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意見」將在徵求公眾看法、
進行修改後形成最終規定。這

個新規定將對波士頓地區衆多的國
際學生，特別是攻讀博士學位者產
生巨大的影響。

國土安全部的建議稱，應該參
考以學業或訪問項目截止日期，來
確定持F或J簽證入境的非移民在美
逗留期限，最長不得超過4年。而波
士頓地區衆多知名院校的博士課程
和博士後研究根本不可能在4年之內
完成，而國際學生數量在很多專業
都超過研究生總數的50%。

一連串的美國簽證限制，已經
讓無數身處美國的國際研究者感受
到了深切的不安。

今年7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了
一項備受爭議的政策，不再向在秋
季學期實行完全在線教學的學校/課

程註冊的學生髮放簽證，美國海關
和邊境保護局也不會允許這些學生
進入美國。這項政策在八天后被廢
除，但還是給留學生群體和眾多研
究人員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困擾。

2019年美國門戶開放報告數據
顯示，美國所有高校招收的國際學
生人數均有所下降，包括本科、研
究生和非學位。今年 5 月，《紐約
時報》曾報道，特朗普考慮取消與中
國軍隊有聯繫的數千名來自中國大
學的留學生及研究人員的簽證。隨
後，陸續有在美國大學就讀或正在
申請美國大學的中國學生表示，自
己的簽證已被取消或被拒簽。他們
很多都是來自哈工大、北航等這些
美國商務部實體名單之上的中國高
校。

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近日

采訪了波士頓大學認知和決策博士
生陳宜欣（Yixin Chen）。「2018 年剛
來的時候，我覺得我會留在學術界
從事博士後研究。但最近，我和我
認識的留學生幾乎都在重新考慮未
來的職業生涯。我現在更傾向於去
業界或回國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在
美國繼續從事博士後研究。」陳宜欣
在訪談中說。

在美國，追求一份終身教職本

來就很困難，如今，搖擺不定的簽
證政策和大學日益收緊的經費使得
這一選擇變得更加艱難。《自然》期
刊近日對全球博士後的一項調查結
果顯示，北美洲、澳洲和中美洲的
受訪者中有高達68%的人認為職業
前景受到了影響。疫情已經成為博
士後職業前景的一大挑戰，後疫情
時代，全球就業市場均可能面臨大
面積的招聘停擺。

    美國聯邦國土安全部（DHS）近日提出
一份針對國際學生、交流訪問者及外國記者

所持非移民簽證規定的修改意見，建議對持上述簽證類型
的人員在美逗留時間設置固定期限。

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道

■有衆多國際學生的波士頓大學部分課程恢復課堂教學。  來自臉書

芝加哥佛光山未來與希望
「疫情下的經濟發展生活講座

由大華府祭孔大典委員會、美京中華會館
及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聯合主辦的第十六屆
祭孔大典視訊釋奠典禮及全美釋奠古禮視訊講
習，分別於9月26日上午及晚間假華府僑教中心
及線上同步舉行。

本年祭孔大典釋奠典禮因新冠疫情影響，
首次採取實體及網路視訊方式併行方式舉辦，
除保留相關古禮儀節，佾舞部分則採取播放以
往學生表演的影片取代。釋奠典禮由中研院院
士莊德茂教授擔任祭典正獻官；美京中華會館
主席劉耀聰、僑教中心郭主任大文、僑務委員
王東輝、僑務委員謝騰光、諮詢委員巫和怡、
維州Prince Edward County教育委員會委員葛延
台等人擔任分獻官；另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前
總會長郭純岑擔任糾儀官。陪祭官則由大華府
地區中文學校校長擔任。

祭孔釋奠儀式在朗誦「禮運大同篇」聲中揭
開序幕，禮生、佾生、糾儀官、陪祭官、分獻
官、正獻官一一就位，接著依序進行啟屝、迎
神、獻香等古禮，並播放歷年佾生以六佾舞獻
禮、迎神，歷時約1小時，典禮莊嚴隆重，線上
觀禮者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增進對傳統文化
尊師重道精神之瞭解。禮成後由駐美代表處大
使蕭美琴及交通部長趙小蘭以錄製影片致詞，
蕭美琴對大華府祭孔委員會連續16年依循古禮
舉辦「祭孔大典釋奠典禮」，紀念孔子誕辰，並
弘揚其忠恕、仁愛思想及傳統尊師重道美德，
表達肯定之意。另中研院院士莊德茂教授、馬
州州長由州亞太裔事務委員會主任王佩蓮女士
代表宣讀州長賀詞、李鳳遷州參議員、僑教中
心主任郭大文以及中華會館主席劉耀聰分別致
詞。

當日晚間並舉辦線上「全美釋奠古禮視訊
講習會」，邀請中華民國孔孟學會副理事長董金
裕教授主講釋奠古禮文化的意涵及儀程解說，
包含「孔子的生平與成就」、「孔廟的設立、功能
與祭孔的作用」等主題，並透過全美中文學校聯
合會邀請全美僑校老師及家長上線共同參與，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特錄製影片致詞表示，華
人社會對儒家思想的重視，超越時間與地理空
間的限制，特別是萬世師表孔子親身力行的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教育理念，迄今仍是
現代教育者的核心價值。童振源並表示在海外
推動釋奠禮不易，肯定大華府祭孔大典委員會
到本年已辦理16屆，使海外成長的僑民子弟有
機會親身參與，文化傳承也在儀典當中潛移默
化，此外並舉辦「全美釋奠古禮視訊講習會」，
透過網路分享，使文化傳承與分享更加完整，
讓參與範圍更加擴大，深具意義。童振源並闡
述僑務工作理念，僑委會將扮演槓桿支點，運
用單一窗口及整合平台及台灣華語文教學的優
勢，協輔海外僑校、僑教組織發展，並深化海
外僑校、僑教組織與台灣優質華語文教學的連
結與合作，共創雙贏，期盼僑教老師與僑委會
共同攜手合作，用文化與文明的深厚底蘊，讓
國際社會更認識台灣所傳載的多元價值。

  本報華盛頓訊

大華府祭孔大典視訊釋奠典禮
及全美釋奠古禮視訊講習會

■大華府地區祭孔大典闡揚尊師重道精神。

聯邦政府制定一連串簽證限制 
美國博士後職業前景面臨挑戰 

9月20日芝加哥佛光山與國際佛
光會芝加哥協會共同舉辦「未來與希
望」系列講座，禮請美國金融分析師
陳慶蘭居士主講「疫情對經濟發展的
影響與對策」，逾40位佛光人及社
區民眾雲端上參加。在全球疫情的
大環境下，經濟動蕩、物價持續上
漲, 本次生活講座為民眾提供涵蓋多
層面的財務的管理與規劃：美國社
會保障與公共醫療，長期護理和年
金、退休計劃、贈予及傳承，子女
教育儲蓄等當下熱門議題。

住持覺麟法師談到：佛教講心
安身就安，生活要懂得居安思危，
由專業引導計劃未來。芝加哥佛光
山自疫情以來，已多次舉辦線上佛
學講座與生活講座，為佛光會員和
大眾在的環紛擾境下，以佛法與民

生課題安頓身心。陳慶蘭居士現任
於世界最大證券、金融投資公司之
一的美林集團（Merrill Lynch）。陳
居士從專業的角度介紹：美國是一
個由消費托起的經濟體，了解未來
的消費主體，將會是我們無論在投
資、找工作、或者尋找商機中，必
需考慮的因素。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
未有的高速轉變時代，能源方面、
石油、汽油等會受到衝擊，人們將
更需要增加可循環使用的資源。而
Z世代的人具有務實精神，他們消
費成熟。在選擇品牌時，最關注的
是產品的品質，價值以及可得性。
在財務管理行業，嬰兒潮人群退休
的財務管理，和千禧一代家庭財務
規劃，將是未來財經業的受益者。

退休，在現代人的觀點裡早已
不是進入老年的象徵，而是新生活
的開始。退休生活的財務狀況，要
關注的不是你可以掙多少，而是你
的累積是多少。所以，到底需要多
少現金，來支付退休生活所需？你
計算一下你的銀行儲蓄、債券以及
現金，可以支付你幾年的費用支
出？以免你在市場下跌的時候，需
要賣出股票。她更例出了退休計劃
中，十大要避免的錯誤：
第一，沒有安排退休賬戶的受益人
第二， 沒有對繼承退休賬戶的稅務

方面作規劃
第三， 直接將已故配偶的退休賬

戶，轉入自己的退休賬戶
第四， 沒有應用退休賬戶直接轉入

法
第五，沒有充分利用Roth IRA
第六， 沒有使用到所有退休賬戶最

大限額
第七， 誤認沒有工作的配偶，無法

建立退休賬戶
第八， 在提取退休賬戶資產時，提

取錯誤的額度
第九， 沒有考慮做有稅務優勢的慈

善捐贈
第十，過早提取退休賬戶

在近兩小時的講座中，陳居士
分析了許多財務管理常識、建造財
務基礎，以及每年檢視財務狀況的
概念;應急時，基金的安排與應用。
本次經濟與生活的講座，使大家獲
益匪淺，不僅豐富了金融管理的理
念與知識，更是對疫情之後的生活
與未來財務規劃充滿了信心與希望。
  本報芝加哥訊

■40多位佛光人及社區民眾雲端上參加生活講座。   芝加哥佛光山提供

■美國金融分析師陳慶蘭居士主
講「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對
策」。  佛光山提供

波士頓分銷處
地址：華埠林肯街128號106室 

128 Lincoln St., #106, 
Boston, MA 02111

電話：617-426-9642
傳真：617-338-3171

B4
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昆士市地址：650 Hancock St., Quincy, MA 02170
                         (近Wollaston地鐵站)

我們安泰殯儀館非常重視對我們所愛的人去世所表達敬意
的重要性。我們在這裏提供支持和幫助家屬以最尊重和最愛
的方式來告別他們的親人。這是我們安泰殯儀館的承諾。

‧亞裔殯儀人員
‧亞裔殯儀傳統風俗
‧基督教儀式
‧昆士有兩個殯儀館禮堂
　(溫馨或大型隆重的)

‧專門服務各種
　亞裔殯儀計劃
‧各種火葬選擇
‧殯儀規劃咨詢
‧墓地禮賓服務

24小時粵語、國語、
英語、福州話接聽

請電譚小姐： (中文)
(英文)

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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