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ARPA）擴展
了2021年稅收年度的子女稅優惠（CTC），其政策
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家庭從今年夏天開始
獲得子女優惠稅退稅預付款。

擴展的優惠政策意味着：許多納稅人的優
惠額將會增加；合格子女的優惠額可全額退稅，
這意味着納稅人即使沒有收入或沒有欠任何所得
稅，也可以從優惠中獲益；優惠政策將包括2021
年年滿17歲的子女；納稅人可在申報2021年稅表
前，在2021年收到部分優惠額。

在2021年納稅年度內，對每個在2021年底年
滿6至17歲的合格子女，申報CTC的家庭將獲得最
高3,000美元優惠額；對每個在2021年底時6歲以下
合格子女，則最多可獲得3,600美元。根據先前法
律，CTC金額是對每名在年底時17歲以下的合格
子女，最多優惠2,000美元。

對收入超過150,000美元的已婚聯合申報的納

稅人和符合條件的寡婦或鰥夫，超過112,500美元
的戶主，或超過75,000美元的所有其他納稅個人，
增加的優惠數額將減少（逐步取消）。

2021年子女稅優惠的預付款將從7月到12月定
期向在美國擁有主要住房超過半年的合格納稅人
支付。預付款總額最多為子女稅優惠的50%。預
付款將根據合格納稅人的2020年報稅表（如果2020
年報稅表尚未申報和處理，則為他們的2019年報
稅表）所包含的信息進行估算。

國稅局敦促有子女的人儘快提交2020年納稅
申報表，以確保他們有資格獲得適當數額的CTC
以及任何其他稅收優惠，包括低收入家庭福利優
惠（EITC）。以電子申報並直接存款的方式，還可
加快退稅和今後的CTC預付款。合格納稅人現在
無需採取任何其他行動，如果還沒有報稅，只需
要他們提交2020年的納稅申報表。

不想獲得2021年子女稅優惠預付款的合格納

稅人可以拒絕收取預付款，更新有關其收入、報
稅身分或合格子女數目變化的信息。有關如何採
取這些步驟的更多詳細信息將很快公布。

國稅局還敦促社區團體、非營利組織、協
會、教育團體和任何與有子女的人有聯繫的人分
享CTC的這一重要信息。國稅局將提供其他資料
和信息，並通過社交媒體、電子郵件和其他方法
輕鬆分享。

國稅局很快會提供更多預付款的信息。參
考網頁：https://www.irs.gov/zh-hant/credits-
deductions/advance-child-tax-credit-payments-
in-2021。

美京華人活動中心（CCACC）免費報稅服務
站（VITA）與國稅局合作，將在7月8日下午12點，
通過Zoom舉辦中文線上稅務訊息的講座，推廣
國稅局提供多種語言的稅務服務、可利用的官方
資源及最新的稅務優惠知識。該講座的主題將會
針對：國稅局多語言資訊與服務專線；紓困金的
發放；工作所得稅務優稅；預發撫養小孩家庭稅
務優惠；教育費用稅務優惠；退休金計劃傳統
（Traditional）型、羅絲（Roth）型和401K退休金等
概述。有關講座的時間及鏈接訊息，請關注宣傳
單。� 本報華盛頓訊

6月6日國際佛光會舉辦「2021年北美洲聯誼
會」。在新冠疫情特殊時期，經過七百多個日子的
籌備，來自北美27個佛光協會的集體創作，200位
優秀義工九十多場籌備會議，使得超過1,200位會
員在雲端相聚。不論出席人數、分組參與人數，
或是各組義工人數，都是史無前例的。更令人震
驚的是，運用現代科技，上千人同時在線，瞬間
從會議大廳傳送到25個分組討論室，驚艷全場。

三個小時的議程中，召開「信仰與傳承」主題
論壇，由三個家庭分享落實信仰與傳承的經驗。
佛光會員觀摩學習會務並針對網路弘法、教育推
廣提升、T-earth環保植樹等議題，進行廣泛討
論。精彩的表演和「一筆字」文創抽獎，使與會者
驚喜連連。所有影片節目都有中、英雙語字幕，
現場翻譯組更提供同步英語、粵語翻譯，處處都
展現出佛光人落實本土化的用心。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心保和尚
致詞，在星雲大師的帶領與佛光人的努力
下，值此佛光會創會三十周年之際，將佛
法傳遍全世界。不論是三好四給、五和六
度，都是弘法利生的事業。心保和尚勉勵
佛光人，將人間佛教的理念發揚光大。署
理會長慈容法師慈悲叮嚀大家，防疫要尊
重規定。大師也常說：「眾即因緣和合。」
在生活中更要重視合眾，才能帶來平安幸
福，增長智慧；要增加自己的能量，學習
菩薩的精神，服務眾生、廣結善緣。

佛羅里達州戴明斯郡長（Jerry�Demings）表達
祝賀，佛光會不但是一個多元信仰中心，也是社
區多元文化、教育、社會服務，以及節慶活動的
中心，與該郡理念相輔相成。美東副秘書長永固
法師表示，雖然透過網路，我們還是能感受到各
地的歡喜氣氛。正如創會會長星雲大師所言，佛
光會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所有來到佛光山、認
識佛光會的人，都感受得到佛光人在參與會務的
過程中，從學習、成長、服務、結緣中的快樂。

芝加哥佛光協會周邁平會長表示，「這次有幸
做為分組討論共同主持人之一，跟分組的輔導法
師來回討論如何設定問題，準備PowerPoint簡報，
和法師、記錄人、人間記者、資訊人員充分合
作，使討論順利進行。」對個人來是一趟學習與結
緣之旅，更加是人間佛教的實踐。孫偉銘理事自

豪地表示，芝加哥協會在住持覺麟法師和監寺有
恆法師的帶領下，也不惶多讓，我們每周的音緣
讀書會活動也深得小組與會者的讚賞。�

協會副會長李性銘認為，雖然疫情使我們隔
離，但誠如大師所說「有佛法就有辦法」，我們運
用網路，注入佛光人的溫暖與關懷，就可以處處
是道場。黃于文督導：「短短的三個小時北美聯誼
會，從高超技術操作，精彩節目表演，佛光家庭
信仰與傳承的分享，都是精心用心安排策劃。共
同見證了一個集體創作的奇蹟，心中只有驚喜，
讚嘆和震撼。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閉幕致
詞，讚歎北美佛光人的創意和縝密的思惟：作為
三寶弟子與佛教的護法，佛光人要勤讀書、參加
讀書會，對佛教、佛法深入了解。以服務來實踐
薩行，以參加法會共修來減少修道障礙，從聞法
中增長智慧。期許大家繼續精進努力，實踐三好
四給，並感謝北美洲承辦2021全球佛學會考，讓
全世界都動起來！� 本報芝加哥訊

位於225�E�Chicago�Ave的羅瑞兒童醫院，面臨
浩瀚的密芝根湖，環境優美，創於1882年，

前身是西北兒童紀念醫院，擁有364張病床，每
年接受醫療的病童逾220000名。

羅瑞兒童醫院的前身是西北兒童紀念醫
院，在2010年獲得羅瑞伉儷的巨額捐款，從林
肯公園遷移到市中心的湖畔。當時羅瑞兒童醫
院盡心打造此所新醫院大樓。家庭顧問委員會
與羅瑞兒童醫院共同將位於11樓約5000平方
英尺的屋頂，改造為鼓舞人心的康復花園，新
設計營造出充滿活力的氛圍。空中花園採用了
竹、回收樹脂板、天然石材，花園在玻璃溫室
內，色彩繽紛的樹脂墻、曲折的圍繞著流線型
的大理石噴泉，讓兒童與家人可以觀賞到芝加
哥市中心湖濱靜謐風光。

羅瑞兒童醫院也在美中地區並列第三，包括
了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內布拉斯加州、堪
薩斯州、明尼蘇達州、愛荷華州、密蘇裏州、威
斯康辛州、伊利諾州、密芝根州、印第安納州、

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今年是全美的兒童醫院按
州和地區排名的第一年。

一年一度的最佳兒童醫院排名和評級，迄
今已是第15個年頭了，旨在幫助患者、他們的家
人和他們的醫生做出明智的決定，在何處接受治
療，以應對具有挑戰性的健康狀況。《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道》的調查對全美國近200家兒童醫院進
行了排名和評級，專家們使用了有關患者安全、
患者體驗、感染預防和護士配置等數據點的多種
標准。

2021-2022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10
個兒童科專業的前50名進行了排名。此涵蓋了癌
癥、心臟病和心臟外科、糖尿病與內分泌學、胃
腸病與胃腸外科、新生兒學、腎病學、神經胃
口、骨科、肺外科以及泌尿外科等。

在全國範圍內，芝加哥的羅瑞兒童醫院有三
個專科進入前十名，即是泌尿科、新生兒科和心
臟病、心臟外科。此外羅瑞兒童醫院是全國僅有
的21家兒童醫院中，在所有10個專科中排名靠前

的兒童醫院。
羅瑞兒童醫院總裁兼首席執行長湯姆史丹利

醫生（�Dr�。Tom�Shanley）聲稱對羅瑞兒童醫院
提供的優質護理感到非常的自豪。他非常感激每
天為所有生病的兒童提供無微不至的醫療服務的
醫務人員與其他醫院的工作人員。史丹利總裁聲
稱羅瑞兒童醫院將致力通過創新的護理和研究及
對質量的高度重視、推進兒科醫、改善兒童的健
康。
《美國新聞》健康分析主管兼總編輯本·哈

德（Ben�Harder）指出，在為生病的孩子選擇醫院
時，許多父母都希望有專門的專業知識、方便和
有愛心的醫療專業人士。

最佳兒童醫院排行榜總是凸出那些在專科護
理方面表現出色的醫院。隨著流感大流行繼續影
響旅行，在家附近找到高質量的護理變得前所未
有的重要。�

最佳兒童醫院的方法論考慮了客觀的衡量指
標，如患者的病後康復，包括死亡率和感染率，

以及可用的臨床資源和對最佳實踐的遵從性。為
了計算最佳兒童醫院排名，《美國新聞》收集了
2020年初兒童醫院和2021年兒科醫生及其他醫療
機構的相關數據。

此外，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科莫兒童醫院
（Comer�Children�Hospital）也與羅瑞兒童醫院被
評為伊州最佳兒童醫院的第二名。

位於芝加哥南部的科莫兒童醫院在胃腸外
科、糖尿病和內分泌學方面，�名列全美國的前
50名。科莫兒童醫院兒科醫生約翰坎寧安（John�
Cunningham）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新聞界對
Comer�Children's作為頂級兒科醫院的認可，以
及我們的醫生、護士和員工的承諾和辛勤工作，
使我們能夠應對年輕患者及其家屬面臨的醫療挑
戰。

■芝加哥市中心的羅瑞兒童醫院，多次被《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評為最佳兒童醫院。

芝加哥市中心的羅瑞兒童醫院（Ann & Robert Lurie  Children Hospital）在2021-2022年再度被《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評為最佳兒童醫院，在伊州排名第一，羅瑞兒童醫院也是全

伊州的10個專科中排名最高的兒童醫院。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芝加哥市羅瑞兒童醫院 
再被評為最佳兒童醫院

子女優惠稅退稅今夏開始預付
7月8日中午中文線上訊息講座

國際佛光會北美大聯誼  逾1200會員在雲端相聚

經過了充滿挑戰的一學年，很多畢業
生和他們的家庭都沒有機會像以年一樣，跟
朋友和家庭慶祝他們的成就。在蒙郡，雖
然高中生可以有戶外的畢業典禮，中小學的
畢業典禮仍然只能是在網上進行。然而，
Takoma�Park中學的華裔學生和家長們別出
心裁，為八年級的畢業生們創造了一次即安
全，又難忘的畢業留念的機會。他們是怎麽
做的呢？

六月五號的下午，十幾位Takoma�Park
中學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們作為志願者，
來到了美麗的Falls�Road公園，為畢業生家
庭準備一次Photo�Op（攝影留念的機會）。
他們在酷熱的太陽下布置鮮花拱門，標語橫
幅，還有孩子們自己精心設計制作的祝賀畢
業的標語牌子，作為供畢業生家庭攝影留念
的背景。

這次活動時，TPMS三個年級的華裔家
長們聯合舉辦。經過兩個多月得籌備和幾十
位家長的參與，大家共同捐了兩百多美元，
購買了各種裝飾，並組織了十幾位孩子們做
祝賀的標語牌。活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Lily�Liang，在談到她的初衷時說：「我覺得
畢業時沒有機會攝影留念會是一個非常大的
遺憾。以前我自己的孩子在八年級畢業的時
候在學校畢業典禮上，他和他的同學們開心
地合影的樣子讓我記憶猶新，深深地感動。
今年的畢業生大都是在網上度過的在學校的
最後一年。一個拍照留念的機會也就更重
要。」

在一片蟬鳴中，在炎炎烈日下，志願
者們齊心協力地合作，展示了團結的意義。
一位七年級學生Doris說：「我特別喜歡跟大
家一起拍照和為八年級學生做慶祝畢業的牌
子。」

沒過多久，穿著禮服和西裝的八年級
學生和家長們到達。他們又燦爛又甜美的笑
容使剛才志願者們的一番忙碌準備非常值
得。Lily�Liang加上一句：「我希望今年畢業
的孩子們仍然能夠有機會留下一個美好的回
憶。」� 本報華盛頓訊

疫情下的畢業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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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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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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位於肯塔基州首府法蘭克福市

地址: 111 Eastwood Shopping Center, 
          Frankfort, KY. 4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