範圍、大規

模推廣茹素的理念。在疫情的教訓下，人們應

瞭解與地球共生息，與萬物生靈的和諧共處的

重要性，並堅定相信以素食為主的飲食習慣，

將可以避免未來病毒的肆虐與傳播。

	 「素行動聯盟」將結合餐飲業者、蔬食產

品製造商，與各類環保公益團體成為一個緊密

合作、推廣素食環保理念的大聯盟；串聯起全

美蔬食與純素推廣團體、動物生命權組織、環

保團體、健康醫療組織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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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聯盟的餐飲業者、蔬食產品製造商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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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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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了解活動詳情，並立即採取 
行動加入共同推素的行列。

休士頓慈濟志工在華
氏90多度高溫下，為
350戶需要的家庭發
放蔬果食物。攝影／
林詠珊

原本人類是可以與新冠病毒相安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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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特別希望吉利和趨吉避兇
的華人來說，提到遺囑似乎極不吉利。
許多人、許多家庭，包括我本人在內，
總是遲遲閉口不談遺囑或者相關話題，
似乎提到它，就會給我們帶來兇兆甚至
死亡。但是，從年初以來疫情肆虐，到
目前為止，全球已經有六十多萬無辜的
生命從我們人類群體中消失，而且還有
越來越多可愛的生命正在繼續離人類而
去。死亡和遺囑這些可怕的字眼，已經
是我們越來越無法規避的常態。死者仙
逝，可以壹了百了，但是活著的人們，
還得繼續生活。痛苦之余，我們不能忽
視的壹個重要問題就是規劃和分配遺產
，而規劃遺產最簡單有效的途徑就是訂
立遺囑。

這個話題是怎麽引出的呢？近期我
們頻繁地接到關於訂立遺囑或處理遺產
分配糾紛問題的咨詢電話。有位張女士
的父親由於疏忽在離世前沒有立下遺囑
，而他晚年剛娶了壹位太太。現在新冠
病毒疫情中突然離世後，父親留下的大
量遺產怎麽分配，引起了悲痛親人們在
傷心之時又要準備拔劍相對了。還有壹
位辛太太，其丈夫也在疫情期間匆匆倒
下而沒來得及立遺囑，而丈夫和他的前
妻還有3個孩子；由於辛太太沒有親生

子女，辛太太和剛離去的丈夫共同打拼
而來的大力財產在她和丈夫的孩子們之
間怎麽分配，讓她焦慮不安、束手無策
。大陸來的陳女士十年前嫁給了海特曼
先生，婚後先生用積累的財富購置了二
十套房產，他們雖然沒有子女，但海特
曼先生和前妻生有5個孩子。上周陳女
士來電話，她的丈夫正在醫院搶救，醫
生提醒她盡快找律師去醫院在她先生壹
息尚存時盡快訂立遺囑並簽字。好緊迫
的電話！在美國，每個州的法律不同，
在德州，如果沒有遺囑，遺產會如何分
配呢？

根據德州繼承法，無遺囑的逝者若
無配偶，則其擁有的遺產將傳給子女或
子女的後代，若無子女或子女的後代，
則其遺產將平均分配給其父母。若只有
單親和兄弟姐妹尚存，則其遺產分為兩
等份，壹份歸尚存的單親，另壹份歸其
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後代；若無兄弟
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後代，則其全部遺產
歸尚存的父母繼承；若其父母均亡，則
其財產將全歸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後
代；若以上親屬無壹尚存，則其遺產分
為兩等份，壹份歸其父系親屬，另壹份
歸其母系親屬。父系親屬的繼承順序如
下：若祖父母都健在，則祖父祖母平分
，若只壹人幸存，則其遺產分為兩等份
，壹份歸尚存的祖父母，另壹份歸已故

祖父母的後代，若已故祖父母無後代，
則全歸尚存之祖父母；若逝者祖父母均
亡，則傳給其父系親屬的那部分會壹直
傳給他祖父和祖母的後代，以此類推，
以同樣的方式傳給最近的直系祖先及其
後代。母親親屬的繼承順序和方式與父
系親屬的相同。若逝者有配偶和壹個或
多個子女，則其配偶獲三分之壹遺產，
壹個或多個子女獲三分之二遺產，若逝
者無子女，則全部遺產歸其配偶，但其
土地僅壹半歸配偶，另壹半不歸任何人
所有。可見，若無遺囑，則可能出現意
想不到的財產爭奪或差強人意甚至違背
逝者意願的分配。而壹份有效的遺囑會
讓事情變得簡單而又不失親人體面。

有些人為了省錢，自己隨便在網上
下載模板或者自己起草文書閉門造車，
卻不知沒有兩位有效證人的見證，遺囑
是無效的，而無效的遺囑等同於沒立遺
囑。另外，有些遺囑可能有效，但遺囑
中並沒有完全覆蓋逝者需要認證的財產
，這也會有很大的麻煩。立遺囑既簡單
又很困難，需要熟悉法律和專業細心才
能做到萬無壹失。疫情期間，生命格外
脆弱，來不及留下遺囑的逝者已經導致
其大量財產從親人手中流失，而其最愛
的親人沒有得到財產上的保護。我們應
吸取教訓，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盡快
的訂立遺囑，清晰地規劃遺產，避免自

己財產的損失和遺憾
。出於回饋社會，我
們律師樓在疫情中將
為大家提供免費咨詢
、和免律師費而只收
少許工本費的遺囑訂
立服務，解決大家的
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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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盡早訂立遺囑要不要盡早訂立遺囑？？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岑偉文欲捐出二塊土地岑偉文欲捐出二塊土地
建非營利性公園或花園建非營利性公園或花園
誠徵熱愛公益事業人士誠徵熱愛公益事業人士

加盟加盟、、合作管理合作管理
（本報記者秦鴻鈞 ）服務

德州近三十年的 「岑氏保險」
負責人岑偉文先生，現有意作
公益，將他名下的兩塊土地，
計劃建成非營利性公園或花園
，供社區民眾享用，服務社區
大眾。岑偉文先生平日熱愛乒

乓球運動，對推行乒乓健身不
遺餘力。現有意徵請熱愛公益
事業之人士加盟、合作管理。
共商大計。

以下是岑先生兩塊土地的
位置：（一 ）10307 Brighton
Ln. Houston TX 77031, ( 二 ）415

Crabb River Rd. ,Richmond TX
77469, 有益與岑偉文先生一起
加入、合作管理這項非營利工
作的人士，請與岑偉文先生聯
絡，電話: 832-868-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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