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縣灌木火災或由

“地鼠炸彈”引發

加州政府要求7千
人在家自我隔離

灣區公園因山獅攻

擊小孩而暫時關閉

加州襲擊幼童山獅 
被安樂死

南加大要為家庭年收不足8萬學生免學費

聖地亞哥軍事基地第二批武漢撤僑被允許返家

移民局開始實施“公共負擔”新規

2020 年 2 月 24 日，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將在全國范圍內（伊利諾伊州除外）實施“公共負擔不與受理的最終規

則”，將關注會造成公共負擔者的移民申請並不予接受。 (John Moore/Getty Images)

【看中國洛杉磯訊】    2020 年 2

月 24 日，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將在全國范圍內（伊利

諾伊州除外）實施“公共負擔不與

受理的最終規則”（Public Charge 

Ground of Inadmissibility final 

rule），將關注會造成公共負擔者的

移民申請並不予接受。

美國移民法的基本原則一直是

自給自  足（Self-sufficiency）。自

1800 年以來，國會規定那些需要依

靠“公共福利”而不能自我照顧的人

不能被美國所接納。

1952 年的《移民和國籍法》規

定，美國境內的外國人不能靠公共

資源來滿足其需求，而需靠自己的

能力或家人、贊助者和私人組織的

資源。 1996 年後，聯邦法律更規

定外國人必須自給自足。

哪些屬於“公共負擔”？

1. 任何聯邦、州、地方或部落

的現金援助；

2. 社會安全補助金（SSI）；

3. 貧 困 家 庭 臨 時 援 助

（TANF）；

4. 聯邦、州或地方的現金福利

計劃；

5. 營 養 補 充 援 助 計 劃

（SNAP，即“食品券”）；

6. 住房選擇、修復和租金援

助；

7. 聯邦資助的醫療補助；

該規則規定，非移民身份者

如果在 36 個月內總計獲得超過 12

個月的公共福利（如果一個月內

獲得 2 項福利，則算 2 個月的福

利），通常無法更改身份和獲得延

期。此次公佈的“最終規則”計算

在 2019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後獲得

的福利。

規則適用人群

【看中國舊金山訊】    矽上週

五（2 月 21 日）下午 2 點 30 分左

右 在 Contra Costa 縣 Brentwood

市爆發火災，大火燃燒了 7 英畝土

地，兩個小時後消防員將火撲滅，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當局告訴

《東灣時報》說，用於驅除地鼠的炸

彈可能是引發這場大火的原因。東

Contra Costa 縣消防區認為這場大

火是偶然發生的，並且希望藉著這

次火災提醒民眾要注意自己身邊的

情況，注意防範接下來有可能在火

災季爆發的大火。※

【看中國舊金山訊】   議加州衛

生部門官員近日宣佈，為了避免武

漢冠狀病毒，加州有 7 千 6 百人被

要求在家自我隔離一個月。這些人

都在前一段時間去過中國，並在 2

月 2 號之後才回到加州。

衛生部門官員表示，這個數字

不包括去過中國湖北省的人士，那

些人已被美國軍隊安排的飛機從中

國帶回美國，並在軍隊基地隔離。

加州衛生部門表示，截至於 2 月 23

號，加州有 10 人被確認感染冠狀

病毒。  ※

【看中國舊金山訊】    週三，波

特維爾 (Porterville) 消防局長戴夫 •
拉佩爾 (Dave LaPere) 宣布，週二

晚上參與波特維爾圖書館滅火的兩

名消防員死亡，他們是 35 歲的消

防隊長雷蒙德 •菲格羅亞 (Raymond 

Figueroa) 和 25 歲的消防員派翠克 •
鍾斯 (Patrick Jones)。當局說，這

場大火是由兩名 13 歲的男孩縱火

引起的。由於他們縱火導致圖書館

書籍，書桌，書架等家具迅速起

火，火勢大到難以撲滅，大火最終

導致圖書館天花板坍塌，使得那兩

名消防員沒能從火災現場出來，直

到週三晚上才發現他們的屍體。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野生

動植物管理局對一隻山獅實施了安

樂死，日前這只獅子襲擊了一名與

父母一同遠足的 6 歲女孩。據聖荷

西水星新聞周四（2 月 20 號）報導

說，週三下午在該地區的一棵樹上

發現了這頭 2 至 4 歲的母山獅。森

林警察對這只山獅進行了安樂死，

並提取了 DNA，以確認這只山獅 

是那天抓撓並咬傷孩子的動物。這

只山獅重約 70 磅（32 公斤）。加

州魚類和野生動物局正在全州積極

從事山獅保護活動。但是官員在一

份聲明中說，公共安全是我們的首

要任務。 “我們決定對山獅實施安

樂死，因為它襲擊了人類。”上週日

的襲擊是兩個月來加州的第二次襲

擊。 ※

【看中國洛杉磯訊】    為了擴大

中低收入學生的就讀機會，南加州

大學將取消年收入在 8 萬美元或

以下的家庭的學費，並且在評估獎

助學金時不計算學生家庭的房屋淨

值。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南加州

大學校長卡羅爾 · 弗爾特（Carol 

Folt）近日宣布的這項新政策，將

使這所私立名校可與加州公立大學

相提並論，而加州的公立大學一向

以慷慨資助低收入學生而著名。

哈佛和斯坦福等其它精英私立

大學為年收入高達 15 萬美元的家

庭提供免學費教育，但它們來自外

界的“捐贈基金”（Endowment）卻

要大得多。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為

409 億美元，斯坦福大學的捐贈基

金為 277 億美元，而南加州大學的

捐贈基金僅為 57 億美元。

弗爾特在接受采訪時說：“我

們真的希望這是一所優秀學生可就

讀的學院，不論他們的財務背景如

何。” “教育應該是跨越經濟收入的

橋樑，是均等的，透過它我們才華

橫溢、勤奮工作的學生能夠做出真

正的貢獻。”

斯坦福大學在本學年也取消了

將房屋淨值作為獎助學金計算公式

中的一個因素，這對房屋價值隨時

間飛漲，但收入卻未能同等增長的

許多加州人來說，將產生重大影

響。弗爾特說，她擔心出身這樣的

家庭的學生不能進入南加大，“房

屋可能會阻礙他們讓孩子上學的能

力，”她說：“那感覺很不對勁。”

新 政 策 將 在 2020 年 秋 季 和

2021 年春季入學的新生中開始逐

步實施。南加大估計，在每期大約

3,000 名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一將受

益於總值約 3000 萬美元的年增經

濟援助，每位符合條件的受助學生

在本科期間最高可獲得 45,000 美元

的援助。轉學學生不符合新計劃的

條件，但仍可以根據以前的政策獲

得經濟資助。

《洛杉磯時報》指出，私立大學

教育成本對許多家庭而言已達到驚

人的高度。在南加大，2019-20 年

的總學雜費，包括食宿、書籍和課

本，為 77,459 美元，其中僅學費就

57,256 美元。相比之下，加大的年

度費用總計約為 36,100 美元，州內

居民的學費為 12,570 美元。

目前，南加大會會逐案考量獎

助學金方案。約有 32% 的新生在

第一年獲得基於需求的助學金，平

均為 39,500 美元，而有 24% 的學

生可獲基於成績的獎學金，平均為

20,000 美元。弗爾特說：“好的教

育不應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四（2

月 20 日），經過最後一輪體檢

後，在聖地亞哥米拉馬海軍陸戰隊

基 地（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Miramar）隔離的 63 名武漢撤僑被

允許返家了。週二，已經有首批人

數更多的撤僑離開了該基地。

他們中大部分人來自外州，預

計會搭乘一般商業航班返家。美國

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週四

發表的一份聲明說，被釋放者不會

對公眾健康產生危害。

自中國其它地區返回的美國人

則被允許在家自我隔離。據聖地

亞哥縣公共衛生官員威爾瑪 · 伍騰

（Wilma Wooten）醫生星期三在該

縣縣政委員會上的說明，該縣還有

249 名中低風險的從中國歸來的遊

客或僑民。週三，該委員會一致批

准了有關冠狀病毒的緊急聲明，因

為該地區處於自我隔離狀態的人數

持續增長。伍騰醫生週三表示，有

一人的隔離期已延長至 2 月 24 日，

原因是該人與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

的一名撤僑有過接觸。米拉馬基地

的 CDC 現場主管海恩斯（Haynes）

和埃琳 · 斯台普斯（Erin Staples）

醫生週四在 CDC 的聲明中證實了

此案。海恩斯說：“第二批到達米

拉馬基地的撤僑中，有一名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 COVID-19 的人仍在當

地醫院接受治療。” “一名與之有密

切接觸的人仍在隔離中。”

斯台普斯醫生說，CDC 要仰賴

當地醫院，並對其提供的護理充滿

信心。她說：“兩名乘客的旅程被

推遲了，但我們很有信心他們能從

當地衛生官員和醫療院所得到良好

護理。” “感謝米拉馬基地、聖地亞

哥縣、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雷

迪兒童醫院和 Scripps Mercy 醫院

最近幾週提供的奉獻與合作，這些

撤僑得到適當的照顧的同時也保護

了當地社區的健康。” ※

1. 入學申請人；

2. 申請美國境內法永久居民

（綠卡）的外國人；

3. 持非移民簽證入境需延長居

留期或更改為其他類別的非移民簽

證的外國人。

該規則不適用於 :
1. 美國公民 。

2. 被國會豁免的外國人。例

如具有特殊移民簽證的難民、庇護

者、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以及某

些非移民的人口販運和犯罪的受害

人，根據《對婦女暴力法》的申請

人，特殊移民少年，或由美國國土

安全部（DHS）授予豁免權的人。

3. 已在美軍中服役或在預備隊

服役的人及其配偶和子女；被領養

的兒童。

4. 美國國土安全部 DHS 認可

的非公共負擔者包括：用於治療“緊

急醫療狀況”；與《殘疾人教育法》

相關的服務或收益；地方法律規定

的學校的服務或福利；21 歲以下的

外國人；孕婦和婦女懷孕的最後一

天開始的 60 天內。

5. DHS 考慮申請人本人獲得的

公共利益，而非代理或監護的人。

最後，當移民官員想做出“公

共負擔不予受理”的裁決時，還須

考慮申情人：（一）年齡； （二）

健康； （三）家庭狀況； （四）資

產、資源和財務狀況； （五）教育

和技能； （六）準移民狀態； （七）

預計入學時間； （八）I-864 表格中

的規定。

“最終規則”將使聯邦政府能夠

更好地執行美國移民法的規定，並

衡量該人是否具備獲得美國綠卡以

及調整身份的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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