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個印第安納州立特許臨床社會工作者和心理
治療師，我希望借此機會來反思中國社會心理健康治療
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為未經治療的心理健康障礙是非
常嚴重的疾病，可能導致重大的機能障礙，使人無法進
行基礎的日常活動和履行職責。最壞的情況下，未經治
療的心理健康失調會導致自殺。

中國移民尋求社區幫助和治療的阻礙是什麽？中國
移民對心理健康有什麽看法？基於研究性學習和我過去
18年的臨床實踐和觀察，少數族裔和移民對心理健康的
知識非常有限，且存在很多誤解，無法充分利用社區精
神衛生資源。當他們最終得到幫助的時候，情況往往已
經嚴重要需要住院治療。

我總結出了一些調查結果：
一，會說中文的社區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數量非常有

限，大部分移民不具備心理健康保險或者保險的覆蓋範
圍不足。有些人擔心他們的心理健康診斷會永久性地跟
隨他們，會被公布於眾，因此他們的事業和未來會被心
理疾病的記錄而影響。而事實上精神健康狀況和治療記
錄在健康信息病人隱私法(HIPPA)下收到高密的保護。

二，大多數中國人缺乏對精神疾病的確切知識。精
神疾病並非個人性格的軟弱，也非一個人心智的瘋狂。
生物，心理，社會因素都是心理健康狀況發展的重要因
素。例如，如果一個人的家庭有抑郁癥病史，那麽這個
人在面對壓力時就會有很大幾率發展出抑郁癥。

三，大多數中國父母往往會通過測量孩子的學習成
績來衡量孩子是否乖巧。當孩子非常聰明，學習成績很
好的時候，他們就是好孩子。因此，中國學生習慣於通
過學業上的表現來衡量他們的自我價值和成功，並暗示

自己學業上的失敗就是對自己和家人的羞辱。這種自我
批判的聲音，對丟面子的恐懼，害怕令家人失望的擔心
制造出無法承受的壓力，自我否定，對生活和未來的絕
望和無助。情緒困擾，恐懼，擔憂，消極，自我否定，
無助和絕望都是抑郁癥的常見癥狀，也是我們的身體對
外界呼救的跡象。

四，中國人往往會通過軀體癥狀和疾病來表示精神
壓力。他們經常求助於身體的不適，入睡眠障礙，疲
勞，胃腸道疾病，頭痛，飲食失調，慢性疼痛，即使這
些問題可能是源於心理健康問題。中國醫學和哲學強調
身心一體化奠定了中國人將精神和身體看待為一個整體
的基礎。當身體病癥源於心理成因，治療也應該正對於
心理的治療。正如我曾經給我的一位病人說：“如果你
心臟有問題，你會去看腳醫生嗎？”中國有句俗話，“
心理問題需要心靈良藥。”

五，心理健康障礙給人造成的丟臉和尷尬，也可能
阻礙中國移民尋求心理健康服務。他們會選擇保留他們
的困難和情緒問題，因為它們可能意味著個人的失敗，
而這實際上只會讓他們在抑郁癥和焦慮癥面前變得更脆
弱。慢性和未經治療的抑郁癥是自殺的首要原因。

六，中國文化重視孝道。作為對父母和親戚的尊
重，他們認為對醫療服務人員談論家庭的情況是可恥
的，不尊重的。而事實上慈愛的父母只想要給孩子最好
的，他們常常從自己的父母和社會期望那裏學習到不正
確的養育方式。孝道是中國的價值，單位了提高全民的
健康和家庭的和諧，尋求必要的幫助定會帶來持久的利
益。

七，心理健康治療是西方的傳統，而單一心理輔導

2015 年10月23日星期五 3Friday, October 23, 2015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焦点 论坛 · HOT TOPICS

RECOVERY AUTO SALES. INC
 www.recoveryautos.com 专业经销, 维修各种车辆

Toyota.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 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长年提供拖车服务及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电话：317-817-9300  317-844-9452  317-427-3508  317-727-5208
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车型

修理项目

美国土安全部提议STEM专业
OPT延期两年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10月19日，美国国土安全部
提议将STEM专业留学生的OPT延期24个
月。这也就是说，STEM专业（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or 
mathematics (STEM)留学生在用完一年
的OPT时间后，如符合规定，可再额外延
期两年。这样一来，STEM专业留学生的
OPT时间总共将长达三年。

目前，ST E M专业留学生的OP T时
间总共为2 9个月，包括一年的正常
时间和额外1 7个月的延期。然而，
在8月12日，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官
Ellen Huvelle就Washington Alliance of 
Technology Workers诉美国国土安全部
STEM 专业额外17个月OPT一案做出裁
决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8年4月给
STEM专业外国留学生额外17月OPT的法
规没有通知公众讨论，是严重的制度
缺陷，该法规被撤销，但考虑到立即
撤销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将推
迟至2016年2月12日，在此期间，国土安
全部可以将该法规交由公众讨论。

国土安全部此次的提议明显是应该法
官的判决而来。国土安全部说，该提议
交由公众讨论的时间为一个月，即从10
月19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如不出
意外，额外延期两年的提议将于公众讨
论期满后正式施行，对广大STEM专业留
学生是利好消息。

關於簽證排期表使用的最新說明
美国移民局于2015年10月14日发布消

息称，从2015年11月的排期表开始，如

果移民局决定可使用的移民签证数多于

申请人数，移民局就会在www.uscis.gov/
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申请人可用

Dates for Filing Visa Applications chart上
的日期递交身份调整申请。否则，移民局

将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 chart上
的的日期来决定申请人什么时候可以递交

身份调整申请。

移民局会在每个月做出这样的决定，时

间会在国务院公布签证排期表后的一周

内。

11月職業移民排期前進緩慢
2015年10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

了2015年11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
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从2012年1
月1日前进到2012年2月1日，EB－3的排
期截止日从2011年10月15日前进到2012
年1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从2013年
10月8日前进到2013年11月22日, 也就是
说，只有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
申请可能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表上，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依然
为2013年1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
然为2013年10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
日依然为2015年5月1日。那些优先日期
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递交身份调整
申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
尽早递交NIW申请。目前，对于出生在中
国大陆的NIW EB-2申请人来说，需要等
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
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
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
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NIW申
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
额，同时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
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
大更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
。EB-1类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用，无需
等待排期。我们有不少客户先委托我们
申请了NIW，后来有了更大更重要的成
果，又成功地申请了EB-1，如今已拿到
绿卡。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
的条件，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
咨询:info@hooyou.com。

 
 
BMG 资本集团现有适合 EB5 移民投资的项目。我们现在

征寻符合 503C 条款的投资者。目前的项目包括俄亥俄州

中城的一个啤酒酿造厂、北卡的 Marion/Shelby的一个啤

酒酿造厂和一个家庭娱乐中心，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

个家庭娱乐中心。 
 
有意者请联系 David Beauregard 317-490-4539   
bd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隱藏的悲劇
文：心理咨詢師／高秀瑩

翻譯：呂曉煒

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心理健康的治療不僅僅是談論
問題。它集合了藥物，個人的特點，文化價值和宗教信
仰，以實證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幹預措施，以及環境的幹
預措施。詢證心理治療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激勵式訪談，
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表現治療，解決問題治療，
情感表達治療，等等。一些治療模式實際上是東方哲學
的基礎，入道家心理治療，佛教心理學，接受和承諾治
療。我的許多客戶曾經告訴我說，心理治療幫助他們發
現自己，建立他們的信心，提高他們解決問題和壓力的
能力，培養他們靈活的思維，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中
的問題。

八，心理健康的治療非常昂貴，很多患者沒有將其
列入優先治療的行列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個生死攸關
的問題。事實上，心理健康門診治療是最便宜的治療。
大多數患者在6到20次治療之後能夠得到顯著的功能改
善。一次45分鐘的心理治療平均費用在100至150美金之
間。一些有壓力導致的焦慮，抑郁的患者，他們的調節
障礙和失眠癥狀會在3到6次治療之後得到改善。我們都
曾耳聞自殺是嚴重抑郁癥的結果。曾有患者因為強迫癥
不斷清洗和消毒他們的手，身體，屋子，因為害怕沾染
細菌和疾病。曾有患者因為社交焦慮障礙而不願意離開
他們的房子去購置食物或者看醫生，即使他們正在經歷
嚴重的病痛，因為他們在人群中感到害怕，緊張和尷
尬。所以，心理疾病極有可能危及生命。

我衷心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助你理解你的個人偏見
和文化障礙，為你和親人尋求治療。我在過去的18年裏
曾與不同種族不同年齡的病人合作過，因為社會賦予的
精神疾病方面的恥辱，他們中的許多曾對心理健康治療
充滿疑慮。通過有效的治療，大多數人已經從他們的心
理健康障礙中恢復，進而得以追求個人夢想和目標。

我將以一位匿名人士的抑郁癥康復感言結束這篇文
章，“我曾獨自一人，與我的抑郁癥抗爭多年。我找不
到我的希望和未來，直到你問我，我是否有結束我自己
生命的想法。我很高興終於有人問了我這個問題。你救
了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稻草。”

   国民党通过“废洪案”
民进党立委控告违法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不到一百天，国民
党中常会通过“废除洪秀柱总统候选人提
名”的提案。而检方针对“换柱”传言中
涉嫌违法干涉选举的做法展开调查，恐让
国民党雪上加霜。

国民党中常会周三正式通过＂洪秀柱
提名废止＂的提案，将交由周六的临时全
代会作最后决定。媒体报道称，党主席朱
立伦在会上两度向洪秀柱鞠躬致歉。

外界认为，目前兼任新北市市长的朱
立伦将很可能取代洪秀柱，参加明年的总
统大选。

今年7月，国民党通过党内程序确定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代表本党参加计划于
2016年1月16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但是此
后有关洪秀柱的争议不断，尤其她屡屡发
表被视为倾向＂统派＂立场的言论，甚至
影响本党立委选情，引发部分党内同志不
满。

而且，被称为"小辣椒"的洪秀柱在被
确定提名后，民调支持率始终大幅落后于
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有关"换柱"的传闻
始终不断，但始终遭到洪秀柱竞选团对的
否认。

"换柱"涉嫌触犯《选罢法》？
上周，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指称国

民党主席朱立伦向洪秀柱提出交换条件，
希望以此说服洪主动退选。如果这一指控
属实，将触犯台湾《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
法》的相关规定。

媒体报道称，陈亭妃指控朱立伦曾在
三个不同场合要求洪秀柱退选。其行为涉
嫌违反《选罢法》中有关不得"行求期约
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
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的规定。

但陈亭妃并未直接提出涉嫌违法的原
始证据。

台湾媒体报道称，洪秀柱要求得到5
亿新台币作为"退选"的补偿，但相关报
道并未引述消息来源。洪秀柱本人则表
示，"5亿元退选说"是对其人格的侮辱。
国民党也否认相关指控。

台湾最高检察院特侦组主任郭文东周
三（10月14日）对法新社确认，已经接获
相关举报，并在当日展开调查。高检方面
同时表示，如果调查工作需要，将会传唤
朱立伦。

国民党在去年11月29日举行的"九合
一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其过于"亲中"
的政策方向被视为败选的关键因素。由于
党内大老纷纷"避战"，作风泼辣、行事果
断的洪秀柱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总统候
选人。

洪秀柱不久前还表示不相信“换柱”
传言（图片来源 http://www.dw.com ）

洪秀柱的支持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
抗议“换柱。（http://www.d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