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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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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
電視15.3的《生活》已經
開播10年了，壹直是美
南電視臺的重頭節目，
《生活》節目每月分為幾
個主題，其中的《生活》
、《大嘴吃四方》、《味
全小廚房》等節目在休斯
敦家喻戶曉。2018年9月
9 日起《生活》改版為
《三個女人壹臺戲》，每
期三個女人侃閑篇聊八卦
，節目由《生活》節目總
制片人黃梅子主持，借鑒
鳳凰衛視中文臺的《鏘鏘
三人行》節目，不過《三
個女人壹臺戲》的主持人
和兩位嘉賓均為女性，由
於主持和嘉賓見聞廣博，
學識豐富，現場氣氛輕松
愉快，三位美女如同閨中
密友般無話不說，各抒己
見，交流自由觀點，不掩
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津
津樂道，聽者樂趣橫生。

本期嘉賓為美南新聞記者
肖永群和夢琪，本期話題
是和美國人談戀愛。請今
晚2021年1月16日晚7:
30 鎖住美南國際電視
15.3頻道，收看《三個女
人壹臺戲》，重播時間為
周日上午9:30-10點，周
壹晚8點，周二下午1:30
。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
看，請至APP Store下載
Southern News Group,
下載好以後點擊進去首頁
，再點擊STV就可以同步
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了
。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
頻 道 ， 搜 索 STV15.3
Houston Life，然後點擊
“訂閱 Subscribe”，以
後就能隨時收到訂閱提醒
，收看到新《三個女人壹
臺戲》了。

美南国际電視美南国际電視1515..33《《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
本周看點本周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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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AA22 芝加哥時報Chicago Chinese News星期五 2021年0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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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年大選雖已結束年大選雖已結束,,但川普總統不認輸但川普總統不認輸,,加上喬加上喬
治亞州參議員選舉難分軒輊治亞州參議員選舉難分軒輊,,須明年一月五日第二須明年一月五日第二
輪決選才能確定輪決選才能確定,,所以大選仍有懸念所以大選仍有懸念，，不過有可能出不過有可能出
現白宮與參議院和眾議院皆由民主黨人完全掌控現白宮與參議院和眾議院皆由民主黨人完全掌控
而形成而形成””一宮兩院皆民主一宮兩院皆民主””的景象的景象,,因此喬治亞州參因此喬治亞州參
議員決選可能改變政治版圖議員決選可能改變政治版圖。。

這次國會選舉這次國會選舉,,眾議院所有眾議院所有435435席都全面改選席都全面改選,,兩兩
黨各有得失黨各有得失,,民主黨以薄弱的民主黨以薄弱的212212席優勢繼續執掌該席優勢繼續執掌該
院院,,參議院一百個席位中的三分之一加上亞利桑那參議院一百個席位中的三分之一加上亞利桑那
和喬治亞兩州的特別選舉共有和喬治亞兩州的特別選舉共有3535名改選名改選,,結果共和結果共和
黨取得黨取得5050席席,,民主黨民主黨4848席席,,所以共和黨只要再贏得一所以共和黨只要再贏得一
席就可續掌參議院席就可續掌參議院,,民主黨則必須兩席全拿才可與民主黨則必須兩席全拿才可與

共和黨平分秋色共和黨平分秋色,,當兩黨票決不當兩黨票決不
相上下時相上下時,,再由兼任參議院議長再由兼任參議院議長
的副總統賀錦麗一錘定音的副總統賀錦麗一錘定音,,所以所以
民主黨想掌控參院民主黨想掌控參院,,喬州選舉是喬州選舉是””
唯二唯二””的希望的希望！！

喬州以前一向是支持共和黨喬州以前一向是支持共和黨
的紅州的紅州,, 在位的兩位參議員大衛在位的兩位參議員大衛
帕度與羅芙勒皆為共和黨人帕度與羅芙勒皆為共和黨人,, 兩兩
人出身企業界人出身企業界,,都有豐沛財力與都有豐沛財力與
人脈人脈,,分別向他兩挑戰的民主黨分別向他兩挑戰的民主黨
人奧索夫與華諾克任務艱巨人奧索夫與華諾克任務艱巨,, 奧奧
索夫學歷不錯索夫學歷不錯,,記者出身記者出身,,曾任政曾任政
治幕僚治幕僚,,政治經歷不足政治經歷不足,, 而華諾克而華諾克
則是一名黑人牧師則是一名黑人牧師,,也沒有完整也沒有完整
政治資歷政治資歷,,所幸他的對手羅芙勒所幸他的對手羅芙勒
也非政壇老將也非政壇老將,,她是在喬州參議她是在喬州參議
員艾薩克森辭職後被同黨喬州員艾薩克森辭職後被同黨喬州
州長坎普指派接任州長坎普指派接任,,1111 月月 33 日選日選

舉時華諾克以舉時華諾克以3232%%比比2626%%勝過羅芙勒勝過羅芙勒。。
這次共和黨兩位衛冕者在參選中面臨很多尷尬這次共和黨兩位衛冕者在參選中面臨很多尷尬，，

因為他們都迎合川普的零和遊戲政治風格因為他們都迎合川普的零和遊戲政治風格,,都認為都認為
選舉不公選舉不公,,但負責喬州選務的是他們同黨的州務卿但負責喬州選務的是他們同黨的州務卿,,
他倆竟聯合聲明要求他下台他倆竟聯合聲明要求他下台,,兩人的命運可能是兩人的命運可能是””成成
也川普也川普,, 敗也川普敗也川普”！”！

由於兩黨格外重視這次選舉由於兩黨格外重視這次選舉,,據估計籌款高達兩據估計籌款高達兩
億元億元,,是美國史上最昂貴的國會選舉是美國史上最昂貴的國會選舉,,由於過去由於過去2020多多
年來民主黨從未在當地贏得參議院席次年來民主黨從未在當地贏得參議院席次,, 所以如果所以如果
這次能勝出這次能勝出，，加上拜登勝選加上拜登勝選,, 那就意味喬州由紅轉那就意味喬州由紅轉
藍成功了藍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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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配角 SUPPORTING CAST
Almost as real and excitingAlmost as real and exciting
as the hot-pursuit scenesas the hot-pursuit scenes
from a police storyfrom a police story
the stairsthe stairs

racing the elevatorsracing the elevators
wind themselveswind themselves
down with all sorts of commotion and emptydown with all sorts of commotion and empty
echoesechoes

樓梯把自己蹬得

空咚空咚響

同電梯賽跑

就像上次他們拍警匪

追逐戰那樣

緊張逼真

彭斯副總統的政治命運一直操控在川普總彭斯副總統的政治命運一直操控在川普總
統手上統手上,, 但這一回正好相反但這一回正好相反,,川普的政治命運卻川普的政治命運卻
要由彭斯來決定要由彭斯來決定,,在即將舉行的一月六日國會聯在即將舉行的一月六日國會聯
席會議上席會議上,,身兼參議院議長的彭斯可以依法認證身兼參議院議長的彭斯可以依法認證
各州交來的總統大選選舉人團票各州交來的總統大選選舉人團票,,正式宣布拜登正式宣布拜登
當選總統當選總統,,他也可以用手上的權力否定結果他也可以用手上的權力否定結果,,強強
行讓川普重獲新生行讓川普重獲新生,, 因此彭斯將面臨政治生涯因此彭斯將面臨政治生涯
中最艱困的抉擇中最艱困的抉擇,,在憲法與總統之間在憲法與總統之間,,他只能二他只能二
選一選一,, 要麻效忠國家要麻效忠國家,, 要麻愚忠川普要麻愚忠川普。。

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傑斐遜副總統以參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傑斐遜副總統以參
議院議長身份否定喬治亞州選舉人團票的正當議院議長身份否定喬治亞州選舉人團票的正當
性而翻轉選舉讓自己從落敗當選總統性而翻轉選舉讓自己從落敗當選總統,,也正因此也正因此
才有後來的國會修憲才有後來的國會修憲,, 通過通過《《選舉人計票法選舉人計票法》》新新

規定規定，，如認證當天參眾兩院各有如認證當天參眾兩院各有
議員對選票質疑議員對選票質疑，，則兩院分別舉則兩院分別舉
行辯論與投票行辯論與投票,, 但曾發生過的兩但曾發生過的兩
次都沒有成功次都沒有成功,, 因此認證選舉人因此認證選舉人
團票多年來一直都只是流於形團票多年來一直都只是流於形
式式,,不會有實質改變不會有實質改變。。

但今年很不一樣但今年很不一樣，，由於川普獲由於川普獲
得超過得超過77,,600600萬張選票支持萬張選票支持,,他強他強
烈質疑搖擺州系統性舞弊才造成烈質疑搖擺州系統性舞弊才造成
自己落敗自己落敗，，所以堅不服輸所以堅不服輸,, 且阿拉且阿拉
巴馬州共和黨參衆議員已表態將巴馬州共和黨參衆議員已表態將
提出異議提出異議,,不過共和黨關鍵人物不過共和黨關鍵人物
麥康奈爾則表態不希望有人做出麥康奈爾則表態不希望有人做出
那樣無益的舉動那樣無益的舉動，，何況眾議院掌何況眾議院掌
控在民主黨手中控在民主黨手中,,所以已不存在所以已不存在
強渡關山的結果強渡關山的結果,, 彭斯肯定會選彭斯肯定會選
擇站在麥康奈爾那一邊擇站在麥康奈爾那一邊,,而這種而這種
站隊站隊，，明顯是違背了川普的意願明顯是違背了川普的意願。。

深諳老二哲學的彭斯是追隨川普最久的高官深諳老二哲學的彭斯是追隨川普最久的高官,,
過去四年川普趾高氣揚走在前頭過去四年川普趾高氣揚走在前頭，，彭斯則是拿彭斯則是拿
著掃把和畚箕緊跟在後幫他清除與收集垃圾著掃把和畚箕緊跟在後幫他清除與收集垃圾,,他他
還說過他母親心中最喜愛的是川普還說過他母親心中最喜愛的是川普，，而不是他而不是他,,
這當然是川普最喜歡聽的話這當然是川普最喜歡聽的話，，但自從大選失利但自從大選失利
後後,, 彭斯刻意與川普保持距離彭斯刻意與川普保持距離,,成為一個沒有聲成為一個沒有聲
音的人音的人,, 他從未對選舉欺詐做過表態他從未對選舉欺詐做過表態,, 令川普相令川普相
當不滿當不滿。。

從種種跡象顯示彭斯已拒絕了推翻大選結果從種種跡象顯示彭斯已拒絕了推翻大選結果
的計劃的計劃,,川普一向驕傲自信川普一向驕傲自信，，認為人們從來不會認為人們從來不會
因為誰是副總統才決定投票選出總統因為誰是副總統才決定投票選出總統.,.,但是他但是他
即將了解即將了解,,副總統才是真正決定總統去留的關鍵副總統才是真正決定總統去留的關鍵
人物人物!!

萊豬萊豬,,現在成為危害台灣的家畜現在成為危害台灣的家畜，，由於蔡政府由於蔡政府
執意開放美國豬農餵養含有對人體有害的萊克執意開放美國豬農餵養含有對人體有害的萊克
多巴胺多巴胺（（RactopamineRactopamine））ββ促效劑藥物之豬隻進口促效劑藥物之豬隻進口
台灣而引發全民惴惴不安台灣而引發全民惴惴不安，，儘管民意反對儘管民意反對,,在野的在野的
國民黨也強力阻止國民黨也強力阻止，，怎奈民進黨立委順從上意怎奈民進黨立委順從上意,,強強
行通過九項行政命令行通過九項行政命令,,讓萊豬得以闖關入台讓萊豬得以闖關入台，，民進民進
黨今日無能懸崖勒黨今日無能懸崖勒””豬豬””,, 來日就讓這些萊豬踢翻來日就讓這些萊豬踢翻
他們的霸權吧他們的霸權吧！！

《《尚書尚書》》有言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聽自我民聽””,,
但民進黨政府不認同中國但民進黨政府不認同中國,,也不相信中國的這個也不相信中國的這個
民本思想民本思想,, 他們只會對美國趨炎附勢他們只會對美國趨炎附勢，，一廂情願一廂情願
的以為接收萊豬就可以獲得美國支持的以為接收萊豬就可以獲得美國支持,,那是愚民那是愚民
愚己的幻覺愚己的幻覺,,當一個政府可以用危害國民的生命當一個政府可以用危害國民的生命

安全做為外交的交換條件安全做為外交的交換條件，，那這那這
個政府什麼樣手段都做得出來個政府什麼樣手段都做得出來！！

從他們處置萊豬一事已充份從他們處置萊豬一事已充份
顯露出政權的傲慢與卑劣顯露出政權的傲慢與卑劣,, 他們他們
不但辜負民眾期待不但辜負民眾期待，，也加深朝野也加深朝野
裂痕裂痕,,一個被撕裂的社會一個被撕裂的社會,,又如何又如何
能健全發展能健全發展？？當然民進黨政府強當然民進黨政府強
詞奪理詞奪理，，硬說開放萊豬是參考了硬說開放萊豬是參考了
國際規範國際規範，，也經過風險評估後的也經過風險評估後的
決定決定，，但是台灣早在但是台灣早在20062006年就已年就已
將萊克多巴胺瘦肉精列為禁藥將萊克多巴胺瘦肉精列為禁藥，，
農委會明確規定農委會明確規定，，所有國產豬在所有國產豬在
過去過去、、現在與未來都絕對不能使現在與未來都絕對不能使
用萊克多巴胺用萊克多巴胺,,也嚴禁萊豬進口也嚴禁萊豬進口,,
這難道不明是經過風險評估後這難道不明是經過風險評估後
的規定嗎的規定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身為在野身為在野
黨領袖的蔡英文更公開率領民黨領袖的蔡英文更公開率領民

進黨高幹與立委遊行示威進黨高幹與立委遊行示威,,高呼萊牛是毒牛高呼萊牛是毒牛,,這種這種
昨是今非的態度昨是今非的態度，，真是讓人悲從中真是讓人悲從中””萊萊””呀呀!!

尤有甚者尤有甚者,, 民進黨政府全力打壓提出萊豬有害民進黨政府全力打壓提出萊豬有害
人體的蘇偉碩醫師人體的蘇偉碩醫師，，以造成寒蟬效應以造成寒蟬效應,, 對照不久對照不久
前透過前透過NCCNCC關閉中天電視台關閉中天電視台,, 且內舉不避親且內舉不避親,,任任
用表姐夫為最高行政法院院長用表姐夫為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在無恥民代簇擁在無恥民代簇擁
下下,,民進黨政府除已練就民進黨政府除已練就””台灣獨立台灣獨立””的軟功夫的軟功夫，，現現
在又修行了在又修行了””台灣獨裁台灣獨裁””的硬功夫的硬功夫，，台灣好不容易台灣好不容易
從威權體制走出來從威權體制走出來,, 現在蔡英文卻又帶著黨羽朝現在蔡英文卻又帶著黨羽朝
著威權體制走進去著威權體制走進去，，台灣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法治與人權已法治與人權已
遭踐踏殆盡遭踐踏殆盡,,民進黨還有資格再談民進黨還有資格再談””台灣價值台灣價值””嗎嗎！！

趕在下台之前趕在下台之前,,川普總統大筆一揮川普總統大筆一揮,,簽署了簽署了
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特赦了一批犯有聯邦重罪的壞人們特赦了一批犯有聯邦重罪的壞人們,,
其中包括曾經為他操盤打選戰的馬納福特其中包括曾經為他操盤打選戰的馬納福特、、在在
通俄門中為他做偽證的羅傑史東與國安助理邁通俄門中為他做偽證的羅傑史東與國安助理邁
克爾弗林以及他的親家公查爾斯克爾弗林以及他的親家公查爾斯••庫什納在庫什納在
內內,,引發了社會廣大的的爭議引發了社會廣大的的爭議。。

特赦是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的特權特赦是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的特權,,所以就連所以就連
國會都不能干涉國會都不能干涉,,儘管川普特赦的社會觀瞻與儘管川普特赦的社會觀瞻與
形像都不好形像都不好,, 但他根本就不在乎但他根本就不在乎,,也不回應外界也不回應外界
的指責的指責。。總統的赦免權在傳統上被視為一種仁總統的赦免權在傳統上被視為一種仁
慈和正義的工具慈和正義的工具，，是一種糾正法律系統所犯下是一種糾正法律系統所犯下
錯誤的補救方法錯誤的補救方法,,那將使總統能更周延地處理那將使總統能更周延地處理
政治亂象或社會事故政治亂象或社會事故,,以讓國家社會趨於安定以讓國家社會趨於安定
祥和祥和,, 但現在川普卻把這種權力變成了私相授但現在川普卻把這種權力變成了私相授

受的恩賜受的恩賜,,並成為另一種政治腐敗的並成為另一種政治腐敗的
途徑途徑。。

川普總統在位四年中不斷推翻政川普總統在位四年中不斷推翻政
治傳統與慣例治傳統與慣例,,以擴充自己的權力以擴充自己的權力，，
他利用總統職位為自己和盟友謀取他利用總統職位為自己和盟友謀取
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包括優渥那些討好奉承他包括優渥那些討好奉承他
的人的人,,他假公濟私他假公濟私,,利用聯邦政府的利用聯邦政府的
權力與資源來進行競選連任權力與資源來進行競選連任，，更推更推
行有利於他的朋友行有利於他的朋友、、客戶和支持者客戶和支持者
的政策舉措的政策舉措,, 公然在白宮為政治獻公然在白宮為政治獻
金捐款人宣傳商業產品金捐款人宣傳商業產品,,這些踰越總這些踰越總
統權限的作法罄竹難書統權限的作法罄竹難書,, 而在任期而在任期
的最後時刻的最後時刻，，他又濫用毫不受限的他又濫用毫不受限的
特赦權力特赦權力，，那只會加重磨損他的政那只會加重磨損他的政
治光環罷了治光環罷了!!

在美國歷史上歷任總統在使用特在美國歷史上歷任總統在使用特
赦時都會瞻前顧後以免因好心開恩反重傷了自赦時都會瞻前顧後以免因好心開恩反重傷了自
己的歷史地位己的歷史地位,,福特總統當年在特赦因水門事福特總統當年在特赦因水門事
件下台的尼克森總統後引發了民怨件下台的尼克森總統後引發了民怨,,所以造成所以造成
選舉失敗無法連任選舉失敗無法連任,,小布希總統也因特赦了國小布希總統也因特赦了國
防部長溫伯格以及其他涉入伊朗與尼加拉瓜反防部長溫伯格以及其他涉入伊朗與尼加拉瓜反
叛軍醜聞的政府高官時引發了巨大爭議叛軍醜聞的政府高官時引發了巨大爭議,,儘管儘管
那些官員們所犯的罪行牽扯到的是外交問題那些官員們所犯的罪行牽扯到的是外交問題,,
而與小布希私人毫無相干而與小布希私人毫無相干,,但也遭到了輿論嚴但也遭到了輿論嚴
厲的批評厲的批評!!

相較於此前的總統相較於此前的總統,,川普的特赦真是大相逕川普的特赦真是大相逕
庭庭,,由於他毫無底線的濫用特赦由於他毫無底線的濫用特赦，，已讓開國先賢已讓開國先賢
對於特赦所懷有的寬大胸襟失去了意義對於特赦所懷有的寬大胸襟失去了意義,,期望期望
未來的新國會能增修條文來限制特赦的範疇未來的新國會能增修條文來限制特赦的範疇!!

就在一月六日國會即將舉行確認拜登當選總就在一月六日國會即將舉行確認拜登當選總
統統,,前夕前夕,,共和黨一些政客動作連連共和黨一些政客動作連連,,配合了川普配合了川普
總統毀壞美國憲政體制的拙劣行為總統毀壞美國憲政體制的拙劣行為,,誠為不智不誠為不智不
仁不義仁不義，，他們的政治計謀一定不會得逞的他們的政治計謀一定不會得逞的!!

由德州的聯邦參議員柯魯玆召集的十一位同由德州的聯邦參議員柯魯玆召集的十一位同
黨議員表示將在國會認證當天拒絕承認川普敗黨議員表示將在國會認證當天拒絕承認川普敗
選選,,他們將要求國會對他們將要求國會對““有爭議州有爭議州””的選舉結果進的選舉結果進
行行1010天緊急審核天緊急審核。。

柯魯玆之流的行徑卑鄙拙劣令人唾棄柯魯玆之流的行徑卑鄙拙劣令人唾棄,, 明明各明明各
州早已確認選舉無誤州早已確認選舉無誤，，而且川普對所有他落敗的而且川普對所有他落敗的
搖擺州要求重新計票也全都徹底做過了搖擺州要求重新計票也全都徹底做過了,, 都未能都未能
改變結果改變結果，，他提出的六十多場訴訟官司全因無證他提出的六十多場訴訟官司全因無證
指控而遭駁回敗陣指控而遭駁回敗陣,, 而那些主持選務的主管幾為而那些主持選務的主管幾為

共和黨籍州務卿共和黨籍州務卿，，審判法官也多為審判法官也多為
川普任內所任命川普任內所任命,,難道他們會故意難道他們會故意
陷川普於不義陷川普於不義??所謂的所謂的““有爭議有爭議””根根
本就是一派胡言本就是一派胡言,, 柯魯玆這批政客柯魯玆這批政客
只是想討好盲目的川普鐵粉未來只是想討好盲目的川普鐵粉未來
的選票罷了的選票罷了，，他們的私欲搗亂了美他們的私欲搗亂了美
國憲政國憲政,, 選民不該再把票投給他們選民不該再把票投給他們!!
當然他們一再強調選舉舞弊當然他們一再強調選舉舞弊,, 似乎似乎
也在為喬治亞州兩位參加參議員也在為喬治亞州兩位參加參議員
決選的共和黨同志背書助選決選的共和黨同志背書助選,,因為因為
這兩人有志一同皆認為大選舞弊這兩人有志一同皆認為大選舞弊,,
聲言要為川普爭回公道聲言要為川普爭回公道，，好好，，就讓就讓
喬州選民用選票來決定他們的政喬州選民用選票來決定他們的政
治前途吧治前途吧！！

就在這些居心叵測的政客大放就在這些居心叵測的政客大放
厥詞之際厥詞之際,,又傳出川普打電話給喬又傳出川普打電話給喬
州州務卿拉芬斯珀格以要求他去州州務卿拉芬斯珀格以要求他去

找出找出 1178011780 張票以足夠讓他推翻該州的選舉結張票以足夠讓他推翻該州的選舉結
果果。。川普工於心計川普工於心計,, 知道會被錄音知道會被錄音,, 所以在近所以在近11小小
時交談中時交談中,,話中藏劍話中藏劍,,明明是耍脅州務卿去做非法明明是耍脅州務卿去做非法
的事的事，，卻故意說成卻故意說成””喬州人民很憤怒喬州人民很憤怒，，這個國家人這個國家人
民也很憤怒民也很憤怒，，你重新算一下你重新算一下，，沒什麼不對沒什麼不對,, 如果你如果你
不做不做,,可能違法可能違法”。”。

川普現在像瘋了般不放過任何一個扭轉劣勢川普現在像瘋了般不放過任何一個扭轉劣勢
的機會的機會,, 他顯然已把爭奪自己的權位視為一場場他顯然已把爭奪自己的權位視為一場場
戰爭戰爭，，只是那將是對國家整體利益的戰爭只是那將是對國家整體利益的戰爭，，也是也是
對民主尊嚴的戰爭以及對美國人民信認的戰爭對民主尊嚴的戰爭以及對美國人民信認的戰爭,,
川普一旦得逞川普一旦得逞，，將導致國家秩序倒塌將導致國家秩序倒塌,,政治規範政治規範
崩潰以及人民信仰破滅崩潰以及人民信仰破滅,,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英國選在英國選在1212月月2424日聖誕夜與歐盟就雙方未日聖誕夜與歐盟就雙方未
來的關係達成了最終的歷史性貿易協議來的關係達成了最終的歷史性貿易協議，，並於明並於明
年元旦生效年元旦生效,,英國從英國從””脫歐脫歐””到到””退歐退歐””長達四年長達四年
半半,, 歷經三任首相之手歷經三任首相之手，，歷經酸甜苦辣滋味歷經酸甜苦辣滋味,,終於終於
與歐盟正式分手與歐盟正式分手。。

脫離歐盟是英國在脫離歐盟是英國在20162016年年66月底全民公投所月底全民公投所
做的歷史性決定做的歷史性決定，，但由於脫歐將給英國帶來的利但由於脫歐將給英國帶來的利
弊是全面的弊是全面的，，舉凡政治舉凡政治、、外交外交、、經濟經濟、、貿易和財政貿易和財政
等都受影響等都受影響，，所以贊成與反對的比率相差不到所以贊成與反對的比率相差不到
44%,%,產生極大分歧與爭議產生極大分歧與爭議,,曾醞釀舉行第二次公曾醞釀舉行第二次公
投投。。

不錯不錯,,公投是民主國家最直接的民意體驗公投是民主國家最直接的民意體驗，，但但
如針對同一事件進行兩次公投就是這個國家的如針對同一事件進行兩次公投就是這個國家的

災難災難，，所幸三位首相以進退展現了所幸三位首相以進退展現了
意志意志,,去年江生首相上台正顯示了脫去年江生首相上台正顯示了脫
歐是英國的主流民意歐是英國的主流民意，，也代表英國也代表英國
人民授權給江生去完成脫歐大任人民授權給江生去完成脫歐大任，，
所以江生在與這個全球最大的貿易所以江生在與這個全球最大的貿易
同盟談判時同盟談判時，，曾經有過曾經有過””軟脫歐軟脫歐””與與””
硬脫歐硬脫歐””不同的思維不同的思維,,現在他終於把現在他終於把
英國從脫歐後的千絲萬縷糾結中梳英國從脫歐後的千絲萬縷糾結中梳
理出清晰的規則理出清晰的規則,,完成使命而成為歷完成使命而成為歷
史人物史人物！！

在英國與歐盟長達在英國與歐盟長達 20002000 頁的協頁的協
議中所涵蓋範圍空前廣闊議中所涵蓋範圍空前廣闊，，包含能包含能
源源、、漁業漁業、、航空和民用核能合作等不航空和民用核能合作等不
同領域同領域,,允許雙方之後可在零關稅和允許雙方之後可在零關稅和
零配額下繼續交易零配額下繼續交易，，但佔英國經濟但佔英國經濟
8080%%的服務業沒有包含在內的服務業沒有包含在內。。此協議此協議

減輕了英國直接離開歐盟的經濟成本減輕了英國直接離開歐盟的經濟成本,, 避免避免20212021
年的年的400400億英鎊損失億英鎊損失，，也挽救了也挽救了3030多萬個工作職多萬個工作職
位位,,因此江生宣稱該協議對英國家庭和企業來說因此江生宣稱該協議對英國家庭和企業來說
都是一個夢幻佳音都是一個夢幻佳音,,使他們奪回了自己的資金使他們奪回了自己的資金、、
邊境邊境、、法律法律、、貿易和漁業水域的控制權貿易和漁業水域的控制權。。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則稱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則稱，，這是一項平衡這是一項平衡
的協議的協議,,協議過程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協議過程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對雙對雙
方來說方來說，，都是正確的都是正確的、、負責任的做法負責任的做法，，她並引用莎她並引用莎
士比亞名句表示士比亞名句表示,,與英國離別是甜蜜的憂傷與英國離別是甜蜜的憂傷。。

這次江生使英國退歐們的確符合了該國最大這次江生使英國退歐們的確符合了該國最大
利益利益,, 他所使用的策略則對歐盟領導人有借鑑意他所使用的策略則對歐盟領導人有借鑑意
義義，，將來在將來在””歐盟人歐盟人””與與””英國人英國人””的利益取捨時雙的利益取捨時雙
方一定還是錙銖必較的方一定還是錙銖必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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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社交媒體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美國總統川普的帳社交媒體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美國總統川普的帳
號號@realDonaldTrump@realDonaldTrump 以防止他進一步推送煽動暴以防止他進一步推送煽動暴
力的訊息力的訊息,,而先前一日川普的臉書與而先前一日川普的臉書與InstagramInstagram也已也已
被關閉了被關閉了,,有人為川普感到憤怒不平有人為川普感到憤怒不平,, 認為這些社群認為這些社群
媒體權力過大媒體權力過大,,川普則斥責推特侵犯了他的第一修川普則斥責推特侵犯了他的第一修
正案言論自由權正案言論自由權。。

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觀念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觀念,,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
正案所確定保護的是指政府公權力不能夠限制人正案所確定保護的是指政府公權力不能夠限制人
民的言論自由民的言論自由,, 那是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那是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它禁它禁
止的對象是政府而非人民止的對象是政府而非人民,,並且政府官員也不在這並且政府官員也不在這
條修正案保護之內條修正案保護之內,, 但川普顯然並沒有釐清這個界但川普顯然並沒有釐清這個界
線線!!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 那些社群媒體都屬於私人企業那些社群媒體都屬於私人企業,,都都
不是由納稅人的錢所創設不是由納稅人的錢所創設,, 他們當然有自己的營運他們當然有自己的營運

政策與規定政策與規定,, 任何人一旦違反了任何人一旦違反了，，他他
們當然有禁止與查封的權力們當然有禁止與查封的權力,, 這與這與
剝奪言論自由是兩碼子的事剝奪言論自由是兩碼子的事。。

川普出任總統以來川普出任總統以來，，與推特相依與推特相依
為命為命,,其個人帳戶發出推文大約其個人帳戶發出推文大約22..66
萬條萬條，，平均每天平均每天 1818 條條，，有時一天超有時一天超
過過 100100 條條,, 他在推文裡宣佈任命或他在推文裡宣佈任命或
解除官員職務解除官員職務,, 他宣佈的政策常常他宣佈的政策常常
令人意外令人意外,, 他抱怨媒體他抱怨媒體、、貶低婦女貶低婦女、、
篾視少數族裔以及痛罵眼裡的敵篾視少數族裔以及痛罵眼裡的敵
人人,, 當然他也浮誇稱讚支持他的人當然他也浮誇稱讚支持他的人,,
他的推文經常充斥感嘆號他的推文經常充斥感嘆號，，單詞全單詞全
部大寫部大寫，，有時甚至只有一個單詞有時甚至只有一個單詞,,他他
的推文充斥大量不實消息的推文充斥大量不實消息,, 他已經他已經
屢次遭到警告屢次遭到警告,,且被黃簽標註為訊且被黃簽標註為訊
息存疑息存疑,,但川普依然故我但川普依然故我,,現在竟利現在竟利
用這些媒體煽動教唆暴民衝闖國會用這些媒體煽動教唆暴民衝闖國會
大廈大廈,, 於是在暴動發生後於是在暴動發生後,, 社群媒體社群媒體

終於對他終於對他””零容忍零容忍””,, 封閉了他所有的帳號封閉了他所有的帳號,, 他真是他真是
活該活該,,還能怨什麼呢還能怨什麼呢!!

相較於前一陣子在台灣發生的中天電視新聞台相較於前一陣子在台灣發生的中天電視新聞台
被被NCC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續照關台之事則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續照關台之事則不
可同日而語可同日而語,, 因為中天也像推特和臉書一樣因為中天也像推特和臉書一樣,,是私人是私人
企業企業,,但卻被國家的公權力箝制而消聲去影但卻被國家的公權力箝制而消聲去影,, 那是政那是政
府明目張膽戕害新聞自由與媒體尊嚴的作為府明目張膽戕害新聞自由與媒體尊嚴的作為,,更是更是
剝奪了台灣最珍貴的民主資產剝奪了台灣最珍貴的民主資產!!

從川普被封號我們看到了美國媒體的不畏強勢從川普被封號我們看到了美國媒體的不畏強勢,,
以及監督政府官員的嚴格態度以及監督政府官員的嚴格態度,, 但是從中天關台卻但是從中天關台卻
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民進黨政府走回威權統治封殺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民進黨政府走回威權統治封殺
媒體的趨勢媒體的趨勢，，兩相比較兩相比較,,不禁令人唏噓不禁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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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神廟的完成 TEMPLE

Only after its wooden roof has rottedOnly after its wooden roof has rotted
and collapsedand collapsed
allowing the marble pillars to emergeallowing the marble pillars to emerge

and prop up the skyand prop up the sky
is the temple completeis the temple complete

直到

木板的廟頂

傾塌腐爛

石柱紛紛出頭

撐持天空

這神廟

才算正式

完工

川普總統在犯下煽動與教唆暴民公然衝闖民川普總統在犯下煽動與教唆暴民公然衝闖民
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造成死傷慘劇後讓美國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造成死傷慘劇後讓美國
蒙羞蒙羞,,激起了全民公憤激起了全民公憤,,現在他已情無可原現在他已情無可原,,罪無罪無
可逭可逭,,要求他自行辭職下台是不可能的要求他自行辭職下台是不可能的,, 但透過但透過
罷免或彈劾則是終結他亂政的可行方式罷免或彈劾則是終結他亂政的可行方式。。

雖然川普的總統任期只剩下雖然川普的總統任期只剩下1212天天,, 但是基於但是基於
他所深藏的巨大危險性他所深藏的巨大危險性,, 為確保美國民主的尊為確保美國民主的尊
嚴嚴，，並避免他利用總統職務來赦免自己並避免他利用總統職務來赦免自己,,所以現所以現
在是讓他趕緊在是讓他趕緊、、立刻並提前離開白宮的時候了立刻並提前離開白宮的時候了，，
因為現在的川普除了處心積慮想保住自己的權因為現在的川普除了處心積慮想保住自己的權
位外位外,, 任何其他的國事他已漠不關心任何其他的國事他已漠不關心,, 衆議院議衆議院議
長佩洛西與新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已呼籲長佩洛西與新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已呼籲
副總統彭斯啟動甘乃迪總統遇刺後副總統彭斯啟動甘乃迪總統遇刺後，，國會於國會於

19651965 年通過的憲法第年通過的憲法第 2525 修正案修正案
第四條的規定第四條的規定,,聯合川普內閣中聯合川普內閣中
過半數八位閣員共同罷免川普過半數八位閣員共同罷免川普，，
然後由彭斯代理總統職務然後由彭斯代理總統職務。。

但顯然彭斯不願也不會這麼但顯然彭斯不願也不會這麼
做做，，因為他才違逆了川普的心意因為他才違逆了川普的心意,,
不顧川普的反對去完成了總統選不顧川普的反對去完成了總統選
舉人團票的認證舉人團票的認證,, 現在叫他再去現在叫他再去
推翻川普推翻川普,, 以彭斯過去以彭斯過去 44 年對川年對川
普的唯唯諾諾普的唯唯諾諾,, 再加上顧慮到川再加上顧慮到川
粉的感受粉的感受,,我認為可能性並不大我認為可能性並不大,,
機率小於機率小於 4949%,%,所以只剩下第二所以只剩下第二
個選項個選項,, 由國會對川普提出彈劾由國會對川普提出彈劾
案案。。

但問題是但問題是,, 即將上任的拜登似即將上任的拜登似
乎並沒有意願對川普發起彈劾程乎並沒有意願對川普發起彈劾程
序序，，一再強調團結與和諧的他更一再強調團結與和諧的他更
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 1212 天后的天后的

總統就職典禮上總統就職典禮上,,所以拜登才會推詞說道所以拜登才會推詞說道::““彈劾彈劾
案是由國會決定的事案是由國會決定的事”。”。

彈劾總統需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彈劾總統需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1212 天的時天的時
間是不足夠的間是不足夠的，，而且該案若要在參議院通過而且該案若要在參議院通過，，需需
有超過有超過22//33參議員的支持參議員的支持,, 雖然民主黨剛剛拿下雖然民主黨剛剛拿下
喬治亞州的兩席參議員喬治亞州的兩席參議員,,但在參議院僅有但在參議院僅有””過半過半
加一加一””的優勢的優勢，，要拉攏要拉攏1616席共和黨參議員一起讓席共和黨參議員一起讓
彈劾案過關難之又難彈劾案過關難之又難,, 因此彈劾川普是不會成因此彈劾川普是不會成
功的功的。。

但是彈劾川普成不成功其實也不重要但是彈劾川普成不成功其實也不重要,, 重要重要
的是可以讓川普在歷史上留下惡名的是可以讓川普在歷史上留下惡名,, 讓他成為讓他成為
美國歷史上唯一被彈劾兩次的總統美國歷史上唯一被彈劾兩次的總統,, 貼上這個貼上這個
標籤也讓他別再幻想標籤也讓他別再幻想20242024年參選總統了年參選總統了!!

激烈的激烈的20202020年大選已結束兩個月年大選已結束兩個月,,因川普不因川普不
服遊戲規則而讓拜登尚未篤定登上白宮寶座服遊戲規則而讓拜登尚未篤定登上白宮寶座,, 而而
國會兩名參議員也因票數未過半必須複選國會兩名參議員也因票數未過半必須複選,,國會國會
山莊的戰火燒到了喬治亞州山莊的戰火燒到了喬治亞州,, 兩黨驢象之爭令人兩黨驢象之爭令人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從從20002000年大選來看年大選來看,,白宮與兩院都出現兩黨勢白宮與兩院都出現兩黨勢
均力敵現象均力敵現象,,選後民主黨以選後民主黨以212212席薄弱優勢續掌席薄弱優勢續掌
眾議院眾議院,, 參議院則是共和黨取得參議院則是共和黨取得5050席席,,民主黨民主黨4848
席席,,這對美國是好事這對美國是好事,,因為沒有出現一黨獨大現因為沒有出現一黨獨大現
象象，，由於川普任內諸多踐踏法律與秩序之作為更由於川普任內諸多踐踏法律與秩序之作為更
加突顯國會制衝的重要性加突顯國會制衝的重要性,, 所幸共和黨只掌控了所幸共和黨只掌控了
參議院參議院,, 否則這次川普翻轉選情的企圖恐將得否則這次川普翻轉選情的企圖恐將得
逞逞。。

喬治亞州這兩席參議員名額現成為關鍵喬治亞州這兩席參議員名額現成為關鍵,,共和共和

黨只要再贏得一席就可續掌參黨只要再贏得一席就可續掌參
議院議院,,民主黨則必須兩席全拿才民主黨則必須兩席全拿才
可勝出可勝出,,如果從制衡角度來看如果從制衡角度來看,, 讓讓
共和黨贏得一席續掌參議院應共和黨贏得一席續掌參議院應
是較好的結果是較好的結果,, 但如從平衡最高但如從平衡最高
法院的角度看法院的角度看,, 讓民主黨拿下兩讓民主黨拿下兩
席使該黨完全掌控參眾兩院去席使該黨完全掌控參眾兩院去
擴增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的擴增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的
名額以扭轉已偏斜到保守派意名額以扭轉已偏斜到保守派意
識形態不平衡的識形態不平衡的77::22劣勢劣勢,,應該是應該是
好事好事,, 所以這次驢象之爭無論誰所以這次驢象之爭無論誰
勝出勝出，，都有好處都有好處!!
民主黨人已經民主黨人已經 2020 年沒有贏得過年沒有贏得過
喬州的聯邦參議員席次喬州的聯邦參議員席次，，但拜登但拜登
去年在該州的勝利是去年在該州的勝利是 3030 年來民年來民
主黨頭一遭主黨頭一遭,,其結果是否會影響其結果是否會影響
參議員選舉很難說參議員選舉很難說,,在去年在去年1111月月
有有2020人參與角逐人參與角逐，，這是一種叢林這是一種叢林

式初選式初選,, 在位的兩位共和黨參議員大衛帕度與羅在位的兩位共和黨參議員大衛帕度與羅
芙勒皆未過半芙勒皆未過半,, 羅芙勒還面臨同黨溫和派眾議員羅芙勒還面臨同黨溫和派眾議員
柯林斯的競爭柯林斯的競爭，，決選時柯林斯出局決選時柯林斯出局,, 羅芙勒是否羅芙勒是否
能把他的票轉移到自己身上有待觀察能把他的票轉移到自己身上有待觀察。。

而珀杜在與年僅而珀杜在與年僅3333歲的非裔民主黨奧索夫之歲的非裔民主黨奧索夫之
爭充滿尖酸刻薄的挑釁爭充滿尖酸刻薄的挑釁，，奧索夫多次稱珀杜是騙奧索夫多次稱珀杜是騙
子子，，並提到對珀杜所謂的內幕交易的調查並提到對珀杜所謂的內幕交易的調查,,但珀杜但珀杜
沒有上鉤沒有上鉤，，拒絕電視辯論中與奧索夫會面拒絕電視辯論中與奧索夫會面。。

依據依據FiveThirtyEightFiveThirtyEight網站民調網站民調，，奧索夫目前領奧索夫目前領
先珀杜先珀杜11..88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沃諾克領先羅芙勒沃諾克領先羅芙勒22..22個百個百
分點分點,,雖都是民主黨領先雖都是民主黨領先,,但都在勝負誤差內但都在勝負誤差內,,所以所以
票沒有開完誰都沒有把握勝利票沒有開完誰都沒有把握勝利。。

川普總統在煽動暴民衝闖國會大廈為美國川普總統在煽動暴民衝闖國會大廈為美國
民主寫下最羞辱黑暗的一頁歷史後民主寫下最羞辱黑暗的一頁歷史後,, 路透社與路透社與
IpsosIpsos做的民調顯示做的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5757%)%)希希
望他立即下台望他立即下台,, 但由於他不辭職但由於他不辭職,,而彭斯副總統而彭斯副總統
也不願動用第也不願動用第2525修正案罷免他修正案罷免他，，所以只有靠國所以只有靠國
會彈劾他會彈劾他,,可是時間緊迫可是時間緊迫,, 顯然已來不及顯然已來不及,,只有只有
等他任期結束後繼續走完彈劾程序等他任期結束後繼續走完彈劾程序。。

彈劾川普符合美國整體利益彈劾川普符合美國整體利益,, 從他四年任內從他四年任內
離經叛道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手段來看離經叛道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手段來看，，川普並川普並
不是一位卓越的領袖不是一位卓越的領袖,,更稱不上所謂的更稱不上所謂的””川普主川普主
義義””(Trumpism),(Trumpism), 我實在看不出他有完整的思想我實在看不出他有完整的思想
體系和政治理念體系和政治理念,,他之所以能號召群眾是因為他之所以能號召群眾是因為
他會用煽動言語去鼓惑人心他會用煽動言語去鼓惑人心,,並使用一種積非並使用一種積非

成是的謬論成是的謬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把自己塑造成一個
受害者以博得群眾同情受害者以博得群眾同情,,這次群眾這次群眾
衝撞國會就是一個典型的操作手衝撞國會就是一個典型的操作手
法法,,試問如果這次選舉存有系統舞試問如果這次選舉存有系統舞
弊弊,, 難道那些他所指控的州選務難道那些他所指控的州選務
主管以及法官都聯合起來包庇大主管以及法官都聯合起來包庇大
選嗎選嗎??

為了一己之私為了一己之私,,川普竟企圖用非川普竟企圖用非
法手段摧毀民主憲政法手段摧毀民主憲政,,共和黨如果共和黨如果
不加入民主黨一起彈劾他不加入民主黨一起彈劾他,,並終止並終止
他的政治前途他的政治前途,, 那麼這個黨的前那麼這個黨的前
途堪虞途堪虞,, 等他的等他的””川普黨川普黨””羽毛豐羽毛豐
盛時盛時，，受害最大最多的不就是共受害最大最多的不就是共
和黨嗎和黨嗎!!

根據民主黨評估根據民主黨評估,,眾議院只要簡眾議院只要簡
單過半多數就可以通過彈劾案單過半多數就可以通過彈劾案,,成成
功扮演功扮演““起訴起訴””川普的角色川普的角色,,但參議但參議

院尚須院尚須1616位共和黨參議員加入才可彈劾成功位共和黨參議員加入才可彈劾成功,,
等拜登上任總統後的新國會再來進行彈劾程等拜登上任總統後的新國會再來進行彈劾程
序序,,如果共和黨高瞻遠矚如果共和黨高瞻遠矚,,考量到全國與該黨的考量到全國與該黨的
利益利益,, 斷絕川普在四年後捲土重來斷絕川普在四年後捲土重來,, 那麼彈劾那麼彈劾
案不見得不會成功案不見得不會成功!!

兩年前國會是以濫用職權與妨礙國會的兩兩年前國會是以濫用職權與妨礙國會的兩
大罪狀啟動對川普的彈劾大罪狀啟動對川普的彈劾,, 但在共和黨疵護下但在共和黨疵護下
未能成功未能成功,, 現在川普再次濫用職權現在川普再次濫用職權，，並且教唆暴並且教唆暴
民攻擊國會民攻擊國會,,罪無可逭罪無可逭,,二度彈劾他具有正當性二度彈劾他具有正當性,,
不但可以徹底消除他對美國民主憲政的攻擊以不但可以徹底消除他對美國民主憲政的攻擊以
及阻止他繼續撕裂美國社會的危險及阻止他繼續撕裂美國社會的危險，，國會參眾國會參眾
兩院代表了美國最高民意兩院代表了美國最高民意,, 他們當然有責任他們當然有責任,,也也
有義務去完成美國人民賦予他們的使命有義務去完成美國人民賦予他們的使命。。

誰說天下是屬於川普的誰說天下是屬於川普的 ?? 權力慾薰心的他權力慾薰心的他,,
在四年總統任期內不做一位憂國憂民的總統在四年總統任期內不做一位憂國憂民的總統,,卻卻
在任期屆滿時成為一個擾國擾民的庸人在任期屆滿時成為一個擾國擾民的庸人,,他自亂他自亂
歷史腳步歷史腳步,, 讓自己一步步走進歷史的死胡同裡讓自己一步步走進歷史的死胡同裡,,
讓自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失敗的總統讓自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失敗的總統!!

20162016年年11月川普勝選後被美國人民所賦予的月川普勝選後被美國人民所賦予的
巨大權力將被不光彩地剝奪巨大權力將被不光彩地剝奪,,他的副手彭斯將宣他的副手彭斯將宣
告他的權力正式終結告他的權力正式終結,, 然而他堅不認輸然而他堅不認輸,,依然在依然在
做困獸之鬥做困獸之鬥,,煽動社會混亂可恥的一面煽動社會混亂可恥的一面，，公然呼公然呼
籲支持者舉行大規模示威籲支持者舉行大規模示威，，造成社會的對立造成社會的對立,, 讓讓
民主蒙羞民主蒙羞!!

在美國民主兩個多世紀進程中在美國民主兩個多世紀進程中,, 憲法確定政權憲法確定政權
和平移交和平移交,,選舉制度維繫了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選舉制度維繫了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

但川普卻早在但川普卻早在20202020大選前決定將不大選前決定將不
承認敗選承認敗選，，在選敗後做出一連串挑在選敗後做出一連串挑
釁法律的行為因證據不足而輸掉釁法律的行為因證據不足而輸掉6060
起試圖推翻大選的訴訟起試圖推翻大選的訴訟，，他妄稱的他妄稱的
大規模選民欺詐與系統做票都未成大規模選民欺詐與系統做票都未成
立立,,繼而向搖擺州共和黨官員施壓繼而向搖擺州共和黨官員施壓，，
要求他們阻止選舉結果也沒有成要求他們阻止選舉結果也沒有成
功功。。

在籌碼用盡在籌碼用盡,,翻盤成功機率小於零翻盤成功機率小於零
後後,,他竟對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佩他竟對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佩
格使出渾身解數格使出渾身解數，，時而奉承時而奉承、、時而乞時而乞
求求，，時而直接威脅其幫助自己找回時而直接威脅其幫助自己找回
足以致勝的足以致勝的1178011780張選票張選票，，從這段談從這段談
話錄音讓人知道川普的寡廉鮮恥與話錄音讓人知道川普的寡廉鮮恥與
毫無底線的道德標準毫無底線的道德標準,,這在美國民主這在美國民主
史上前所未有史上前所未有,, 他企圖顛覆選舉制他企圖顛覆選舉制
度的言論已構成嚴重違法之行徑度的言論已構成嚴重違法之行徑。。

可悲的是可悲的是,,竟還有竟還有1212名共和黨參議員和名共和黨參議員和140140名名
共和黨眾議院誓言要在國會殿堂裡阻止由副總共和黨眾議院誓言要在國會殿堂裡阻止由副總
統彭斯舉行的認證拜登的勝選會議統彭斯舉行的認證拜登的勝選會議,, 他們還呼籲他們還呼籲
民眾以街頭暴力來要脅國會民眾以街頭暴力來要脅國會,,這些醜陋的共和黨這些醜陋的共和黨
民代已展現出對民主傳統的蔑視民代已展現出對民主傳統的蔑視，，也嚴重破壞了也嚴重破壞了
人民對選舉的信心人民對選舉的信心,,所幸參議院多數党領袖麥康所幸參議院多數党領袖麥康
奈爾不認同這次的叛亂奈爾不認同這次的叛亂,, 否則共和黨將玩完了否則共和黨將玩完了,,
克魯茲之流如果能再被選上克魯茲之流如果能再被選上，，將證明美國社會的將證明美國社會的
是非不明是非不明!!

美國的核心價值是民主選舉美國的核心價值是民主選舉,, 川普的言行顯然川普的言行顯然
已違逆了這個價值已違逆了這個價值,, 完全不符合美國的整體利完全不符合美國的整體利
益益，，他所造成的亂流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夠他所造成的亂流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夠
平息平息!!

在川普總統號召慫恿下在川普總統號召慫恿下,,他的支持者公然衝進他的支持者公然衝進
民主法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以阻礙議員們進民主法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以阻礙議員們進
行拜登贏得總統大選的認證程序行拜登贏得總統大選的認證程序,, 結果暴徒與警結果暴徒與警
察發生嚴重衝突察發生嚴重衝突，，造成四人死亡的悲劇造成四人死亡的悲劇，，華府風華府風
聲鶴唳聲鶴唳,,實施宵禁實施宵禁,,暴動的罪魁禍首川普應被彈劾暴動的罪魁禍首川普應被彈劾
下台下台!!

位於國會山莊的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位於國會山莊的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200200多多
年來最足以為傲的立法所在地年來最足以為傲的立法所在地,, 匯集了全美匯集了全美 5050
州的民意代表州的民意代表,,但當他們正在行使最神聖的總統但當他們正在行使最神聖的總統
認證時認證時,, 暴徒竟佔領了他們的講臺暴徒竟佔領了他們的講臺，，使他們成為使他們成為
驚弓之鳥驚弓之鳥,,嚇得落荒而逃嚇得落荒而逃，，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
場景會發生在民主法治的美國場景會發生在民主法治的美國,,這在美國歷史上這在美國歷史上
前所未見前所未見,,堪稱美國之恥堪稱美國之恥!!

在川普短短四年掌權下在川普短短四年掌權下,,美國真美國真
是變了是變了,,雖然他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再雖然他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再
度偉大度偉大 ,,實則處處踐踏法律與秩序實則處處踐踏法律與秩序,,
做些讓美國墮落的事做些讓美國墮落的事,,從這次國會暴從這次國會暴
力事件讓我們清楚看到川普的白宮力事件讓我們清楚看到川普的白宮
是那麼的強行霸道是那麼的強行霸道,,三權分立的精義三權分立的精義
在他手下竟變成以在他手下竟變成以““行政行政””煽動極端煽動極端
暴力去攻擊暴力去攻擊““立法立法”，”，而此時的而此時的““司司
法法””卻在混亂中噤若寒蟬卻在混亂中噤若寒蟬,,視若無睹視若無睹,,
更不必奢談伸張正義更不必奢談伸張正義,,現在擺在眼前現在擺在眼前
的狀況不就是的狀況不就是””行政已亂行政已亂,, 立法已立法已
弱弱,, 司法已死司法已死””嗎嗎!!!!

這次的暴動除了主謀川普外這次的暴動除了主謀川普外,, 助助
紂為孽的共和黨少數參眾議員應該紂為孽的共和黨少數參眾議員應該
要被全民嚴厲的譴責要被全民嚴厲的譴責,,因為他們灌輸因為他們灌輸
了民眾不正確的態度了民眾不正確的態度,,誘導了群眾的誘導了群眾的

盲從躁進盲從躁進,, 如果一個在選舉中失敗的人可以靠著如果一個在選舉中失敗的人可以靠著
暴力奪得政權暴力奪得政權,, 總統選舉的意義將喪失殆盡總統選舉的意義將喪失殆盡,,以以
後每後每44年一次的大選都會淪為今天這種亂象年一次的大選都會淪為今天這種亂象,,所所
以為了杜絕後患以為了杜絕後患,,國會應立即嚴懲川普國會應立即嚴懲川普,,以儆效以儆效
尤尤,, 至於那些不夠格的參眾議員在下一次的選舉至於那些不夠格的參眾議員在下一次的選舉
中選民應把他們徹底淘汰出局中選民應把他們徹底淘汰出局,,選民的職責真的選民的職責真的
太大了太大了,, 如不能選賢與能如不能選賢與能,,一昧以政黨傾向為依一昧以政黨傾向為依
歸歸,, 那麼將來一定還會再出現一個讓民主蒙羞那麼將來一定還會再出現一個讓民主蒙羞,,
使美國顏面盡失的川普使美國顏面盡失的川普!!

現在我們只能寄望即將上任的拜登新政府能現在我們只能寄望即將上任的拜登新政府能
夠引以為鑑夠引以為鑑,,正本清源正本清源,,確實力行法治與秩序確實力行法治與秩序,, 讓讓
美國重新走回正確的軌道美國重新走回正確的軌道,, 這才是美國之幸這才是美國之幸，，人人
民之福民之福!!

--希臘遊記之二希臘遊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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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涉嫌毀憲違法川普涉嫌毀憲違法,, 將以不光彩名譽結束總將以不光彩名譽結束總
統任期統任期,, 由於他煽動教唆暴民衝闖國會大廈由於他煽動教唆暴民衝闖國會大廈,, 已已
遭國會啟動彈劾遭國會啟動彈劾,,讓他惡名昭彰成為美國史上唯讓他惡名昭彰成為美國史上唯
一遭到兩次彈劾的總統一遭到兩次彈劾的總統。。

川普的確很糟糕川普的確很糟糕，，四年前當他入主白宮時四年前當他入主白宮時,, 共共
和黨牢牢掌控了參眾兩院和黨牢牢掌控了參眾兩院，，可謂完全執政可謂完全執政,, 但經但經
過兩年前中期選舉以及去年大選後過兩年前中期選舉以及去年大選後,, 共和黨竟共和黨竟
然三輸然三輸,, 把一宮兩院全拱手讓給了民主黨把一宮兩院全拱手讓給了民主黨,, 他對他對
共和黨所造成的傷害難道還不夠大嗎共和黨所造成的傷害難道還不夠大嗎??

很不幸的是很不幸的是,,在白宮有一群對他唯命是聽的官在白宮有一群對他唯命是聽的官
員員，，在國會更有一些盲目附和他的議員在國會更有一些盲目附和他的議員,, 助長了助長了
川普的霸氣川普的霸氣。。官員與議員畏懼川普官員與議員畏懼川普,,可從他對可從他對
付付••塞申斯可知塞申斯可知。。

塞申斯原為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塞申斯原為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
員員,, 因因20162016年最早支持川普參選年最早支持川普參選
總統而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總統而被任命為司法部長,, 但在但在
通俄門調查中因沒有偏護川普而通俄門調查中因沒有偏護川普而
被開革被開革,,去年塞申斯準備捲土重去年塞申斯準備捲土重
來參選議員來參選議員，，但川普卻在初選中但川普卻在初選中
力挺毫無政治經歷的大學足球教力挺毫無政治經歷的大學足球教
練涂柏維爾與塞申斯抗衡練涂柏維爾與塞申斯抗衡,,在川在川
普浥注支持下普浥注支持下,,涂柏維爾當選成涂柏維爾當選成
為忠心耿耿的川粉議員為忠心耿耿的川粉議員，，他也加他也加
入由克魯茲等人反對認證拜登當入由克魯茲等人反對認證拜登當
選總統選總統，，涂柏維爾沒有正式上位涂柏維爾沒有正式上位
就已破壞憲政體制就已破壞憲政體制,,真是悲哀真是悲哀。。

川粉議員在面對一波波民怨川粉議員在面對一波波民怨
時時，，他們總是為討好川粉而保持他們總是為討好川粉而保持
沉默沉默，，寧願掏空共和黨傳統核心寧願掏空共和黨傳統核心
價值而做出違逆民意的事價值而做出違逆民意的事,,他們他們
昧著良心為川普這位濫用民主的昧著良心為川普這位濫用民主的

人搖旗吶喊人搖旗吶喊,,現在原本支持他們的金主如亞馬現在原本支持他們的金主如亞馬
遜遜、、AT&TAT&T和奇異公司等數十家大企業已決定斷和奇異公司等數十家大企業已決定斷
絕他們的政治獻金絕他們的政治獻金,,其實川粉議員真正的危機是其實川粉議員真正的危機是
下一次選舉下一次選舉,,他們必將喪失中間選民的支持他們必將喪失中間選民的支持,, 像像
德州的科魯茲很可能會落選德州的科魯茲很可能會落選。。

相對於川粉議員相對於川粉議員,, 台灣民進黨的台灣民進黨的””萊豬立委萊豬立委””
也不遑多讓也不遑多讓,, 他們竟不顧七成民意反對他們竟不顧七成民意反對,,盲目順盲目順
從黨意放行含有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從黨意放行含有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到台灣到台灣，，讓民眾承受巨大健康風險以為政府求讓民眾承受巨大健康風險以為政府求
得沒有具體承諾的政經利益得沒有具體承諾的政經利益，，萊委們或許可以萊委們或許可以
苟且偷安於一時苟且偷安於一時,, 但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必然會但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必然會
遭選民的唾棄而落選遭選民的唾棄而落選,,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在經歷國會暴動後數日在經歷國會暴動後數日,,川普總統終於公開川普總統終於公開
露面到德州美墨邊界紀念那一道超過露面到德州美墨邊界紀念那一道超過450450英里英里
的圍牆竣工儀式的圍牆竣工儀式,,信心滿滿的川普說信心滿滿的川普說::這是美國這是美國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我們創造了歷史我們創造了歷史，，沒有沒有
人相信我們做到了人相信我們做到了!!””

是的是的，，建築那一道圍牆是川普建築那一道圍牆是川普20162016年參選總年參選總
統最重要也最吸睛的政見統最重要也最吸睛的政見,, 自從上任以來自從上任以來,, 他他
念茲在茲念茲在茲，，就是要打造這一座防止非法移民偷就是要打造這一座防止非法移民偷
渡到美國的牆渡到美國的牆,,從法治與國安角度來看從法治與國安角度來看,,這沒有這沒有
不對不對,,但從人道但從人道、、財政與環保去審視財政與環保去審視，，當然不宜當然不宜,,
可是川普堅持己見可是川普堅持己見,, 歷經萬難都要完成這個被歷經萬難都要完成這個被
人譏為浪費國力又徒勞無益的牆人譏為浪費國力又徒勞無益的牆,,而即將上任而即將上任
的拜登已經決定立即終止修建這道尚未完工的的拜登已經決定立即終止修建這道尚未完工的

牆牆。。
""牆牆""這個字這個字，，除具有防禦之意除具有防禦之意

外外，，更有隔離和拒絕的含義更有隔離和拒絕的含義，，是一是一
個消極和負面的字眼個消極和負面的字眼,, 所以在中所以在中
國古人所鑄造的成語和俚語中國古人所鑄造的成語和俚語中, ", "
禍起蕭牆禍起蕭牆""、、""狗急跳牆狗急跳牆""、、""拆東牆拆東牆
補西牆補西牆""和和""牆倒眾人推牆倒眾人推""等等都是等等都是
不好的現象不好的現象，，在冷戰時期在冷戰時期，，歐洲鐵歐洲鐵
幕給人一種悲戚的形象幕給人一種悲戚的形象，，東西德東西德
之間的之間的””柏林圍牆柏林圍牆””更成為分割鐵更成為分割鐵
幕的標誌性建築幕的標誌性建築，，直到九零年代直到九零年代
初圍牆被推翻初圍牆被推翻，，兩德統一了兩德統一了，，德國德國
人才真正的被解脫出來人才真正的被解脫出來，，如今川如今川
普興建那樣一道牆普興建那樣一道牆，，真是具有封真是具有封
閉保守的思想閉保守的思想,, 不僅僅把美國自不僅僅把美國自
己圍堵起來己圍堵起來，，更有一種羞辱墨西更有一種羞辱墨西
哥以及不尊重鄰國的味道哥以及不尊重鄰國的味道，，所以所以

是對鄰國非常不友善的舉動是對鄰國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但這些川普都不但這些川普都不
管管,,也不介意也不介意。。

在過去的四年裡在過去的四年裡,, 為興建那一道牆為興建那一道牆,,我們看到我們看到
了在美墨邊界一座座建築物被炸毀被剷平了在美墨邊界一座座建築物被炸毀被剷平，，一一
處處原始峽谷處處原始峽谷、、河床河床、、山脈山脈、、沙漠和草原被肆意沙漠和草原被肆意
摧毀摧毀，，每修建一英里的圍牆每修建一英里的圍牆，，就會有原生環境被就會有原生環境被
破壞破壞,,而最讓美國人無法接受的就是而最讓美國人無法接受的就是,,川普曾揚川普曾揚
言築牆費用將由墨西哥來支付言築牆費用將由墨西哥來支付，，但阿米哥人最但阿米哥人最
後一分錢也沒出後一分錢也沒出，，這筆昂貴的費用最後由美國這筆昂貴的費用最後由美國
納稅人來買單納稅人來買單,,所以激起了民怨與公憤所以激起了民怨與公憤。。

川普馬上就要下台離去川普馬上就要下台離去,, 看到這一道牆看到這一道牆,,十分十分
令人感傷令人感傷,, 無論美國人對這一道牆肯定或否無論美國人對這一道牆肯定或否
定定,, 它都將成為川普從政所留下來的歷史痕跡它都將成為川普從政所留下來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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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鏗鏗!!
在眾議院議長裴洛西重重的敲下議在眾議院議長裴洛西重重的敲下議

事槌事槌,, 正式通過彈劾川普的議案後正式通過彈劾川普的議案後,, 使使
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兩次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兩次
的總統的總統,,兩次的彈劾只相距兩次的彈劾只相距1313個月個月,,而且而且
這次彈劾的醞釀期只有短短這次彈劾的醞釀期只有短短 77 天就定天就定
案案，，顯然眾議院已取得社會共識顯然眾議院已取得社會共識,,川普已川普已
徹頭徹尾貶抑了美國總統尊嚴以及破徹頭徹尾貶抑了美國總統尊嚴以及破
損民主憲政體制損民主憲政體制！！

這次眾議院民主黨議員是在這次眾議院民主黨議員是在1010位共位共
和黨議員助力下以簡單過半的多數和黨議員助力下以簡單過半的多數232232
票比票比 197197 票通過彈劾案票通過彈劾案,,罪名只有煽動罪名只有煽動
暴亂一項暴亂一項,,其實在最近兩個月內其實在最近兩個月內,,川普罄川普罄
竹難書的言行竹難書的言行,,包括選前選後永不休止包括選前選後永不休止
對大選制度的污蔑詆毀對大選制度的污蔑詆毀、、向州府選舉官向州府選舉官
員與州議員的強行遊說員與州議員的強行遊說、、向國會議員與向國會議員與

副總統的施壓副總統的施壓，，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要推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要推
翻公正的選舉結果翻公正的選舉結果，，他在無法得逞下竟他在無法得逞下竟
公然聚眾對國會大廈攻擊褻瀆公然聚眾對國會大廈攻擊褻瀆，，並導致並導致
死傷慘劇死傷慘劇,, 這些都已構成彈劾要件這些都已構成彈劾要件,,不不
過令人遺憾的是過令人遺憾的是,,依然得不到絕大多數依然得不到絕大多數
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共和黨議員的支持，，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他們所持的理由是,,
總統的暴力威脅固然不對總統的暴力威脅固然不對,,但彈劾他會但彈劾他會
造成美國的分裂造成美國的分裂。。

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川普已對因為川普已對
美國造成巨大傷害美國造成巨大傷害,, 如不對他進行彈如不對他進行彈
劾劾,, 等於是姑息養奸等於是姑息養奸,, 讓他將來依然可讓他將來依然可
以從政而產生影響力繼續裂解美國以從政而產生影響力繼續裂解美國,, 那那
才真正造成美國長久的分裂才真正造成美國長久的分裂,,這些不辨這些不辨
菽麥也不願承擔責任的共和黨議員將菽麥也不願承擔責任的共和黨議員將
成為川普未來作惡的幫兇成為川普未來作惡的幫兇！！

現在彈劾案將交到參議院現在彈劾案將交到參議院,,共和黨多共和黨多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無意在川普最後任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無意在川普最後任
期內審理期內審理,,加上他以不干擾拜登新政府加上他以不干擾拜登新政府
上任為由上任為由,,可能把審判推遲更長時間可能把審判推遲更長時間，，麥麥
康奈爾算是順利脫身了康奈爾算是順利脫身了,,因為到時他已因為到時他已
不再是多數黨領袖不再是多數黨領袖,,不過在民主黨新掌不過在民主黨新掌
控的參議院必須獲得控的參議院必須獲得1717位共和黨議員位共和黨議員
支持才可以三分之二通過彈劾支持才可以三分之二通過彈劾，，所以川所以川
普最後的命運依然掌控在共和黨手中普最後的命運依然掌控在共和黨手中。。

經過國會流血事件後的川普已盡失經過國會流血事件後的川普已盡失
民心民心,, 加上沒有權位與資源加上沒有權位與資源,, 所以影響所以影響
力已折損過半力已折損過半,, 到時候共和黨參議員是到時候共和黨參議員是
否會買他的帳端視民意而定否會買他的帳端視民意而定,, 一切還在一切還在
未定之天未定之天,,在民意和黨意之間做抉擇應在民意和黨意之間做抉擇應
該是共和黨參議員未來最大的煎熬了該是共和黨參議員未來最大的煎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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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局於2021年1月7日宣布
了又壹個H-1B新政，薪資高的申請人
將優先獲得H-1B簽證。該規定於1月8
日發布在聯邦公告網站，將在聽取公眾
意見後的六十天正式生效。

除此之外，美國勞工部於2020年
10月8日發布了另壹個新政，旨在大幅
提高H-1B簽證申請人的薪資要求。美
國雇主必須書面承諾支付外籍員工比以
前高出很多的薪水。這將嚴重打擊美國
雇主雇用H-1B員工的意願。2020年
12月，美國已有三個法院宣布，因為勞
工部違反了行政程序法關於頒布新政策
前必須公示的規定，該新政被判定為無
效。

H1B工作簽證簡介
H1B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

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計、
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
等。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長可在
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申請的可提
出超過六年的H1B申請)，在此期間並
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請
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常申請
的簽證，核準時間三至六個月不等。
H1B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
入學，但壹般情況下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H1B身份的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
可工作：H1B持有人的I-140職業移民
申請已經獲得批準，而該H4配偶為主
要受益人或H1B持有人已經處於H1B
六年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

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也
符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工資
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2021年的配額是65,000。另外，

根據2004 年 11月 20日通過的法律，
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供獲得美國
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要包

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

營利研究機構」 或是 「政府單位的研究
機構」 ；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其附
屬機構。

H1B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2001年7月30日開辦了

快速審理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
可以多付$2,50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
在15天內決定是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
申請。 如果移民局在15天之內沒有作
出決定，移民局承諾退回加急費。根據
我們律師事務所的經驗，移民局通常在
幾天之內就作出了審理結論。

最新移民消息
1.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

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
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
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甚至出
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
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
，會初步審核壹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
提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壹
般會在30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
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
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退件通知，被
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2. 2020年 12月 1日起，入籍考
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壹，入籍考試的
題庫從原來的100題變為128題。第二
，申請人需要從20道題中至少答對12
道。原來的規定是從10道題中至少答
對6道。

3.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在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
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主要體
現在：第壹，以前委托書只需要三級認
證：公證-州政府-休斯敦總領館。大使
館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認證要求。第二
，以前三級認證的文件內容可以是中文
，現在美國國務院要求所有文件必須有
中英文。第三，因為疫情的原因，美國
國務院不對公眾開放，辦理認證的時間
需要長達三個月。第四，大使館不接受
郵寄辦理認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
，大使館現在不對公眾開放。有緊急情
況需要先郵件聯系說明緊急事由，預約
成功才能辦理。

4.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正
式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
括：美國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

：抽簽移民簽證；職業移民簽證；公民
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卡
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月22日
周壹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總統
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的H1B
、H4、L1、L2、J1、J2簽證的發放；
要求制定法規使H1B、EB2、EB3的申
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H1B、H4、
L1、L2、J1、J2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
時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
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這壹法
案目前已經延到了2021年三月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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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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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為由
要求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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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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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綠卡申請人，增加了
I-944表的要求。

7. 川普總統任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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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
國和獲得綠卡，也都設置了更高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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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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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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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1年年H-H-11BB新政策新政策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BB88
星期六       2021年1月16日       Saturday, January 16, 2021

中美論壇



BB99
星期六       2021年1月16日       Saturday, January 16, 2021

基督教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父母關係亮紅燈

母親生在中國，來美國是為了唸研究

院；但是，她後來放棄教育系的獎學金，

違背父母的心願，與我父親結婚。她憑苦

幹和堅忍，幫助我爸獲得兩個博士學位和

開辦了一間牙醫診所，而且辦得很成功。

表面上看，我父母要甚麼有甚麼：有

兩個兒子，在芝加哥市郊有一幢夢寐以求

的房子，有兩輛豪華房車，兩個兒子都進

了牙醫學院。照常理來說，我媽應該很快

樂幸福；可是，我反覺得她很可憐。因我

年紀還小時就常聽她跟爸吵個不停。我成

了母親傷心時唯一的依靠。後來，到我唸

牙科時，父母的婚姻正處於破裂邊緣。

無法接受的宣告

正 當 我 在 路 易 斯 維 爾 牙 醫 學 院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Dental School）唸

書時，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七日放假回家，

告訴父母我是同性戀者。媽聽後萬分震

驚，傷心極了。我想，她比聽到我死去的

消息更難接受。她一面苦口婆心勸我，一

面教導我；但是都不得要領。最後，她要

我在家庭和同性戀生活兩者之間作一個選

擇。她以為這樣有助我恢復理性；可是，

在我的腦海中，已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不可能改變我是同性戀者的事實；所

以，對我來說，我與家庭脫離關係是被逼

的， 是無可奈何的。而媽媽並不這樣想，

她覺得我是自甘墮落、不孝，是傷透了她

心的忤逆子。

當時，媽媽不知道往哪裡求助。她還

不是基督徒，不認識牧師，不會禱告。她

只得狂翻電話簿，聽廣播，希望抓到一絲

幫助；然而，她甚麼都沒抓到。最後，她

走投無路，竟然計劃了結生命。

生死關頭遇轉機

她買了一張去路易斯維爾的單程車

票，想死前見我最後一面。離家前，她見

過一位神父。該神父給了她一本小冊子，

講到同性戀的問題。媽還沒來得及細看，

就帶錢包和小冊子上路。路上，她隨手翻

閱那小冊子。看到小冊子說：人人都是

罪人，上帝恨惡罪惡，卻愛罪人。媽媽越

看越覺得小冊子說到她的心坎裡去。她從

來沒這麼認真去讀過一篇文章。最後，她

開竅了，明白她也可以效法上帝，去愛罪

人——愛我，她同性戀的兒子。

明白了這點，她抬起頭來，凝視窗

外，真好像一草一木都在歌頌上帝的慈

愛。這時，媽媽聽到一個平靜、微小的聲

音說：「妳是屬我的。」她知道，這是來

自上帝的聲音。她破碎的心靈從此得了醫

治，後來變得十分堅強。上帝賜給她新的

生命。她真好像已經死過，現在又活過來

了。

媽媽在路易斯維爾得到一位師母幫

後來筆者(曾做護士)幫她腹部觸診，

告訴她可能是闌尾炎(俗稱盲腸炎)造成的

疼痛。

我們打算如果李姐妹再繼續痛不止，

就讓她先下山回家去。爾後，她說不疼

了，想繼續参加完夏令會。

事隔半年後，有一天我見李姐妹來屏

東基督教醫院住院，她告訴我說:「醫生說

我是闌尾炎，要做闌尾切除手術。」

●紐約伍大哥的小兒子肚子痛

約是15年前的事了，筆者每年11月初

會去紐約参加角聲週年慶，順道抽時間去

探望親友們，下了飛機就先去探望伍媽媽

全家，伍大哥大嫂熱情接待我，他們也急

著告訴我說: 「潘師母，我們的小兒子(約
7-8歲)他說肚子痛，已一周沒有去上學，

吃不下，睡不着，我們帶他去看醫生，也

無結果，真不知道怎麼辦？」

聽完伍大嫂說話後，我心想不是闌尾

炎，又會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小兒子肚子

疼痛難安呢？醫生看了也無答案，真讓做

祖母的，做父母的心焦急，我說我們同心

謙卑來禱告上帝吧！祂是無所不在，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祂是全能全知的

真神，懇求祂憐憫醫治你們的小兒子。

禱告完，我問伍大嫂「昨天是你侄兒

浩恩生日，你兒子是否高興，吃了兩塊奶

油蛋糕？」

『是啊！他吃了兩塊蛋糕！』我說

「他是否把蛋糕上的奶油全吃下肚了？」

『是啊！他就是喜愛吃蛋糕和上面的

奶油』，「啊！我知道他肚子痛的原因

了，不消化，多觀察他，求天父憐憫醫治

他。」

未料，隔天，小兒子告訴媽媽說他肚

子不痛了，吃過早餐後，說要去上學，讓

伍大哥大嫂喜出望外。

當年感恩節伍大哥全家和母親去教會

向上帝感恩，上帝醫治他們的小兒子，目

前小兒子已大學畢業，工作了哩！感謝上

帝大恩大愛。

親愛的讀者們，

你們也可以來自己按手在你身體疼痛

的地方，你先認罪悔改，求主耶穌憐憫醫

治你的身心靈。宣告禱告，求主耶穌權能

醫治你，願祂的榮耀發明醫治在你身上，

日後你為祂做美好的見證。

1 月 3 日 （ 主

日）

因 睡 前 喝 水

多 ， 筆 者 半 夜

3:35am起來上廁所時，看到facebook有篇

文章是作者拉娜‧瓦舍分享的題目：我聽

見主耶穌說「我正賜你健康與醫治。」信

息是主耶穌真實的應許；其中有句話說主

耶穌現在就要醫治你，不是2021年底….
看到此信息，隨即我就用左手按在我

右手肘上禱告，相信主耶穌現在就要醫治

我，不是明天、後天、年底，禱告完後，

我右手肘真的可以往內彎曲、伸手、抬

高了，我我右手肘與左手大姆指疼痛了

約有四個月，在天氣變寒冷時更是疼痛，

伸手，彎曲，抬高都困難，刮痧、針灸、

貼止痛藥膏、熱敷等都做了，有改善但酸

痛不減，休士頓天氣溫差變化大。上帝憐

憫我醫治我，讚美神是醫治的神。哈利路

亞！ 
1月12日（星期二）

C朋友自海外來信說:
我今天星期日早些時候去教堂做些小

運動，現在半夜我的身體真的讓我很疼

痛！

我問 :你哪裡疼痛呢？筆者告訴C朋

友：「你如果是腹痛，不要熱敷，如果是

胃痛，你現在去喝杯喝杯溫熱鹽水，熱薑

湯紅糖或溫熱蜂蜜水，緩解你胃疼痛。C
朋友，如果你感到腹痛，你也可以平躺下

來，以肚臍為中心，用你的右手在你腹部

用環狀順時鐘方式按摩，也可按摩按壓自

己的母指與食指中間的虎口穴位與足三里

穴位。

足三里穴位是在你的足部，你用你右

手四根指按在膝蓋以下，第四指的地方就

是足三里穴位，你可以用你右手去按壓穴

位，你會感到酸疼，通氣後，就不疼了。

筆者請C朋友先自己按手在痛處禱

告，「奉主耶穌的名禱告，求主耶穌因祂

受的鞭傷使你得醫治，因主耶穌受的刑罰

使你得平安，讚美神，耶和華拉法，祂是

醫治的神，感謝主耶穌，主耶穌祢應許祢

要醫治有病痛的，求主祢現在就醫治祢的

孩子，使C朋友得痊癒，求主耶穌聽我們

的禱告，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主耶穌，祢讓C朋友此此時此刻就經

歷你的復活大能，權能醫治，經歷祢是又

真又活的真神，祢是有恩典有憐憫的大醫

生。

翌日，我收到C朋友信:
潘思牡:我現在真的好多了，我做了所

有你所說的我應該做的事，我的身體現在

真的好多了！

●台灣李姐妹肚子痛:
約是時光倒流四十多年前，筆者在台

灣台南橄欖山参加全台灣循理會青年夏令

會，約有上百位年青人初中暨高中生出

席。

記得夏令會第二天，有位年輕的高中

生李姐妹來告訴我說她肚子痛，我們大會

有位就讀高雄醫學院的醫學生XXX,來幫忙

看診，但不敢確定是什麼診斷。

媽，我回家了！

◎周劉美師母

禱告與醫治

◎袁幼軒

助，上了為期六週的門徒訓練班。之後，

知道要修補自己的婚姻，是時候回家了。

回家後，爸爸看到媽媽好像變了另一個

人，很好，不再和他爭吵了。幾個月後，

爸受到感動，與媽一起踏上跟隨主耶穌的

路。

慈母的心傷透了

正當上帝醫治爸媽的關係時，我卻在

罪惡的世界裡日漸沉溺敗壞。我將自己的

快樂建築在放縱情慾上，有數不清的同性

伴侶；可是卻空前寂寞。於是，我嘗試吸

毒。後來為了賺錢購買毒品，竟然販賣毒

品。

就在我尚欠四個月就拿到牙醫學位

時，不幸被學校勒令退學。之後，我搬到

亞特蘭大，仍不悔改，仍過朝生暮死、頹

廢淫穢的生活，甚至墮落到變成美國東南

部的重要毒品供應人。

母親仍然愛我，每星期至少寄一張

卡片給我，說她永遠愛我，但我不看，把

卡片丟到垃圾桶。她打電話給我，我不

接；有時接了，但說話都傷透她的心。有

一次，我警告她：「妳要再跟我講耶穌和

聖經，以後別指望見我。」父母買了飛機

票送給我，邀請我回家歡度感恩節和聖誕

節。母親特地在聖誕節前夕往機場跑，在

候機室一直站張望，等她的兒子下機。但

是，一直到乘客和機艙服務員都走了，她

仍看不到兒子，只好黯然返家。但是，她

不放棄，幾小時後，下一班飛機到了，她

又往機場跑，如是者她一再失望。最後，

她知道我不回家過聖誕節了，十分失望。

是的，我已無藥可救，但母親堅持不

放棄我。

完全交託仰望上帝

媽媽繼續為我禱告，她專心仰賴上

帝，求上帝施行神蹟救我回轉。整整七個

年頭，她每逢禮拜一為我禁食祈禱。有一

次，她一連禁食了卅九天。母愛多麼偉

大！

媽媽熱愛真理，順服上帝。每天，她

用幾小時研讀聖經，用心琢磨，默想上帝

的話。然後，走到人群當中，領人認識主

耶穌，帶領查經班。就這樣，她透過順服

上帝和服事人，自己得到了痊癒。

母親堅持禱告，毫不鬆懈。她懇求上

帝引領她的兒子離開罪惡，與上帝和好。

至於上帝怎樣領她的兒子回頭，她好像一

點也不在乎。

有一天我在家裡，聽見敲門聲，是聯

邦警察、反毒組探員及當地幾個警探，一

行十二人，還帶了兩頭德國牧羊犬。他們

入屋搜索，充公所有毒品，價值相當於九

點一噸大麻。

我被判坐牢。這時，從前的豬朋狗

友立刻嚇得雞飛狗跳，遠遠躲避。我打電

話，沒有人願意接。這時，我才知道，原

來我所結交的，盡是酒肉朋友，都靠不

住。後來，因為太寂寞了，我硬頭皮，誠

惶誠恐地打電話回家。那次，是媽接的電

話，她剛從查經班回來，一聽是我，立刻

問：「幼軒，你好嗎？」

這是上帝的答案

待知道了我的情況，她知道，上帝

應允了禱告。於是拿出紙筆，寫下第一個

祝福：「現在，幼軒（在監獄中）比從前

更安全。他第一次致電回家。」第二天，

母親飛到亞特蘭大，到監獄來看我。臨走

前，我們把手壓在隔我們的玻璃窗上，她

為我祈禱。時間就是這樣一天、一週、一

月地過去。壞消息接二連三傳來，例如：

我被判六年徒刑、染上了H I V（愛滋病

毒）。媽媽聽了，非但沒有悲慟；反而看

這是上帝賜給我們家的福氣。她將這些福

氣一件一件記錄下來，從我被囚的第一天

起，至今，這張福氣記錄表比她的身量還

高。

我在獄中繼續蒙恩。上帝不斷地改變

我、更新我。我在二○○一年七月獲釋，

八月開始在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進修，二○○五年五月畢業。二

○○七年又在威頓學院（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的研究院獲得古經學碩士

學位。我如今在慕迪聖經學院任教。

堅定不移的信靠

我的故事雖迂迴曲折，但更重要的是

上帝在我母親身上作工。她的生命先蒙改

變，然後才輪到我。若不是她先蒙恩，也

沒有以後的我。

媽媽是禱告勇士，她不看環境、不看

兒子怎麼無可救藥。總之，她繼續禱告，

不言放棄。她若看環境，她老早就失望

了。但是，媽媽把一切交託上帝，她抓住

上帝的應許，她看見了禱告蒙允。一個著

名的基督徒作家Oswald Chambers說：「我

們不是要證明上帝應允祈禱，我們是要成

為祂恩典的紀念碑。」是的，我媽就是上

帝恩典的紀念碑。從她身上，別人都見到

上帝的恩典。

（文載自［中信］）

半夜 11 點多我還在準備查經信息。往

玻璃大門外看出去見有一個青年男人拉著

行李不斷地來回走來走去三趟了，好像在尋

找什麼，我急忙通知我先生出去關心他，這

位 x 先生剛自中國來美下飛機來到休士頓，

急著要找晚上住宿的地方，先前跟他聯絡的

人失去了音訊，他非常的著急，看到我們熱

情的接待，他終於放下恐懼和焦慮，我為他

預備了一碗熱騰騰的湯麵填飽肚子，順便告

訴他這麼晚不好找房子，這樣好了你就睡在

我們的客廳，明天早上再去找房子和工作。

他告訴我們，他玩股票把父母留給他將

來結婚要用的錢玩掉了，趁他爸媽還不知

情，趕緊到美國來找個工作補還那些錢。他

説再也不敢碰股票�

夜深人靜，我想著今天若沒有往外看，

那這位中國剛來的街友，今夜睡哪裡呀，感

謝主因著好奇往外看，才有機會關懷接待客

旅。

早上預備早餐歡迎他一起享用，順便認

識這位 x 先生，他說：父母是賣菜的，省吃

儉用存下的錢就是希望能為他娶媳婦，如今

他非常的羞愧不知如何面對父母，只能趕緊

定了機票到了美國，希望能夠工作，把這輸

掉的錢快快的補回去。

我們早上也分頭為他尋找可住之處，但

是都沒有空的房間，接著留他吃午餐，晚

餐，一天就這樣過去，他也很認真看報紙，

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工作的機會，對外鄉人來

說要立即找到工作實在不簡單。

我們協助他找房間和工作。也不知是旅

遊旺季嗎？房間真難找，工作更不簡單。每

天都有不同的人來找我們，同時也關懷他工

作怎麼樣啊？找到了沒？既然沒有遇見好

幾會，那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我們一起來

學習聖經吧！認識這位創造天地的主。

愛心接待客旅

《聖經‧馬太福音 6 章 33-34 節》「你

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给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

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够

了。」

一天過去又一天，除了找工作和找房

間，剩下的時間我們就一起讀聖經，禱告，

幫助他認識主耶穌。他接受主耶穌做他生命

的主，並且受洗歸入基督。那美好快樂的七

天成為一生難忘的插曲。

他在美國工作到機票到期前又飛往澳

門，接下另外一份工作，他打電話來：謝謝

我們如同一家人接待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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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人文班師生相聚雲端      展現學習成果

亞特蘭大讀書會 增加善的力量淨化天地

◎ 雲端學習新模式

◎ 線上節目精彩紛呈

◎ 將「小愛」昇華為「大愛」

◎ 人人皆可成菩薩

◎ 學的知識變成智慧

◎ 線上節目精彩紛呈

作者／蔡淑惠、錢美臻、溫倉彬、蔡靜宜

分享者／吳采榮

9
213

慈信班姊妹檔學生朱芓妮和朱芓姵合作拍攝的廚藝節目。
圖片來源／溫倉彬

新年即將到來前夕，慈濟亞特蘭大支會在12月28日，舉

辦了2020年的最後一場線上讀書會。在相互鼓勵度

過疫情寒冬，邁向新的一年之際，志工們充滿了新的期許，

也更加堅定要在新年度透過行動，吸引更多人加入「慈悲濟

世」的行列。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也影響了慈濟奧斯

汀人文班（Tzu Chi Junior Academy）的教學模式，

在2020年秋季班結束前，校方安排在12月20日以線上方式

舉辦秋季班成果展，師生雖然隔著螢幕交流，但熱烈氣氛一

點也不亞於現場活動。

 德州疫情嚴峻，為了師生健康著想，慈濟奧斯汀人文班

維持雲端遠距教學模式。校方考慮到學童無法與朋友們玩耍

互動，每日只能看著電腦螢幕，學習上課或透過視頻與親戚

朋友會面，所以特別規劃了本次線上成果展活動，讓全校師

生、家長能相聚在雲端平台，關心彼此也展現這一學期的學

習成果。

 該校共有九個班。活動一開始，幾乎所有學員可愛地臉

龐都展現在螢幕前，能見到好久不見的同學參加聚會，孩子

們微笑地眼睛充滿著期盼和喜悅。主持人陳雯彬首先帶領大

家祈禱，願天下無災無難，並聆聽證嚴法師說《一杯豆漿》

的故事。

 慈濟奧斯汀人文班校長蔡宜靜在致詞中，鼓勵學員平

日在家要多參與家務，協助父母做一些能力所及的清潔、整

理和做菜的家事，當父母的好幫手。慈濟奧斯汀聯絡處負責

人溫倉彬在引言中提醒同學，平日要多跟朋友、親人電話聯

絡，時時關心周遭的人，同時不要忘了儘管是透過網絡，也

能參與一些志工的服務。

 校方先呈現2020年秋季班上課和生活點滴的照片集，

讓大家回顧在過去幾個月的學習經歷，之後再由每個班級依

序表演排定的節目。

 最吸睛的節目是廚藝節目，由年齡稍長的慈忠班學生

所錄製，姊妹檔的同學朱芓妮和朱芓姵戴著聖誕帽、穿著圍

裙，巧妙用平板電腦與同學互動對話，生動地教導大家做「

小熊炒飯」和「水煮蛋兔子」，造型可愛的小熊炒飯宛如正

蓋著棉被睡覺，水煮蛋則雕成圓潤可愛的兔子，把螢幕前的

觀眾都看餓了。

 慈信班同學合作閱

讀《小老鼠普普》，大

家分工扮演不同角色，

以聲調和語氣把故事情

節活靈活現的呈現，節

目精彩又有趣味。讀故

事書的靈感出自於老師

陳雯彬，但家長配合與

用心不可少，才能成就

這場師生親合作的精彩

演出。

 慈孝、慈仁、慈愛、慈義、慈和、慈幼和雙語班，也各

自拿出精彩地演出與同學們分享。不論是讀頌課文或手語的

呈現，都可以看出老師的用心與學生認真學習的一面。

 當日晚間在悠揚的《靜思淨斯》音樂聲中，15位慈濟人

將思緒沉澱，靜靜等候《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第一》讀書

會的開始。兩個小時的讀書會，在慈濟亞特蘭大支會負責人

孫嘉蒞帶領，以及志工朱德君仔細的導讀下，大家一起聞法

精進滿心歡喜的充實心靈。

 讀書會一開始先播放《慈濟的故事：證嚴法師回顧影

片》，透過影片的介紹讓大家更了解到，證嚴法師因父親往

生，體會無常，發願將「小愛」昇華為「大愛」，一步步走

入佛門的心路歷程。

 接下來播放兩段影片，內容是介紹台灣新北市永和區志

工的家庭線上讀書會，以及台中慈濟醫院的讀書會方式。影

片介紹永和區志工在自家客廳開啟線上讀書會，增加志工、

會員及一般民眾參加的意願，讓法水藉網路流入心田；志工

們也學習到可以藉由變通讀書會模式，應保持彈性方便讓更

多人參與。

 之後是分享大愛電視台的《悲智印記》影片，本期的主

題是「人人皆可成菩薩」，邀請資深慈濟人陳金海分享個人

參加慈濟30年來的收穫與感想。陳金海分享2010年1月11日

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0的強震，美國慈濟志工分梯次，輪流

接力到海地付出關懷，闡述「人人皆可成菩薩」的道理。

 在《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第一》的經文探討部分，由

志工朱德君承擔導讀，文中要點為：學佛必須發大道心，要

有四弘誓願及四無量心，以堅定的宏願遍十方世界。

 本次「智慧法語分享」簡報摘錄自「20201212精舍師

父讀書會——淨化人心是淨化天地的根本之道」，內容著重

 最後大家觀摩其他地區慈濟人如何「弘揚宗門以傳承法

脈」，第一支影片是江蘇昆山慈濟志工，前往泗陽進行新芽

助學發放的印記，志工在巴士休息站沖泡香積飯當午餐，節

省時間訪視關懐200戶低收家庭。第二支影片是來自北京地

區慈濟人，在零下17度低温摸黑開上蜿蜒顛簸的山路，把過

冬的生活物資及禦寒棉被，送到700多位居民手中。

 大家攜手相扶持度過不平凡的2020年，眾人更期盼在

新的一年中，能邀請到更多慈濟人參與讀書會一起分享、共

同成長，將法入心、法入行，為更多人導正向，增加善的力

量淨化天地。

 學佛的過程，難免會遭遇有不如意的事，若因此退轉，

半途而癈，就是道行有所退失與轉變。無論遭遇任何不如意

事，都能堅持目標繼續精進，內修與外行皆積極向前，不受

一切事物的影響，最終即能究竟成就。

 特別的是，該校年過七十的資深教師侯百合，帶領著慈

愛班的小朋友一起進行手語演繹。打從人文學校創始以來，

她便投入於此，教導出無數的學生。侯百合專精於手語莊嚴

演繹，無論是在上課或手語表現都相當沉著穩定，讓上過她

課的學生都如沐春風。

 由於節目相當精彩緊湊，不知不覺中，超過了預定結

束的時間，但師生、家長依舊守在螢幕前靜靜觀賞，沒有絲

毫不耐，這是平日人文學校的教育成果，更是尊重群體的展

現，突顯慈濟人文教育對學童人格培養的重要性。

 除了動態活動精彩，靜態活動也帶給同學滿滿地參與

感。隔著螢幕，老師呈現獎狀並榮耀得獎的同學們，慈濟人

妙用巧思讓線上教學，成為不枯燥的學習體驗。最後，大家

一起祈禱能早日控制疫情，讓同學回到校園上課、學習，每

個人都能健康，讓社會恢復過去的和諧秩序。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在新冠肺炎（COVID-19）世紀疫情的當

下，慈濟美國深刻反省催生成立「素行動聯

盟」，廣邀餐廳和蔬食產品製造商，共同推

動飲食潮流2.0，讓吃素成為方便、美味、營

養、有趣的飲食選擇。讓我們攜手，大範圍

大規模推動茹素理念，為地球和人類的永續

而努力。

 參與的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僅需以素餐點

為主，提供產品折扣或優惠，即可加入「素

行動聯盟」，獲得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折扣的

宣傳品。

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發心修行應堅行而不退轉，絕不輕易退失或是轉變， 

精進做到「四不退」——信不退、位不退、證不退、 

行不退。                                                          志工 朱德君

要把學到的知識變成智慧，而不是只追求字裡行間的

知識。                                                          志工 馮冰

在：提升智慧、融通事理、啟發良知與力行善道。志工馮冰

對此很有感悟：「個人往往是求知識多於求智慧，知識和智

慧是不同內涵；在讀法、行法、修法中，我們應該求智慧，

但是，有時精進心不夠而容易懈怠。」

《悲智印記》
主持人謝佳勳
邀請慈濟志工
陳金海，分享
其30年做志工
的感想。圖片
來源／孫嘉蒞

德州分會德州分會
2021年線上歲末祝福2021年線上歲末祝福

活動日期時間：2021年1月30日，美中時間晚間6:50至8:20。

網路連結：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tzuchi.us/zh/houston

 席捲全球的猛烈疫情，警示著人們需敬天愛地與萬物生靈和諧共

處。人人更應在無常中虔誠受教，摒棄舊習幡然醒悟，堅定心念齋戒茹

素，把握分秒步步踏實行善，播撒大愛種子啟發社區明思善念，凝聚眾

生信願力，滅世間苦疾昏暗，祥和人間以造福後世。

 誠摯邀請您，參加慈濟德州分會一年一度的「歲末祝福」線上活

動。在新年度啟航時，讓我們以感恩的心送走過往，以虔敬的心念迎接

未來，願人人手牽手、心連心，化解災厄結善緣，以善以愛祥和世間，

以諧和與真誠的心，彼此祝福，為世界祝福。期待與您雲端相見！

更多活動訊息，請聯繫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電話：

713-270-9988。

Tzu Chi USA 360

海地大震11週年紀錄片：

 1月12日是海地大地震週年紀念的日子，到今年距

離海地大地震發生已過去十一年了，但直至今日，海

地依舊未從大震創傷中恢復。

 誠 摯 邀 請 您 欣 賞 海 地 大 震 1 1 週 年 紀 錄 片 ：

《Soulajman: Over 10 Years of Tzu Chi Relief in 

Haiti》，片名的「Soulajman」是海地克里歐語，意

指「Relief（救濟）」之意 。透過該片您可進一步了

解從2008年慈濟人進入海地送愛，與2010年地震後，

慈濟人如何陪伴海地人民走過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更

看見海地人民在苦難中所展現生命的

韌性。雲端影賞影片請連結網址：

證嚴法師給所有人2021年的勉勵與祝福：
『大哉教育益群生 • 行善人間致祥和』

video.tzuchi.us/haiti-earthquake-
11th-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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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偉人雖逝世偉人雖逝世，，斯留萬世斯留萬世！！世界雕塑界的國王世界雕塑界的國王，，再現孫中山再現孫中山
，，宋慶齡宋慶齡，，孔子孔子，，耶穌耶穌，，老布什老布什，，大主教大主教，，喬治布朗……喬治布朗……
王維力國際藝術大家庭的靈魂人物王維力國際藝術大家庭的靈魂人物，，有有““當代孔子當代孔子””之譽之譽
的王維力老師於的王維力老師於20212021年年11月月77日在休斯敦逝世日在休斯敦逝世。。多日來多日來，，休休
斯敦主流藝術屆和僑界維力老師的親朋故友紛紛撰文緬懷斯敦主流藝術屆和僑界維力老師的親朋故友紛紛撰文緬懷
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這位偉大的藝術家，，世界名人網也在組稿中世界名人網也在組稿中，，讓世人永遠讓世人永遠
銘記這位受人尊重的師長銘記這位受人尊重的師長。。圖為擔任過美中之星歌唱比賽圖為擔任過美中之星歌唱比賽
主席主席，，休斯敦電影節共同主席的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休斯敦電影節共同主席的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
琛女士來到荷門公園瞻仰永遠矗立在玫瑰園中的王維力作琛女士來到荷門公園瞻仰永遠矗立在玫瑰園中的王維力作
品品--萬世師表孔子塑像萬世師表孔子塑像。。

元月元月1111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時，，美國主流網紅直播頻道美國主流網紅直播頻道AsianGlobal NowAsianGlobal Now主播主播Kale FuKale Fu特別邀請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特別邀請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
生在生在20212021年新年談談他的遴璘詩集年新年談談他的遴璘詩集，，介紹古體詩歌和朦朧詩創作介紹古體詩歌和朦朧詩創作！！漸進生活漸進生活，，高於生活的詩歌在疫情期間高於生活的詩歌在疫情期間
可以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可以給人帶來美的享受，，特別適合處在隔離下深深海拔痛苦的人們特別適合處在隔離下深深海拔痛苦的人們。。遴璘當天分享的古體和詩遴璘當天分享的古體和詩《《和幸子和幸子》》
是一首藏心詩是一首藏心詩，，講的是講的是2121前對詩不小心對到紅樓夢小說中瀟湘妃子林黛玉前對詩不小心對到紅樓夢小說中瀟湘妃子林黛玉《《問菊問菊》》詩的故事詩的故事。。

20212021年是許願的一年年是許願的一年，，剛剛在電影短片剛剛在電影短片《《許願屋許願屋》》中擔任女主角的中擔任女主角的LiliLili來到東江餐廳來到東江餐廳，，品味華哥品味華哥
特別珍藏的黑松露貢鴨大餐特別珍藏的黑松露貢鴨大餐。。據華哥介紹據華哥介紹，，松露松露TruffleTruffle屬鑽石級食材屬鑽石級食材，，世界三大珍饈之首世界三大珍饈之首，，香香
味久遠味久遠，，穿透力強穿透力強，，其生長的地方寸草不生其生長的地方寸草不生。。圖為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華哥圖為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華哥，，老廣休士老廣休士
頓老廣接送服務頓老廣接送服務DannyDanny石先生石先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LiliLili。。

20212021年年11月月66日日，，中國城唯一正式開幕的休斯敦慧慈按摩學校中國城唯一正式開幕的休斯敦慧慈按摩學校（（CCMSCCMS））譚校長在新學譚校長在新學
期開課前一天接受美南電視和世界名人網聯合採訪期開課前一天接受美南電視和世界名人網聯合採訪，，就最新的網上教學就最新的網上教學，，100100％通過率％通過率
，，滿足州政府相關規定的小時數滿足州政府相關規定的小時數，，等多個問題介紹學校特色等多個問題介紹學校特色，，有志進入健康行業的民眾有志進入健康行業的民眾
可以致電可以致電832832--766766--64416441洽詢洽詢。。

20202020年終於過去了年終於過去了，，20212021年終於來到了年終於來到了。。20202020年年1212月月3131日晚日晚，，海外華人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慶祝新年的到來海外華人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慶祝新年的到來。。郭劉一郭劉一
靜女士帶著三五閨蜜在自家湖邊豪宅喜慶元旦到來靜女士帶著三五閨蜜在自家湖邊豪宅喜慶元旦到來。。

20212021年年11月月66日日，，美國參眾兩院分別認證選舉人團選舉學院投票結果美國參眾兩院分別認證選舉人團選舉學院投票結果，，美國首都華盛頓幾乎美國首都華盛頓幾乎
陷於暴亂陷於暴亂。。眾多民眾特別懷念美國五位總統眾多民眾特別懷念美國五位總統20092009年齊聚白宮劇場的溫馨團結的場面年齊聚白宮劇場的溫馨團結的場面。。

在在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與與WestparkWestpark交口進口處最靠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交口進口處最靠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Laboratory Inc.Laboratory Inc.（（37073707 Westcenter Dr.SuiteWestcenter Dr.Suite 100100，，休斯敦休斯敦（（TXTX 7704277042 713713--266266--08080808））方方
便華人便華人，，以棉籤採樣核酸檢測以棉籤採樣核酸檢測SARS-COV-SARS-COV-22核酸核酸RT-PCRRT-PCR測試測試，，手指端採樣血清手指端採樣血清
抗體抗體IgMIgM測試測試，，採樣後採樣後1212--2424小時之內出結果小時之內出結果。。大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大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也可自也可自
費檢測費檢測。。無需預約無需預約，，可以直接前來可以直接前來。。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測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測，，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
少等待時間少等待時間，，於室內或車內檢測於室內或車內檢測。。營業時間是周一到週五營業時間是周一到週五：：88：：0000 am-am-55：：0000pmpm週六週六
：：88：：0000 am-am-44：：0000pmpm，，緊急情況也可以先預約緊急情況也可以先預約。。

20212021年年11月月1010日晚日晚，，休斯敦首場雪飄飄揚揚下一整整天休斯敦首場雪飄飄揚揚下一整整天，，從來少見雪影的華從來少見雪影的華
人們都紛紛打卡景點人們都紛紛打卡景點，，展示雪景展示雪景。。圖為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攜帶剛剛圖為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攜帶剛剛
準備回國的貴州區辣媽主席夏夏和辣媽優勝者南希準備回國的貴州區辣媽主席夏夏和辣媽優勝者南希··謝謝（（Nancy XieNancy Xie））一起來一起來
到了到了ConroeConroe湖濱船塢亮相湖濱船塢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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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
讓全世界的人度過了一個難忘的

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

，開會，上課（網上進行），但失去
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流，總覺得日
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
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
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
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
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
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一些更專業的
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
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
一隅，而不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班
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
菜，再趕回Sugar Land
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
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樂趣， 「中美酒
樓」 憑其地道的粵菜絕活，讓這些宅
在家悶壞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樂
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親自
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著名
的招牌菜如：北京鴨、鹹魚煎肉
、南瓜芋頭炆臘味、芹菜什菇炒
臘味、玉子豆腐、滑蛋蝦仁、菜
膽靈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
節瓜粉絲蝦米煲，以及特別推薦
的菜色如：干逼軟殼蟹、金針雲
耳蒸雞、釀三寶、西汁蝦球、羊
腩煲等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
推出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

「中美酒樓」 位於Bisson-
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
一條街）交口，地址：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科學專業的車禍治療科學專業的車禍治療，，
聯合頂級律師團隊為您服務聯合頂級律師團隊為您服務

車禍事故通常是可怕的經歷 - 即使
損壞不嚴重。每個人對車禍的反應都不
同。

多數的車禍事故都會造成身體傷害
，而在事故後的48-72小時內很難註意

到。即使是嚴重的身體問題也可能在幾
天內沒有任何跡象。所以無論何時發生
車禍，都應該盡快就醫。即使前幾天感
覺不到疼痛，或者即使你認為疼痛癥狀
會消退，你仍然應該去看醫生。

對於那些發生意外的人來說，這是
幾天後出現的一些常見癥狀：

1.頭痛
在車禍發生幾天後出現的頭痛很常

見。有時他們會是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
，例如大腦上的血凝塊，頸部或頭部受
傷甚至腦震蕩。

2. 頸部或肩部疼痛或僵硬
Whiplash是與事故相關的典型延遲

癥狀損傷。
來自patientinfo.com的消息稱 “大

多數傷的情況都是由於後端車輛以每小
時 14 英裏的速度碰撞而發生的”。
Whiplash傷可能很嚴重，有時需要X光
，CT掃描或MRI進行正確診斷。

3.背部疼痛
事故發生後出現的背痛可能是由於

背部肌肉，韌帶或神經受傷甚至是椎骨
損傷引起的。

“背部和頸部疼痛中心的報告顯示
，有超過一半的後部撞擊碰撞發生了腰
部疼痛，其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側面碰撞
事故發生。”

4.腹痛或腫脹
這些跡象可能表明內出血。其他癥

狀包括大面積的深紫色瘀傷，頭暈和昏
厥。內部出血可能未被發現數小時或數
天。它可能是一種危及生命的疾病，需
要由經過培訓的醫療人員進行診斷和治
療。

5.麻木
手臂和手的感覺喪失是Whiplash傷

（也稱為Whiplash相關疾病）的另一個
跡象。感覺喪失是由頸部或脊柱損傷引
起的。 Modernmedicine.com 指出，約
有20％參與追尾車輛事故的人會出現一
些Whiplash癥狀。

6.人格或身體功能的變化
這些可能是腦震蕩造成的創傷性腦

損傷的信號。癥狀包括思維或記憶障礙
，運動，視力或聽力問題，或性格改變
或抑郁。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報告說，
機動車撞車事故是創傷性腦損傷的第三
大主要原因。車輛事故是創傷性腦損傷
導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7.創傷後應激障礙
車禍後，創傷後應激障礙很常見。

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受害者往往對事件和
噩夢有生動和令人不安的記憶。有時受
害者會覺得事故是經常發生或有倒敘，
兒童特別容易受到影響。

從輕微的並發癥到嚴重的疼痛和復
雜的病情，李娜療痛中心能夠治療幾乎
任何類型的車禍及意外人身傷害。我們
確保將患者作為首要任務，並推薦針對
您獨特的問題，需求和康復目標而定制
的治療方案。李娜療痛中心與休斯敦經
驗豐富的頂級人身傷害律師團隊合作，
從治療、康復， 到車禍跟進和理賠，
享受禮賓級治療的同時得到業內最高的
車禍賠償。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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