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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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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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就讀南加州亞凱迪亞高中

（Arcadia High School）二年級，年

僅15歲的華裔青年Weber Lin，憑著

一己之力所拍攝的科普影片，闖入

了「Breakthrough Junior Challenge」
全球性比賽的前 30名，目前比賽進

入「人氣投票」白熱化階段，一旦

通過就能勇闖總決賽，有機會抱得

25萬獎學金，還能為校爭取到耗資

10萬的高中科學實驗室！

華青年設計華青年設計 PPEPPE 33DD打印機打印機，，成抗疫成抗疫

幕後推手幕後推手......
Weber 指出，他在三月時曾經設計

了一個 3D打印個人防護設備專案，

可用來印製口罩、面罩等，他曾以

這項專案在 GoFundMe 募資平台上

募得超過 5000元，並用這筆資金印

製了 3000項個人防護設備給抗疫的

一線人員。

這個專案也促使他想要參加「Break-
through Junior Challenge」今年特別

開設的新冠類別競賽，並希望透過

淺顯易懂的影片，幫助大人小孩了

解新冠病毒。目前這項比賽有來自

菲律賓、印度、委內瑞拉、埃及等

世界各地的青年參與，發揮科研精

神用影像視覺將成果展現。

「「三秒鐘三秒鐘」」無痛投票無痛投票，，幫助華裔青幫助華裔青

年勇闖總決賽年勇闖總決賽

目前人氣投票階段從9月5日累計至

9月20日，若想幫年紀輕輕的Weber
投票，幫助他勇闖總決賽擂台，只

要上「Breakthrough Junior Challenge
」臉書粉絲業，為 Weber 的影片

「按個讚 + 分享」，掃描下面 QR
code即可前往投票頁面。（影片按

讚算一票，分享算第二票，大家快

手刀投起！）

掃描投票掃描投票掃描投票掃描投票

休斯頓市長商討計畫休斯頓市長商討計畫休斯頓市長商討計畫休斯頓市長商討計畫﹐﹐﹐﹐擬有限度地擬有限度地擬有限度地擬有限度地「「「「重啟特殊活動重啟特殊活動重啟特殊活動重啟特殊活動」」」」
在疫情之下，休斯頓當

地許多商家紛傳倒閉，

大型活動也幾乎全數取

消，2020 年為人們的生

活帶來了莫大衝擊。休

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在 9 日放出消息

，將允許在有限的基礎

下，擬定計畫恢復休斯

頓市的一些特殊活動。

特納指出，這些活動若

要舉辦，需要符合一定前提，包括

只能容納 25%人潮，且參加者必須

事先進行量體溫、填新冠檢測問卷

，才能參與。參加者也要持續配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此外，一些

難以控制人數的活動，包括遊行、

長跑活動、自行車活動、節日等，

目前仍然必須暫停到年底，像是今

年的感恩節遊行就有極高機率無法

舉辦。

這項消息隨即引發兩極批判，有些

民眾留言希望一切能快點回歸正常

軌道，然而，也有不少民眾認為病

毒還沒有結束，不應該這時鬆綁法

規。

針對近來休斯頓疫情逐步呈現下降

趨勢，特納表示這是一個好消息，

且截至9日，休斯頓地區的新冠陽性

率降到了6.6%，離目標的5%相當接

近。特納呼籲，只要居民持續配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一定能達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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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饮食，必然谈到五味：酸、苦

、甘、辛、咸。每个人的口味可以说都

不相同，有人贪酸，有人嗜甜，有人无

辣不欢……这种对口味的偏嗜，很多时

候与遗传、地理位置、生活饮食习惯等

有关。

中医里的五味与五脏对应：酸入肝

，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食之恰当，五味可以养五脏，五味过于

偏嗜则会损害五脏。反过来，口味的突

然改变也往往是脏腑

发出的健康预警。

喜酸——注意肝脏

肝的本味是酸，

适当吃酸味，对肝是

有一定滋养作用的。

山西、陕西一带菜肴

多酸，缘于当地气候

干燥，人体津液易损

，适当食酸可滋养阴

液。但嗜酸过度，则

容易导致肝失疏泄，

气机不畅。而突然爱

吃酸味，则可能是肝

脏出现问题的一种反

映。

酸性涩滞、收敛

，酸味吃得过多，还

会有碍胃的正常生理

功能，影响消化，引

发一系列脾胃问题。

现代研究表明，

适量食用酸味食物，

可促进消化功能、增

强肝脏的解毒能力，调味的醋还具有抑

制或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作用。但过量食

用酸味食物会引起胃肠道痉挛、消化功

能紊乱，甚至还会引起胃炎、消化性溃

疡等病症。

偏嗜苦味——心火旺盛

苦入心，具有清泄火热、燥湿、坚

阴的作用。两广地区夏季暑湿较重，故

有饮凉茶以祛暑湿清心火的习俗。

偏嗜苦味，多为心火内盛的表现，

常见的症状有：心慌心悸、失眠多梦、

口角生疮、舌尖红等。苦味食物虽然具

有一定营养价值，但大多性质寒凉。长

期偏嗜苦味不仅损伤心气，还会加重食

欲差、腹部冷痛、拉肚子等脾胃虚寒症

状。

偏嗜甘甜——脾胃不足

适当食用甘味，对脾胃有滋养作用

。喜食甘味者脾胃多虚，明代医家万全

提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观

点，故儿童嗜甜。

江浙地区临近海边，地势低洼，气

候潮湿，易伤脾胃，故江浙一带的人多

喜食甘淡。

临床上，脾胃病患者也可见想吃甜

食，健脾益气的药材也大多具有甘甜之

味，如山药、黄芪、大枣等。但过食肥

甘厚味容易化生痰湿，阻滞气机，影响

脾胃运化。

现代研究表明，糖类是人体能量的

主要来源，可以让人感到兴奋，有助于

缓解压力，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

，但是摄入糖类过多与多种疾病风险升

高相关，如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痛

风、高血压、心脏疾病和脑卒中等。

辛入肺，辛味可解表行气、调理气

血，如四川一带多崇山峻岭、易染瘴气

，当地人喜食辛辣，以疏理气血，散发

瘴气。肺病嗜辛，突然喜食辛味往往也

是生理上需要宣发肺气以缓解症状的一

种自然选择。如葱、姜味辛，辛入肺，

所以可以宣肺通鼻、调治肺气不利的鼻

塞、流涕等病证。

但是长期偏嗜辛辣，则容易导致

肺气宣发太过、气机耗散、耗伤精神

，比较常见的症状有：腰疼、麻木、

疲惫、头昏脑涨等。除此之外，“无

辣不欢”还很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及

肛肠疾病。

偏嗜咸味——肾精不足

咸入肾，适量的咸味对肾有滋养

作用。北方地区寒冷，菜品和人的口

味往往偏咸，这与咸能补肾，化为阳

气而御寒，增强人体抗寒能力不无关

系。

肾病患者对咸味、酸味等味道比较

麻木，因此很容易口味过咸。中医认为

，长期偏嗜咸味会损伤肾精，同时可进

一步影响到其他脏腑，还可能引发高血

压、心脏病、哮喘、慢性肾病等。平时

应有意识地减少盐的摄入，清淡饮食，

以防味蕾迟钝，形成越吃越咸的恶性循

环。

你的口味，揭示了你的五脏健康

一般传统节假日大多是大鱼大肉，

现代人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食物多烹

调方式常为煎、炸，还有一些腌制菜、

甜食点心等，常见的营养问题就是高油

、高糖、高盐、低纤维、饮食不均衡。

台湾成大医院营养部营养师赖慧珊就指

出，心血管疾病病友的饮食控制，须注

意少盐、少油、少糖、多纤维、饮食均

衡且不过量。然而，要如何烹调出健康

年菜？营养师也提供大家一些小妙招。

鱼肉 记得三低一高，低盐、低油、

低糖和高纤维。少用加工食品，例如罐

头、肉干、香肠、腊肉、腌渍品（榨菜

、笋干）等。少用调味品，其实只要食

材新鲜就可避免过多调味料，可多使用

天然香料，例如葱、姜、蒜、香菜、红

枣、香菇、洋葱等来增加食物香味。

姜蒜葱 也可使用柠檬、苹果、菠萝

、番茄等水果的特殊酸味增加风味。沾

酱如辣椒酱、豆瓣酱等含盐量也很高，

要特别注意。食材尽量选择瘦肉，避免

香肠、火腿、火锅料等碎肉制品。选择

清淡少油的烹调法，像是清蒸、水煮、

凉拌、卤、烤、炖等。享用年菜时记得

去皮、去肥肉。

开心果 还有些核果类，例如：开心

果、花生、瓜子、核桃、腰果等，属于

油脂类，要适量食用。减少含糖饮料的

摄取，应尽量选择白开水、无糖茶类等

，少吃甜点、零食。在年菜的设计中可

加入蔬菜及水果，但不要以果汁取代新

鲜水果，如此不但营养均衡，也增加纤

维的摄取。

蓝莓 近年来酵素产品也

非常流行，然后1985年，美

国医学博士爱德华· 豪威尔出

版了《酵素营养学》，他率

先提出了食物酵素对人类营

养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他被学术界尊崇为“酵素之

父”。豪威尔博士研究了酵

素50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揭示酵素与疾病关系的人。

豪威尔博士认为：“酵素不

足是健康的第一杀手。酵素

不足杀死的人超过了艾滋病、癌症、心

脏病、糖尿病和意外事故数量的总和。

”在日常多补充酵素一类发酵制品也是

非常好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

赖慧珊表示，这样的烹煮方式，可

让年菜热量较传统年菜减少3成至5成，

且可减少一半之盐分摄取，油脂控制于

30%以内，富含膳食纤维，让您吃得美

味又健康。

大鱼大肉吃的多？三低一高健康吃

參議院共和黨週二宣佈了提出削減的救濟法案的內容
共和黨意外提出不提供刺激性支票州和地方援助
佩洛西和舒默嚴厲批評共和黨不想花錢幫助人們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參議院共和黨人在8月休會後返回

華盛頓，於週二宣佈了冠狀病毒緩解措施減少的預算額。 關於

下一輪援助的談判在國會山已經停滯了數週，而且兩黨仍然沒有

進步的跡象。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

星期二的參議院會議上說，參議院將在本週審議該法案。共和黨

的目的是通過所謂的“瘦身”救濟法案向民主

黨施加壓力，但預計該法案不會在參議院獲得

通過。預計該立法將耗資約5,000億美元，約

為共和黨今年夏天早些時候在《醫療法》中提

議的一半。

為了降低成本並使不願再花錢的共和黨人滿意

，精簡的法案將重新利用數千億美元的未花費

的CARES法案資金。麥康奈爾在參議院發言

時說：“我們希望在可能達成兩黨協議的地方

達成共識，獲得更多幫助，然後再繼續討論其

餘問題。” “眾議院議長南希· 佩洛西（D-CA

）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廢除

了該法案， “民主黨人永遠不會支持的毒藥

法案”。

立法將擴大援助小企業 “薪水保護計劃”，

以允許某些小型企業獲得第二筆可寬恕的貸款

。該計劃中還剩下約1,300億美元，但當國會於8月8日終止該計

劃時，美國政府停止接受申請。要獲得第二筆貸款的資格，企業

必須擁有少於300名員工，並且與2019年同期相比，到2020年第

二季度必須顯示35％的收入損失。存在兩黨對額外小企業援助的

支持，但沒有更廣泛的範圍 刺激方案，小企業救濟仍然陷入僵

局。

共和黨人提議每週增加 300 美元的失業救濟金，這是《

CARES法》規定的每週增加工資的一半。增加的福利將持續到

12月27日。川普總統採取了行政措施，以創造每週300美元的提

振。新的共和黨法案包括用於學校的1050億美元，用于冠狀病

毒測試和接觸者追踪的160億美元以及用於疫苗開發和分發的

310億美元。 它為農民提供了額外的200億美元，為免除美國郵

政局的貸款提供了100億美元，為兒童保育提供了100億美元。

沒有刺激性支票，州和地方援助: 最新法案中缺少的是白宮

和民主黨人表示支持的另一輪直接付款。 救濟方案也不包括為

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資金。關於缺乏刺激性支票，州和地方援助

: 佩洛西和舒默說，共和黨法案不想花任何少量的錢來幫助人們

。

麥康奈爾抨擊佩洛西（Pelosi）拒絕採取逐項刺激方案，同

時在上個月只著重於美國郵政服務的一項法案獲得通過。 他指

責民主黨人舉行另一輪救濟，以期在11月大選之前傷害川普總

統。“他們不希望美國家庭在川普總統連任投票結束之前看到更

多的兩黨援助。 他們把美國人的健康，工作和學校當作人質，

以獲取黨派利益。”麥康奈爾說。目前尚不清楚雙方何時可以重

啟兩黨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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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光鹽社將於今天（9月12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
四時舉行健保褔利系列講座之一：兒童、孕婦白卡介紹，申請及如
何使用，是否算做公共負擔? 由歐陽婉貞律師及古雨女士主講。

為了向社區民眾提供更好的健保福利申請及相關服務，光鹽社
將在九月和十月舉辦一系列在線的健保福利講座，講座主題包括兒
童、孕婦白卡，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卡及其補充計劃，殘
障人士健保及福利，食物券，金卡（哈里斯縣健康補助計劃）。邀
請了具有超過20年移民法律案件經驗的律師，聯邦政府認證的健保
市場諮詢員，和州政府認證的Medicaid/CHIP導航員為大家講解，

同時也邀請了使用健保計劃多年的個人分享使用經歷。
歐陽婉貞律師擁有 30 多年的法律從業經驗，其中美國從業經驗

長達 20 年之久。 1995 年獲紐約州律師執照，2009 年獲德州律師執
照，德州法院認證的合資格第三方調解員， 美國聯邦地區南部區域
法院執業資格，1991年獲得美國南美大學法律碩士學位並獲得Dean
Robert Gerald Storey獎學金，1986 年通過競爭激烈的台灣法官資格
考試，1981 年獲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學士學位。歐陽律師擅長移民與
商務法律案件，精於分析，思路縝密。她曾成 功地幫助許多企業赴
美投資談判，成功地設計並完善投資或合作模式，亦 曾成功地幫助

許多華人或公司員工獲得美國綠卡及重要的赴美工作簽證。工作閒
暇之餘，歐陽律師積極地參與社會公益項目。

古雨女士為聯邦政府認證健康保險市場諮詢員，州政府認證
Medicaid/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網上會議鏈接：https://us02web.zoom.us/j/83353014759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ton）
會議號碼：833 5301 4759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加。

光鹽社今天下午舉行健保福利系列講座之一光鹽社今天下午舉行健保福利系列講座之一：：
兒童兒童、、孕婦白卡介紹孕婦白卡介紹、、申請及如何使用申請及如何使用，，是否算做公共負擔是否算做公共負擔

白宮和共和黨領導人正在為第二輪刺激計劃工作白宮和共和黨領導人正在為第二輪刺激計劃工作，，看來他們看來他們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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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内则》中记载：“男女未冠

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鬓总

角，衿缨，皆配容臭。”

容臭说的就是香囊，也就是几千年前的

“香水”。“朱砂、雄黄、艾草…”这

些东西听起来确实像炖肉时出现的调味

料，或是十全大补汤中放的中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外表就歧视它，

人不可貌相的道理还是要懂的，所以你

不能因为它听起来像炖肉的材料，就说

它闻起来肯定像五香鸡，这就是赤裸裸

的偏见了。

所以放下“成见”思考一下，这些

听起来像调味大料的东西做出的香囊，

是什么味道？香囊为什么能留存至今？

它到底有什么吸引世人的魅力？

限定款？平价款？你pick哪款？

几千年前的时尚限定款

香奈儿的创始人可可曾说过“不用

香水的女人没有未来。”时代洪流中，

香奈儿最经典的五号香水被多数人追捧

，甚至玛丽莲梦露都在给人们“种草”

。

她是这么说的：“I wear nothing

but a few drops of Chanel No.5”，这

个种草的方式简单粗暴，她也不像那些

美妆博主给你讲一大堆这是什么香味、

前调是什么、中调是什么。她说的是睡

觉时，“我什么都不穿只需要喷几滴香

奈儿五号。”

当然几千年前的香囊也不会输，现

在最流行什么？挂羊头卖狗肉，东西不

变在前缀加个“限定”，价格直接上涨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世

界是颜控的天堂啊，谁不喜欢好看的东

西呢？

香囊就是这样，马王堆汉墓考古中

曾出土过四件香囊，囊均以桑蚕丝制成

，搁在现代就是“古风香囊”，囊上纯

手工绣着乘云绣纹饰，用棕红色作为香

囊的主配色，精致不失美观。

《国家宝藏》中由陕西历史博物馆

选送的文物中，有一样小巧却无法令人

忽视的文物—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比起汉代时用桑蚕丝制成的香囊，

它的外形设计更为出色，颜控绝对逃不

过的一款香囊。金属制球形状中装着香

料，香囊球外廓别出心裁，采用镂空雕

刻花纹。它是称之无愧的全球限量，仅

有一个，而香囊的主人是杨玉环。

平价款香囊种草

既不是玛丽莲梦露，也没有投胎成

杨玉环的命。虽然没有限量款的香水和

香囊，但我们仍然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清朝女子很好的阐述了这个观念。

雍正九年，皇帝下旨，圣旨上是这

么说的，要求造办处做一件

香囊，“比黄圆香袋略大些

，做一象牙透雕的花囊。盛

鲜花用，亦可盛香袋用，若

香袋无味亦可换得。”

这款香囊深受清朝女子欢

迎，这种香囊呈鸡心形，吊

绳用于便于挂在衣服上，香

囊下方会有垂穗，虽然不能

步步生莲，但走路时垂穗被

风带起，也算是“走路带风

”。

虽然款式大多相同，那怎

么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香囊呢？材料多数都是丝绸

和布料，清朝女子有妙计，

从香囊花纹、色彩下功夫。

石青、朱红、明黄、蔚蓝任

君挑选，花卉纹样、吉祥图

案、几何图案让人眼花缭乱

。

清宫旧藏的香囊中更有别

出心裁者，使用了“莫兰迪

色系”，什么是莫兰迪色系

？简单说就是油盐不进的配

色，颜色灰度很高，这种色系无论与哪

种明度高的色彩搭配都很丑，但是互相

搭配时，却是和谐又好看，甚至有些梦

幻。

不得不敬佩清朝女子的时尚嗅觉，

几千年后迪士尼公主火遍全球，印象中

无论是天鹅湖还是胡桃夹子中的公主都

钟爱莫兰迪色系中的蓝和粉。

这种搭配清朝女子早就运用在自己

的香囊上，两种颜色搭配在衣服中，令

人眼前一亮。如果清朝有时装秀，清朝

女子们都是自己的设计师。

古代版蚊香

夏日很美好，蝉鸣、西瓜和凉爽的

夜晚。夏日也有苦恼，炎热干燥以及最

招人烦的蚊子。自古以来至今，蚊子可

以称之为人类公敌，百害而无一利，有

时候蚊香都挡不住它猛烈的进攻。现代

人都为此苦恼，那古人呢？看着和几千

年一样的月亮，不禁思考到这件事。

古人的智慧是不可估测的，在生活

中也常有体现。香囊不仅是装饰物，其

中盛放的香料起到了驱蚊虫、防叮咬的

用处。香囊中放置艾草、菖蒲可起到这

样的作用。

现代看病光是感冒药就不知道多少

种，阿莫西林胶囊、板蓝根都是常见的

。香囊当然也不会输，除了艾草、菖蒲

会有这样的作用。古人还有另一种搭配

：香料、雄黄，也是常见的防蚊虫叮咬

搭配。

古代预防生病指南

有史实有真相，你也许觉得这些香

料听起来都不靠谱，像是庸医为了赚钱

而把产品功效吹的天花乱坠。真香定律

永远不会迟到，不信？那我们拿事实来

理论。

1927年在长沙发掘出的马王堆汉墓

，考古人员资料显示一号汉墓出土的文

物中，包括了墓中尸体手中握着的香囊

，以及在棺椁中发现了四个香囊。

这六个香囊中盛放着不同的香料和

药材，专业人员鉴定后确认香囊中放着

：辛夷、花椒、佩兰、桂皮、马蹄香等

等，查阅医术相关书籍，就会知道马蹄

香可以祛风寒，也就是预防感冒。

离骚中“灵均所纫之秋兰”的秋兰

、元代名医所讲“兰叶秉金水之气而似

有火，人知其花香之贵，而不知其叶有

药方。”中的兰叶都是香囊中常会盛放

的材料。所以即使古代没有西医，但中

医也不是吃素的，无论是风寒还是时疫

都有对应的预防指南。

也是定情信物

从古至今，有一枚香囊的价值是无

法衡量的，它在战争中幸运的留存下来

，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凄美的历史。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

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自己一手

酿成的叛乱失去了自己的挚爱杨玉环。

在安禄山兵变中，眼看长安将失守，李

隆基带着贵妃逃向蜀地。

在途经马嵬坡时，禁卫军处死杨国

忠父子后请求唐玄宗处死杨玉环。当然

这也不难理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就因为杨贵妃想吃荔

枝，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去满足她的愿

望。大家都是普通百姓，比起你们伟大

的爱情，当然是天下苍生更重要。杨贵

妃就此自缢并就地埋葬。

西京收复后，唐玄宗派人去墓地想

要移葬杨贵妃的遗体，可惜只剩一具白

骨还有那枚被收藏在陕西博物馆的葡萄

花鸟纹银香囊。香囊被唐玄宗当做了寄

与相思之情的信物，垂暮之年时，睹物

思人，仿佛伊人还在眼前，令人动容。

诗句《太真香囊子》中：“蹙金妃

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

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可见唐玄

宗虽贵为天子，但仍难逃情关，香囊竟

然成了他唯一寄托思念的信物。

香囊制作配方大公开

1、固体香水？看看是不是你爱的

味道

作为一个精致的古代美女或者帅哥

，香囊必不可少，可谓是出行必备。这

种香囊侧重于香料，也就是注重香囊的

香味，所以香囊中常常盛放白芷、丁香

、佩兰、艾叶、陈皮、薄荷以及苍术等

中草药。

这种香囊有个小tips要谨记，香囊中

的草药十天进行一次更换，不然十天之后

，你随身携带的只是个无味的小布包。

2、实用型配方—“包治百病”

古时候，其实并不是多数人都能看

得起病的，大家都会找江湖郎中，但江

湖郎中又名“江湖骗子”。被无用的药

方导致身体出现问题的情况不少见，所

以既然看不起病，那只能提前预防了。

无论是感冒还是瘟疫，这种香囊都

可以减少生病的概率。香囊中放置雄黄

、朱砂、龙骨、白芷、桂皮、茱萸等药

材可有效防止病毒侵入体内。

3、学生党必备神器香囊

这款香囊可以称之为黑科技了，上

课想睡觉但老师太凶怎么办？记忆中语

文课是最令人昏昏欲睡的课程，但你想

想古人的课程：四书五经、大学中庸。

光是听到名字就想打哈欠的课程，

那惧怕夫子的孩子们怎么办？香囊有妙

招，这款香囊的配料可以解春困，随身

携带着放置冰片、樟脑、良姜和桂皮的

香囊，可以在万物充满生机的春天让你

也不失去活力。当然，此配方仅限于解

春困，夏秋冬这三季就要自己谨慎注意

了，不然会被老师罚站。

中国用香历史悠久，流传至今。无

论是香囊的刺绣花纹还是丝绸布料都是

中国风中独一无二的美；无论是贵妃所

用的香囊，或是寻常女子的香囊都是属

于自己的限定款。

你说它是花拳绣腿没有真功夫？但

它会预防病痛、驱赶蚊虫；你说它太

“实用”，没点内涵？但它又浪漫的不

像话，它传达了已逝去的伊人与爱人之

间即使隔着生命但仍深沉的爱。除此外

，小小的香囊也蕴含着许多中医的智慧

。它闻起来不像五香鸭，配方也不是调

味大料，它是中国千年文化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

古人版“香奈儿5号”——香囊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截止周五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78730人, 2418人死亡, 150，

260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 649，809人，13853人死亡。

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腦功能的影響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有緩和的趨勢。雖然新
冠肺炎的治療方式正不斷改善，但病毒引起的神經系統併發症狀
仍令人憂慮，例如包括喪失嗅覺、意識模糊和頭痛等等。

然而，醫護人員十分關注新冠肺炎治療對於大腦及相關認知
功能障礙的影響，例如是記憶力及專注力。這促使美國麻省總醫
院的醫生及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神經系統
的影響。

新冠肺炎患者需要長時間使用呼吸機
當新冠病毒微粒被吸入並擴散至肺部，人們便會染病。由於

病毒有機會對病人的肺部造成其他損害，有些人可能無法自行呼
吸，需要依賴機器透過喉管將氧氣帶入體內。

呼吸機已成為新冠肺炎治療的常見部分，而使用呼吸機同時
，需使用鎮靜劑以防病人受傷。

在疫情爆發初期，醫護人員未有足夠經驗應對病毒，仍在不
斷學習更有效處理病症的方法。在許多情況下會延長鎮靜劑的有
效期，甚至長達數周，比起平常使到鎮靜劑的治療（如手術）更

長。
不久後，有報導指新冠肺炎患者正面臨新的問題。
麻醉學專家Dr. Emery Brow表示： 「有報告指出有病人

的呼吸系統已經得到改善，但仍處於昏迷狀態。由於使
用呼吸機會增加身體缺氧的機率，令血液凝固並改變身
體代謝藥物的方式，因此有機會導致病人處於昏迷狀態
。」

找尋新冠病毒與缺氧性損傷的關連
神經學家未能理解新冠肺炎如何直接影響大腦。Dr.

Shibani Mukerji是美國麻省總醫院神經及傳染病科副主任
，以及最近一篇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關於新冠肺炎死者驗
屍醫學研究文章的聯合作者。這項研究中沒有在使用呼吸器的患
者的腦組織內發現能夠引致新冠肺炎的病毒。這表明除了病毒直
接感染大腦外，仍有其他在感染期間能夠引起神經系統症狀的因
素。

Dr. Mukerji指： 「我們現時手上大多數的神經系統病例中並
沒有發現直接感染中樞神經系統的證據。但可確定的是新冠肺炎
的患者的腦細胞因缺氧死亡，因此會出現缺氧性損傷。由於長期
使用呼吸機提高了缺氧性損傷的風險，因此隱藏了引致缺氧性損
傷的真正原因，現時很難斷定新冠肺炎是否其中一個誘因。不論
患病的源頭，缺氧性損傷較容易出現在需要長期使用呼吸機的患
者身上。」

醫學界對於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缺氧性損傷、神經系統症狀和
認知功能障礙的原因仍存有不少爭論，而血塊被認為是造成腦部
損傷和相關症狀的關鍵因素。

Dr. Mukerj補充： 「磁力共振成像中能發現腦內微出血，但

這並不能證明微血塊會否導致低氧變化。感染有機會導致其他器
官的血凝塊增加，但在大腦中會否出現微凝塊仍然有待爭議。」

集中研究每個線索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會有昏迷及明顯的認知功能障礙等無

法預測的症狀。
Dr. Brown 表示： 「我們在接下來的數年會密切留意是否有

殘留影響存在於患者身上，並觀察患者有否出現更廣泛的症狀。
」

新冠肺炎、神經系統症狀與潛在的腦功能障礙之間有著複雜
的連繫。儘管這個議題仍未得出結論，但這些關聯為研究工作提
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
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臟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
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
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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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简单说说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申请条件的第二项专业领域内协会组织

会员身份，简单来说就是本领域的协会

会员。协会会员需要领域内知名专家审

核拥有杰出成就才可以获得。

美国移民局官员将判定申请受益

人提供的协会组织会员身份是否经过

业内知名专家审核，认定其拥有杰出

成就方批准获得。因此在准备此项证

据时，必须围绕表明所得的会员资格

是基于业内或国际上知名专家审核，

被认定在所申请领域获得了杰出成就

方被授予该会会员资格。

举例来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

的会员资格需要由一名科学院院士或

“临时提名小组”提名，再经过至少

两轮投票通过才进入下一轮遴选，再

经过同行评审后，最终要由包括其他

领域在内的所有成员一起投票决定最

终结果。获得会员的资格是基于个人

有独创性研究，取得了瞩目成就，同

时获得广泛认可。

如果协会组织有不同级别的会员，

申请受益人的会员资格级别的证据必须

显示出。为获取该级别会员，要经过国

内或国际知名专家审核程序，确认在申

请类别领域内获得杰出成就方能获得该

级别的会员资格。在帮助申请受益人准

备材料时，也经常会发现一些申请受益

人提供的普通会员和资深会员在入会标

准上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移民局《审裁官工作手册》

给出了一些例子，当审核者看到以下

证据时，他们会认为申请受益人的会

员资格不是建立在为领域内做出杰出

成就的基础上，例如：

仅仅基于学历程度或在某一领域

工作的碾子获得会员资格

基于缴纳会费或订阅协会刊物获

得会员资格

基于工作需要，义务或从业要求

而加入的协会。例如工会、律协或演

员同业协会

行业内所有成员都可以加入的协

会一般不被考虑，会员只限定在行业

内最有成就的人才有证据价值。对于

此项条件，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呈请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格，在不同

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成立于

1963年的国际性组织“电子技术与电

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会员资格

以往被认为是强大的证据，但后来一

些美国移民局服务中心也发出RFE，

指名发现该协会每年有许多新人加入

，不能显示出申请受益人在领域内的

杰出，因此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查了一下资料，现在IEEE已经拥有来

自175个国家的 42万会员，会员也分

几个级别，初级会员显然已不再具有

说服力，个人认为至少达到会士级别

的会员才符合资格。

前面谈到职业组织的会员往往不

被视为满足此条标准的证据，例如律

师协会或演员联合会，但这也不是完

全不能作为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申请的证据。如果你在组织内自身位

置或是高层领导，领导职务是因为杰

出成就获得提名并经过选举和评审程

序获得，你就可以提交此类证据，但

你还必须附上详细的提名条件、选举

程序介绍、最终审核意见和组织推荐

信等证据。

美国移民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根

据目前的美国移民政策，美国EB-1A

杰出人才移民算是当前最热门的项目

，不像EB-2/EB-3那样需要雇主支持和

劳工证，不需要像EB-5投资移民那样

需要投资大额资金，排期也是美国职

业移民中最快的，加急15天即可获批

。而且一人申请全家获得永久绿卡。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申请条件之协会解析

美国作为目前的全球“疫情中心”

，一边是蹭蹭蹭上涨的新增病例，一边

是完全不管不顾的上街游行，全世界人

民都在为他们着急，而对于很多持有美

国绿卡的客户而言，这个节骨眼上，到

底要不要回美国？如果不回去是不是意

味着好不容易拿到的绿卡就失效了？如

果超时没有进入美国下次回去会不会被

请进小黑屋？今天新通移民的专家老师

将为您一一答疑解惑。

美国到底有没有移民监？

“移民监”是指法案规定永居持有

人在移民目的国需要遵守的居住要求，

很多欧洲国家都有明确的每年要住满几

天的规定。而在美国的移民法中，虽然

没有特别强调明确的居住要求，但成为

美国居民（绿卡持有人）后，绿卡持有

人必须要有把美国当作自己家的意图。

法案中还有一句话，如果已经获得合法

身份的移民离开美国时间超过180天，

是有可能造成身份的失效的（fail to

maintain）。换句话说，每半年去一次美

国是维持合法身份的有效途径。

长时间不能回美国会不会影响永居身份

？

按照离境时间长短来分：

1. 离开超过2年

如果绿卡持有人需要长时间（一年

以上）离开美国，比如回国照顾老人等

，可以在离开前在美国当地移民局办公

室申请回美证（re-entry permit）。回美

证的有效期可以达到两年。如要申请，

需要做以下准备：

⑥填写完整的I-131表；

⑥有效期内的绿卡或 I-551 表或

I-797表；

⑥护照上的生物信息页以及首登信

息页；

所有文件需要邮寄到指定的美国移

民局办公室处理，根据官网显示，Texas

办公室目前的审理时间在4周-5个月不

等，其他几个办公室更长，至少5-6个

月以上。鉴于目前美国移民局也没有完

全运转，效率缓慢，所以如果在美国的

绿卡持有人想要办理回美证，需要做好

时间的规划。

2. 离开超过1年

如果绿卡持有人没有提前申请回美

证，并且离开美国超过一年，这种情况

下，如果要返回美国，则需要向美国驻

华使领馆申请SB-1回美签证（Returnin-

gResident Visas）。需要准备以下资料：

⑥填写完整的申请表DS-117；

⑥有效期内绿卡或者I-551表；

⑥失效的回美证（如有）

⑥离开美国日期的相关证明（如机

票、护照上的出境章等）

⑥跟美国有关系的相关证明（如美

国报税单、房产、租约、银行账户、美

国驾照、水电费缴费单、子女在美就读

记录、其他亲属信息、离开美国时的往

返机票等）

⑥客观存在的无法回美的证明（如

医疗记录、工作外派记录等）

领馆的工作人员将根据递交的材料

对申请进行审核安排面试，决定是否符

合申请条件。目前广领馆依然是在关闭

状态（仅处理个别业务），考虑到开门

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申请涌入，建议有此

需要的客户可以早点开始准备。

（美国驻华使馆官网链接：https://

www.ustraveldocs.com/cn_zh/cn-iv-sb1visas.

asp）

*需要注意的是：面试是非常主观的

，尽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您与美国的

联系，否则将影响回美签证的通过率。

3. 离开超过半年

如果离开超过180天但不足1年，

只要绿卡是有效的，可以继续凭绿卡入

境美国，通常需要经过海关的批准入境

（admission）。海关工作人员有可能对

你进行盘问和建议你主动放弃绿卡（签

署I-407自愿放弃绿卡申请）。如果不想

放弃绿卡，切记不要签署任何文件，并

且提供自己有把美国作为家的居住意图

的证据。

可参考美国移民局官方网站：https:

//www.uscis.gov/green-card/af-

ter-we-grant-your-green-card

4. 离开不超过半年

如果离开不超过180天，就按照正

常程序入关即可，因为本来就可以合法

进入美国。这有别于其他持各类签证

（B/L/F等）入境美国海关的人，他们都

需要经过海关的批准入境（admission）

才可以进入。

到底要不要为了维持绿卡而回美国？

这真的是一个灵魂拷问。美国依然

执行旅行禁令，除了公民和PR及直系

亲属，其他签证依然不可入境。航空政

策经过多轮谈判，有所松动，但航班较

以往肯定不足，越来越多热客户将面临

超过6个月不能如期回美的情况。

就此问题，我们认为：只要绿卡或

者I-829延期信或者I-551章仍在有效期

内，超过6个月未满1年的绿卡持有人

，入境美国应该没有问题。以防万一，

可以在入境时可携带一些证明和美国仍

有密切、固定的关系，自己从来没有放

弃过回美定居。此外，也可以带上由于

自身不可控因素导致逾期滞留外国的证

明，比如在国内就业、照顾老人、疫情

特殊情况、封城隔离、航班取消等。

但如果在美国境外停留超过1年，

又没有回美证或者回美证过期了，那在

再次入境前需要申请SB-1回美签证。手

续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要先向广领馆

提交申请，参加第一轮面试。

如果具备申请资格，需重新进行移民

体检、移民签证程序、缴纳费用，并进行

第二轮面试，最终决定是否能获得回美签

证。在两轮面试中，都必须有证据证明绿

卡持有人的逾期逗留是因为返美受阻。如

果签证官对逾期逗留解释说明的原因不能

认同，签证官可能拒绝。但现在广领馆还

没有接收处理因为疫情造成不能回美的案

子，尚无法判断其审理标准，但建议尽量

保留充足的证据。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效的返美证可

以使签证官不能简单依据境外的居留时间

，而拒绝绿卡持有者返回美国。但是即便

拿了返美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更重要

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多保留证据，让签证官

相信，您对于返回美国有强烈意图，却是

因不可控因素导致逾期滞留外国。

美国绿卡持有人，长期不入境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目前移民美国的最佳方

式就是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了，申

请人想要通过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美国，必须满足美国移民局给出的十项

标准中的至少三项。此前我们一一讲解

了后五条标准，今天我们来讲解独特价

值这一项。

独特价值在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文案

看来，是整个案子的灵魂。美国EB-1A

杰出人才移民中的杰出人才指的是某个

领域中具有很高成就中的一小部分人，

所以申请人必然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

简答来讲就是，申请人的独特价值

。再说通俗点就是，“我有个好东西非

常牛B，但我有你没有，那我就厉害。

或者说我开创了什么，我是创始人”。

这是移民官审案一个最关键的一项，必

须要有。今天就细分一下美国EB-1A杰

出人才移民申请中得第五项：对专业领

域做出重大意义的原创性贡献。

这项标准一是说贡献是自己的专业

领域，二是说贡献要有原创性同时意义

重大。请注意，这种重大的原创贡献不

仅是科学性性或者学术性的，还包括艺

术性、运动性或与商业有关的。

出国呈请人主张满足此项标准条件，

就要提供对业内做出“意义重大的原创性

贡献”的证据。而不是仅仅宣称自己取得

了原创性贡献。提交的证据可以包括：

1.客观文件证据。例如专利、软件

著作权及表明广泛应用的证据

2.行业相关机构的书面证据，应明

确声明目前申请受益人的工作对领域内

很重要

3.业内专家讲述申请受益人已做出

重大贡献的证言或支持信件

4.发表的原创学术性文章和被资助

的研究项目报告及成果，发表或审阅的

论文被多次引用的证据

5.表明申请受益人对业内的重大贡

献已经引起广泛公众评论或已被广泛引

用的证据

6.申请受益人的工作成功正在被他

人应用、使用或者利用的证据

如果是提交推荐信和证言，要提供

尽可能多的细节，对申请受益人的贡献

做出详尽解释，描述为什么这种贡献是

原创性的、独创性的，而不是复制别人

的工作，还要出具说明为什么和怎样意

义重大。对于工作的重要性泛泛而谈的

一般性陈述是远远不够的。移民局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审核者不是行业

专家，呈请人只有详尽解释，充分论证

，才能让对方理解申请受益人贡献的重

大意义。

美国移民局认为，学术文章、论文可

以算是“原创性贡献”，他们将重点审核

这种原创性文章是否构成对所在领域内的

主要和重大贡献。虽然某些发表的论文具

备“独创性”或“原创性”，但仅仅是这

一条并不足以构成“重大贡献”的证据。

举例来说，经过同业互查在学术会

议上做的学术报告或经过同业互查在学

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果该报告

或该学术论文激起了广泛评论或受到相

当多引用，就可能被视为申请受益人对

所在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又如，

收到审核别人论文的同业互查的邀请，

审核的文章进入引文索引，在领域内被

视为权威文章而多次被引用，也可以被

视为申请受益人对所在领域做出了重大

贡献。

为评估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

申请人是否对专业领域内做出“原创性

重大意义贡献”，美国移民局官员特别

会注意那些在领域内专家推荐信中有关

描述申请受益人对业内做出重大贡献的

内容。但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专家推荐

信都没有包括这样的内容，所以只有那

些特别明确表达出申请受益人如何对领

域内做出重大贡献和影响的推荐信才最

有价值。缺乏具体分析，仅仅是运用夸

张语言泛泛而谈的推荐信并没有价值，

因为美国移民官不认为这是证明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申请受益人达到

此项标准的证据基石。

以上是以学术领域为例介绍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申请中的独特价值

，其他领域如艺术领域是某个派系的开

创者都可以去论证。

在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申请中，独特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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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近期在選舉造勢中表示，
他計劃簽署壹項總統行政令，取消非美
國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國國土上所生孩
子的出生公民權（Birthright Citizenship
）。通過總統行政令終止出生公民權將
面臨許多的法律挑戰。

1．出生時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出生在美國】
根據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

凡是在美國本土以及所屬領地出生的人
，不管其父母是否美國公民，自出生就
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這也就是國際法
上的出生地原則。這壹原則基本適用於
所有人.但是具有外交豁免權的外交人員
在美國出生的子女除外。外交人員的子
女即使出生在美國，仍不具有美國公民
的身份。

【出生在美國以外】
對於出生在美國以外的人士來說，

如果其父母親是美國公民，其中壹人在
孩子出生之前在美國有固定居所，他在
出生時即具有美國身份。如果父母雙方
壹人是美國公民，另壹人沒有美國公民
身份，具有公民身份的父親或母親必須
在美國住滿五年，這五年當中至少有兩
年是在其14歲以後居住，這樣，子女在
出生之時才具有公民身份。如果具有公
民身份的父或母親不能滿足居住的條件
，其祖父或祖母如果在美國居住五年以
上並且其中兩年是其14歲以後在美國居
住的，這樣，即使孩子不在美國出生，
也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非婚生子女】
如果出生時是父母親沒有結婚登記

，則看其生父或生母是美國公民。如果
生母是美國公民，在符合上述居住條件
時 ，在出生時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如
果生父是美國公民，則需根據有關法律
辦理壹系列的手續之後才能獲得美國公
民身份。而此手續是依據所居住的國家
法律。

以上這三類人士,在出生時就自動具
有美國公民身份。

2、父母入籍後獲得公民身份
【子女公民法案]
美國國會於2001年2月7日通過子

女公民法案。該法案規定，如果父母有
壹人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只要其子女具
有綠卡身份，年齡未滿18歲（在父或母
入籍的時候），並由 公民身份的父親或

母親監護或撫養，該子女即自動獲得美
國公民身份。法律認定，孩子的父親壹
般具有孩子的監護權。符合這些條件的
孩子可想移民局提出公民證書的申請。
也可向美國國務院護照中心或有關郵局
提出美國護照的申請。

【收養的子女】
根據子女公民法案，收養的子女同

樣可以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只要收
養的父母有壹人具有美國公民身份，收
養的子女年齡在18歲以下，收養手續完
備，被收養的子女具有美國永久居民身
份並與收養的父母住在壹起。根據這壹
規定，被美國公民收養的子女大都可以
自動成為美國公民，而且不必另外提出
申請。

【繼子或繼女】
值得註意的是，根據子女公民法案

，美國公民的繼子或繼女無法自動獲得
公民身份，除非另外辦理收養手續（如
果符合收養條件的話）。不過，其非公
民的生父或生母在獲得公民身份後，其
子女有可自動獲得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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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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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擬取消出生公民權總統擬取消出生公民權
和最新移民消息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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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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事科學與技術工作多年，養成了

科研的思維習慣，嚴肅、嚴密、嚴格、實

證、講究科學、邏輯、理論、系統。

都是神話

二十年前，剛來美國不久，房東帶我

去教會，教會的傳道人送我一本聖經。打

開一看，創世記第一章，說上帝六日創造

天地萬物，造人，上帝說要有甚麼，立刻

就有甚麼。「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

虛混沌，淵面黑暗……。」(創世記一1至 2)
我就想到，中國古代盤古開天闢地

的神話：「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

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

濁為地……。」也說天地未開前處於混沌

黑暗狀態。又傳說女媧初創世，在造出了

雞狗豬牛馬等等動物後，於第七天造出了

人。「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

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

中，舉以為人。」說女媧造人是用繩子伸

進泥漿抽出來憑空一甩，點點泥漿落地就

成為一個個的人。女媧七天造物，與上帝

六天創世第七天休息雷同，都用了七天。

上帝是用土造人，女媧也是用土造人。兩

者一比，覺得西方的神話與中國古代神話

雷同。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補天是東方

神話，聖經創世記是西方神話，都違反科

學，怎能信以為真？而基督教正是建立在

神話基礎上，我怎能信呢？因此，我讀

過創世記後，從此放下聖經，也再不去教

會。我跌倒在創世記上帝創造論前。從此

一心一意腳踏實地從事自己認為實實在在

的科技本職工作。

愛心資助

後來我換了工作，在一家初創小公司

工作半年後。一天早上照常去上班，到公

司時，才知道公司突然關門了，事先毫無

跡象。這才發現，原來美國工作是這樣靠

不住。找工作很不順利，女兒還在上學，

沒工作怎麼支持？心裡感到沮喪不安。正

在這時，想不到女兒所在教會的牧師送來

一張五百美金的支票，資助我們的生活。

下一個月又送來支票。我感激莫名！感到

教會真是很有愛心。教會收奉獻多麼不容

易，經濟並不寬裕，為甚麼慷慨解囊襄助

我們度過難關？即使現在回過頭看，來美

國這麼多年，還從沒聽說過教會按月給失

去工作的非基督徒如此大數目的資助。現

在想來，該是出於上帝對那個教會的感

動、是上帝給我特別的恩典大愛！

可惜我當時沒想這麼多，不知道是上

帝給我特別的恩典大愛；只從「各種宗教

都教人行善」的角度著想，只體會到教會

和基督徒是好人、善人，卻不知道那是來

自耶穌基督的愛。當時雖然很感動，但感

動歸感動，信仰歸信仰，要信這個「建立

在神話基礎上的宗教」，我還是感到很難

接受。繼續與教會保持距離。對基督教的

上帝是唯一真神缺乏認識。

離奇車禍

直到好幾年後的一天，我經歷了一

次奇異的車禍後，嘴裡不由自主地說出：

「這次奇蹟是耶穌救了我。」車禍很離

奇。我有生以來，從未有失去知覺的事情

發生過。那天我正行駛在高速公路上，使

用了恆定車速功能(cruise control)，右腳離

開油門踏板放在旁邊(如果前面車減速，我

只要輕踩煞車，就可解除恆定車速 )。但

突然間我感到車子被猛烈加速著 (沒有被

撞)，比腳踩油門加速還快，而踩了煞車卻

煞不住。為了避免撞上前面的車，我立刻

打方向盤轉左，寧可撞到高速公路左邊的

鐵護欄，希望車子能被擋停下來。但當車

啊！祢是滿

有恩典與憐

憫的主，祢

從 不 拒 絕

醫治人的病

痛，當我們

在軟弱病痛

當中尋求主

的面，仰望

祢的憐憫與

醫治，祢就

應允我們。

主啊！感謝祢代替弟兄姐妹們的軟弱，應

許信靠祢的人說他雖在病痛之中，主耶和

華必扶持他。求主除去弟兄姊妹身上一切

的疼痛，又賜下喜樂的心成為良藥，使弟

兄姊妹們早日康復，為主作榮美的見證。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古

秉勳

(西南國語教會執事會主席)
9/9 (星期三) 禱告會

華華來信說：五哥上星期連續四天大

出血，家人非常擔心憂慮，唯有求告耶和

華醫治者的大能臨到！衷心感謝禱告勇士

們大力代禱，我們能從各樣的軟弱中得著

醫治，更讓我們在醫治中對神完全的降

服，承認我們生命一切的主權是出於祂。

哈利路亞，讚美主！

9/10 (星期四)
華華來信說：半夜台北家中傳來歡喜

快樂大好的消息！五哥腸鏡檢查一切正

常！感謝讚美主，神祢垂聽了家人及衆弟

兄姊妹的禱告！袮是耶和華以勒，供應我

們一切所需的神！祢是耶和華拉法，醫治

我們各種疾病的神！謝謝耶穌，因祢受的

刑罰，我們得平安；因袮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五哥在神的保守中一切平安，後

續的檢查醫治也再次交託仰望在袮手中，

求神眷顧仰臉光照！哈利路亞，一切榮耀

頌讚歸給我們的主！

五哥及五嫂傳來致謝短訊，謝謝大家

的代禱！五哥：感謝西南國語教會衆弟兄

姊妹的代禱，我們一同經歷神奇妙大能！

求神加倍賜福大家，謹 此致謝！感恩！

五嫂：感謝大家齊心禱告，請華華代

我們感謝西南國語教會弟兄姊妹們同心合

一的禱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聖經金句《箴言 4章22節 》 因為得

著祂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

藥。

子剛開始轉左，便看到最左邊車道前方近

處有車，眼看躲不過，估計會撞上該車左

後角。就在離該車距離十多米遠，即將撞

上的頃刻間，突然我感到一個無形的東西

從腦後侵入我腦袋，我立刻完全失去了知

覺。車子就在無人駕駛狀態橫衝直撞��

事後查知，當時我的車子撞上最左車道上

那輛車子左後角後，再撞上路左邊鐵護

欄，然後反彈，向右前方加速飛出，斜穿

過了六七條車道，居然沒跟任何車輛發生

碰撞(奇蹟)，然後撞破高速公路右邊鐵護欄

造成好幾公尺寬大口子後，車子繼續衝下

公路，最後猛撞在一堵堅固的磚牆上受阻

停下。經過總共四次撞擊，車子成了一堆

廢鐵，但是沒有起火，失去知覺的我也沒

有死，事後居然還很鎮靜。

失去知覺至少半小時以上，當我醒

過來時，警車、消防車、救護車、拖車沿

路停了一大串。我從救援人員打破的車後

玻璃窗爬出來，走到公路邊，接受酒精測

試，沒事。救護車人員問我哪裡受傷，我

動動四肢和頭頸身體，無礙。車子成了一

堆廢鐵，我血肉之身竟然毫髮無傷！連皮

都沒擦破！至今這麼多年來也沒有任何後

遺症！出了這麼大車禍，我的精神狀態跟

甚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心情平穩，腿也

不抖。要不是上帝的保守，這一切怎麼可

能！真是太奇妙了。我說這是奇蹟。親友

同事聽了也說是奇蹟。

我多次回想起那次離奇車禍，想必是

聖靈或上帝派了天使在保護我。但是說來

慚愧，即使這麼大的奇蹟恩典使我脫離死

亡得救，也沒有使我剛硬的心軟化下來。

一想到創世記中上帝的創造論，我這理性

的頭腦就感到還是無法接受基督教。

爆炸連想

車禍之後又過了好幾年(上帝真有耐

心等我)，我還是一如既往，每天上班下

班，醉心於工作，很少去教會。直到有一

天工作發生了變故，我突然受到極其不公

正的待遇，失去了工作。再找工作，發現

困難很大。被陷害的痛苦遠超過失去工作

的痛苦，一個月內體重減輕了十磅。人的

盡頭，是上帝的開始。在我心中沮喪、惱

恨、痛苦，滿是失敗感、挫折感，處於這

樣的軟弱中時，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歸宿，開始去教會，開始思考聖

經裡的問題，向教會基督徒發問，聽牧師

講道、聽基督徒講見證、聽教會請來的講

員專題講課……心思開始轉向尋求耶穌基

督。這樣，上帝開始改變我。有一天我忽

神奇的一杯牛奶

禱告~奇蹟在我家
9/9(星期三) 筆

者參加線上西南國

語教會禱告會，我

們衆弟兄姊妹同心

合意的為美國總統選舉、為教會聘牧、為

教會肢體身體欠安的提名代禱，有感恩讚

美，有認罪悔改，彼此互相代禱。基督徒

的禱告是真實的，天上的真神必垂聽祂兒

女的祈禱。

聖經《詩篇 141篇2節》願我的禱告如

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

祭！

《啟示錄 8章3-4節》另有一位天使，

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

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

前的金壇上。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

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面前。

親愛的主內弟兄姐妹們：

我此刻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感謝萬

能超能的主耶穌，去年底把我的女兒多多

自四川帶到了美國來做化療，多多很早就

信主耶穌，今年復活節受洗，二月作化療

數次後女兒白血球低而暫停化療，醫生給

女兒服用激素，多多每天喜樂平安，吃好

睡好，長得白白胖胖的，全依靠主耶穌憐

憫醫治好了我女兒的疾病，女兒剛剛得到

檢查報告：哈哈哈哈癌細胞全部清零了，

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禱告和關愛，我愛耶

穌，我愛你們。～～多多的母親  敬上

◎教友回響

1. 感謝信實醫治的主，願主繼續施慈

愛給多多带領她前面的道路。～～Lisa吳
2. 感謝主，感謝主內一直為我女兒禱

告的弟兄姐妹們，有你們真好，靠主得

勝。～～多多的母親

3. 感謝神！神的恩典夠用！在多多的

身上再次見證了神醫治的大能！～～孔莉

4. 感謝神！ 神是醫治人的神！ 神是聽

禱告的神！～～蓬蘭

5. 感謝主！我們的神是信實的！我們

一起經歷禱告，現在就特別喜樂！～饒健

6. 感谢神！～～閻華

7. 願神的恩典多多加給你女兒多多，

耶和華拉法-醫治的神。～～多多的母親

請代禱勇士們本週繼續為身體上面有

病痛以及手術後需要復原的弟兄姊妹們代

禱，求神醫治！特別為徐師母9月23日的

髖關節置換手術以及蔡弟兄放射線治療的

過程以及排尿困難的問題，還有劉x平弟

兄的腸胃出血以及腸鏡檢查求神賜給醫療

團隊有屬天而來的智慧，能準確地找到病

因及施行手術，更求神賜下屬天醫治的能

力來幫助弟兄姊妹們得著完全的醫治。主

然讀到一則國內某地用定向爆炸拆除一棟

大樓的新聞報導(本來，移民美國後很少看

中國媒體報刊)，這麼一則極其平常、司空

見慣的消息，卻使我突然產生一個深刻的

感動：科學上的「大爆炸」宇宙起源論，

與上帝創造宇宙的上帝創造論，真的矛盾

不相容嗎？科學家對宇宙大爆炸的原因一

無所知，我心中一亮：如果宇宙大爆炸的

起因是上帝，二者不就和諧地統一起來了

嗎？

想到這裡，我很興奮。於是就去收

集關於宇宙大爆炸的文章資料，學習聖經

中關於上帝創造的經文。失去了工作，得

到了時間；沒有失去工作，我是沒有時間

也無心來研究這些的。一段時間下來，我

建立並堅定了這樣的信念：上帝創造宇宙

萬物，是用祂的大能。既然定向爆破技術

早已成為普通施工方法，爆炸全過程能夠

按照人的要求定點、定向、定量、定時實

現。人間的煙火晚會，尚且可以控制發射

到空中的火球，爆炸開來形成小火球之

後，從各個小火球再自動發生爆炸，炸出

千姿百態的火樹銀花，都是按煙火設計師

預先設計好的程式逐步實現的。煙火可視

為另一種「定向」爆炸；上帝的智慧和能

力必然大過人類不知道多少億億億……億

倍，當然可以按預先設計好的「程式」，

成功地實現宇宙「定向爆炸」。這「定

向」就是上帝的旨意，預先的設計，其結

果就是科學告訴我們一百多億年宇宙演變

的過程和現狀。萬能的上帝按照創造宇宙

的需要實行了「定向宇宙大爆炸」。在遠

遠小於一秒鐘的極短時間中，炸出了宇宙

的初形，隨後炸出的宇宙物質逐漸凝聚形

成星球、星系，演變成現在的宇宙，現在

宇宙還在加速膨脹。這一切一切都在上帝

的掌控之中。

這樣，我腦子裡十多年來對上帝創造

宇宙萬物的頑固不信，就一掃而空！徹底

被摧毀了！就這樣，攔路虎一旦消失，再

回想起多年來我的遭遇，就像亂石堆下長

出的一棵小草，居然熬過一切艱難險阻、

死亡威脅長了出來。剛來美國不久失去工

作後牧師贈款雪中送炭、奇異車禍中上帝

保守我平安，毫髮無傷心中平安……，又

藉著一則普通爆破拆除建築物的報紙新

聞，感動我與上帝創造宇宙，及科學上的

宇宙大爆炸理論，三個彼此毫無關係的概

念聯繫到一起，從而輕易地拿掉了我信主

的最大障礙……。所有這些，無不是上帝

的奇妙恩典！是上帝在我身上作工、恆久

忍耐我從石心變為肉心。在工作多年，積

累了退休領取社保退休金所需點數之後，

上帝拿掉我的工作。正是要我別再醉心於

工作，卻把上帝忘在腦後，是我跟隨主的

腳蹤行的時候到了。於是，當年我就在教

會中歡歡喜喜接受洗禮。在受洗典禮的個

人見證中說，我感謝上帝的恩典和帶領，

要不是失去工作，我恐怕還不會信耶穌。

受洗歸入基督後，我決心把我剩下的生命

歲月獻給主耶穌基督，為主而活，為主作

工。感謝主，給我寫文章為祂作見證的機

會！

（文載自［中信］）

◎周劉美 師母

不是神話，是大能 ◎誠　信

當疫情的日子來到許多人就不再往

來，門戶深鎖，人與人之間淡薄了，但是

有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一位女士每次領到

食物，她告訴我只要想到要把食物送給妳，

我就心裡面莫名的喜樂，我說 : 啊 ! 妳說什

麼？她說我每次想到要送食物我心中就非

常的快樂，非常的喜樂。

感謝主，她走以後我就分享她所送的

牛奶，給一位流浪漢一大杯。

沒想到第二天我又得到一加侖牛奶，

我又把它送出去，又接到兩大瓶牛奶，再

把一瓶送出去又得到三大瓶牛奶，再送出

兩瓶，我卻得到四瓶牛奶，我不知道怎麼

樣來訴說這奇妙的事情，但這是真實的，

而且牛奶都是不同人送來的。

一位流浪漢他的朋友作糕餅店送給他

蛋糕，餅乾，他也把他收到的蛋糕，餅乾

分享給我們，我的朋友看見他親手交給我，

不可思議，她說我也曾經給他過錢，但是

我沒有想到他得到蛋糕，餅乾卻會往你這

裡送。

這些流浪漢，我們用耶穌基督的愛來

愛他們，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很渴望有人愛

他們，關懷他們，

我禱告主耶穌啊：禰知道什麼時候會

有人來訪，請袮事先為我們預備食物，好

能接待客人用。

早晨門外的門把上掛著食物…，有時

天亮開門一看地上紙箱裝滿了水果罐頭，

蔬菜，豆子，和米。

有人回中國把他的洗衣粉留下來放在

門口，一位愛釣魚的周先生經常把釣上的

魚送到我們家，也有弟兄姊妹送煮熟的食

物。

潘師母平時買菜順便帶來分享，也有

人到中國城餐廳吃飯沒有忘記我們，順便

帶個餐盒來分享。

我們住在休士頓這幾年作義工的日

子，能吃到飽，還有食物可以分給人，感謝

主。有時候流浪的人會要求水喝或食物，或

衣服，冬天冷需要棉被，我們也曾接待一位

流浪女士住在教會一晚。天亮送她走之前，

給她吃早餐，她好感動，走之前我抱抱她為

她祝福。

今晚快淩晨 1 點，有人看到我先生就

問 : 有沒有東西，肚子餓了，我先生送給他

麵包。

去年聖誕節我們邀請流浪漢與我們一

同歡慶耶穌的誕生，教會朋友預備了許多的

食物，來了一位流浪漢他得到一盤食物立

刻跪下來臉朝天向神感謝，坐席的人看到這

一幕大家都驚呆了，有一位說我們今天看到

向上帝獻上感謝就為了一盤的食物，跪地感

恩，而我們吃多少頓食物，都沒有向天上的

天父感恩啊！慚愧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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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行動聯盟夥伴分享：「遇到慈濟是珍貴的機緣！」

蘿拉颶風勘災
為勘查2020年大西洋颶風季第一場大型颶風「蘿拉颶

風」(Hurricane Laura），對路易斯安那州與德克薩

斯州地區破壞的災情狀態，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在颶風過

後經聯繫和規劃，於9月5日道路開通後，組織五人勘災小組

前往災區勘災。

新冠肺炎釀成的世紀災疫（COVID-19）讓人意識到，

爲了短暫滿足口腹之欲，人類打開裝著病毒的潘多拉

魔盒，蔓延、散播、重創全球生命與生計。慈濟美國從2020

年7月15日開始，邀約餐廳和食品廠家一同加入「素行動聯

盟（Very Veggie Movement）」，透過結盟，這些聯盟夥

伴發願提供優惠折扣和多樣的美味素餐點，來吸引更多人茹

素，推動更健康更環保的飲食文化變革。

◎ 路易斯安那州受創嚴重

◎ 想做素齋卻一直猶豫

◎ 素齋可以很好吃！

◎ 德州災區較被外界忽視

撰文：林書賢

撰文：曹旋律

9
204

	 8月27日蘿拉颶風自路易斯安那州卡梅倫市（Cameron,	

LA）登陸，主要衝擊肆虐路州西南部和墨西哥灣附近的德州

東南部地區，在美國造成87億美元的損失與至少36人死亡。

	 勘災行程首站是德州橙市（Orange, TX），與橙市兩

位市議員及一位牧師會面。市議員帶領志工到受災嚴重的地

區，當地民眾向志工說明，該市災區沒有淹水，但強風吹倒

了很多大樹，有些樹壓倒了房子或破壞了屋頂，當前最需要

人手幫助清理障礙物、廢棄物。	

	 志工在捐贈橙市救世軍2,000只醫療口罩後，驅車

15分鐘前往北邊只有一千多位居民的另一邊境小鎮杜威

（Deweyville,	 TX），當地有五成至六成的居民沒有保險，

且多數人都沒工作。地區消防局長馬克·麥考爾（Mark	

McCall）非常熱誠的歡迎慈濟志工到來。

	 早就想嘗試增加素食菜單的馬來西亞餐廳業主張國漢，

對著上門推廣「素行動聯盟」的慈濟志工感嘆：「遇到你

們，真是很好的機緣……」。

	 張國漢表示，因志工梁明嬋冒著高溫酷暑，不辭辛勞地

來到他的餐廳推廣「素行動聯盟」。一下午的交談打動了張

國漢，讓他答應成爲「素行動聯盟」的夥伴。

	 來自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張國漢，2000年落脚紐約，在

紐約的餐館打工六年後，搬去了妹妹居住的休士頓，從此落

腳德州結婚成家安頓了下來。他先是與人一起合夥開餐館做

美式中餐，如今，在糖城六號公路附近的商圈，獨資開了這

家馬來西亞風味的小餐館。

	 「馬來西亞有很多人是吃素的，以前我遇到過一個師

父，他跟我說：『你應該開一個馬來西亞風味的素齋餐館。

』我一直都很想試試，但也一直猶豫，怕難做。」張國漢感

嘆道：「遇到梁明嬋、遇到慈濟，	真的是個很好的機緣；所

以我回到家就一直想，晚上睡覺也在想，想我可以做一個素

齋的菜單，設計幾道美味的素菜，讓更多人愛上素齋。」

	 下定決心之後，張國漢設計出十一道素菜的菜單，他請

慈濟志工到其餐廳幫忙拍照，用心烹煮出其中六道菜讓志工

團隊試菜：

	 「鐵板豆腐」用了他親手製作的新鮮豆腐，口感嫩滑、

豆香濃郁，裹上蕃薯粉炸脆之後，與花菜、青豆、木耳、胡

蘿蔔等幾樣素菜炒熟，一起用燒熱的鐵板盛著，再趁熱澆上

香菇蠔油醬汁，立刻香味四溢，嫩滑的豆腐和爽脆的蔬菜，

口感滋味相得益彰。開胃美食「泰式甜酸鷄」用素鷄扒和他

特調的泰式甜酸醬汁製作，還有「素炒牛河」、「炒粉」和

「清炒齋菜」等，素香味俱全讓志工們吃得讚不絕口。

	 這讓張國漢有了信心說：「素齋可以做的很好吃，重要

的是多試多想，比如一個簡單的炒青菜，放蒜頭或者不放都

可以做得很好吃，關鍵在於火候，過火了，菜軟了就沒有口

感，要鮮甜又脆脆的，才好吃。」張國漢個人在生活中也是

多多吃素，少吃葷菜，並認為這樣對身體較好：「我自己大

部分時間也吃素，配合適量的運動。我身體很好，比如遇到

被油燙傷、被刀切傷，我都癒合得很快。」 有越來越多餐飲業主和個人，紛紛加入「素行
動」，不只為了健康、更是愛惜生靈、為地球的
永續而努力。邀請您一同參與「素行動」，發揮
大愛、守護未來，就是現在！

	 之後志工往東前往路州重災區查爾斯湖市（Lake	

Charles），拜訪「大寶佛寺」。沿途志工見到許多倒塌、且尚

未修復的電線桿，甚至還有一列被颶風颳倒的火車，可以想見

蘿拉颶風驚人的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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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直播：2020年9月18日（五）|   德州時間晚間6點

主講人：黛博拉·密德頓博士（Dr. Deborah Middleton）
主題：「在世界中甦醒：靜思藝術和正念行動」
(Awake in the World: Contemplative Arts as Mindfulness in Action)

餐館名稱：馬來西亞餐廳（Malay Asian Food）

地址：4565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832-766-9586

網站：malayasian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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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守護地球的慈濟環保站志
工，將大家用過一次就丟的寶特瓶、塑

膠製品，經收集、分類、洗淨、處理，再用高科技高溫消
毒、再製，成為能夠拿來隔離壞菌的防疫法寶！「環保神
奇抗菌」禪修灰布口罩和大愛機能濾片，皆是大愛感恩科
技的先進產品。
	 「環保神奇抗菌」禪修灰布口罩使用回收寶特瓶材
質再製而成，有防潑水功能，可重複使用，機能口袋可
放入PM2.5濾片或活性碳片，有效阻隔塵霾，減菌效果達
99.9%以上。大愛機能濾片為長效型濾片，可防流感H1N1
、H3N2，隔離肺炎桿菌、飛沫、花粉、舒緩敏感。
	 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所得將全數用於慈濟基金會全球
慈善項目。防疫、慈善、愛地球！進一步了解更多聰明兼
具實用性的大愛感恩科技產品：	daaitechnology.com

	 「大愛人文中心」第三場網路直播研討會，邀請世界級
的「正念」領域專家。黛博拉·密德頓博士進行分享。她是
享譽英國和歐州大陸的百年學府哈德斯菲爾德大學（Uni-
versity	of	Huddersfield，UK）「正念和表演」研究計劃負
責人，研討會中她將帶大家探索「靜思藝術」(contempla-
tive	art)	如何能建立起「正念」(mindfulness)	的心智	。
	 加入網路直播研討會和進一步了解和「人文珈琲	
229」(C.A.F.E.	229)：	tzuchicenter.org

慈濟美國雲端慈善感恩音樂會大愛感恩科技新色禪修
灰布口罩與機能濾片 

	 馬克向志工說明，該鎮一直是在風災後被外界忽略的地

方，當地居民多為年長者，災後最需要的物資是用來覆蓋損

壞屋頂的防水布，九月初曾收到幾箱捐贈，但第二天就發完

了，先前有收到「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食

物援助，但再過幾天就會斷糧了，而且該鎮在當天尚未被宣

布為聯邦認證災區，所以後續能再獲得物資援助的機會非常

渺茫。聽到缺水斷電的杜威居民非常急缺物資，慈濟志工馬

上從車內將預備的四箱香積飯捐贈出來，並向消防局長馬克

介紹使用方法。

		 「大寶佛寺」主持和十餘位

鄰近的越南裔居民，在寺內等候志工

到來，志工勘察了佛寺後方幾乎全毀

的廚房、廁所，見到佛寺主建築玻璃

破碎且出現漏水情況，並了解到佛寺

是近二年剛蓋好的，並沒有保險。當

天佛寺仍未恢復供電，只能靠著發電

機應急，預估至少要三個星期才會恢

復電力。

		 之後眾人轉往德昆西市（De	

Quincy)，德昆西市長在與慈濟人簡短會議中介紹，該市多數

區域仍未供電，預估要至少30天才會恢復電力，且該市有98%

的房子遭強風破壞，由於受災居民大部份都是租客，因此並沒

有保險可理賠；但對比杜威鎮尚未獲得聯邦災區認可，德昆西

市因較靠近颶風登陸點，所以已被列為聯邦認可災區，後續將

獲得較多的政府援助。在離去前，志工捐贈該市六箱香積飯。

	 在返程的途中，志工再度前往杜威消防局拜訪時巧遇一名

到訪的德州警員，並將車內的十箱香積飯全數捐給消防局與州

警局。州警韋斯特（West）主動提到，哈維颶風時，他曾在亞

瑟港（Port	 Arthur）災區與慈濟志工合作過，他對慈濟印象深

刻，同時感謝志工們再次到災區協助需要幫助的居民。

	 本次勘災讓慈濟德州分會對災區有更確切的認識，得以進

一步討論和規劃援助項目。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下，志工

們發現鄉村災區的許多居民幾乎都沒戴口罩，更令人對風災後

地區疫情防治狀態感到憂慮，只能暗暗為受災的人們祈禱，希

望眾人在整頓家園的同時，不致受到病毒的侵擾，能有健康的

身體應對未來漫長的重建過程。

加入

老闆張國漢（左）與慈濟志工梁明嬋結下「素緣」。攝影／林書賢	Roger	Lin

非常適合夏天食用的開胃美食
「泰式甜酸鷄」。攝影／林書賢 
Roger Lin

「鐵板豆腐」以張國漢親手製作的
新鮮豆腐為原料。攝影／林書賢 
Roger Lin

 網路直播研討會 －
【9/18英國百年學院「正念」博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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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美華天主堂成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
（（本報訊本報訊））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您想建立快樂的人生

？？解開人生之謎解開人生之謎？？突破自己的困境突破自己的困境？？
得到內心的平安得到內心的平安？？

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現在有一個好機會現在有一個好機會：：
美華天主堂美華天主堂 20202020--20212021 年度天主教成年度天主教成

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人慕道班現正接受報名，，歡迎想認識歡迎想認識
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教的朋友天主教或領洗加入天主教的朋友，，或或
想再慕道想再慕道
的教友參加的教友參加，，課程將在九月十三日開課程將在九月十三日開
始始，，不收費用不收費用。。因為受到目前疫情的因為受到目前疫情的

影響影響，，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形慕道班暫時會採用視像會議形
式式(Zoom)(Zoom)進行進行，，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歡迎各位利用在家中
的時間參加的時間參加。。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國國
語組語組))李邦寧李邦寧 832832--275275--81788178，，((粵語組粵語組))
黎達文黎達文 832832--755755--38723872，，((英語組英語組))趙善趙善

才才 832832--600600--13081308。。
美華天主堂網站美華天主堂網站: www.ascension: www.ascension--

chinesemission.orgchinesemission.org
目前網上彌撒時間目前網上彌撒時間：：平日國語平日國語((周周

二至周六二至周六））早上十時正早上十時正，，主日主日((英語英語))

早上九時正早上九時正、、主日主日((國語國語))早上十一時早上十一時
正正。。

美華天主堂地址美華天主堂地址:: 46054605 Jetty Lane,Jetty Lane,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277072

【本報訊】六十多年前，生計食品
重金禮聘了慈禧太后御膳房中的點心名
廚，時隔半個世紀，生計由第一代師傅
所傾囊相授的獨門點心製作技術，代代
相傳至目前的第三第四代大師傅，雖然
歷經新舊師傅的交接傳承，但是生計始
終堅持著當初為太后細心準備精緻月餅
之心態，無論在色、香、味、美方面均
力求完美，製作中一絲不苟，完全維持

一貫的皇室標準。
在美國一般商家分別由中，港，台

海運來美的月餅早已在三到四個月前就
烘培完成經過一段時間的保存，再加上
長途運送的時間，消費者無法體驗到第
一時間的美味。生計食品堅持全程在美
國本地完成所有產品製造的一條龍作業
，從嚴格挑選食材開始，一路到餡料餅
皮完全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衛生

安全，完全通過州政府與聯邦食品檢驗
局之檢驗，保證新鮮。特別是鹹蛋黃，
更是完全符合USDA的衛生標準。為了
顧客的健康，生計食品絕對不用豬油，
只採用純大豆沙拉油，素食者也可安心
享用，並且堅持少糖少油低卡路里的原
則來生產月餅。生計食品是有著六十四
年信譽的老字號，有絕對的品質保證，
無論是送禮或團圓夜的闔府同享，生計

月餅對是您的最佳選擇。
今年一般月餅的市場價格差不多比

往年更高出許多。生計顧慮到經濟不景
氣大家的荷包緊縮，因此盡量吸收成本
，訂出最經濟實惠的價格，讓民眾可以
輕鬆享受美味的生計月餅，做為一年一
度的回饋。去年生計推出了御禮禮盒，
獲得廣大顧客群的熱烈迴響，在今年也
將會是熱門主打商品之一，由於含有多
種口味且份量適中，可同時滿足一家大
小不同喜好，成了店中的人氣商品。御
禮禮盒內有閩南名點迷你綠豆凸；香酥
濃郁的芋頭酥；迷你小月餅，及廣受歡
迎的鳳梨奶酥，稱的上是現代與傳統的
經典結合。

生計月餅於金山灣區十二家分店及
全美各大華人超市均有代售，也歡迎上
網訂購贈送親朋好友。網址: http://
www.shop.shengkee.com或打免費電話
TEL:1-877-580-8000查詢。美南地區
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生計宮廷月餅~
一條龍製作 多重品質保證 送禮最佳選擇

美南地區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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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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