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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H-4配偶将可从
2015年5月26日起申请工卡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2月2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
自2015年5月26日起，某些H-1B签证持有人的
H-4配偶将可申请工卡，在美国合法工作。我
们知道，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H-4配偶是不
能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这一规定的实施，将
会使以下这些人士受益：

1.已经获得I-140批准的H-1B签证持有人
的H-4配偶;

2.或者按照AC21法案的规定，在H-1B签
证满六年后可继续合法在美国工作的H-1B签
证持有人的H-4配偶，这包括两种情况：

(1)根据AC-21法案104(c)条规定，如果外
籍申请人的I-140申请已经获得了批
准，但因为没有移民签证名额而无法
递交I-485，申请人在H-1B签证6年期
限届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以3年为期限
的延期。

(2)如果H-1B持有人已经提交了职业移民
I-140申请或者PERM劳工证申请，并且
该申请是在H-1B满6年期满前至少365

天提交的，那么移民局将接受H-1B签
证满6年期限后的延期申请。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提交H-1B申请时,I-140
申请或PERM申请提交已经满365天，或
者到H-1B到期时将满足申请提交满365
天的要求,只要该绿卡申请进程没有结
束，H-1B持有人就能够以一年为期限
进行延期。

据移民局估计，此规定实施后的第一年
将会使多达179,600人受益，以后每年也将有
55,000人受益。满足条件的H-4配偶要提交
I-765表，和其它文件，并交纳$380的申请
费。在移民局批准申请及获得EAD卡后，H-4
配偶就可合法在美国工作。

消息的英文原文见：
htt p://www.uscis.gov/news/dhs-extends-
eligibility-employment-authorizati on-certain-
h-4-dependent-spouses-h-1b-nonimmigrants-
seeking-employment-based-lawful-permanent-
residence

【财经知识】

美国税务概谈(58)
【 作 者 简 介 】 L u c y 
Yang 17岁来美，取得
会计和市场学学士以及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大
学期间开始在一家会计
师事务所工作，曾连续
4年为美国税务局做义
工。98年取得美国注册
会计师执照，竭诚期待
为印城华人提供更多专
业服务。
 

 (上接前期)
上一期介绍了奥巴马医保（ObamaCare）

，官方简称Affordable Care Act (ACA)，对于
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纳税人在申报2014年税
表时需要交付罚款的事宜。 但是对于合格
的纳税人，奥巴马医保也会提供相应的补助 
（Premium Tax Credit）。这期简单说说关于
这个补助的规定。

首先这个补助只提供给那些通过指定渠
道也就是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又称
Exchange）购买医疗保险的纳税人。有些合
格的纳税人在购买医保时就预支了政府的补
助，这样他们每月支付的医疗保险费就会降
低。但是因为申请补助时用的是当年收入的
估算数额，到了报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实际
的收入重新计算应该得到的补助金额。政府
采取多退少补的方式在税表上核算清楚，所
以有些纳税人2014年税表上的税额会因为这
个补助而有所变化。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能符合规定享受到
这个补助呢？

1. 收入在联邦贫困线（Federal Poverty 
Level）四倍以下的纳税人有可能享

受这个补助以及其他的一些好处
2. 收入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纳税人如果

不符合Medicaid的要求，但是具备其
他某些条件也可能享受这个补助以及
其他的一些好处

2014年的联邦贫困线的金额如下：
• 一口之家 - $11,670
• 二口之家  -  $15,730
• 三口之家  -  $19,790
• 四口之家  -  $23,850
• 五口之家  -  $27,910
• 六口之家  -  $31,970
• 七口之家  -  $36,030
• 八口之家  -  $40,090

外纳税人每月支付的医疗保险费不得
超过政府规定的其收入百分比 （2%到9.5%
之间），纳税人的收入越高这个百分比也
越高。譬如如果纳税人的收入（MAGI）
在联邦贫困线的133%到150%之间，那么纳
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的最高限额在其收
入的3%到4%之间；而如果纳税人的收入
（MAGI）在联邦贫困线的300%到400%之
间，那么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的最高
限额是其收入的9.5%。

前面提到合格的纳税人除了有可能可
以享受（Premium Tax Credit）这个补助还
可能享受其他的一些好处， 但是因为那些
好处与税务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在这里
介绍了。

（未完待续）

撰稿人：Lucy Yang，
联络方式：lucyyang@yahoo.com，
  (317)771-0091

分析纽约梁警官白宫请愿案
本报记者：平常心

紐約的梁警官和他的伙伴去年11月在暴力事
件頻發的Brooklyn's East New York neighborhood夜
間巡邏時，在一座樓內手槍走火，子彈從牆上彈
回，打中黑人青年Gurley導致死亡,造成了重大的
不幸事件。事發時梁從事警察工作18個月。 

上周大陪審團決定對梁警官以二級過失殺人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刑事過失殺人，魯莽
危害，二級襲擊和兩項濫用職權罪起訴。梁警官
被起訴，立刻引起不少華人不滿。

前不久佛格森白人警員在黑人青年布朗企圖
搶警員槍枝，槍殺該名青年後，未被請訴;紐約幾
名警察圍捕黑人小販致他於死，也未被請訴。兩
案造成警方與黑人關係緊張。華人團体認為前兩
案的警員未被起訴，卻對亞裔警員起訴，司法單
位顯然用起訴梁警官向黑人團体做交代，讓梁警
官為多年來警方累積的問題做了替死鬼。

上個周末微信群里開始流傳呼吁華人上白宮 
We The People 網站請願簽名。表示前兩案的警
員未被起訴，只對亞裔警員起訴，要求布魯克林
湯普森法官撤回對梁彼德警官的二級誤殺控罪。
根據白宮請願規定，請願簽名人數超過了十萬，
白宮就會受理件。此案請願人數很快就超過了十
萬。

根據各方資料，華人社會對請願案的反應不
一。除了為數極多的，苦於生計對政治無力關心
的華人之外，對該不該請願，也有不同的聲音。

支持請願的同胞，認為支持梁彼德的最好辦
法，就是以請願造成政治壓力;不支持請願的一
方，認為白宮管不了這件事，還是讓司法處理。
也有人在網上高呼，美國三權分立，司法非常公
正，不應該搞請願，造成民眾離心離德，對美國
政府不信任。怪了?這口氣聽來似曾相識，還真
替美國政府耽心。不過，對任何案件有不同的反
應，才是社會運動最正常的現像。要真是萬眾一
心，全民步伐一致，只有同一個聲音，那才大 有
問題。

從案情發展來說，就法論法，白宮請願案成
立後，白宮確實沒有權力直接管這件事。要是白
宮真要求湯普森法官撤回對梁警官的控罪，這可
就不得了，違反憲法了。但是聯邦政府顯然並不
是完全管不著。在佛格森案中，聯邦司法部候德
部長極其同情黑人青年布朗，他下令另外立案調
查該案。但是最後聯邦調查人員還是查不出當地
司法單位有任何疏忽職責的現象。自己也是黑人
的候德部長不可能強求調查人員非查出他喜歡的
結果不可。這就是美國的制度。

但是且慢，美國的司法制度絕絕對對不是完
美無缺。各地區，各單位，各種族，各經濟階級
間都有不同的待遇。

各地文化不同，印第安那就保守，紐約就偏
愛黑人等少數民族。各單位有体制內「誠實的偏
見」，比如說警察單位自然偏向警察。更不要說
美國種族彼此之間無形的偏見，白人可能自然而
然的更信任白人，黑人對自己同胞的支持更不在
話下。在經濟階級方面，請得起好律師的階級，

所受的司法待遇自然更好。
請願案過了關，估計白宮頂多說些不痛不癢

的話，不會管這件事。但是請願案的通過也顯示
了政治力量，讓法官不敢胡來。

要真正幫助那位年輕的警員，還得有充分經
費，請個最好的刑事律師，打一場硬官司。

回頭看去年底佛格森案中黑人團体之所以能
呼風喚雨，靠的還是黑人團体單一投票方向的政
治力量。

還是那句老話，只有透過選票，透過政治捐
款，才能有話語權，讓政治為我所用，讓法律為
我而設。

團結才是力量。
白宮的網站有一項請願(petition)的功能，

是說任何人對任何議題都可以發表意見白宮願意
傾听。有幾個要點，第一，你必須十三歲以上。
第二有兩個閾值，一個是要超過一百五十人簽名
才會公開顯示，第二是超過十萬人簽名白宮會給
正式答復。還有一點比較明確的是內容必須是國
內事務。另外沒有規定必須是美國公民或者是美
國居民，但是從上下文看得出來這項宗旨是為美
國人服務的。申請情願的人必須提供真實信息注
冊白宮網站，但簽名的人並不需要注冊，只需提
供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即可。從這點上看她似乎
並不限制從國外來的簽名盡管它看起來應該只是
為美國人提供的。這個簽名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
的。這個請願基本上是起造輿論作用的。 

舉個有法律效力的簽名的例子比較一下，加
州男女同廁法案AB1266出來之後，當時推翻該法
案的公投連署簽名的門檻是50萬5千個簽名。加州
分為6個州提案的當時的門檻是80萬7615人，到
了這個門檻，就一定會列入公投，所以這個簽名
就是有法律保障的。同時對簽名的審核也是嚴格
的，上述兩個例子中復審的結果簽名數都不夠所
以均未例入公投。 

控罪
去年11月，27歲的梁警官和他的搭檔在暴力

事件頻發的Brooklyn's East New York neighborhood
夜間巡邏時在一座樓內手槍走火打中黑人青年
Gurley至死亡。事發時梁從警18個月。

上周一個大陪審團決定對梁警官起訴。
對梁的控罪是所有可能的指控當中最高級別
的（top charge）︰二級過失殺人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刑事過失殺人，魯莽危害，二級襲
擊和兩項濫用職權罪。

據媒體報道，地區檢察官基本控制了大陪審
團的決定過程（have great control in the grand jury 
process）。所以不管是之前的兩個白人警官決定
免于起訴還是梁警官的被起訴都基本取決與檢察
官的意願（They dictate the pace of the proceedings 
and who testifi es and in what order, and decide what 
charges are presented.）。盡管有報道說紐約市華裔

議員陳倩文在曼哈頓下城組織一班人馬游行示威要
求送粱法辦，檢察官Kenneth P. Thompson才是是決
定起訴梁的關鍵。

時機
有人決得不應該把此事提升到種族的問題上對

待。但是梁的控罪發生在敏感的弗格森案件和Eric 
Garner案件，全美黑人抗議不斷的情景之下。說是
跟這個大的政治環境無關，確實難以令人信服。

華裔的反應
美國的華人群體就是一個奇葩群體，對任何事

件首先就分成兩派自己先打起來。有人在網上呼
吁“華人不該插這一杠子＂，說，“這個起訴非常
合適，任何人使用槍支不當造成他人傷亡，與駕駛
不當交通肇事造成死亡一樣，屬于過失殺人。＂。

其實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和“交通肇事
造成死亡＂不一樣，關鍵的區別是reckless act，即
是明知故犯。如果真要比較的話，酒醉駕車造成死
亡才可能是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首先醉駕
已經是犯罪了。所以，“That’s bold,＂哥倫比亞法
學院的Harcourt教授說，意思是檢察官的這個指控
很難成立。

這位“不插一杠子＂先生還說，“我相信美國

的司法公正，將會對梁警官盡量做出合乎法律與事
實依據的判決。＂那麼請問過去50年里美國有超過
140多人的死刑犯人後來被證明是無辜的。這些人
都是在美國公正的司法下＂盡量做出合乎法律與事
實依據＂的判決，怎麼解釋？美國是法治比較健全
的社會，但遠非完美。

他說的“一味挑動華裔與美國司法制度對抗＂
就更離譜了。美國華人，首先我們也是美國人，通
過正常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關系自己群體的利
益，完全正當合法合理。這是由美國憲法保障的言
論自由的權利。所以我不認為華人團體在白宮發起
請願有什麼不對。只是有人在傳播這個消息的時候
有點自以為是的夸大和誤導，這個本不應該出現
的，引起了一些誤解。 

還有個別人總是把美國華人的一些抗爭活動愣
說成是中共操控，就像上次ABC吉米事件，說的就
好像是政治局做的決定然後在美國的地下黨發動領
導了那次抗議游行……太TM有想象力了。盡管我不
贊成那次游行。

我當然不主張有事沒事的就去抗議示威，作為
第一代華人我本性就是有事盡量息事寧人。但是也
得看什麼事，李文和案的最終撤案就是因為華人的
抗議。案件的性質雖然不一樣，但是按照美國社會
的規則抗議施壓輿論民意都是有效的。有部分華人
總是抱著不能給美國社會添堵的心態，害怕別人說
華人自私自利瞎鬧騰的。華人100多年來在美國就
是最老實最听話的族裔，現在有那麼幾個人每次華
裔有事都嚷嚷幾句，也不丟人。 

關于梁警官的案子，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才
對。只是周末微信上有些信息誤傳，盡可能解釋一
下。因為我發現網上除了那篇“不該插這一杠子＂
的文章，沒有多少人發表意見。這次的白宮請願也
是由南加州的團體發起的。我認為華人團體發聲還
是有意義的。在梁警官家周圍的華人，也許很多是
在中國城附近餐館甜品店打工的，無暇在網上發
聲。而其他華裔白領大咖們，大多只會緊盯國內政
治形勢動向，不屑華裔小警官的命運。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lz/user_blog_
diary.php?did=209232#sthash.212YtlrO.dpuf

随着2月7日渐行渐远，下一个大日子
就是5月5号初选了。印州华报带大家来看
看一些市长职位的候选人情况 (D: 民主
党 R: 共和党):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
Jocelyn Tandy-Adande (R)
Terry Michael (R)
Darrell Morris (R)
Lawrence Shouse (R)
Charles (Chuck) Brewer (R)
Larry Vaughn (D)
Joseph Hoggsett (D)
Carmel 市市长
Mayor Jim Brainard (R)
Rick Sharp (R)
Noblesville 市长
Mayor John Ditslear (R)
Mike Corbett (R)
Westfield市长
Mayor Andy Cook (R)
Jeff Harpe (R)
Fishers Mayor

Mayor Scott Fadness (R)
Beech Grove市长
Mayor Dennis Buckley (D)
Richard Byland (D)
Edward McDonald (R)
Lawrence市长
Mayor Dean Jessup (D)
Linda Treat (D)
Steven Collier (R)
Lana Schneider (R)
Southport市长
Mayor Jesse Testruth (R)
Ronald Baumgart (R)

初选之后的获胜者将参加11月3日的普
选，在Carmel, Noblesville,Westfield
和Fishers这四个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地
区，初选之后决定的获胜者尤为重要。最
终获胜的市长将有4年任期时长。

印州华报将继续随市政选举的进展，
为您带来进一步的消息。

2015 印第安纳州市政选举年

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
作者 Jim Perron      翻译 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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