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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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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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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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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近日完成2021
財政年年H-1B簽證的第二輪抽籤﹐許多
移民律師紛紛表示﹐抽籤結果從13日就
陸續出爐﹐還在焦急等待的申請者們趕
快去看看自己中了沒﹗
根據律師指出﹐從13日傍晚開始﹐移民
局就開始陸續發出第二次H-1B抽籤結
果﹐本次抽中的申請者必須在8月17號
到11月16號之間﹐遞交H-1B申請文件
﹒若要知道自己是否中籤﹐雇主需要前

往myUSCIS的網站﹐用當時遞交抽籤的
帳 號 查 詢﹕https://myaccount.uscis.
gov/
1. 若幸運中籤﹐狀態顯示為「Selected」
2. 如果還沒抽中﹐狀態顯示為「Submit-
ted」
3. 重複遞交或被拒﹐顯示為「Denied」
第二輪抽籤是由叁月底註冊的申請者中
所抽出﹐但目前移民局尚未公布這次抽
籤篩選機制為何﹐也不確定是否碩士以

上學歷者配額較多﹒
據悉﹐今年雖然因為改制成抽籤制﹐使得
申請人數暴增為27.5萬﹐但上半年由於
疫情的緣故﹐許多公司都進行裁員﹐可能
導致有大量名額釋出﹒據印度媒體報道
﹐歷年來印度 IT 外包公司 ICC 一直是
H-1B中籤大戶﹐因為疫情今年計劃大量
放棄H-1B中籤名額﹐意思是雇員即使中
籤了僱主也不提交申請包裹﹐可能放棄
高達40%的中籤名額﹐而印度國籍申請

者又佔所有中籤人的大半部分﹐因此有
機會釋出不少機會﹒
但也有律師指出﹐以往移民局在抽籤時
都會多抽﹐以免有些案件遞交有問題﹐因
此這次第一輪的抽籤﹐應該同樣有多抽
一些名額﹐所以實際二輪抽籤釋出的名
額還不得而知﹒

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8888間間間間AMCAMCAMCAMC電影院即將重開電影院即將重開電影院即將重開電影院即將重開﹐﹐﹐﹐一張票不到一張票不到一張票不到一張票不到1111塊錢塊錢塊錢塊錢﹗﹗﹗﹗
影視業飽受摧殘﹐如今電
影院也逐漸要重新開張
了﹐休 斯 頓 地 區 8 家
AMC電影院已經表示﹐
將從8月20日起恢復營
業﹐並 以 超 低 價 優 惠
0.15美元強勢回歸﹐屆
時電影院與院內商家將
會搭配口罩政策上路﹒
AMC影院指出﹐「為了慶
祝當地電影歸來﹐並慶祝

AMC成立100週
年﹐來開放店址欣
賞電影的客人可
以用1920年的價
格來購票﹕只要
1.5 美元（不含營
業稅）﹒」AMC 表
示﹐它將限制座位
數量﹐做好社交距
離﹐所有員工和看
電影的人都必須

戴上口罩﹐並提供洗手液和消毒濕巾﹒
以下是將於8月20日開放的休斯頓地
區AMC劇院﹕
● AMC Katy Mills 20
● AMC Willowbrook 24
● AMC Deerbrook 24
● AMC Studio 30 - Hou
● AMC First Colony 24
● AMC Gulf Pointe 30
● AMC Spring 10
● AMC Fountains 1

在疫情爆發初期﹐AMC電影院的信用評
級被標準普爾從B級降到CCC級﹐導試
許多投資者認為這間美國最大連鎖院線
﹐恐有破產風險﹒AMC劇院計劃在美國
開設100多家劇院﹐終止因為疫情所造
成的五個月中斷﹐且AMC計劃在9月3
日之前開放叁分之二的影院﹐以趕上諾
蘭新片《天能》的上映﹒

福遍郡長宣布福遍郡長宣布福遍郡長宣布福遍郡長宣布﹕﹕﹕﹕降低該郡房產稅降低該郡房產稅降低該郡房產稅降低該郡房產稅
福遍郡長KP George
在本周二宣布﹐將調
降2020年房產稅率
﹒KP George 表示﹐
該費率從去年的每
100 美元 0.4447 美
元 的 費 率 降 低 至
0.424967 美 元﹐與
2000年的每 100美
元對0.624美元的費
率相比﹐大幅降低了

不少﹒
郡長KP George喬治說﹐房產稅只佔居
民總稅收的一小部分﹐而減少稅率仍不
足以使人們獲得需要的經濟援助﹒為了
能真正惠民﹐得到適當的減免﹐他還說到
﹐一定要將房地產評估恢復到2019年的
水平﹒
郡長指出﹐他已經已經提出了一項議會
決議﹐呼籲德州州長艾伯特和審計長給
予當地救濟﹒但他指出﹐目前州長不會
召開任何形式的減稅特別會議﹐並認為

此舉「限制了州議員制定法律的能力﹒」
疫情發展至今﹐房市似乎未見影響﹐反而
因為美聯儲降息而使得買氣越來越旺﹐
根據休斯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布數據
顯示﹐光是7月份休斯頓獨立屋的銷量﹐
就有10975套﹐相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23%﹐是難得一見的新高﹐特別是15萬
以上的房源非常搶手﹐市面上房屋庫存
量也急遽減少中﹒疫情刺激﹑低利率催
化﹐反而使房市交出亮眼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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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批評川普減免工資稅方向性的削弱了社會保障
共和黨人認為國會不會屈服於川普的工資稅減免意願
川普的計劃給經濟帶來多大的提振作用尚有爭議

休斯頓市長貿易與國際事務辦公室休斯頓市長貿易與國際事務辦公室（（MOTIAMOTIA））77月要聞通訊月要聞通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推遲社會保障工資稅的舉動可能將

他帶入危險的政治領域。他的指令旨在促進因

冠狀病毒大流行而動搖的經濟，它不會影響退

休金，但會影響其支付方式。 民主黨人周一批

評川普將削減社會安全網並違反他在2016年競

選候選人時做出的不觸及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的承諾。根據無黨派負責任的聯邦預算委員會

的最新估計，今年最後三個月推遲向員工徵收

6.2％的工資稅可能意味著將延遲向社會保障信

託基金支付高達1,000億美元的款項。 眾議員拉

森週一談到川普的舉動時說：“這確實削弱了

社會保障。”拉森（Larson）主持眾議院籌款小

組委員會，負責監督退休計劃。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Committee）播放了一

段視頻，指控川普違反了他對年長美國人的承

諾。

白宮發言人迪爾（Judd Deere）在一份聲明

中說：“提供薪資稅遞延不會對社會保障信託

基金構成任何風險，並且會在努力工作的美國

人中結出更多的錢，使他們努力擺脫中國的大

流行並安全地重建經濟。擁有超過6000萬受益

人的社會保障基金由員工和雇主之間平均分配

的12.4％薪金稅提供資金。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

財務狀況很薄弱，政府專家估計它將無法從

2035年開始支付全部福利。Medicare的醫院基金

也由薪金稅資助，但這不受川普政府的影響。

人們認為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在政治上是無法

觸及的。不僅老年人在選舉中具有影響力，而

且這兩個計劃都得到了全美國人民的支持。

在與國會就另一個COVID-19救濟計劃進行

談判之後，川普採取了自己的行動。 總統有權

在國家緊急情況下由于冠狀病毒採取此類有限

的措施。川普還指示財政部長史蒂文· 姆努欽

（Steven Mnuchin）與國會合作，免除遞延的全

部工資稅。 整個過程困擾無黨派專家，他們說

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是，僱員和雇主的專用工

資稅是為退休人員賺取的工資而支付的。他們

說：“這破壞了作為社會保障基礎的

專項資金。” 根據川普的計劃，年收

入低於104,000美元的工人將獲得延期

的稅收優惠。但是總統的許多關鍵細

節仍然未知。這不僅是民主黨人， 許

多共和黨人有很多理由認為國會不會

屈服於川普的工資稅減免意願。 川普

的赤字將給多代美國人帶來非常嚴峻

的挑戰並將債務留給後代子孫，不是

誇大其談的言論。川普巨大的預算赤

字將很快給子孫後代帶來巨大的政策

挑戰。

議員們不鼓勵或不支持總統在未

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改變稅收政策，

並試圖打破社會保障工資稅。企業不支持要求

他們更改工資制度，並讓他們負責以後收取遞

延稅款。冠狀病毒嚴重傷害了美國企業，尤其

是小型企業。 差勁的收入，巨額的應付款和應

繳稅款使企業主感到窒息。川普的計劃將給經

濟帶來多大的提振作用尚有爭議。工資稅減免

之前已經執行過。 在2007年至2009年的經濟衰

退之後，國會批准了在奧巴馬任職期間暫時削

減了2個百分點的社會保障稅計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
普總統的失業救濟金承諾每週為
400美元，但失業人們可能只會獲
得 300 美元。至少要花一個月的
時間才能獲得這些好處，而救濟
金資金將在幾週內耗盡。這項救
濟金將包括聯邦基金提供的 300
美元和各州提供的 100 美元。 但
是勞工部允許各州避免多付這100
美元。 失業救濟金不是 400 美元
，而是 300 美元。各州都將選擇
支付 300美元。

州長（包括紐約，肯塔基州
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已經擔
心，他們每週將如何從預算中獲
得額外的 100 美元。 “從現在到
12月，紐約州將花費40億美元來
支付25％的失業保險。” 紐約州
州長庫莫（Andrew Cuomo）週一
對記者說。 “總統這一項決議，
只會使情況惡化。專家說，儘管
白宮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
和 財 政 部 長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建議，失業的美國人
可能在未來幾週內獲得救濟金資
金，但事實並非如此。管理 300

美元將是另一個大問題，因為各
州以前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情。根
據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新指南
，在用於新福利的 440 億美元中
，約有5％來自於行政費用。需要
將一些行政工作用的錢用於僱用
或加班給工人以管理這筆錢，這
些行動將使州政府因其財務狀況
不佳而遭受更多損失。 這筆費用
將使失業工人的支持基金更減少
。 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
tion Forum）估計，資金將在5週
內耗盡。

此外，川普總統週四表示，
為美國郵政服務局籌集資金並支
持郵寄投票選舉是白宮與國會民
主黨人談判失敗的主要癥結所在
。川普表示，他的談判代表拒絕
了民主黨人提出的額外資金要求
。大流行病已經殺死了超過 165,
000名美國人，並為11月3日大選
等大型活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川普對福克斯商業網絡說：“這
些項目是郵局和35億美元的郵寄
投票錢，”民主黨人表示希望給
郵局 250 億美元。 “如果不達成

協議，民主黨將無法進行普遍的
郵寄投票。”郵寄投票是一種讓
公民參加選舉而又不會造成擁擠
，增加傳播COVID-19的風險。
川普一再聲稱沒有郵寄投票的方
式，郵寄投票很可能充斥著欺詐
。

白宮財政部長史蒂夫·姆努欽
（Steve Mnuchin）和參謀長馬克·
梅多斯（Mark Meadows）的談判
小組在六天內未與眾議院議長南
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參
議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查 克·舒 默
（Chuck Schumer）會晤。雙方上
週五見面時，雙方的談判預算金
額相差約 2 萬億美元。根據民意
調查顯示，美國人將雙方的僵持
歸咎於雙方，這導致失業者每週
600美元的救命錢到期。新郵政局
長路易斯·德喬伊（Louis DeJoy）
自2017年以來已向川普及其同胞
共和黨捐款 270 萬美元，已下令
進行運營變更和加班限制，以修
復財務困境的郵政服務，該服務
上個季度淨虧損22億美元。

川普的赤字將給多代美國人帶來非常嚴峻的挑戰並將債務留給後代川普的赤字將給多代美國人帶來非常嚴峻的挑戰並將債務留給後代
子孫子孫，，不是誇大其談的言論不是誇大其談的言論。。川普巨大的預算赤字將很快給子孫後川普巨大的預算赤字將很快給子孫後
代帶來巨大的政策挑戰代帶來巨大的政策挑戰。。

冠狀病毒失業補償金每週400變300元並且仍然延遲
川普表示他在阻止冠狀病毒援助阻撓民主黨郵寄投票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整個7月
中，我們看到了本地和國際社會對持續
發生的 COVID-19 大流行的反應的起伏
。 我們向那些迷失的人們表示衷心的祝
福，並祝您身體健康。我們正在尋找適
應迅速變化的形勢的新方法，並且我們
正在與我們的本地和國際社區合作，在
這場持續的鬥爭中為休斯頓提供支持。
從我們與 COVID-19 的鬥爭到不斷增長
的經濟復甦，再到我們為種族和社會正
義所做的工作，休斯頓繼續與我們的全

球社區合作向前邁進。
7月，休斯頓收到了來自令人難以置

信的合作夥伴的個人保護設備 (PPE) 捐贈
，包括休斯頓台灣社區，韓國駐休斯頓
總領事和George H.W. Bush 美中友協 (布
什美中關係基金會) 的捐贈。 儘管存在健
康危機，我們仍致力於與我們的全球合
作夥伴合作，以尋找新的經濟機會並建
立關係。

請繼續照顧自己和周圍人的健康。

77月月，，休斯頓收到了合作夥伴的個人保護設備休斯頓收到了合作夥伴的個人保護設備 (PPE)(PPE) 捐贈捐贈，，包括休斯頓台灣社區包括休斯頓台灣社區，，韓國駐休斯頓韓國駐休斯頓
總領事和總領事和George H.W. BushGeorge H.W. Bush 美中友協美中友協 ((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 的捐贈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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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休士頓市長健康公平應休士頓市長健康公平應
對工作小組發放活動對工作小組發放活動

台灣民主先生辭世台灣民主先生辭世 奧斯汀鄉親追思奧斯汀鄉親追思
李前總統登輝於7月30日辭世，德

州奧斯汀台灣商會於8月9日舉辦線上
追思會，由會長廖施仁引領來自不同團
體的台美人一起悼念這位時代雜誌尊稱
的 「民主先生」 。休士頓駐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遠距共襄盛舉。

追思會由李前總統最喜歡的歌曲
「化作千風」 開場，在線的參加人員真

情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羅復文
率先表示，李前總統在任時忍辱負重推
動外交，積極維護國家利益，可深深感
受到他對推動台灣民主化及維護台灣主
權的堅持；他同時邀請鄉親，在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的時刻，和辦事處攜手推動
防疫外交。陳奕芳認為李前總統不戀棧
權位，推動總統直選，健全政黨政治，
令人感佩。

奧斯汀台灣人專業協會會長李鐘松
感謝李前總統的鼓勵，專業協會才能順
利成立；他提到會見李前總統的經驗，
喜歡傾聽不同意見、好學不倦的精神讓
他印象深刻。台中奧斯汀姊妹市協會會

長姚東權感謝李前總統，在國家風雨飄
搖的時刻，勇敢帶領台灣聽過挑戰，並
成功轉型進入民主制度。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德州分會會長

楊碧珠感性的表示，由於李前總統推動
廢除刑法100條，保障言論自由，海外
異議人士才能返臺。她十分感謝他對
FAPA的支持及鼓勵。

廖施仁在追思會最後分享他的看法
，他指出李前總統曾以 「謙虛、冷靜、
忍耐」 贈送蔡總統，作為國家面對難關
及推動改革的指導原則，相信這六字箴

言適用於台灣未來任何一位領導人。

八月二十九日八月二十九日，，台灣語文學台灣語文學
校秋季班校秋季班，，網路開課啦網路開課啦！！

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Ｏ年秋季
班課程，即將於八月二十九日正式
開學！報名訊息將於台灣語文學校
網 站 （http://Houston-Taiwanese.
org/school）另行公佈，請密切注意
。有興趣的鄉親們，相揪做伙來報
名，不要錯失這個學習的好機會喔
！

台灣語文學校開課內容多元，
有成年中文丶英文會話班丶台語班
丶中文班丶英文班丶英文寫作班丶
西班牙語班丶數學班丶空手道及美
術課。因應新冠肺炎的影響，今年
的秋季班全面採用網路教學，授課
日期自八月二十九日起，至十二月
十二日止。

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休士頓台
灣語文學校，三十多年來，專注於
傳承台灣文化，凝聚台美人社區共
同意識，也是少數在海外教授台語

的機構。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對
於所有人而言都是辛苦的一年，但
是學習並不會因此而停滯，台灣語
文學校秉持著辦學的初衷，與所有
老師共同合作，讓學習不止息，今
年秋天，讓我們一起在家學習吧！

無論您想增進學齡孩子的競爭
力；提升語文能力；想活到老丶學
到 老 ；
無 論 您
是 移 民
第 一 代
丶 第 二
代 ， 或
留 學 生
（ 台 灣
來 的 留
學 生 ，
選 修 英
文 寫 作

班或英文會話班，還有超低的特惠
價喔！），非營利團體的台灣語文
學校，都是您最佳的選擇。趕快來
報名，就對了！

有任何問題請洽台灣人活動中
心（713-271-5885）或台灣語文學
校校長王凱平（kevin.wang@hous-
ton-taiwanese.org）。

鄉親們在線上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鄉親們在線上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追思會由歌謠追思會由歌謠 「「化作千風化作千風」」 揭開序幕揭開序幕。。

全球新冠病例2000萬 美佔四分之一
(本報訊)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2000

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73萬例。其中，美國
作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累計確診病例數
佔全球總數的約四分之一。

疫情仍在加速蔓延。世衛組織6月29日報告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000萬例，這距離世衛
組織首次收到病例報告約有半年，而從1000萬
例增長到2000萬例僅歷時44天。

世衛組織官網統計數據顯示，近期全球每日
新增確診病例數仍處於高位，過去一週平均每天

新增病例約25萬例。全球日增病例數自7月3日
首次超過20萬例以來，僅有4天處於20萬以下
。最高紀錄出現在8月1日，當天全球新增確診
病例超過29.7萬例。世衛組織當天宣佈，新冠疫
情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
認為疫情預計將持續很長時間。

據世衛組織12日發佈的最新一期疫情形勢
報告，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2016萬例，累
計確診病例達“百萬級”的國家有美國、巴西和
印度，分別超過503萬例、305萬例和232萬例。

高盛認為標普500有望達3600點

(本報訊)高盛認為，在消
化美國增長前景和 Covid-19
疫苗前景的情況下，美國股市
可能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策略師 Dominic Wilson 和
Vickie Chang 週四在報告中寫
道，標普 500 指數的隱含水平
可能在3600點以上。他們說，
如果市場朝着高盛“相對更為
樂觀”的美國經濟增長預測邁
進，實際收益率走高，但進一
步的樂觀情緒推動盈虧平衡通

脹率上升，而同時名義收益率
卻沒有顯著上升，那麼實際收
益率就會下降。該指數週四收
於3，373.43點。

“市場消化美國增長前景
，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特別是
考慮到早期疫苗前景的改善，
”這份報告稱。“雖然實際收
益率的上升可能會拖累股票回
報，但只要它受到市場週期性
觀點升級的推動，那麼週期性
前景的改善將主導實際收益率

上升的影響並推動股票走高。
”

由於各國政府和央行向全
球經濟體注入流動性以減輕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影響，標普
500 指數已較 3 月 23 日低點上
漲了 51%。Yardeni Research 的
Ed Yardeni 和 Fundstrat Global
Research 的 Tom Lee 等市場策
略師最近提高了對該基準指數
的年終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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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六稳”“六保”，首要是稳就

业、保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尤其引人关注。面对疫情影响及国内

毕业生的竞争压力，海归就业呈现出

哪些新特点？本版于今日推出“海归

就业观察”系列报道，从心态、技能

、行业、地域等多维度剖析海归就业

现状，敬请关注。

考验真才实学

数字显示，从2004年—2018年的15

年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年均增幅达

24.2%，高于13.3%的出国留学人员年均

增长率，显示出较为明显的人才回流态

势。

不仅是普通海外留学生，海外高层

次人才回国意愿同样明显。根据北京大

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从中国走向海外的高端人才中

近七成(69.6%)未来优先考虑回国就业。

在这项调查中，选取了近6000位留学或

工作在美、英、德、法、日等13个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博士研究生、拥有博

士学位的高校或企业科研人员作为调查

对象，旨在全面了解海外高端人才回国

意愿。

“归国潮”涌动之下，海归就业竞

争力两极分化的现象较为突出。面对海

归人数大幅增长的招聘市场，企业对留

学生的要求已不可同日而语，海归仅凭

一张毕业证书就能获得面试官青睐的时

代早已过去，若缺乏真才实学，难以在

职场中真正立足。

“以前我们非常看重归国留学生

的语言优势，很契合外企工作所需。

但如今许多国内毕业生外语能力同样

突出，一些留学生毕业后回国也并未

展示出与留学经历相匹配的外语沟通

技巧。”一位不愿具名的外企人力资

源主管对本报记者说。她同时表示，

她所在的企业在今年春招中签下了好

几位毕业于全球排名前 50 高校的海

归，给出的待遇条件并未受到疫情影

响，相较往年还略好。“越来越多的

企业在招聘时已经由‘单纯看重学历

身份’向‘愿为专业能力埋单’过渡

，愈发重视海归综合素质。这也是企

业招聘更为理性、务实的表现。”

调整心理预期

客观来看，预期收入与实际薪资水

平的差距，近年来一直是海归求职过程

中的“纠结”所在，而这体现出了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心态的双向变化。

事实上，根据智联招聘2019年发布

的有关数据，企业招聘海归的平均月薪

为10996元，高于全国平均招聘薪资近

2500元。起薪相较于拥有同等学历的国

内毕业生有明显优势，已是用人单位对

海归平均实力的认可，但于不少海归而

言，这样的薪资水平相较自己的期望值

仍是差距不小。在这份数据报告中，有

近三分之二的海归认为薪资并未达到预

期，近五分之一的海归认为收入远低于

预期。

“从工资水平来说，我在英国拿到

的工作机会给出的薪水与国内相比确实

高了一截，刚回国的几个月也有过迷惘

。”胡显宁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金融

经济学专业，2019年回国后入职成都一

家金融企业。她坦言，对一些优秀的海

归毕业生来说，国内外行业的薪资水平

在现阶段仍会有落差，这在一线城市之

外的其它城市尤为明显。“我是四川人

，回国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家人，因此没

做过去一线城市发展的打算。”胡显宁

对本报记者说。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海归对自身的

薪资预期较高，又受到留学成本高、留

学所在国与国内的相同行业薪酬水平对

比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内毕业生竞争

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的确需要调整对

工作薪资的心理预期。

展示更强后劲

薪资水平的高预期，一定程度上也

是想要尽快“收回留学成本”的心理投

射。动辄花费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留学

开支，对比几千元的月薪，多少会让一

些在留学之初认为“高投入带来高回报

”的留学生及其家庭感到无奈，但对绝

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出国读书的价值绝

非简单几组数字对比的“值与不值”就

可以囊括。

“开阔视野、提升个人能力、锻炼

多维度思考能力、开拓朋友圈……这些

都是留学带给我的收获，很多成长无法

直接在就业中‘变现’，但给留学生人

生带来的收获和帮助是潜移默化的。事

实上我的不少海归同事也在工作几年后

展示出了更强的发展后劲。”胡显宁说

。

长线规划个人发展，如今不少留学

生在回国后的职业发展道路上眼光表现

得更为长远。根据中国境外学位与学生

信息中心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当被问

及促进自身发展的政策需求时，“完善

海归人才就业服务机制”代替“提高人

才薪酬福利待遇”成为受访海归最主要

的政策需求。前者占比由2018年的57%

上升至2019年的78%，后者占比由2018

年的65%下降至2019年的58%。

伴随着国内就业市场高水平竞争程

度加剧，越来越多的海归正在将关注点

从“能在工作中获得更高劳动报酬”向

“能够在国内就业市场找到适合工作”

转移，凸显所长以期更好融入国内工作

环境，也是不少海归较为迫切的需求。

撕掉标签：比拼就业硬实力

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9年

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

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越来越多

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面对随

之而来的“回国潮”，许多留学生虽顶

着海归光环，但求职之路却并非一帆风

顺。面对本土人才崛起、用人单位更看

重实绩而非学历的现状，海归就业也呈

现出新的趋势。

“留过学”还要“经验足”

随着留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企

业对于人才的招聘不再是学历至上，而

是对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现阶段回国求职

的留学生仍以“裸归”居多。

所谓“裸归”，是指只有海外学位

、没有实习和工作经验的海归。蔡翔

（化名）目前在国内从事职业规划运营

工作，她在帮很多归国留学生制作简历

时发现，不少人的“海外实习”一栏是

空白。“以研究生为例，不少国内研究

生会利用课余时间去实习，以积累工作

经验，但留学生课余时间多在参与小组

作业，这有利有弊，弊就是留学生的认

知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就业竞争中缺乏

优势。”蔡翔建议，学生如果有国内读

本科、出国读研的计划，那么本科阶段

一定要利用好大学四年时光，努力积累

实习经验。

对不少留学生来说，“裸归”也是

无奈之举：国外研究生许多是一年制授

课，课程安排很满，这使得学生的确没

有时间关注实习。

张焯莹201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攻读城市经济发展专业硕士，当回忆起

一年前找工作的经历时，她感慨颇深。

“英国留学的毕业时间正好与国内校招

存在‘时差’，很多留学生回国之后国

内招聘季已经结束了。”虽然不熟悉国

内就业环境，但张焯莹很早就为自己的

就业方向做好了规划——回国后进入互

联网行业工作。抓住暑假空档，张焯莹

申请成为了腾讯的实习生，以积累实践

经验，“实习经历帮助我迅速了解了国

内的工作环境以及自己是否适应这个行

业，这也让我在‘金九银十’的秋招中

相较同龄人更有竞争力。”张焯莹说。

避免扎堆一线城市

根据《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中有关数据显示，“新一线”城市海归

就业人才已占全国海归总量的30.87%。

虽然北上广深对海归仍有很强吸引力，

但“新一线”城市的海归吸纳能力正在

不断上升。

放宽落户政策、设置“海外高层次

人才服务窗口”、建立创业基地、提供

资金扶持、加大生活补贴……这已经成

为“新一线”城市吸纳海外人才的标配

，彰显出城市的引才热情。

周蜜今年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市

场营销专业硕士毕业，早有回国工作打

算的她，从去年12月起就开始着手找工

作。参加过几场面试、也拿到过一线城

市的职位，但周蜜最终选择在杭州就业

。“我个人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就业，

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在互联网、

旅游业、服务业等方面都在飞速发展，

这很符合我对于自己职业发展的期待。

”

如今，周蜜在杭州一家游戏公司从

事广告投放管培方面的工作，她已在杭

州生活了3个月，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状态都很满意，也打算在杭州定居。

“相较于一线城市，这里买房的经济压

力小一些，而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服务等方面也都不错，气候环境也很

好，生活在这里的幸福指数会很高。”

她说。

民营企业人才需求旺盛

企业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能否

吸纳高素质人才是影响企业持续做大做

强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在

“出海”过程中，对海归人才的需求也

逐渐增强。

据《2019人才流动与薪酬趋势报告

》中有关数据显示，36.1%的海归在本

土民营企业就职、26.7%的海归在外资

企业就职、13.5%的海归选择国有企业

，这样的数据，也反映了如今海归的择

业观。一方面，许多民营企业展示出了

强劲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一些民营

企业虽小，却非常注重人才培养体系和

完备的晋升机制的建立，能让新入职者

有更多“独当一面”的机会。

“我在找工作时，职位是否舒服、

稳定并不是我的首要考虑因素。稳定的

工作固然有优势，但很多海归更想凭借

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国际视野大展身手，

以此实现个人能力的突破。”张焯莹说

。

海归就业：留学生就业须这样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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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局近期宣布，對大多數移
民和入籍申請收費進行調整。

郵寄申請件以郵戳為準，網絡提交
以提交時間為準，調整後，不少常見的
移民/非移民

申請費都有不同程度的調整，其中
最常見的申請為：
H-1B申請費，從$460漲到$555；
L-1申請費，從$460漲到$805；
O-1申請費，從漲到$460漲到$705；
N400 入籍，從$640漲到$1170；
I-765 EAD ，從$410漲到$550；
I-131 回美證AP，從$575漲到$590；
I-290B上訴，從$675漲到$700；
I-751，婚姻綠卡臨時轉正式，從$595
漲到$760

但也不是所有項目都“漲價”，比
如，除DACA（童年入境暫緩遞解）項
目以外，其他的
指紋采集費用從85美元下調至30美元
。以及，通過網絡在線提交相關申請可
少交10美元
的費用。
I-140職業移民申請，從$700降至$555
；
I-485調整身份，從$1140降至$1130
；
I-129F未婚夫/未婚妻申請，從$535降
至$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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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移民費用又要漲價了移民費用又要漲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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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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韓蕓婧採訪報導】新冠病毒疫

情蔓延全球，這場世紀病毒大流行不僅限

制人們生活，許多在海外的宣教士也無法

返國。近日，由馬來西亞華人差會派出的

三名宣教士，也不幸染疫，因沒有足夠的

醫療資源，在宣教基地相繼逝世，安息主

懷。當消息傳出，大馬教會界基督徒深感

憂傷不捨，為逝世的宣教士哀悼。

馬來西亞聯合差傳促進會（MUMM）

會長受訪時表示，與聯合差傳促進會有合

作關係的宣教機構或教會宗派，所差派出

去的宣教士很多，但目前得知不幸染上新

冠病毒的宣教士共有三位，分別是由華傳

派駐巴西的李莊秀珠師母；另外，則是

大馬基督教巴色會派駐到東非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宣教的夫婦——73歲的廖育

源傳道及70歲的陳慈雲傳道。

李莊秀珠宣教士師母不幸感染

新冠病毒，於上午八月三日離世；陳

慈雲傳道於七月14日在逝世後，死亡

報告出來才正式確診新冠肺炎，廖育

源傳道也相繼染疫，於八月5日也安

息主懷了。

太太病死後才知確診

本身是陳慈雲及廖育源傳道的

雖然是老兵

卻仍舊是小兵

仍舊是排尾的戰士

仍舊是你們的弟兄

我們要

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要跑盡這最後的路程

〈最後的旅程〉一詩發表後，邊雲波

又踏上在世界各地奔波忙碌的宣教旅程。

多年前，當美國福音證主協會邀請邊

雲波弟兄來訪休士頓時，我真高興可以親

自聽到他講述當年去邊疆傳福音的情形。

一代偉人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們那種深

切愛主、事奉主的情操與愛火永遠燃燒在

我們的心中。一代接下一代愛火薪傳。願

主的國早日降臨。

邊雲波弟兄於2018年2月14日在中國寧

波安息主懷，享年93歲。

◎讀者來信

1) 我年青的時候，在詩班中曾唱過

這首歌《獻給無名的傳道者》，真的很感

人。　　～～方師母/香港

2) 謝謝潘師母，我也記得少年時曾被

這詩《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深深感動。以

前是小兵、現在是老兵，雖然走得慢，還

是向前走 ..... 。
～～Ruth 梁鄭路德/西區中國教會

●轉貼牟忠慈弟兄自台北來信：

親愛的師母平安！感謝西南國語教會

弟兄姊妹們持續為我的母親代禱。

我在過去這兩週每天早出晚歸，在醫

院陪伴照顧我母親，回家後也花些時間陪

伴有中度失智的父親。雖然我的身心有點

疲憊，但是很感謝神讓我有很寶貴的機會

服事我父母，非常珍惜和他們在一起的每

一分每一秒。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過去沒有經歷家人病危的情

況，神憐憫恩待我，讓我更深經歷我們的

神是聽禱告的神，在祂從不誤事。祂聽見

也應允眾弟兄姊妹和我的呼求，不單將母

親從死亡中救拔出來，也在我防疫隔離結

束前二天讓她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

感謝讚美主！

目前我母親的血菌感染已大致被醫

治，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漫長和痛苦的復健

過程。母親的這場大病使她失去行動能

力，加上她有末期肺癌，我在過去這一週

也在積極找尋、安排母親長期照護的許多

事宜，求神給我智慧，請在禱告中記念。

再次感謝主內家人的代禱。一切榮

耀、頌讚都歸於神！願愛我們的主豐豐富

富賜福於您們！

外甥，也是

大馬巴色會

中文大會教

牧的鐘希明

牧師，在受

訪時分享，

這對夫婦曾

說過：「上

帝要我們的

愛留在馬達

加斯加。」

當時，忽然

接到陳傳道

在當地病逝

的消息時，

全家人幾乎

沒能反應過來，甚至從沒想過會與新冠病

毒沾上邊。

「恰好當地正進入寒冬，有時溫度還

會降至5、6度，我阿姨（陳

慈雲）本身在這個時候經常

感冒。」鐘牧師說，陳傳道

過去曾因患乳癌動手術，身

體較虛弱，當時單純以為與

過往一樣，因天氣轉變導致

身體著涼。夫婦倆人也曾考

慮到醫院就診，但想想當地

疫情嚴重，醫院幾乎塞滿已

經確診新冠病毒的病患，兩

人年紀也大了，到醫院可能

感染風險會更高。

沒想到，除了氣候帶

來的感冒，病毒也隨之悄悄

攻擊陳慈雲的身體，甚至到

離世那一刻，也被判定為

傷寒病逝，直到死亡報告

診斷書出來，才證實是因患上新冠肺炎而

死亡。「沒人想過會是COVID-19（新冠

肺炎）。」鐘牧師解釋，陳慈雲在生病期

間，廖育源幾乎沒有任何的症狀，直到陳

慈雲葬禮後兩天，才在早上起床開始出現

輕微發燒及心跳加速的症狀。

先生相繼染疫過世

當時，廖傳道在太太死亡報告出來

後，也即刻到醫院檢查；沒想到十天後，

廖傳道的檢測報告上顯示陽性，證實患上

新冠肺炎。雖然，院方立刻為他辦理入

院，但因當地醫療資源不多，醫護人員也

明顯不足，遠在大馬的兒女雖然得知情

況，也只能藉著手機聯絡關心。眼看本身

就有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的

廖傳道，身體一天天地虛弱卻無能為力，

他們只能不斷地為父親禱告，但在不久

後，廖傳道還是回天家了。

由於疫情仍然肆虐全球，廖傳道親

友無法出國，只好請當地牧者主持安息禮

拜。廖傳道的安息禮拜是八月6日馬達加斯

加時間下午2時，大馬晚上7時同步在廖傳

道的女兒家中舉辦哀悼會，思念兩位一生

為主擺上的宣教士夫婦。當天，鐘牧師也

代表MUMM將帛金交給陳慈雲傳道及廖育

源傳道的家屬。

夫婦一生為宣教而活

據《大馬文橋新泉眼》事工網站報

導，在2004年，廖夫婦宣教士在香港宣道

會的差派下，到了馬達加斯加宣教，當時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
在青少年時筆

者曾讀過《獻給無

名的傳道者》書。

記得初次讀到《獻

給無名的傳道者》時，好奇地問：「邊

雲波是誰？他人在哪兒？活著？或是死

了？」沒有人能回答，茲摘錄《獻給無名

的傳道者》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有如下幾行

與讀者共享：

當黎明快要來臨的時候，

人世間便越顯得黝黑、艱難、幽暗；

但是，你卻這樣地說過：

『是自己的手

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腳

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

「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

並非出於無奈，相反地

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底「自由」

所以，

寧肯叫淚水一行行地向內心湧流，

遙望著各各他的山頂！就是至死──

也絕不退後！

邊雲波生於亂世，十二歲時因日軍轟

炸，在煙火迷漫中四處奔逃，不幸支氣管

受傷，導致肺病吐血，從此一生惡疾纏

繞，不得痊癒。然而，少年時期的邊雲波

雖然身體孱弱，但愛國熱情從不後人，

曾因參與抗日活動，被迫離家，流亡至

外地。窮困潦倒之際，曾想投身漢江，一

死了之，後得內地會宣教士吳詠秋（Miss 
Onion）之助，接受基督救恩，竟在漢江

接受洗禮。

長詩《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我的弟

兄》寫於1948年。作者邊雲波弟兄，河北

省人，1944年高中畢業時重生得救，1945
年進南京中央大學讀教育系；大學一年級

時奉獻了自己。大學期間，曾休學一年去

陝西地區，在中學生中傳福音。 1948年畢

業後，即去邊疆傳道。是時，作者自己剛

剛經歷了一場屬靈爭戰，又接觸到幾位無

名傳道人，聽到了他們默默事奉的美好見

證，作者深為感動，遂寫此詩。作者最初

目的是為了激勵自己在主面前堅定自己走

十字架之路的心志。

1951年中國土改如火如荼展開，1952
年他被《雲南日報》頭條點名批判，不得

已離開雲南。到北京後，邊雲波成為王明

道的助手，1955年王明道被捕，邊雲波也

旋即以反革命分子罪名入獄、交付勞改。

值得感恩的是，在勞改前與他交往的白耀

軒女士，毅然決定與他結婚，並且不畏險

阻，前往勞改場探視。直到1987年，這頂

壓在邊雲波頭頂上的大帽子，才得以摘

除、獲得平反。

1996年，邊雲波在美國底特律中華聖

經教會邀約聘請下，以特約講員的身分，

移居底特律。

七十九歲那年、病體纏身的邊雲波，

依然豪氣干雲地吹響著出征的號角，請聽

他的宣告：

幾十年來

腳步匆匆

歲月匆匆

我這個小兵

已經成了老兵

雖然隨處可見華人，卻沒有一家華人教

會。於是，兩人勇敢成為當地的華人教會

拓荒者，經過三年時間，不斷往返大馬及

馬達加斯加，最終成功在當地設立了京城

華人基督教會。他們向當地華人傳福音，

發展兒童及學生事工，後來也開設了托兒

中心，是當地許多孩子的屬靈父母。

在宣教的路上，廖育源夫婦曾到菲

律賓馬尼拉華人教會，發現這裡需要開拓

中國商場福音工作，兩人也不假思索地去

了；後來，也被派到東馬古晉宣道中心，

向客家人傳福音；原本決定退休的他們，

在2016年因得知馬達加斯加宣教士生病需

要休養，兩人再次上陣。

回溯廖育源傳道與陳慈雲傳道的服事

旅程，鐘牧師分享，陳傳道也曾因思念家

人讓他尋找新的宣教士。但找人不易，當

時鐘牧師隨口說了一句，「若找不到人，

就關掉吧。」當時，陳傳道非常激動，還

帶著淚水說，「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死

也要死在這裡！」

後來，教會成功找到宣教士願意到當

地服事，但陳傳道竟然說，「我可以不做

宣教士，但我決定想要留下來，做這裡的

會友。」鐘牧師笑著說，「看來，她是真

的很喜歡馬達加斯加！」

他們一生為主全然擺上，放下孩子與

事業，即使曾患乳癌的陳慈雲傳道，依然

向主禱告說，「你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

裡！」如今，雖然人們看她是在異鄉回到

天家，但或許對她而言，當地就是她最熟

悉的地方。

為全球宣教士守望禱告

目前，仍然有從世界各地被差派出去

的宣教士，在當地抗疫的同時，也持續為

福音工作默默耕耘，請持續為全球的宣教

士代禱！

（文載自［基督教論壇報］）

疫情中的你
◎劉華華

廖育源傳道及陳慈雲傳道，夫婦兩人染病相
繼逝世。

當地牧者為廖傳道舉辦的安息禮拜。

疫情中的你，將心靈放置何處？ 疫情

中的你，心和靈有何轉化？ 居家抗疫的你，

又能做些什麼？ 現在正是時候！ 現在正是

關懷的時候： 一通電話的噓寒問暖、 一個

微信／ Line 的關注、 一封電郵的平安問

候…… 現在正是給予的時候： 一句叮嚀，

一個鼓勵， 一雙援手，一聲感謝， 一次分

享，一個祝福， 一個安慰，一個禱告…… 
現在正是回應上帝恩典的時候， 常存感恩

的心，歸榮耀與上帝！ 當恐懼環繞我們， 
我們選擇去愛！ 將平日的疏離變成愛， 成
為別人的祝福。 就從今天開始！現在正是

時候！ 讓我們用信心度過艱困時刻， 一同

經歷上帝恩典豐盛的供應。 

向全球宣教士致敬！
三名華人宣教士異鄉染疫逝世

家人痛心隔千里辦追悼會

李莊秀珠宣教士師母不幸感染
新冠病毒離世。

陳慈雲傳道生前為受洗者帶上十字架項鍊。

廖夫婦一生為宣教而活，為馬達加斯加當地建立第一間華
人教會。

雖然儀式簡單，但卻從廖夫婦最美好的一
生看見上帝的愛。

鐘希明牧師（左）同步在大馬廖傳道女兒的
家中舉辦哀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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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MaskMyStory：「家暴受害姐妹們只能拿頭巾來遮住口鼻⋯⋯」

慈濟人以愛的關懷 緩解休士頓醫護的壓力
德州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進入夏季後越

來越嚴峻，超越了先前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全美感染

人數第三多的州。因新增病例持續增長，德州多個縣延長居

家避疫令，德州州長格雷格·雅培（Greg Abbott）8月13日

在州府疫情簡報中提到，德州新冠檢測的陽性率（positivity 

rate）高達24.5%，達到大流行以來最高的水平，更顯示德

州疫情已進入緊急狀態。

◎ 家暴受害者的庇護所

◎ 有慈濟口罩能安心外出

◎ 捐贈聖約瑟夫醫院

◎ 休士頓暴增確診病例

撰文：王偉齡

撰文：錢美臻

慈濟 美 國 以 「 有 愛 無 懼 ・ 慈 悲 相 繫 」 行 動 ， 正 在

全美各地進行災疫中長期援助，在捐贈防疫物資

的過程中，志工、捐助者、受助者都因此而心生感動， 

#MyMaskMyStory 的系列故事，是每一位曾參與其中的

人，因感受到慈濟的溫暖而產生的共鳴，也是這場世紀災疫

中的正面力量。

9
202

慈濟志工多次去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捐贈防疫物資。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志工（左起）林華音、許維真8月3日再度到休士頓聖約瑟夫 
醫院捐贈防疫用品，由該院資訊部門同仁翁永惟代為簽收。
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志工在5月7日曾到休士頓聖約瑟夫醫院捐贈防疫物資，服務
於該院的翁永惟（右）到門口協助搬運物資。攝影／林詠欣

 「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Wellsprings Village) 是由

兩位多明尼加裔修女於1988年創辦的，一直是大休士頓地區

家暴受害婦女的庇護所，在那裡，受害者可以安心待著，直到

找到安全的棲身之地和工作，不至流落街頭。這所中心還提供

各項職業訓練課程，另外也有電腦中心可供上網找工作。

 慈濟志工在疫情爆發後，多次將口罩、乾洗手液和消毒

液等物資送去，希望能夠協助家暴婦女的員工和服務對象，

都能繼續努力堅持下去。疫情仍在持續，慈濟美國不間斷地

將個人防疫物資送到全美各醫療院所、警消單位、社福組

織、和低收家庭，成為安定人心的一股力量。

 「在慈濟還沒送醫療口罩給我們之前，我們的姐妹們

只能拿頭巾遮住口鼻，現在有了慈濟口罩分發給大家，她們

白天需要出去上班，就可以配戴口罩確保安全。」莫尼卡感

恩慈濟送去大桶裝酒精，因為市面上買不到任何消毒紙巾，

有了酒精便能分裝在噴霧罐裡；另外她們也用嬰兒用的濕紙

巾，再自己加工倒入酒精，就變成消毒紙巾，這些消毒紙巾

可讓姐妹們消毒房間和公共空間，避免群聚感染。

 莫尼卡坦言：「疫情期間我的壓力變得非常大，身心

都是，但每天我都還是努力撐下去，一直告訴自己『不能放

棄』！因為我20年前也是投靠這個溫泉村的人一一我是過來

人啊！我要確保受到暴力相向的姐妹們，在疫情中還是有地

方棲身、給她們職訓，讓她們有一技之長，能找到工作、繼

續工作，也要確保她們的健康安全。謝謝慈濟，你們真的是

上帝給溫泉村婦女家暴安置中心的一大祝福。」

 德州大城休士頓的疫情狀況，從七月開始猶如先前紐約

市在三月的慘狀，確診病例暴增、重症者擠爆各醫院，醫護

人員人力負荷超載、染疫率增加，雪上加霜是救命的醫療物

資開始出現短缺的情況，還有民眾因政治理念拒絕配戴口罩

進出公眾場所......許多對防疫不利的因素，讓害怕被感染的

居民，只好守在家中避免外出。

 連續六天新增病例超過1,000例，迫使休士頓市府在8月4

日宣告，警方將向拒絕戴口罩者開立最高250美元的罰單。

 瞭解到社區醫護的需求，德州分會的慈濟志工許維真、

劉本琦、林華音在8月3日帶了大批防疫物資，包括：醫療口

罩11,000只、N95口罩720只、隔離衣200件、全身防護服

60件、護目鏡100副，再度前往休士頓市中心的聖約瑟夫醫

院（St. Joseph Medical Center)。

 聖約瑟夫醫院是休士頓最主要的大型醫療中心之一，也

是收容新冠病患的主要醫院之一。該院有600多位醫護、共

上千位工作人員，防疫用品需求量非常大。

 休士頓志工翁勇惟（Michael Yong）正巧服務於該院的

資訊部門（IT Dept.），五月當慈濟志工團隊到他家進行關

懷並贈送其家人布口罩時，從閒談中得知該院醫護非常需要

防疫用品；因此休士頓慈濟人透過他聯繫，在5月7日排定到

該院捐贈500副護目鏡和240件全身防護服。當天該院負責接

受物資的人員向志工提到，該院防疫物資已即將用罄，非常

高興慈濟及時送來這批物資，讓第一線人能獲得安全防護。

 因聽到翁勇惟分享，七月新增病例暴漲讓醫院忙於接收

新冠重症患者，聖約瑟夫醫院從原本有三層新冠隔離病房，

擴充到有六層新冠隔離病房，更有許多西裔家庭感染後幾

網路直播研討會 －
西方禪宗一代宗師分享

乎全家人都住院，他每日看到因病受苦的人們心中充滿了悲

憫。志工聽聞後也都非常不捨和擔憂，因此在收到新一批防

疫物資後，便安排了8月3日的捐贈活動，希望能幫助前線醫

護一起對抗新冠病毒的侵略。

 志工們冒險出門去醫院捐贈，看到物資被送入真正有需

要的醫院，都備感安慰。志工劉本琦提到，其外甥在另一所

醫院擔任X光檢測技術員，說該院收容了500位新冠肺炎患

者，一有床位空出，便馬上有新病患入住，可以想見當前德

州疫情有多緊張，更體悟到大家應更努力降低社區的感染率。

 慈濟人在幫助社區抵禦疫情侵擾之際，更期許所有居民

能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從

降低新增感染者做起，來一起幫助醫護減輕壓力。

 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的經理莫尼卡·道格拉斯

(Monique Douglas）說：「我在這裡服務13年多了，一直

以來慈濟都是我們的好夥伴，為這些家暴受害的姐妹們帶來

清潔衛生用品，只要有需要，志工就會想辦法幫我們找到資

源。慈濟人本來也為姐妹們做心靈分享課程，但因疫情現在

都暫停了。」

閱讀更多充滿溫度的#MyMaskMyStory故事，

請點擊：www.tzuchi.us/zh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重創美
國家庭，休士頓居民也受到疫情嚴重衝
擊。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行
(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8月15
日與舉辦蔬果發放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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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食物銀行提供的蔬果、乾糧外，
台灣本會因關懷美國民眾受到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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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8月15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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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濟助美國地區的香積飯與香積麵，也
將一併發放，讓居民能獲得證嚴法師的關
懷與祝福。慈濟德州分會另準備了口罩，
將分贈給有需要的家庭。
 本次食物發放採得來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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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份蔬食，因數量有限，先到先
領，發完為止。

慈濟德州分會先前舉辦蔬食發放的現場。攝影／吳育宗

 8月21日（五）德州時間下午6點即
將舉辦的「人文珈琲 229」研討會，邀請
了西方禪宗一代宗師歐哈拉禪師（Roshi 
Pat Enkyo O’Hara），前來分享「透過
禪修的成佛之路」(Meditation Makes A  
Bodhisattva)。
 歐哈拉禪師為紐約禪道村廟（Village 
Zendo）住持，師承最早將佛教西傳美國
的日本前角博雄禪師 ，是近代西方佛教禪
修（曹洞宗）的一代宗師。和傳統修行者
有很大的不同，歐哈拉禪師也是一名社會
運動者。她從慈悲的心念出發，看見世界
的不完美，是佛教界少數站在社會議題前
線，用實際行動入世、救世的智慧僧侶。 

 直播研討會中歐哈拉禪師將和大家分
享如何在疫情中面對壓力，以及生活中簡易
又循序漸進的禪修技巧。充滿智慧的開示
請勿錯過，請點擊連結「人文
珈琲229」參與此項研討會： 
www.tzuchi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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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1日，美國移民局 (以
下簡稱USCIS) 公布了最新的全面收費調
整方案，並將於2020年10月02日正式
實施。本次收費調整平均增長20%，使
得不少人擔心美國政府是不是在打擊甚
至切斷移民，移民美國會不會越來越難
。希望以下解讀對您有所幫助。

首先，這次費用調整的原因，是
USCIS近兩年的財務審查發現每年虧空
接近10億美元，導致USCIS入不敷出，
因為USCIS 97% 的經費來源是各種移民
有關的申請費用，而不是美國政府的財
政撥款。從2016年12月以來，USCIS收
費就壹直沒有漲價，導致USCIS必須通
過裁員或者調整收費才能運轉下去。所
以，收費的上漲不是因為美國政府要打
擊移民，而是想辦法讓移民系統更加長
久運轉下去，為大家服務。那些捕風捉
影的報道或缺乏理智的分析是不可信的
。那麽，這次的收費變動只是暫時的權
宜之計嗎？應該不是，而且會維持相當
長的時間不變，因為上壹次USCIS收費

調整是在2016年 12月，而且眼下的疫
情還不知會持續侵害我們多久。如果沒
有特殊情況出現，這次收費的調整將會
是長久的。當然，這不排除將來的收費
可能會回落，實際上這次的調價中，有
些收費不是上漲，而是降低了。
`其次，讓我們看看大家經常關心的收費
中哪些上漲了。親屬移民 I-130的申請
費從$535漲到了$560；工卡申請費從目
前的$410漲到了$550；臨時綠卡轉正的
費用從$595漲到了$760；入籍考試費從
目前的$640壹路漲到$1,170。簽證延期
費用則從$370上漲到$400；庇護申請費
用從原來的免費到現在象征性的$50。
I-129職業移民類別中單純的職業移民
申請本身依然是$460，但是 I-129H1的
申請費從$460 漲到了$555；I-129H2A
的 從 $460 漲 到 $850； I-129H2B 的 從
$460 漲到$715； I-129L 的從$460 漲到
$805；I-129O 的從$460 漲到$705；而
I-129CW、I-129E&TN 和 I-129MISC 的費
用則從$460漲到了$695。投資移民申請
從$3,675上漲到$4,010；各種移民欺詐
或者犯罪記錄的豁免申請費從$930上漲
到$1,010；非法逗留的豁免申請費從

$630上漲到$960；移民局拒絕後的開庭
申訴費從$700飆升為$1,735；綠卡人士
長期離境的許可申請則從$355壹路狂漲
到$1,585；免驅逐/免遞解的申請費用更
是從$285瘋漲到$1,810。以上各種代碼
因限於篇幅就不壹壹解釋，請在www.
uscis.gov上查閱。
上t面列舉的價格增長表明，非移民性
質的工作簽證普遍漲幅都很大、對可疑
對象的收費和具有犯罪記錄者的豁免費
用漲幅很大，目的是確保美國移民系統
正常運轉、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和美國
人的工作機會、提高豁免成本而篩除不
受歡迎的或者有犯罪記錄的移民、從而
確保國家安全。同時，華人學生群體日
後通過工作途徑移民則越來越難；婚姻
移民和投資移民的回國成本大大提高，
申請程序會越來越復雜。庇護申請者只
須支付象征性的50美金，和原來的零收
費差別不大。值得註意的是有些收費不
漲反降，例如EB-1A傑出人才申請費由
$700減至$555，說明美國依然歡迎優秀
人才移民美國；I-140 從$700 降價到
$555，綠卡更新從$455降價到$405，
指模費用從$85降為$30。以上所有調整

，將於2020年10月2日生效。
`面對越來越昂貴的收費，我們應該更加
謹慎，就地聘用專業移民律師在漲價生
效前盡快遞交申請。這樣或許可在確保
申請順利通過的同時，省去壹筆額外增
加的費用。當然，雖然節約和勤儉持家
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那是指
細水長流的日常生活。到了該花的時候
我們必須得花，不能省的千萬別省，大
事就得當大事操辦。不能因為移民局漲
價了，我們就不移民了。沒有大的格局
，就打不下壹片大的江山。以上內容僅
供參考。
``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
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
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
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和2020年連
續四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
師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
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功
率高。另外，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
國法學博士學位、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
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還曾擔任華
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英語教師。他為
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

，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的
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
客戶之所樂。

對美國移民局費用調整的解讀對美國移民局費用調整的解讀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平光8888元一副連鏡框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山水眼鏡」 負責人禹道慶師傅於

日前表示：2020年因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
了巨大的改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幾乎每個人都
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中工作、上學、團體活動，
甚至多位朋友之間的互動，都利用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
交流。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生在家中看著電腦
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3C 產品的大量使用，醫界也開始注
意到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
的傷害最厲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紫外線
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
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
常我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眼睛遭受到永
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
後是無法修復的，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以
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3C 產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
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
師傅說：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拿手機或
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
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特別推薦最好的

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
八十的產品，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起到最
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
價，八折優待。對於不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
水眼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就有一副。這
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
提供大眾，希望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有所調整，週一至
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
四點。值此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廣大客
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安全距離，每位客

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鏡框請放在事先交

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調整，請諒解無

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完工後我們會

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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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框修理
，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
廠設備，自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
種名牌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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