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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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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郵寄投票」是許多政

治人物都非常關注的話題，保守派

認為郵寄選票恐有弊端，但另一派

聲音指出在疫情期間，能夠疏散人

群、又提升投票率，郵寄投票是勢

在必行的辦法，本台獨家邀請到哈

里斯縣新任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針對郵寄選票一命題，哈里斯縣

的應對方法進行解說。

20202020 疫情年疫情年，， HollinsHollins 談哈里斯縣談哈里斯縣

「「安全投票安全投票」」方針方針

在疫情期間，擁有律師和顧問背景

的 Hollins 新官上任，擔綱哈里斯縣

行政書記官一重職，他表示雖然壓

力紛湧而至，但從他過去的顧問工

作經歷中，曾經協助過許多企業與

單位擬定解決方案、走向成功，他

認為這些經驗可以幫助他在擔任書

記官時，面對疫情的挑戰更有效的

處理與解決問題。

他指出，縣政府選務人員正在緊鑼

密鼓地擬定許多安全方案，讓民眾

、工作人員可以在大選時順利進行

投票，「安全投票」也是團對最重

要的目標。Hollins 分享，目前哈里

斯縣將提早投票（early vote）站點

增加了兩倍，約有120個地點能夠投

票，他也呼籲民眾可以即早投票，

達到疏散人群的目的。另外，Hollins
呼籲民眾多採用郵寄投票，因為是

最安全又方便的方式。

年輕世代政治冷漠年輕世代政治冷漠、、感覺無力改變感覺無力改變

，，該如何翻轉觀念該如何翻轉觀念？？

針對年輕族群的低投票率問題，他

也呼籲投票等同於行使公民權，能

夠讓自己的聲音能被聽到，進而促

成一些改變。Hollins 指出，投票與

領導人對社區的發展息息相關，小

至鄰里規劃、大至稅收與當地警員

訓練等，若是放棄投票，就等於是

讓其他人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命運。

因此他提醒，即使大學生不在哈里

斯縣，可以在所在的大學校內也進

行投票，選票會送回哈里斯縣。他

也提到，為了讓年輕族群參與，哈

里斯縣政府積極經營社群平台，讓

網路成為傳遞資訊的重要一環。

超過超過 80008000名選務人員招募中名選務人員招募中，，盼提盼提

升升1616歲以上青年參與歲以上青年參與

針對有心從事選務的民眾，他指出

因為投票站點的擴大，目前預估將

招募 8000多個以上的選務人員，只

要 16歲以上都能加入，除了賺取報

酬之外又能貢獻社區，一舉數得。

他也表示歡迎有多語專長者踴躍報

名，一同服務族裔多元的哈里斯縣

居民，若有意向報名者，可上harris-
vote.com/pollworker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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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
雙十台灣特色美食網 9 月 13 日 YouTube 線上直播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為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慶,配合休士顿

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活動,訂於9月13日星期

日休士頓時間下午兩點到四點假借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舉辦‘雙十台灣特色美食網’直

播活動.

這项活動將有四組台灣美食專家教學台灣

特色的夜市小吃，眷村美食以及台灣甜點等可

口佳餚。邀請到四位美食專家有本會前會長-方

海妮將示範眷村美食的春餅套餐京醤肉絲及素

什錦配上他親手做的捲餅.本會前會長-林琬真將

示範台灣道地有名的滷肉飯及肉𡙡湯.本會的好

朋友也是休士顿長生學天使-朱秋霞將示範非常

好吃的涼泮武林菜.當天節目的主持人也是本會

的前理事-孫玉玟將會示範台灣九份的芋圓及地

瓜圓.紅媒的謝老師將會幫我們做現場直播，使

我們可以與觀眾互動。當天請準時點閱直播連

結：https://youtu.be/N5teMoExPeM

大家能夠上線看我們的直播節目與我們互

動，觀眾也可提問題。

錄製的節目將會上傳到YouTube去，請大家

輕鬆的在網上學習美食，不但藉慰僑胞思鄉之

情，更能利用無遠弗屆的網路力量讓全世界更

加認識台灣的美食，請拭目以待。

若有廠商或是個人願意贊助我們的活動，

我 們 非 常 的 感 激 ， 請 聯 絡 會 長 洪 良 冰

832-818-6688或email：nancygri@aol.com.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慶祝光輝十月，又恰逢中秋周末，攜家帶小走出戶外，走出健康，走出美好的明天。
趕走疫情的陰霾，回到原有的光明。

一項由休士頓美南藝文社、糖城台聯會、中山學術研究會共同主辦的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活動，將於10月2
日（星期五）下午6時至8時（下午5:30pm 報到 ）在Oyster Creek Park City of Sugar Land （4033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公園停車場由6號公路進入 ）舉行。歡迎所有僑社的好朋友都來參與這有益身心的活動! 有吃、有喝、有
拿、還有大獎，有參加就有獎 ! 更盼給予大力贊助此盛大活動。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處長代表台灣捐贈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處長代表台灣捐贈2020,,000000片外科口罩予德州福遍郡片外科口罩予德州福遍郡(Fort Bend(Fort Bend
County)County)，，並致贈台灣特色飲品及點心慰勞警並致贈台灣特色飲品及點心慰勞警、、消等第一線工作人員消等第一線工作人員，，由郡長由郡長 KPKP
George (D-TX,George (D-TX, 前排中間前排中間))親自受贈親自受贈，，史塔福市史塔福市(Stafford)(Stafford)市議員譚秋晴女士市議員譚秋晴女士(Alice(Alice
Chen,Chen, 前排右前排右11))及福遍郡緊急事務管理部門代表在場觀禮見證及福遍郡緊急事務管理部門代表在場觀禮見證。。

雙十中秋賞月健行

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
（本報訊）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解開人生之謎？突破自己的困境？得到內心的平安？

認識真理？現在有一個好機會：美華天主堂2020-2021年度天主教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歡迎想認識天

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教的朋友，或想再慕道

的教友參加，課程將在九月十三日開始，不收費用。因為受到目前疫情的影響，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形

式(Zoom)進行，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的時間參加。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國語組)李邦寧 832-275-8178，(粵語組)

黎達文832-755-3872，(英語組)趙善才 832-600-1308。

美華天主堂網站: 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org

目前網上彌撒時間：平日國語(周二至周六）早上十時正，主日(英語)早上九時正、主日(國語)早上十一時

正。

美華天主堂地址: 4605 Jetty Lane,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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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反涉警暴力 北美職業賽事停擺依舊

(本報訊)截止到周五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61403人, 2011人死亡, 121086
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 597737人，12070人死亡。

(本報訊)儘管美國新冠疫情確診病例目前仍在以平均每天4.3
萬例的速度增加，然而，美國疾控中心卻於8月24日悄然放鬆了
防疫準則，提出只要無症狀，即使與新冠感染者有密切接觸，也
不必接受檢測。輿論認為，此時正值開學之際，各大高校不斷暴
發大規模感染事件，兒童確診率也在迅速增長。多重危機下，政
府非但未提出統一返校對策，反而降低檢測標準，這對於學校是
否開學，無疑增加了困難與不確定性。

隨着返校季的到來，近日美國多所大學暴發羣體感染事件，
南加州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密蘇里大學等，均已出現超百名
確診學生和教職人員。而阿拉巴馬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
分校更是報告多達驚人的566例和784例確診。

據報道，這些數字均是在最近一兩週的返校季內才急劇上升
的，其中更是有開學第一天內就報告確診多達百人的案例。阿拉
巴馬大學校長斯圖爾特·貝爾告訴《華盛頓郵報》說：“我們最
近幾天看到的上升病例，真是令人無法接受。”

儘管很多高校已經盡力做好防護準備，甚至表示將嚴處違規

參加大型聚會的新生，但多數年輕人仍缺乏對疫情的嚴肅認知。
不少媒體評論都認為，從各種聚會派對的照片中看出，年輕人毫
無警醒，實在令人擔憂。

媒體也特別關注到，除了高校頻發羣體感染事件，中小學生
以及學齡前兒童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而且兒童新冠肺炎確診率
已經在暑假當中不斷升高。

以佛羅里達為例，該州僅在7月份就發現學齡兒童病例增加
137%，住院率增加105%。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指出，在7
月9日至8月6日期間，全美新增兒童確診病例將近18萬，增長
率高達90%。

但是，在此期間，美國總統川普為推進返校進程，不僅威脅
掐斷教育資金，同時還在社交平臺發文稱，兒童對新冠病毒“幾
乎免疫”。對此，美國疾控中心指出，事實上，兒童感染和傳播
病毒的效率幾乎與成人一樣高，並且同樣“有發展為重症病例的
風險”。

就在學生父母、教職員工感到如臨大敵之際，美國疾控中心

竟在8月24日悄無聲息地更新了疫情防控指南。根據新的指導守
則，只要與新冠患者密切接觸後沒有出現症狀，就“沒有必要”
進行檢測。如此一來，即使有學生被發現和患者進行過小於6英
尺或者多於15分鐘的接觸，只要沒出現感染症狀，就不會被要
求進行測試。

對此，專家普遍提出質疑，指出正是在症狀發作前才具有最
大傳染性。目前已經有模型表明，大約一半的傳染案例都是在個
體還沒有出現症狀的情況下發生的，放鬆測試標準很可能會延遲
關鍵治療期，並使冠狀病毒在社區中迅速傳播。

大學生羣體感染、小學生病例激增，政府放鬆監管，如此情
況下，美國多所學校的教職人員、工會也紛紛發聲，指出校園防
範措施的不足，強烈要求遠程授課，以保證生命安全。

(本報訊)反對種族歧視、反對警察暴力。近期美國再次出現
警察槍擊非裔人士事件，由此在北美職業體育賽事內引發的大規
模抗議和停擺27日進入第二天。

幾天前，美國非裔人士雅各布·布萊克遭警察槍擊，身受重
傷，該事件在美國多地引發抗議和騷亂，衆多北美體育賽事球員
也加入抗議的隊伍，以拒絕比賽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

本次槍擊事件發生在美國的威斯康星州，當地的美職籃球隊
密爾沃基雄鹿隊是26日最先抵制比賽的球隊之一，隨後球員抗
議風潮從美職籃蔓延到WNBA、美國足球大聯盟和美職棒等多
個項目的比賽場地。27日，球員抗議、抵制比賽以及比賽停擺的
危機依舊。

在26日推遲全部季後賽之後，美職籃27日再次推遲全部比
賽。與此同時，美職籃在部分球員以及球員工會和球隊之間進行
協調溝通，希望最早能在28日或者29日恢復比賽，以結束這場
抗議活動，讓好不容易重啓的比賽進行下去。

美職籃是北美地區首個因為新冠疫情停擺的主流職業體育聯

賽。美職籃今夏艱難重啓，
選擇了佛羅里達州奧蘭多附
近的迪士尼世界相關體育運
動園區進行關門比賽，不允
許球迷進場觀戰，並採取了
嚴格的防疫措施。實踐證明
，一手抓比賽、一手抓防控
是可行的，卻沒想到這次不
是新冠病毒、而是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突然再次中斷了比賽。

“作為生活在美國的黑人，我們很害怕。黑人男性，黑人女
性，還有黑人兒童，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我們很害
怕。”籃球明星詹姆斯說。

奧蘭多魔術隊後衛卡特·威廉姆斯說：“不管我們打不打球
，我們都要盡全力為反對種族歧視和暴力做貢獻，這一切真的需
要改變了。”

除了美職籃，WNBA、美職棒等職業聯賽27日也都繼續發

生球員抵制、取消比賽的情況。西南財團網球賽27日的比賽也
被取消，組委會以此表達了反對種族暴力的立場。此外，北美職
業冰球聯賽也加入進來，取消了最近兩天的季後賽。本賽季還未
開打的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也有多支球隊取消訓練，以此表達
不滿。

WNBA球員工會主席奧胡米克說：“這不是罷賽，這不是
抵制比賽。這更像是給大家一個反思日，希望球員們的行動可以
讓社會各界警醒和思考

美國開學季節學生感染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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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AA22 芝加哥時報Chicago Chinese News星期五 2020年08月28日 AA22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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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黨全代會第三天的主題是共和黨全代會第三天的主題是””英雄之地英雄之地
（（Land of HeroesLand of Heroes）”）”,, 彭斯副總統刻意在巴爾的摩的彭斯副總統刻意在巴爾的摩的
麥克亨利堡麥克亨利堡（（Fort McHenryFort McHenry））這個早年美軍對抗英這個早年美軍對抗英
軍襲擊軍襲擊,,被老美視為英雄之地的城堡發表接受提被老美視為英雄之地的城堡發表接受提
名的演講名的演講，，彭斯火力四射彭斯火力四射，，展現出愛國主義與英雄展現出愛國主義與英雄
本色本色,,但是他對拜登的批評不盡公允但是他對拜登的批評不盡公允。。

彭斯在演講中痛批拜登是一個激進左派的特洛彭斯在演講中痛批拜登是一個激進左派的特洛
伊木馬伊木馬(Trojan Horse),(Trojan Horse), 如果拜登當選總統會讓美如果拜登當選總統會讓美
國極度不安全國極度不安全,, 因為他不關心治安因為他不關心治安，，還主張轍資員還主張轍資員
警警,, 並且認為不會有奇蹟出現並且認為不會有奇蹟出現。。

彭斯以上的演講顯然不是正確的說詞彭斯以上的演講顯然不是正確的說詞,, 因為拜因為拜
登是一位溫和理性的政治人物登是一位溫和理性的政治人物,, 正因為它具有這正因為它具有這
種中庸特質才能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激進左派的種中庸特質才能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激進左派的

桑德斯桑德斯,,而且在佛洛伊德事件後而且在佛洛伊德事件後
所發生的暴動中所發生的暴動中,,拜登曾多次譴拜登曾多次譴
責暴力責暴力,, 並在第一時間表達了不並在第一時間表達了不
支持轍資員警的態度支持轍資員警的態度,, 但彭斯竟但彭斯竟
以錯誤資訊來論斷拜登以錯誤資訊來論斷拜登,,他還揶他還揶
揄拜登是中國的啦啦隊長揄拜登是中國的啦啦隊長,, 彭斯彭斯
也沒有舉出實例也沒有舉出實例,,只是在呼嚨那只是在呼嚨那
些盲目反中的川粉些盲目反中的川粉,,這是相不道這是相不道
德德,,也不負責任的態度也不負責任的態度,, 至於拜登至於拜登
認為沒有奇蹟認為沒有奇蹟,,不正是一種正確不正是一種正確
的人生態度嗎的人生態度嗎！！一個人或一個國一個人或一個國
家如果什麼事都要等待奇蹟家如果什麼事都要等待奇蹟,, 還還
能夠有什麼作為呢能夠有什麼作為呢!! 彭斯說美國彭斯說美國
是奇蹟之國是奇蹟之國,, 那是不切實際的那是不切實際的。。

彭斯是追隨川普最久的高彭斯是追隨川普最久的高
官官,, 由此亦可見他深諳老二哲由此亦可見他深諳老二哲
學學，，他在演說中竟說他母親心中他在演說中竟說他母親心中
最喜愛的是川普最喜愛的是川普，，而不是他而不是他,,這當這當

然是川普最喜歡聽的然是川普最喜歡聽的，，我記得我記得USA TodayUSA Today曾刊出曾刊出
一幅政治漫畫一幅政治漫畫，，川普趾高氣揚走在前頭川普趾高氣揚走在前頭，，彭斯則是彭斯則是
拿著掃把和畚箕緊跟在後頭幫川普清除收集垃拿著掃把和畚箕緊跟在後頭幫川普清除收集垃
圾圾,, 真是太傳神了真是太傳神了！！

彭斯是福音教派的基督徒彭斯是福音教派的基督徒，，也是極端的保守主也是極端的保守主
義者義者,, 四年前川普是在找不到人願意跟他搭檔的四年前川普是在找不到人願意跟他搭檔的
情況下情況下,, 才找上一度批判過他的彭斯才找上一度批判過他的彭斯,, 作為川普的作為川普的
副手副手,,為川普辯護理所當然為川普辯護理所當然,,川普一向驕傲自信川普一向驕傲自信，，他他
說過說過::““在歷史長河中在歷史長河中，，人們從來不會因為誰是副人們從來不會因為誰是副
總統才決定投出總統選票總統才決定投出總統選票!!””

這句話或許適用於川普這句話或許適用於川普,, 但別人不盡然如此但別人不盡然如此。。

共和黨全代會第二天的主題是共和黨全代會第二天的主題是””機遇之地機遇之地
（（Land of OpportunityLand of Opportunity）”）”,, 安排了第一夫人梅拉妮雅安排了第一夫人梅拉妮雅
的演說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舉策略的演說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舉策略。。

一般人把美國稱為一般人把美國稱為””機遇之地機遇之地””,,無論是原住民無論是原住民
或是新移民或是新移民,,只要有才能只要有才能,, 就會有出人頭地的機遇就會有出人頭地的機遇,,
而梅拉妮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梅拉妮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她能夠從新移民她能夠從新移民
的身份變成第一夫人的身份變成第一夫人,, 對她而言對她而言,,證明了美國的確是證明了美國的確是
一個一個””機遇之地機遇之地”！”！

梅拉妮雅這一次的演講很成功梅拉妮雅這一次的演講很成功,, 記得四年前她記得四年前她
的演說因為涉嫌剽竊了歐巴馬夫人米雪兒的用語的演說因為涉嫌剽竊了歐巴馬夫人米雪兒的用語
而遭到外界批判而遭到外界批判,,這一次梅拉妮雅顯然有備而來這一次梅拉妮雅顯然有備而來,, 通通
篇演說雖然沒有華麗的詞彙篇演說雖然沒有華麗的詞彙,, 但字字句句親切動但字字句句親切動

人人,, 而且即時針對發生在威州達而且即時針對發生在威州達
基諾沙市白人警察射殺黑人布萊基諾沙市白人警察射殺黑人布萊
克的不幸事件所爆發的街頭暴動克的不幸事件所爆發的街頭暴動
衝突事件表達了自己的關切衝突事件表達了自己的關切，，緩緩
和了種族緊張的關係和了種族緊張的關係,,梅拉妮雅梅拉妮雅
剴切的說道剴切的說道,,我們不能以膚色來我們不能以膚色來
判斷任何一件事情判斷任何一件事情,, 她也對美國她也對美國
疫情的受難者和家屬疫情的受難者和家屬,,表達了哀表達了哀
悼與安慰之情悼與安慰之情，，他的用語溫馨柔他的用語溫馨柔
軟軟,, 真心流露真心流露,, 這與川普的兒子這與川普的兒子
和女兒們在演說中痛批拜登與民和女兒們在演說中痛批拜登與民
主黨大相逕庭主黨大相逕庭！！

在這一次共和黨大會上在這一次共和黨大會上,, 川川
普的家人普的家人,,包括川普大兒子的女包括川普大兒子的女
友在內友在內,,一共有一共有1212個人分批先後個人分批先後
上陣上陣，，梅拉妮雅可以說是唯一給梅拉妮雅可以說是唯一給
川普帶來正能量的演說者川普帶來正能量的演說者,, 尤其尤其
是她以一個新移民身分來訴說自是她以一個新移民身分來訴說自

己的機遇己的機遇,, 並呼籲種族和諧並呼籲種族和諧,,不要有歧視的觀念不要有歧視的觀念,, 相相
當扣人心弦當扣人心弦，，引起了廣大共鳴引起了廣大共鳴,, 只是他口中的丈夫只是他口中的丈夫
並不是真實在致力族群和諧的人並不是真實在致力族群和諧的人，，否則美國也不會否則美國也不會
有永無休止的族群紛爭了有永無休止的族群紛爭了。。

川普執政四年來最強調的就是川普執政四年來最強調的就是””法律與秩序法律與秩序””
的觀念的觀念，，對一般安分守己的市井小民而言對一般安分守己的市井小民而言,,這當然具這當然具
有相當大的說服力有相當大的說服力,,但諷刺的是但諷刺的是,, 川普自己卻一直遊川普自己卻一直遊
走在走在””法律與秩序法律與秩序””灰色的邊緣地帶灰色的邊緣地帶,, 他總是誇大其他總是誇大其
詞詞,,言行不一言行不一,,如果他的身份不是總統的話如果他的身份不是總統的話，，他必將他必將
被無數的訴訟官司纏身被無數的訴訟官司纏身，，就讓美國的選民來決定他就讓美國的選民來決定他
的去留吧的去留吧！！

中國抖音的分身中國抖音的分身TikTokTikTok決心狀告美國總統川決心狀告美國總統川
普普，，因為川普的政府以不當的行政命令對因為川普的政府以不當的行政命令對TikTokTikTok
痛下禁制令痛下禁制令,, 先是命令先是命令TikTokTikTok必須在必須在99 月月 1515 日日
前前100100%% 出賣給美國公司出賣給美國公司，，否則將被封殺否則將被封殺，，後來川後來川
普又出了另一指令普又出了另一指令,,嚴令嚴令TikTokTikTok的母公司的母公司””字節字節
跳動跳動””在在9090天內必須切割交易天內必須切割交易TikTokTikTok在美國的在美國的
一切業務一切業務。。

川普的兩次命令赤裸裸地展現了美國總統的川普的兩次命令赤裸裸地展現了美國總統的
霸權霸權,, 他以政干商的手段既殘酷又無理他以政干商的手段既殘酷又無理,, 所以所以
TikTokTikTok狀告川普當然是天經地義狀告川普當然是天經地義，，理直氣壯的理直氣壯的，，
但是這一場法律官司會成功嗎但是這一場法律官司會成功嗎？？當然不會當然不會，，告成告成
的機率是小於零的機率是小於零,,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 TikTok, TikTok的反撲絕對的反撲絕對
扳不倒川普扳不倒川普,, 因為他手中握有行政命令的因為他手中握有行政命令的””尚方尚方
寶劍寶劍””,, 他哪裡會在乎美國法律與憲法第一修正他哪裡會在乎美國法律與憲法第一修正

案的精神呢案的精神呢！！尤其是當前美國彌漫尤其是當前美國彌漫
著仇中忌中的氛圍著仇中忌中的氛圍，，這場官司反而這場官司反而
只會助長他的總統大選選情只會助長他的總統大選選情,,讓他讓他
得到了利多得到了利多,, 所以川普絕對是老神所以川普絕對是老神
在在在在,, 一點也不擔心一點也不擔心！！
抖音在海外的坎坷身世隨著川普態抖音在海外的坎坷身世隨著川普態
度的一變再變顯得百般無奈與孤苦度的一變再變顯得百般無奈與孤苦
無助無助,,中國所有在美企業也隨著中中國所有在美企業也隨著中
美關係的惡化慘遭無情無義的對美關係的惡化慘遭無情無義的對
待待,, 川普的川普的””美國優先美國優先””與與””美國第美國第
一一””思維使他處處防範與打擊快速思維使他處處防範與打擊快速
崛起的中國崛起的中國,, 所以他才會以國家安所以他才會以國家安
全的理由全的理由,, 讓中國在美企業無法再讓中國在美企業無法再
經營存活經營存活,, 尤其是像尤其是像TikTokTikTok這麼成這麼成
功又受美國人歡迎的企業功又受美國人歡迎的企業,, 川普怎川普怎

可能讓他有存活空間呢可能讓他有存活空間呢!!
目前目前TikTokTikTok所能選擇的答案只有兩個所能選擇的答案只有兩個: (: (11))寧寧

為玉碎為玉碎,,不為瓦全不為瓦全,, 忍痛退出美國市場忍痛退出美國市場((22))與美國企與美國企
業簽訂賣身契業簽訂賣身契,, 從此與中國一刀兩斷從此與中國一刀兩斷,,成為美國成為美國
身身。。

TikTokTikTok 選擇的答案如果是選擇的答案如果是((11),), 那麼這個公司那麼這個公司
將在中國歷史上千古留名將在中國歷史上千古留名。。

如果如果TikTokTikTok選擇的答案是選擇的答案是((22),), 沒有人會苛責沒有人會苛責
他們他們，，畢竟這個公司的身價達到數百億美元畢竟這個公司的身價達到數百億美元，，無無
論未來的新東家是微軟論未來的新東家是微軟,,或是甲骨文或是甲骨文（（OracleOracle），），想想
要不勞而獲得這樣一個擁有超過要不勞而獲得這樣一個擁有超過1010億活躍用戶億活躍用戶,,
最具全球魅力與市場賣點最具全球魅力與市場賣點,,已打敗了美國好萊塢已打敗了美國好萊塢
影視的短視頻影音社交平台企業影視的短視頻影音社交平台企業,, 沒有付出天沒有付出天
價價，，就是沒有天良就是沒有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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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土霸王 A BULLY
when bloody words spew outwhen bloody words spew out
of his pouting lipsof his pouting lips
we knowwe know
he is trying to sellhe is trying to sell
himself againhimself again

twisting truth intotwisting truth into

fake newsfake news
and spinning scandals intoand spinning scandals into
great tweetsgreat tweets

this bullythis bully
the reality show hostthe reality show host
is a master in incitingis a master in inciting

a herd of lost lambsa herd of lost lambs
to chase their own tailsto chase their own tails
in an endless circlein an endless circle

round and round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round and round……

當血腥的詞句

從他嘟起的嘴内噴湧而出

我們知道

他又在那裡推銷自己

將真相扭曲成

假新聞

將醜聞粉飾成

美聞

這土霸王

真人秀的主持者

精通如何逗引

一群迷途的羔羊

追著自己的尾巴

繞著一個無止無盡的圓圈

團團轉

團團轉

川普總統與彭斯副總統在北卡州舉行的共川普總統與彭斯副總統在北卡州舉行的共
和黨全代會上正式被提名代表該黨力拼連任和黨全代會上正式被提名代表該黨力拼連任，，
由於選戰只剩兩個多月由於選戰只剩兩個多月，，所以川普與拜登兩陣所以川普與拜登兩陣
營立馬進入短兵相接的對決營立馬進入短兵相接的對決,,由於川普最近民調由於川普最近民調
有逼近拜登的趨勢有逼近拜登的趨勢,,所以雙方勝負難測所以雙方勝負難測,,未來任未來任
何重大事件都可能牽動各自的選情何重大事件都可能牽動各自的選情。。

而就在這幾天而就在這幾天，，川普陣營連連出事川普陣營連連出事，，不但他不但他
的前任國師班農涉貪被捕的前任國師班農涉貪被捕，，他最依重的核心資他最依重的核心資
深智囊凱莉安‧康威竟晴天霹靂宣佈辭退深智囊凱莉安‧康威竟晴天霹靂宣佈辭退,,再加再加
上川普的姪女與姊姊連番對他批駁上川普的姪女與姊姊連番對他批駁，，以及前聯以及前聯
邦參議員佛萊克為首的邦參議員佛萊克為首的2020多位共和黨精英公開多位共和黨精英公開
倒戈力挺拜登倒戈力挺拜登,,在眾叛親離下在眾叛親離下,, 川普陷入四面楚川普陷入四面楚

歌的困境歌的困境。。不過他面無懼色不過他面無懼色,,在在
第一天大會上依然具有必勝信第一天大會上依然具有必勝信
念念,,對拜登火力四射對拜登火力四射,,他再次強他再次強
調自己會輸的唯一原因就是民調自己會輸的唯一原因就是民
主黨使用了郵寄投票的舞弊主黨使用了郵寄投票的舞弊,,
偷竊了他的勝利偷竊了他的勝利！！

川普的論點相當站不住腳川普的論點相當站不住腳,,
因為郵寄投票在美國行之多因為郵寄投票在美國行之多
年年,, 極少發生舞弊極少發生舞弊,,民主黨怎可民主黨怎可
能去操控郵寄投票呢能去操控郵寄投票呢!?!? 反倒是反倒是
川普新近提名的郵政總局局長川普新近提名的郵政總局局長
狄喬伊上任以後的種種狄喬伊上任以後的種種””反改反改
革革””措施才是明目張膽的協助措施才是明目張膽的協助
川普打亂郵寄投遞績效川普打亂郵寄投遞績效，，為川為川
普佈下不服輸的藉口普佈下不服輸的藉口,,若不是若不是
國會的強力監管國會的強力監管,,他們的為非他們的為非
作歹真的會讓今年總統大選出作歹真的會讓今年總統大選出
現不可預期的嚴重後果現不可預期的嚴重後果!!

現在有一種論調是現在有一種論調是::川普在四年前的選前民川普在四年前的選前民
調也是輸給希拉蕊的調也是輸給希拉蕊的,, 在選前大家都不看好川在選前大家都不看好川
普會贏普會贏,, 而今年情況也與四年前相似而今年情況也與四年前相似,, 所以川普所以川普
最後一定可以反敗為勝最後一定可以反敗為勝。。

我相當不以為然我相當不以為然,, 因為在四年前川普是一位因為在四年前川普是一位
政治素人政治素人,, 大家對於他的施政能力一無所知大家對於他的施政能力一無所知,,相相
當多的人投票給他是想要給他一個機會做做當多的人投票給他是想要給他一個機會做做
看看,, 如今他已經做了四年如今他已經做了四年，，政治實力早已顯現無政治實力早已顯現無
遺遺,, 肯定他或否定他的人早有定見肯定他或否定他的人早有定見,, 諸多民調也諸多民調也
顯露出來顯露出來,, 所以今年投票與四年前完全不同所以今年投票與四年前完全不同,, 最最
後決定勝負的因素有可能是兩黨投票率的高低後決定勝負的因素有可能是兩黨投票率的高低
來決定來決定！！

在民主黨舉行的四天全國黨代表大會結束前在民主黨舉行的四天全國黨代表大會結束前
最壓軸的重頭戲就是喬拜登在他的故鄉德拉瓦最壓軸的重頭戲就是喬拜登在他的故鄉德拉瓦
州威明頓市接受提名州威明頓市接受提名,,代表該黨參選總統代表該黨參選總統，，他以他以
「「希望希望、、光明和愛光明和愛」」為主題發表演講為主題發表演講,, 他剴切的說他剴切的說
道道::””如果我當選總統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將帶領大家脫離黑暗我將帶領大家脫離黑暗,,
走向光明走向光明!!””

是的是的,,拜登的演講拜登的演講,,開宗明義就以美國現在所開宗明義就以美國現在所
陷入的陷入的””大流行病大流行病、、經濟困境經濟困境、、種族不公與氣候丕種族不公與氣候丕
變變””四個歷史危機加以闌釋四個歷史危機加以闌釋，，這些都是川普政府這些都是川普政府
在執政時期的重大敗筆在執政時期的重大敗筆。。拜登在演說中明確表明拜登在演說中明確表明
他未來所建構的政府將如何帶領美國找到光明他未來所建構的政府將如何帶領美國找到光明
的方向的方向，，以及將如何與盟邦和諧相處以及將如何與盟邦和諧相處,, 他說他說：”：”我我
們將會是其他國家光明的盟友們將會是其他國家光明的盟友，，而非黑暗的盟而非黑暗的盟

友友。”。”
從政近半世紀的拜登從政近半世紀的拜登,, 無無

論在國會山莊或白宮都有精論在國會山莊或白宮都有精
湛的立法專業與嫻熟的外交湛的立法專業與嫻熟的外交
經驗經驗，，是一位穩紮穩打是一位穩紮穩打,, 不不
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他的他的
政治特質與操守政治特質與操守,, 也都是川也都是川
普所欠缺與不足的普所欠缺與不足的,, 誠如拜誠如拜
登所言登所言::””川普連保護美國人川普連保護美國人
最基本的職責也做不到最基本的職責也做不到,, 卻卻
用黑暗遮蓋美國用黑暗遮蓋美國，，造成人民造成人民
太多的憤怒太多的憤怒、、太多的恐懼以太多的恐懼以
及太多的分歧及太多的分歧,, 我將帶領大我將帶領大
家克服黑暗家克服黑暗，，我們會選擇希我們會選擇希
望而不是恐懼望而不是恐懼，，根據事實而根據事實而
非虛構非虛構，，堅持公平而非特堅持公平而非特
權權。”。”

拜登通篇的演說有條有拜登通篇的演說有條有
理理，，不浮華也不誇張不浮華也不誇張，，更沒有更沒有

嘩眾取寵的驚人之語嘩眾取寵的驚人之語，，這顯然是他與川普最大不這顯然是他與川普最大不
同之處同之處,, 美國現在最需要的正是具有這樣特質的美國現在最需要的正是具有這樣特質的
總統總統,, 他也承諾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要做好的就他也承諾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要做好的就
是消滅新冠肺炎以控制疫情是消滅新冠肺炎以控制疫情。。那是拜登對美國人那是拜登對美國人
所表達出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所表達出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而不是像川普只而不是像川普只
會推卸責任會推卸責任,,而不是找答案而不是找答案。。

在全代會的壓軸之夜在全代會的壓軸之夜,,拜登的子女以及所有拜登的子女以及所有
參與這次黨內提名的競爭對手都在視頻大會上參與這次黨內提名的競爭對手都在視頻大會上
亮相亮相,, 以行動表達支持拜登以行動表達支持拜登,,充分展現了黨內大充分展現了黨內大
團結團結,, 現在團結的民主黨已準備好在現在團結的民主黨已準備好在1111月月33日迎日迎
戰川普和共和黨了戰川普和共和黨了,, 兩黨的戰況如何兩黨的戰況如何??且讓我們且讓我們
拭目以待之拭目以待之！！

四年前曾經協助川普贏得四年前曾經協助川普贏得20162016年總統大選年總統大選,,
打下美國江山打下美國江山,,並出任白宮首席策略師的史蒂並出任白宮首席策略師的史蒂
夫夫··班農班農,, 在四年後竟以在四年後竟以””我們築牆我們築牆””(We Build(We Build
the Wall)the Wall)為名目為名目,,籌款建築美墨邊境圍牆籌款建築美墨邊境圍牆,,涉嫌挪涉嫌挪
用公款而與另外三人被逮捕用公款而與另外三人被逮捕,,他們被控電信詐騙他們被控電信詐騙
與共謀洗錢罪與共謀洗錢罪，，如罪名成立如罪名成立,,每項最高可判處每項最高可判處2020
年監禁年監禁。。

雖然史蒂夫雖然史蒂夫··班農在出庭時極力否認自己的班農在出庭時極力否認自己的
罪行罪行，，並聲稱自己是遭到政治破害並聲稱自己是遭到政治破害,,但是從法庭但是從法庭
所公佈的所公佈的2323頁密密麻麻的訴訟狀看來頁密密麻麻的訴訟狀看來,, 班農之班農之
罪行證據鑿鑿罪行證據鑿鑿,,信而有徵信而有徵,,看來他將百口莫辯看來他將百口莫辯,,免免
不了牢獄之災的不了牢獄之災的！！

班農是一位識多見廣的才學之士班農是一位識多見廣的才學之士,, 他的一生他的一生

充滿了傳奇性色彩充滿了傳奇性色彩,, 四年前四年前
如果沒有他鼎力協助川普如果沒有他鼎力協助川普，，
為川普操盤打選戰為川普操盤打選戰,, 川普不川普不
太可能贏得最後的選戰太可能贏得最後的選戰,, 班班
農在進入白宮成為川普首農在進入白宮成為川普首
席智囊後席智囊後,,協助川普以民粹協助川普以民粹
治國治國,,川普所推動的許多政川普所推動的許多政
策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策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伴關係協定（（TPPTPP）、）、巴黎氣巴黎氣
候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候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等都是出自班農的獻策織等都是出自班農的獻策,,
不過由於班農自視甚高不過由於班農自視甚高,,又又
特異獨行特異獨行,, 高調的言論四處高調的言論四處
樹敵樹敵,, 更犯了功高震主的政更犯了功高震主的政
壇大忌壇大忌，，因而被川普逐出白因而被川普逐出白
宮宮，，後來更因為他向名記者後來更因為他向名記者
沃 爾 夫 的 著 作沃 爾 夫 的 著 作《《火 與 怒火 與 怒》》
(Fire and Fury)(Fire and Fury)提供了大量提供了大量
川普通俄秘辛以及白宮不川普通俄秘辛以及白宮不

為人知的內冪為人知的內冪,, 因而激怒了川普因而激怒了川普,,兩人從此漸行兩人從此漸行
漸遠漸遠,, 不過由於他在政壇與與論界仍然有相當不過由於他在政壇與與論界仍然有相當
大的影響力大的影響力，，他的極右翼思維擁有一批追隨者他的極右翼思維擁有一批追隨者。。
班農雖然已經沒有公職在身班農雖然已經沒有公職在身，，但身為公眾人物但身為公眾人物,,
道德操守與倫理觀念卻是不容打折扣的道德操守與倫理觀念卻是不容打折扣的,, 尤其尤其
是曾經身為美國的國師爺是曾經身為美國的國師爺，，一言一行都應該作一言一行都應該作
為社會的表率為社會的表率,,如今班農的罪行全部掌控在檢察如今班農的罪行全部掌控在檢察
官手中官手中,, 他如果知道悔改的話他如果知道悔改的話，，應該自行認罪應該自行認罪,,
可以及早入獄並早日減刑出獄可以及早入獄並早日減刑出獄,, 將來重回社會將來重回社會
後依然可以以才能貢獻社會後依然可以以才能貢獻社會，，否則一旦被定罪否則一旦被定罪
判長刑判長刑,, 班農的一生必將在牢獄中度過了班農的一生必將在牢獄中度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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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從2017年起都需要到移
民局進行面試。面試包括申請人和申請
人的家屬。

面試時需要攜帶的文件：
雇主證明信確認申請人的具體職位，工
作職責和薪水
申請人最近6個月的工資單
雇主填寫的I-485J表格
前雇主的雇傭證明信
學位文憑
雇主和個人最近三年的報稅記錄
護照和最新I-94記錄
駕照 社會安全卡
出生證明原件
工卡（EAD）和 旅行證（AP）或EAD
/ AP組合卡

如果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未提交體
檢報告或原來提交的體檢報告過期，申
請人須提交壹份由移民局授權的醫師完
成的最新體檢報告。

如果申請人曾經被逮捕或被定罪，
申請人須提交法院的結案報告和警察局
的警察報告。

面試流程
申請人應在預定時間到移民局面試

。律師可以陪同申請人參加面試。
申請人的家屬可以選擇帶翻譯壹同

出席面試。申請人的親屬或利益相關方
壹般不被允許擔任翻譯。

面試中，移民官將審核申請人的申
請材料。移民官還將審查用來支持申請
人或其雇主為其遞交的I-140申請的證
據和文件，以確保材料的真實性。

常見問題
在面試過程中申請人可能會被問到

以下問題：
目前的工作情況

I-140申請中的職位和具體工作職責
教育背景
工作經驗

雇主是否仍然打算聘用申請人從事
I-140中申請的職位
申請人是否仍然打算接受I-140中申請
的職位，或者是否更換過工作
申請I-140的資格
是否存在被捕，違法，未經授權工作或
對移民官員撒謊等情況

申請人配偶及子女的面試
申請人的配偶及子女也需要經過面

試。移民局壹般會盡量將全家人的面試
安排在同壹時間。申請人的配偶及子女
壹般會被問及他們同申請人的關系以及
他們遞交I-485調整身份申請的相關信

息。面試通知通常要求以下文件：
•配偶和子女的出生證明原件
•結婚證書原件
•如果有婚史，前配偶離婚或死亡證明
原件
•每個家庭成員的有效護照及I-94出入
境記錄，以及其他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其它證明同申請人配偶關系的證據，
例如聯合報稅、銀行共同賬戶、婚生子
女的出生證明、合影，房產契約或租約
，車保險，醫療保險以及相關文件。
•移民局向每個家庭成員發送的批準通
知和任何其它證明非移民身份的文件，
以證明每個家庭成員在美期間壹直維持
合法身份的文件
•每個家庭成員的工卡（EAD）和旅行
證（AP）或EAD / AP組合卡
•如果申請人在提交申請時未提交體檢
報告或原來提交的體檢報告過期，申請
人須提交壹份由移民局授權的醫師完成
的最新體檢報告
•如果主申請人的配偶或子女曾經被逮
捕或被定罪，須提交法院的結案報告和
警察局的警察報告。

在面試期間，家屬通常還會被移民
官問到如下問題：
•與主申請人關系的相關問題
•與主申請人真實婚姻關系的相關問題

理論上說，面試官無權對I-140重
新審理。但是，面試官有權向申請人核
實其學歷和工作情況，決定所提交
I-140文件是否真實。面試官也有權根
據面試發現的問題將I-140申請退回給
原審理中心，建議撤銷該申請。所以，
作為職業移民的最後壹步，面談是至關
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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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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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面試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面試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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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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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人生

我一九五二年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

爸爸是傳道人。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

命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把教會全部打

砸，更別提信耶穌了。

後來，毛澤東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

口號把當時的「老三屆」學生全部下放。

媽媽怕我在農村受苦，便在一九七一年初

匆匆把不到二十歲的我嫁到臨近家十里路

的一個鄉村。婚後二十多年裡，爸爸沒少

為我操心，千里迢迢的寄聖經和讚美詩給

我（那時聖經不好找）。當時我也有點想

信耶穌，但是看聖經，不懂；想禱告，不

會。心裡好像蒙了一層雲霧。

到九○年代，我因病到處求「神」，

練氣功。我丈夫還特地花了一百多元買了

一個觀音供在家中。我想，家裡總算是有

一位「神」了，信觀音也不錯。那時有一

位姊妹給我傳福音，但我以為只有我爸信

的耶穌才真，信也得回老家信。況且我正

在練氣功。

我丈夫是從部隊轉業到江漢油田的

退伍軍人。以我母親的觀點，軍人的身體

都是通過國家嚴格檢查的，肯定特別棒，

不會有毛病。婚後才知道他有「過敏性支

氣管哮喘及肺氣腫」。這種病我從來沒聽

過，連父母也沒見過。為了他的病，我們

不知想了多少辦法，跑了多少醫院；但是

所得的就是一句話：「不好治。」他的健

康情況成了我們全家的負擔。

一九七二至七五年兩個兒子相繼出

生，因孩子的戶口問題，一九七六年我們

舉家從福建遷往湖北江漢油田。那二十多

年是我人生最艱苦的日子。每年四至十

月，丈夫都與病魔交戰。每天晚飯後，他

就病發，一直到凌晨三點多鐘。每日四次

每次服四種藥，按他自己的話說，每天不

吃飯可以，不服藥絕對不行。

我最怕他突然發病離開我們，每次

他犯病，都不敢離開半步，直守到他恢復

正常。長期的精神壓力及長年累月的照顧

病人，我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血管神經

性頭疼病，先後開了四次刀。一九九四至

一九九七年在國家經濟最衰退的狀況下，

由於工作的變動，我的精神壓力更大。那

時真有想死的念頭。一九九七年還被嚴重

的肩周炎困擾著，常半夜痛醒，忍不住坐

在床上哭泣。

聖經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

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十七22）這

真是我人生的真實寫照。我那時真傷心透

頂，沒有喜樂。我總想：我是這麼一個要

強好勝的人，為何總強不過我的命運？但

人的盡頭，也是上帝的起頭。

救恩臨到

中國在八○年代已改革開放，教會

又興起。每次我回老家，媽媽就帶我去教

會。那時爸爸已經回天家。我有一個姑姑

沒有出嫁，退休後，把自己的家奉獻給上

帝作家庭教會，直到教會重建，她就住在

教會，成為教會的一個禱告者。教會的弟

兄姊妹有事，都會去找她幫忙。她與聖經

路加福音中的亞拿有點相似。

一九九八年，一天我與姊姊一起去看

望九十高齡的姑姑，她問我們信了耶穌沒

有。姊姊已接受耶穌，我還沒有。她就叫

我們與她一起禱告。回湖北後，我開始去

教會，很單純地接受真理。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我因事到

一個同事家裡，當時她家正有小組查經，

我一看到她們手裡的聖經跟爸爸送我的一

樣，就覺得特別親切，跟她們聊了起來。

沒多久，一位伍姊妹說；「妳也來信耶穌

吧！」我說：「好啊！」她又說：「妳跟

我們禱告吧！」我又說：「好！」我就真

的跪下來跟她們禱告。她又再問：「妳明

天早晨來教會跟我們一起聚會吧！」我又

答：「好啊！」第二天，伍姊妹來我家與

我同去教會。就這樣，我的靈命漸漸成

長。伍姊妹一直用心栽培我，我們一起查

考聖經，一起禱告，一起唱讚美詩。上帝

賜我亮光，我看聖經越看越愛，越看越捨

不得放手。

上帝是獨一的，祂說：「除我以外，

不可有別的神。」有一天，我受聖靈感

動，請教會姊妹們為我禱告，回家就把觀

音像丟掉。那時，丈夫還未信耶穌。他回

家後發現觀音沒有了，問我：「觀音到

哪裡去了？」我說：「把它交給我的主

了！」他就再沒有問起這事。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受洗歸入主耶穌

基督。屈指一算，我在救恩門外已四十多

想的所做的都不能掩蓋祂的眼目，縱使展

翼飛翔到地極，祂的手在那裡引導我們。

所以，在十字架前我們放下一切依靠祂，

恩典必與我們同在到永遠！哈利路亞！松

玉/南加

5) 好聽哦，很有感觸！我感到你一直

有少女情懷，對神對人非常純真可愛。所

以神愛你，我也很欣賞您。

～～方方-粵語飛揚Houston,TX
6) 阿們！哈利路亞，感謝主！師母

的讚美詩很鼓勵！交託也是我剛剛和另一

個姊妹分享的話，我們靈里相通，神不誤

時！謝謝師母清早起來分享讚美歌！願神

祝福你及你關愛肢體的熱心！

～～蘇菲亞/遼寧

7) 太棒了，師母是否要我幫你把你唱

的旋律用簡譜或五線譜寫下來? 
～～焦紅/達拉斯

8) 阿們，謝謝師母的鼓勵及提醒。感

謝主，都是祂的事，我都賴在祂身上，嘻

嘻。～～趙珮/台灣

9) 讀師母的文章，如見其人。

～～雅慧/台灣

10) 阿們！ 你的歌聲美，棒！

～～梁牧師/休士頓

11) 謝謝親愛的師母，聖靈的感動，

讓師母的《詩篇37篇5節》唱得這麼優

美。～～多多的媽咪/休士頓

聖經金句《詩篇37篇23節》義人的腳

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

愛。

年。過去我一直以人、以自

己為中心，蒙恩後才知道上

帝是生命的主，我凡事應當

聽從祂，讓祂管理我的人

生。

生命變化

信耶穌後，我有了很

大變化。當我每天研讀聖經

時，上帝都會通過聖經向我

說話。比如因經濟蕭條，我

們這些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全

部要下崗在家。當我正在左

思右想時，上帝讓我讀到馬

太福音六章25至34節，特別

是32至33節：「這都是外邦

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

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

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我想，上帝多好！

連麻雀和花也眷顧，何況我呢？我為甚麼

為世事掛慮？上帝的話讓我波動的情緒穩

定下來，安心在家裡學習祂的話。那段日

子，我每天的生活是讀聖經、禱告、唱讚

美詩，心裡充滿喜樂。

奇妙的是，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

我的病無緣無故地好了。也許是上帝的醫

治，也許是心裡充滿喜樂，過去的幾種毛

病再沒出現。信耶穌前，我老犯頭痛，每

天不到九點就要上床；信主耶穌後，每天

讀聖經到晚上十一點，頭也不痛了，別的

病也好了很多。我嚐到主恩滋味，健康和

脾氣都改變了。我想：「上帝這麼好，我

為甚麼不叫丈夫也信呢？」從那時開始，

我就請教會的弟兄姊妹為丈夫的得救和健

康禱告。

我丈夫的父母很迷信，拜偶像，他

也受父母影響。伍姊妹多次來我們家傳福

音，他一直把她拒諸門外，說：「妳信妳

的，我信我的，我們互不干擾。」那時我

剛信耶穌，不會傳福音，每次對他說的話

就是：「你跟不跟我走（去教會）？」我

們教會的弟兄姊妹為他禱告，兩個月後，

有一天他竟跟我到教會，參加各種活動。

據他以後講，他信耶穌是看到我的身體和

心靈得到很多的變化，而且人也喜樂了很

多。

丈夫病癒

信耶穌後，我每天迫切為丈夫的病禱

告。一九九八年九月的一個早晨，丈夫一

早到食堂買了兩個饅頭，吃了就去上班。

大概在九點左右，他的舊病復發，就回

家來。因為平時見慣了他的毛病，而且是

在白天，兒子又在家；所以那天我也沒太

在意他（其實他回來是想禱告，想尋求上

帝）。當我與他一同禱告完後，扶他起來

時，看見他手裡拿著的噴霧劑藥瓶子從他

手中滑落，我這才發現他已經休克，整個

人從手指一直到胳膊全變成紫色；嘴唇烏

黑，牙關緊閉，停止了呼吸。

那天，上帝真是為我們安排了一切；

兒子本來到了福州辦理移民加拿大的事；

卻提前一個星期回來，正趕在他爸爸發病

的前一天到家。另外，教會的弟兄姊妹

也都在家裡，大家一聽到消息，就同心合

意迫切地為他禱告。平時衛生所的醫生護

士有事就會出診；但那天所有醫生護士都

在，一聽到消息，馬上趕來我家。上帝把

我丈夫從死門裡拉了回來，已經停止呼吸

的他重新得著生命。更奇妙的是，從那時

起，丈夫的病竟漸漸好起來。他每天離不

開的藥後來不需要吃了。現在再也沒犯過

病。這是上帝在我們家中行的第一個大神

蹟。

對付罪惡

在丈夫病好出院回家當天，我跟他聊

天，我說：「玉明啊，我有一件事與你商

量，就是我們家裡以前接的公家電線路，

現在馬上幫我換掉。你先跟上帝禱告，然

後去做這活好嗎？」

因我們都屬國家工礦企業，很多工

人利用公家的電線路，沾點小便宜。我們

沒有信耶穌前也是這樣。信耶穌後，起初

因為信心不堅，沒改變過來。丈夫的經歷

讓我們相信上帝是輕慢不得的，聖經說：

「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

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

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加拉太書六7至8）
因聖靈工作，我們便大膽面對自己的軟

弱。丈夫二話沒說，馬上進入內屋，關上

門，跪在上帝面前，求上帝保守他在換線

交託◆倚靠◆成全
8-26(周三)
清 晨 我 心 想 

「如何在本周五做

完兩件事？周五上

午10時我去西南區陳志堅植牙診所要做種

牙植牙約1個半小時完成，不知道是否能

再接著開車去糖城取回新眼鏡?」
當時只是有《詩篇37篇5節》出現在心

中「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

祂就必成全。」，筆者就跪下隨著聖靈

感動的旋律吟唱聖經《詩篇37篇5節》經

文，憑信心交託給天父，並倚靠祂，相信

祂就必成全。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當將我的事

交託耶和華，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要倚靠

祂，祂就必成全。

上午我與網友們分享靠聖靈給的旋律

譜唱出《詩篇37篇5節》「當將你的事交

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唱完新歌後，上午10時突然接獲陳啟

華眼科診所的R小姐告訴我「JoyPan新眼

鏡已好了，你今天可以來取回，不用等到

周五了。」感謝神，提早兩天完成。

下午我去糖城取回一副日本製新款

時髦輕巧新眼鏡(閱讀用) ，感謝陳啟華醫

師太太Peggy姐妹的愛心贈送給我的新眼

鏡，也轉送我四個苦瓜；我送她特大木瓜

一個與法國式點心禮盒，也給試鏡框櫃檯

R小姐木瓜一個，她好高興說:「感謝Joy送
我的木瓜，陳太太送你的新款眼鏡很漂亮

喔！」

更感恩的是上帝聽多人禱告使蘿拉颶

風轉去東南方，向沒有釀成德州休士頓等

處的傷害，我週三也告訴美秀與健華說：

「我心裡有平安，不覺得蘿拉颶風會來襲

休士頓」。

◎友人回響

1) 阿們，謝謝妳，真的，《詩篇37篇
5節》這詞這曲使我力上加力，使我跌倒

時有能力從新站立起來， 潘師母:神賜妳

有安慰的能力，有譜詞譜曲的能力，感謝

主，妳也常陪伴我，使我學習交託，依靠

祂。～～慧寶/台灣屏東

2) 阿們！上帝喜悅師母的敬拜！

～～健華/休士頓

3) 哈利路亞讚美主！謝謝！雲姐妹

4) 妳看看！神的恩典夠用！只要有信

心耐心等候，祂必有包妳滿意的安排！信

心！耐心！等候！

耶和華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王，我們所

路中的平安。禱告完，他跟我說，上帝喜

悅我們所做的事。就這樣，我們照著上帝

的話去行。

奉獻長子

長子已辦好移民手續就要離開我們，

遠去地球的另一邊。我們不能再照顧他，

因此特別希望上帝看顧、幫助他。當時他

仍未信耶穌，我們就盡力給他傳福音。

他不接受；我們迫切為他禱告，又受聖靈

感動，願意奉獻長子歸主所用，求上帝揀

選、看顧、幫助他。我們不時給他作一些

見證，並送聖經給他，叫他沒事時看看。

可能因為看到爸爸身上的神蹟，他開

始讀聖經了，願意與我們一起跪在上帝面

前禱告，參加教會的聚會，過主內團契生

活。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們高高興興送

他去機場。在去上海的途中，我們千叮萬

囑，告訴他到多倫多後一定要找教會。兒

子也很聽話，一到多倫多就找到了多倫多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並熱心參加教會各種

活動。

話雖如此，送兒子去加拿大也是我們

當時的淘金夢。我們花費一生的積蓄，另

外還向他爺爺借了一筆錢，總共人民幣十

幾萬。我們想，他一走出國土，就會為我

們掙一筆錢回來，解決一切債務。但是，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

的腳步。」（箴言十六9）上帝另有計劃。

祂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非同

我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祂的

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

的意念。（參以賽亞書五十五8至9）兒子

到加拿大後，與我們通話的內容不是我們

所想要的，他一直在談他願意奉獻服事上

帝的事。我們夫婦都沒同意，我們的想法

是，把債還了再說。如此，這事一直拖到

二○○二年。

二○○二年我們夫婦去多倫多看兒

子，當我們一踏上加拿大的國土，參加教

會的第一次聚會，所領受的主日信息就是

希伯來書十一章8至10節：「亞伯拉罕因

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

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

哪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

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

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經營、所建造

的。」上帝的工作是人不能阻攔的，當時

聖靈就在我們心裡做工。聚會時，我的心

被震動，好像兒子與亞伯拉罕的情況很

像。他花了我們那麼多錢，到這遙遠的加

拿大來，也不知道是來幹啥的（因為當時

還不知他以後的日子是如何的安排，沒有

目標）。聖靈讓我們明白，兒子是歸給上

帝所用的器皿，與亞伯拉罕一樣，離開家

鄉到異地來，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我

跟丈夫說：「我們如果不同意，這事看起

來是不行了，我們要做好奉獻兒子的準

備。」

大概八月時，江榮義牧師把我們夫

婦與兒子邀到教會，為兒子唸神學的事一

起禱告、交心、決志。那時，我們三人一

直流著眼淚；但不知是為了錢哭，還是流

下感恩的眼淚。這麼好的事，我們當時就

是轉不過彎來，而跟上帝展開了一場持久

戰，整整有一年多。

但上帝是信實的，當你全心完全擺上

的時候，祂所給你的是豐豐富富，比你所

想的都容易。最後上帝通過教會的一位姊

妹來幫助我們；因為她想請一位保姆幫她

做月子，聖靈感動她來找我。我們想用多

少年時間都掙不到的錢，上帝只用了幾個

月就幫我們辦到。讓我想起了上帝的話：

「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上帝，豈

有我難成的事麼？」（耶利米書卅二26至
27）真的，在上帝手裡沒有難成的事。

（文載自［中信］）

我是這樣一路走來 ◎素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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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108度高溫 慈濟人「疫」起做發放

德州華頓居民主動索取竹筒 見證愛的種子萌芽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讓無數德州休士頓家庭陷

入困境，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自六月起與休士頓食物銀

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開啟食物發放項目。慈濟志

工在8月15日炙熱的豔陽中，舉行第三次食物發放。共計381

個家庭受惠。

◎ 牽掛華頓鄉親
◎ 重回華頓市

◎ 把握機緣付出

◎ 令人心疼的身影
◎ 發放均衡營養膳食

撰文：劉本琦

撰文：錢美臻

8月13日慈濟志工在疫情發生後，首度重返長期關懷的德

州華頓市（Wharton, TX），為有需要的學童發放文具

袋與生活關懷包。有一輛車駛過發放場地的體育館前，司機

看到站在外面穿著慈濟制服的志工後，忽然停下了車，詢問

志工能否給他一個慈濟竹筒......

 這個小小的插曲，令志工們發現到，原來過去三年慈濟

人對華頓居民的關懷，都被鄉親們看在眼裡，慈濟點滴行善

的理念，更已在居民心中埋下了「善循環」的種子。

9
203

 德州華頓市（Wharton, TX）2017年曾受哈維颶風

(Hurricane Harvey）侵襲，2019年在暴雨淹水後遇龍捲風

肆虐，2020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一再打擊掙

扎著重建社區的鄰里。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在哈維風災後，與當地組織合作

持續推動「災後中、長期重建計劃」(C.O.R.E.），志工持續

關懷居民重建進度，讓許多居民認識了慈濟。今年三月起，

因德州頒佈居家避疫令，志工一直無法重回華頓去問候鄉

親，只能透過當地志工芭比·弗特貝瑞（Barbie Fortenberry）

了解當地動態，但大家心中始終掛念著華頓的朋友。

 哈維風災後，慈濟德州分會自2018年起連續三年發放華

頓低收家庭學童開學文具袋。七月志工得知有101位學生需

要學習用品援助，志工們認為有必要親自重返華頓，進行發

放並了解居民近況。

 考慮到食物銀行提供的14,000磅食材，多半是新鮮蔬果和

罐頭，為使居民獲得均衡營養，志工前兩天預先採購主食的麵

包、馬鈴薯，並把台灣慈濟本會捐贈的香積飯及香積麵打包成

400份，要一起把證嚴法師對美國居民的祝福，發放給有需要

的家庭。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表示，德州疫情非常嚴峻，疫情越

嚴重失業的民眾越多，需要幫助的弱勢家庭也持續增加。就業

市場半停頓，無法領取政府補助和救濟金的人，更需要社區的

關懷和幫助。

 上午九點民眾陸續到會所排隊等候。一早氣溫已升高到華

氏100度，志工合作從食物銀行卡車搬下裝滿食物的紙箱，汗

水一滴滴滑下，浸濕志工的口罩、衣服。在發放的近午時分，

現場氣溫飆高到108度。

 此次發放接受民眾以得來速模式（Drive-thru）開車領

取，也設立供民眾步行領取的攤位。排開車隊伍第一的李太太

說，先生罹患了癌症需要治療，已經無法工作好一段時間了。

一位媽媽徒步帶三個孩子到場，大男孩兩手都提著重重的食物

袋，大女兒拿著麵包牽著妹妹的手，媽媽頭頂著裝滿蔬果及牛

奶的沉重食物箱，招呼著孩子小心車輛，一家人在炎熱豔陽下

離去的身影，格外令人心疼。

 在社會動盪的關鍵時刻，需要凝聚人心善念，以愛來

幫助鄉親度過困境。慈濟美國需要50萬民眾加入「有愛無

懼・慈悲相繫」行動行列，只要每人10美元以上的善款，

將可籌募500萬美元，來幫助我們的鄰

里鄉親度過疫情的低迷時期。請進一步

了解「有愛無懼・慈悲相繫」行動：  

www.tzuchi.us/zh/coronavirus

 負責食物協調的志工林書賢分享準備過程的小插曲，他和

家人去買麵包刻意多買了十份，希望回程沿途送給路旁街友，

但當天偏巧沒見到任何街友。當他妻子感慨說：「他們運氣不

好，沒遇到我們。」他感觸良多認為：

趁此發放林書賢帶著孩子一起來付出，現場更有許多年輕志工

的身影。剛從德州農工大學畢業的年輕志工曾則方說，很珍惜

服務社區的機會，週末時他常會參加慈濟活動，一起為有需要

的人付出。

「是我們運氣不好無機緣能佈施。真的要把握我們身體健康
之時，有機會做（行善）就要多做一些。付出，不是想要付
出就能付出的，是要有機緣；因此，如果有機會，我們必須
盡力提供幫助。」

慈濟志工  林書賢

民眾頂著豔陽來領取物資。攝影／吳育宗

藉由發放開學
所需的文具用
品，慈濟志工
再度重回華頓
市。攝影／
劉本琦

 志工從網路比價和採購，購置發放清單上列出的各項開

學用品，九位志工在8月11日到德州分會會所，打包本次發放

的文具袋，並特別準備生活關懷包。生活關懷包放入來自台

灣慈濟本會捐贈的兩包香積飯與兩包香積麵、慈濟文宣、竹

筒歲月等物品，希望學童能獲得均衡營養，並培養行善助人

的觀念。

 8月13日清晨志工從德州分會會所開車去華頓市，抵達慈

濟華頓市的合作夥伴「馬上行動組織」（Just Do It Now）的

辦公室，志工此行還要捐贈800個慈濟藍布口罩，給華頓獨

立學區（Whar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教師們。

 華頓獨立學區總監邁克爾·奧吉恩博士（Dr. Michael 

O’Guin）和學區工作人員布里奇特·英格里旭（Bridget 

English）和琳達 · 林斯（Linda Lins）提前到發放現場，聽取

志工簡介紹慈濟與慈濟「幸福校園」項目後，認同可與慈濟進

一步幫助社區家庭。邁克爾並誠摯地代表學區感謝志工。

 民眾陸續來領取發放，有的家庭分享痛失親人的悲痛，

有的人受災的房子已經修好了，開心地和志工分享好消息，

芭比的父親和女兒勞拉（Laura）特地到現場和慈濟志工見

面，並對慈濟志工視華頓居民如親人，持續以愛心與耐心陪

伴表達感謝。

新冠病毒侵襲全球，美國是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的重災區，慈濟美國深刻反思催生成立「素行

動聯盟」（Very Veggie Movement Partner），倡議大範

圍、大規模推廣茹素的理念，希望人們瞭解到與地球共生

息，與萬物生靈的和諧共處的重要性，透過素食為主的飲

食習慣， 避免未來病毒的肆虐與傳播。

 在德州休士頓慈濟志工的努力下，金萱茶飲專賣店

(Golden Oolong Tea），成為第一位加入慈濟美國「素

行動聯盟 」的夥伴成員！越南蔬食餐廳 VG Wok（Tinh 

Tam Chay），也成為第一位越南餐廳夥伴，心緣素食

(Chef Kenny's Asian Vegan Cuisine) 位於休士頓的餐廳

也加入了，還有企業夥伴 All Vegetarian Inc.也提供了優

惠項目。

 慈濟美國「素行動聯盟」仍在持續招募夥伴中，

餐飲業者、蔬食產品製造商皆可成為「素行動聯盟」的

夥伴，業主僅需提供優惠折價項目，定期或不定期舉辦

素食活動，並在企業網站和傳播訊息中分享「素行動聯

盟」訊息，即可成為聯盟的一員。

請有意參與的餐廳與廠商，進一步
到慈濟美國「素行動聯盟」網站：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深入了解活動詳情，並立即採取行
動加入共同推素的行列。

休士頓心
緣素食的餐
點。圖片
來源／
心緣素食

VG Wok的
餐點。圖片
來源／ 
VG Wok

時間：8月29日 (六)   I   美西下午4點 
     美中晚上6點   I  美東晚上7點

地址：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9988

雲端： www.tzuchi.us/2020augceremony

 農曆七月，是慈濟的齋戒吉祥月，全美九大分會慈
濟志工將在今日 (8月29日，星期六) 相聚雲端，藉由演
繹《慈悲三昧水懺》，虔誠聞法學法，讓法髓入心。

 誠摯邀請您一同加入這場殊勝的雲端法會，了因

果、除罪障，在世紀疫情時更深切體會人與萬物生靈

的因緣果報，學會懺悔、學會感恩，洗去每個人的塵

垢及無明，為消弭災疫、人心祥和而祈禱。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猛烈衝擊美國家庭，唯有愛，能
膚慰傷痛。慈濟美國在全美各社區不斷動員，化慈悲心
念為行動，一步步弭平疫情對社會、家庭、和個人造成
的傷害，在接近歲末時節，慈濟美國將首度於10月17日
星期六，在雲端舉辦「慈善感恩音樂會」，凝聚眾人之
力馳援全美陷入困境的家庭。

 若您願意成為慈善感恩音樂會的贊助者，我們將

會在慈濟美國的多媒體（如活動網站、電子報、社群

媒體、或音樂會直播時的銘謝字幕⋯⋯等)，致上對

您的感謝。請聯繫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洽詢贊助項目。

慈濟美國今日活動

慈濟美國雲端慈善感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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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基本造價,⽽不是你的⼼裡價!

          曾經聽過⼀個例⼦，有位屋主 A 他去年花了 25 萬美⾦，在休⼠頓糖城買

了⼀間房⼦，⼀層樓，2100 平⽅英尺。然⽽今年，他旁邊的 B 鄰居只花了

21 萬美⾦，就買到了 2500 平⽅英尺的房⼦，⽽且還是兩層樓，四房兩套半

衛浴。對於 A 屋主來說，他⾺上覺得「天啊！我買貴了四萬塊，坪數還⽐別

⼈⼩！」。

      「兩層樓，房價不是應該更貴嗎？怎麼更貴單價反⽽⽐較便宜？」這正

是許多⼈常有的誤解。原因在於，兩層樓跟⼀層樓的基本造價，其實並不⼀

樣。

        以上例⼦⽽⾔，B 的兩層樓 2500 平⽅英尺，⽤地只有 1200 多平⽅英

尺，因此在屋頂或地基的建造上，⾯積是⽐ A 屋主來得⼩。試想不論屋頂⼤

⼩,⼀般施⼯, ⾄少要出⼀台⼯程⾞、⼀定要付師傅和⼯⼈⼀天的⼯錢，這些

都是基本費⽤，⼤⼩屋頂會產⽣差異的地⽅只在於材料費。這時候⼩⾯積的

屋頂，材料費⽤反⽽還⽐較低。因此在評估房地產價格時，就不是「以量計

價」這麼容易的⼀件事。⼀層樓和兩層樓的房⼦，也不應該直接放在同⼀個

天秤上來⽐較。

 ⼆、問⾃⼰，你為什麼會看上這間房⼦？

         以前屋主的⽴場來看，當初他買這間房⼀定有個購⼊成本；今天他賣掉

時，肯定也會希望⾼於這個價格，不可能做賠錢⽣意。⽽你之所以會看上他的

房⼦，⼀定也有你喜歡這個物件的原因，或許是你沒那麼喜歡兩層樓，或許是

整個房⼦的裝潢、格局特別打動你。因此物件價值的低或⾼，並不是單純「為

什麼他買得到⼀尺 100 塊，⽽我要花 110 塊」如此簡單的⽐較。這間房⼦的開

價，正是這個屋主權衡過後的考量，很難做到你既想要 B 房⼦的價格，⼜擁有

A 房⼦的好。

 三、來⾃第三⽅估價，確認地產當下的價值
         如果你今天買了⼀間房⼦、申請了房貸，意義上除了⽅便你分期付款以

外，其實也代表著「銀⾏願意為它做⼀定的背書」。⽽這樣來⾃公正第三⽅的

評估及認證，其實就已經⾮常清楚地告訴你⸺這個物件對得起這個價格。

          有些⼈可能會想說「可是我還要付利息，加起來就是⽐別⼈付得還多呀？」

換個⻆度想，每個⽉的房貸⽀出，感覺上或許像是付房租，但其實是投注在⾃⼰

的資產⾝上。你不⽤⼀下⼦背負那麼⼤的⾦錢壓⼒，假如是 20 年的房貸，代表這

20 年來你能夠更有餘裕地去運⽤其他資⾦。或許房⼦總價看起來付出得多，但過

程中的⽣活品質，換來的是更⼤的⾃由。

 四、進場時間誰也抓不準，永遠不要跟你隔壁的⽐
        有去市場買過⽔果的⼈⼀定知道，不同時間的⽔果價格有蠻⼤的差異。可

能上週還便宜，這週因為天氣或環境因素影響就變貴了，很難知道到底什麼時

候買才最划算。⽽買房也是⼀樣的道理。就連平常買⽔果都沒辦法買到最便宜

的，⼜怎麼能肯定哪個時候進場，房⼦⼀定可以買在最低價？「所謂的最低

價，都是已經⾛過了才看到。」如果⼀定要追求最低的價格，那就只能永遠在

房地產市場外⾯觀望了! 把握當下最重要!!

         

買房是不是買貴了？4 個觀念先釐清！

Q
很多⼈在買房之後，得知其他住戶的買價或交易狀

況，忍不住就會在意「我這樣是不是買貴了？」甚⾄

希望可以得到⼀個明確的答案——買這間到底划不划
算？是賺了還是賠了？

聯⽲地產 Josie Lin 為我們解答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RE/MAX United 聯⽲地產負責⼈
RE/MAX  Life Time Achievement 終⾝成就獎得主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六 )

聯⽲地產中國城 Houston China Town：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Email: JosieLinTea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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