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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星期三對聯合國安理會說，美國
準備采取軍事手段來對付朝鮮發射洲際彈道導
彈構成的威脅，但是最好是通過外交和經濟手
段來解決這場危機。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說，美國做好了保衛自
己和盟國的準備。她說：“我們強大的軍力是
我們的能力之一”。美國在韓國有2萬8500名
駐軍，在日本也有大約5萬駐軍。
黑利星期三在安理會緊急會議上說，“我們在
必要時會使用這些力量，但是最好不必走到這
個方向。”

朝鮮首次發射洲際彈道導彈
引起廣泛的譴責，也立即觸
發一場外交危機。據信，北
美部分地區處於平壤星期二
試射的這枚多級導彈的射程
之內。
美國軍事官員說，朝鮮導彈

試射引起關註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總體來說
，對美國及其盟國，尤其是日本和韓國，威脅
還是有限的。
黑利說，美國馬上就要提出對朝鮮進行新的制
裁。她還說，一項新的決議草案將在今後幾天
裏交給安理會成員國醞釀，這項決議“將根據
朝鮮的升級行動相應地提高反應強度“。
美國官員暗示，考慮中的新制裁措施包括限制
流向朝鮮軍隊和武器項目的石油和其他能源供
應，進一步控制通往朝鮮的空中和海上運輸，
對於金正恩政權的一些高級官員采取進一步行
動，他們對於朝鮮無視停止其核武器發展項目
的國際要求負有責任。
美中兩國在對朝鮮采取什麽行動的問題上仍然
分歧很大。北京對於美國對朝鮮的下一步行動
作出如何反應，是美國的努力能否成功的關鍵
。
黑利大使說：“有些國家允許甚至鼓勵違反聯
合國安理會決議去和朝鮮進行貿易。這些國家
同時還想繼續保持和美國的貿易協議。這是不
可能的。” 這番話顯然指的是中國。
黑利還警告說，當一些國家不認真對待國際安
全威脅時，川普政府願意運用“貿易方面的巨

大能力”。
中國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據中國在4月份
公布的統計數字，今年上半年雙邊貿易增加了
37.4%。
中國在二月份宣布，根據聯合國的制裁決定，
一直到今年年底停止從朝鮮進口煤炭。煤是朝
鮮最大宗的出口物資，中國的禁煤令會使朝鮮
損失數億美元的收入。
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劉結一說，朝鮮的導彈試射
是”不可接受的“，是”公然違反“聯合國決
議。但是，他沒有說北京是否會支持實施新的
制裁，而且反對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半島的危
機。
中國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呼籲平壤凍結武器
項目，美國和韓國也凍結一年一度的聯合軍演
。美國拒絕了這一建議。
美國軍事官員說，朝鮮首次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引起全球的關注。他們還警告說，解決朝鮮半
島緊張局勢的機會”稍縱即逝“。

川普緊縮移民政
策並未打消國
際生申請熱情
【VOA】美國總統川普喊出“美國人優
先”這句口號的那一刻，就有不少人猜
測保守派的勝利將使美國對外國移民的
吸引力大打折扣，進而也會影響國際生
申請美國高校的熱情。
然而，總部在紐約的非盈利機構國際教

育協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最近調查了112所美國高校，發現申請2017
年秋季入學的國際學生人數與往年幾乎持平。
調查顯示，包括得克薩斯州在內的一些地區的
國際生源確有減少，但由於其他地區高校的生
源增加，總體上看幾乎沒有變化。
根據從112所高校收集到的數據，申請2017年
秋季入學的國際生比2016年同期下降了2%。
但值得註意的是，美國本土學生的申請率也比
同期下降了2%。
國際教育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至2016學年
約有超過100萬國際生進入美國學校就讀。根
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在2015年，國際生為美
國經濟貢獻了超過350億美元。與十年前相比
，在美國教育機構就讀的國際生人數增加了
85%。
美國高校的收入越來越依賴於國際生。公立學
校對國際生的收費通常是本土學生的2到3倍，
這筆收入幫助抵消了政府撥款減少以及本土學
生佘欠助學貸款造成的差額。︱朝中社提供的照片，顯示人群通過大屏幕觀看朝鮮

  “火星-14”洲際彈道導彈試射。(2017年7月5日)。

︱紐約布魯克林大學校園。

節目花絮。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花絮。

美國呼籲聯合國對
朝鮮採取有力行動

節目內容：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頻道，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將於7月8日本周
六晚間8時重播「小小魔術師」主題。節目邀請到了魔術大師Stephen，他扮成小丑裝扮，現場教孩子變魔術，自己也
帶來精彩魔術表演，現場笑聲不斷。錯過之前播出的觀眾，請準時收看。

參與該集錄製的小朋友包括郭羽菲、任煜凡、任煜馨、劉舒菲和路子衿。有興趣
的觀眾請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15.3。

播出時間：
節目將於7月8日晚間8時重播，周三9時30分
會再播出一次，敬請準時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快樂童年》小小魔術師重播
請準時收看

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BB33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707HFXL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二十一二十一））——博物館篇（14）
喬治華盛頓大學紡織博物館

（The Textile Museum）

紡織博物館位於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博
物館內，雖然隸屬於該博物館的一部分，但自成一
體，是一間幫助民眾了解紡織歷史、世界紡織藝術
及文化發展、以及收藏重要紡織精品的獨特博物
館，如果您對這方面感興趣，則千萬不要錯過。

紡織博物館建立於1925年，最初收藏均來自於
George Hewitt Myers本人，後來曾經修葺關閉過一
段時間，直到2015年三月才又以全新的面貌對外開
放，目前受喬治華盛頓管理。

紡織博物館收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美紡織品
超過兩萬余件，可謂一間紡織品寶庫。在這裡，您
可以找到屬於中東、亞洲、非洲以及美國本土的各

種紡織物品，不僅繪有各類花紋，用線、針腳等也
各有千秋，大有學問。其東方紡織品的收藏之多之
廣，在世界都屈指可數，甚至可以追溯到15世紀的
埃及，並且對於東西方紡織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
TIPS：
紡織博物館每周對外開放6天，周二閉館，參觀費
為8美元，兒童免費；
博物館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Foggy Bottom校園內，
可搭乘地鐵到達，距離華盛頓特區聯合車站僅 2.5
英裡；
建議有意前往的朋友可以選在周末前去參觀，因為
每周六下午1:30、周日下午2:45，博物館都會提供
重點展品的免費講解游，對於您了解這間博物館非
常有益；
博物館會不定期舉辦一些主題展覽活動，具體您可
登陸博物館官網 https://museum.gwu.edu/about-us
進行查詢。

配圖：紡織博物館1、2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國家警衛博物館（Nation-
al Guard Memorial Museum）

美國國家警衛博物館是全美首個也是唯一一個
致力於講述和展示國民警衛隊的歷史及故事的紀念
博物館，由國民警衛隊教育基金會主辦，屬於一間
特色鮮明的軍事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於1976年作為國民警衛隊的遺產畫
廊首次對美國民眾開放，曾是紀念美國建國200周

年的活動之一。博物館位於華盛頓特區西北部，與
國家郵政博物館毗鄰，距離華盛頓特區聯合車站和
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均不遠，占地面積約在5600平
方英尺，內部設有6個不同主題的畫廊，向人們詳
細講述和展示了國民警衛隊的故事。

博物館內有通過一系列文物和立體聲的多媒體
探索了衛兵的起源，展品涵蓋了前後超過375年的
衛兵歷史，從1636年首次衛兵召集，到衛兵結束了
全部近現代的國內外保衛任務，都被詳盡記錄，極
具教育意義。

博物館內大量展示了警衛隊制服、武器、戰車
等文物，並且有一個最新推出的9/11時代畫廊，重
點講述了自2001年恐怖襲擊事件以來，國民警衛隊
從戰略儲備部隊轉變為運動部隊的情況。

據悉，國民警衛隊目前在全美54個州和哥倫比
亞特區，共有近47萬名公民士兵和空軍，遍布美國
3300多個社區。國民警衛隊教育基金會是一間非營
利性機構，獨立於美國國民警衛隊協會，其目的是
通過豐富的資料來紀念和展示國民警衛隊的持續貢
獻。

TIPS：
博物館每周一至周五免費對公眾開放，每天下

午的閉館時間為4點；
博物館就坐落在國會山附近，距離華盛頓聯合

車站僅幾個街區，最近的地鐵站亦是紅線聯合車
站。

配圖：警衛博物館1、2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紅十字會博物館

美國紅十字會博物館事實上就是美國紅十字會
的總部大樓，是一座距離白宮很近的古典建築，建
於 1915 年，建築本身已成為華府的歷史性地標建
築，非常值得參觀。

美國紅十字會是全球最大的救援組織之一，創
建於 1881 年，美國國會在 1990 年正式承認這一組
織，並給它制定了正式章程。美國紅十字會的主要
職能分為四個領域：血液采集、災難救援、救護戰
爭中的士兵和受害者、社區教育和宣傳。

參觀美國紅十字會博物館，可以了解到紅十字
會的歷史及故事，大樓本身還作為紅十字會的辦公
地，人文氣息濃郁。並且參觀紅十字會一定不要錯
過內部的“蒂凡尼彩色玻璃窗”，如果您選在一個
陽光明媚的日子前去參觀，則勢必美不勝收！

配圖：紅十字會1、2 來源：網絡圖片

在美國，私家車是出行必備的交通工具，
似乎買車對於一個家庭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
可實際上，與始終長盛不衰的二手車市場相
比，購買一輛新車，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還是
需要精打細算一番的，而在許多大城市，人們
已經開始發覺買新車越來越難以負擔。近日，
由24/7Wall Street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美只
有5個城市還勉強能夠買得起車，其中首都華盛
頓特區是唯一一個符合“可負擔車價比”的大
城市。

通常在美國有一個不成文的購車法則，即
“可負擔車價比”，要求20%的首付，4年期汽
車貸款和包括保險在內的年度總成本不超過家
庭總收入的10%。可是如果依
據這一標准來計算，全美 25
個大都會區，只有首都華盛頓
特區能夠達到這一規則。

據全美5月份的新車平均
售價和來自多個汽車網站的數
據顯示，全美的平均新車售價
在33300美元，華盛頓特區的
可負擔車價在37223.41美元，
可負擔車價與平均車價之間的
差異率為 11.91%，為全美各
大城市中最小的。

另外幾個還勉強可以負擔
新車的大城市還有：舊金山
（可負擔車價32286.08美元，
差 異 率 —2.93% ） ； 波 士 頓

（ 可 負 擔 車 價 30863.38 美 元 ， 差 異 率 —
7.21%）；西雅圖（可負擔車價26771.36美元，
差異率—19.51%）；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可
負擔車價26605.71美元，差異率—20.01%）。

而榜單同樣為我們揭示了全麼5個最負擔不
起 新 車 的 大 城 市 ， 它 們 分 別 為 ： 邁 阿 密
（13576.83 美元，差異率—59.18%）；底特律
（13912.5美元，差異率—58.17%）；坦帕-聖彼
得堡（14189。35美元，差異率—57.34%）；奧
蘭多（15902.47美元，差異率—52.19%）；聖安
東尼奧（16432.5美元，差異率—50.6%）。

配圖：買車 來源：網絡圖片

全 美 買 車 負 擔 最 輕 的 五 個 城 市 首 都 居 首全 美 買 車 負 擔 最 輕 的 五 個 城 市 首 都 居 首
首都華盛頓特區這次又領先了！就

在前幾日，華盛頓特區頒發了全美首個
“非二元性別”駕照，或稱中性駕照，
這讓首都再次成為關注跨性別人士的先
驅之地。據悉，俄勒岡州也將緊隨華盛
頓特區的腳步，隨即成為全美第一個發
放中性駕照的大州。

華盛頓特區的首個中性駕照的領取
者是一名跨性別人士，名為撒庫萊，現
年37歲，是馬裡蘭大學LGBT平權中心
的主任。撒庫萊當天領取的駕照在性別

一欄顯示的是“X”，而不是傳統的男
性或女性。官方資料中也不會用傳統的
“他”或“她”來稱呼領取此類駕照的
人，而是統稱“他們”。撒庫萊領到新
駕照很興奮，表示拿到這張駕照意味著
自己得到了哥倫比亞特區的身份認可，
是一名合法的居民了。

華盛頓特區市長包瑟也在聲明中表
示，特區將保持在關注同性戀、雙性戀
和跨性別人士在權利問題上的領先性。

配圖：中性駕照 來源：網絡圖片

領先領先！！特區頒發全美首個中性駕照特區頒發全美首個中性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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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網 15.3 頻道，娟子策
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
」，將於 8 月 13 日本週六晚間 8 時
重播 「小小魔術師」主題。節目邀
請到了魔術大師Stephen，現場教孩
子變魔術，自己也帶來精彩魔術表
演，現場笑聲不斷。錯過之前播出
的觀眾，請準時收看。

節目邀請到擅長魔術表演的Stephen
教導小朋友魔術小技巧，Stephen扮
成全套小丑裝扮，用簡單的幾個招
式，每個孩子在短短積分鐘時間就
學會一個魔術，並秀給觀眾看。

參與該集錄製的小朋友包括郭
羽菲、任煜凡、任煜馨、劉舒菲和
路子衿。有興趣的觀眾請鎖定美南
國際電視台15.3。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
的朋友有口福了！台灣知名烘焙咖啡
店85 度C進駐休士頓，7 日在百利大
道分店舉行開幕剪綵儀式，也成為85
度C全球第1000家店，獲得休士頓市
長透納頒發賀函，宣布7月7為休士頓
市 「85度C烘焙咖啡日」(Bakery Cafe
Day)，吸引眾人目光。

85 度 C 自 2008 年在加州爾灣(Ir-
vine)開設第一家店後，深受當地各族
裔人士歡迎，在全美展店順利，陸續
在加州各地區、德州達拉斯和西雅圖
Tukwila拓展版圖，如今在休士頓也插
旗，開啟首家門市，正式開幕前的試

營運就吸引擠爆的人潮，每天都大排長龍，就是為了一嘗85度C的美味。
休士頓分店經理Michael Post致詞表示，感謝大家參與這全球第1000家的開幕，休士頓的分店

比任何一家北美店佔地還大，共有將近6000平方英呎，提供室內和室外座位。他說，每家分店都
有不同特色，唯一不變的是食物品質、合理價格和優質顧客服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致詞表示，85度C 13年前第一家在台灣創立就吸引
他的注意，沒多久後這家具台灣味蕾的咖啡店發揚國際，陸續在美國、澳洲等地開設分店。黃敏

境提及，全美第
一家在加州開設
時，光顧的人潮
不斷，這種可媲
美 iPhone 的排隊
人龍，受歡迎程
度無法想像。這
些成功理念來自
於創始人吳政學
用勤奮創新不懈
的創業精神，打
造台灣風格咖啡
店，吳政學希望
用合理價格提供
5 星級優質食品
，如同今天大家
在這裡慶祝 1000
家店，證明吳政
學是對的。

黃敏境說，經文處促進台灣與德州間的經濟、文化交流，85度C可說是完美包裝，這個成功
的台灣企業提供大休士頓社區有機會用食物麵包品嘗另一種文化。在西方文化來說，用
麵包進餐(breaking bread)就是一種合作契機的展開。今天有兩種意義，第一，85度C展
新店，第二把台灣正宗風味帶到休士頓讓大家享受，他相信大家會印象深刻的。

美國地區董事長鄭吉隆(Henry Cheng)表示，休士頓門市開幕對品牌來說有兩件意義
，第一是努力了13年終於在全球開出第1000家門市，分佈台灣、大陸、澳洲、香港及美
國，這是邁向品牌國際化過程最大的突破，再來就是，他盛讚休士頓是美國中部的大城
，德州是近三年美國50個州人口及投資成長最快的一州，所以很開心第1000家坐落休士
頓。鄭吉隆也說，未來期待能在放眼紐約。

至於與加州風格相比，鄭吉隆說，德州地大物博，德州人非常熱情，習慣也不同，
盡可能在選店上面給客人最大的方便性。因為德州路程遙遠，會盡可能滿足客人需求，
這是與加州最大的差異。

在產品選擇上，該家店會以亞裔熟悉的產品為基礎，85度C會透過暢銷品給客人傳
達一個契機，在其他商品上面會慢慢導入在地化特色，比如說德州人習慣的香料和食材
，一步一步來導入。

未來在展店計劃上，會一步步達成董事會給的指標，今年預計在德州可以達到七家
分店。鄭吉隆也與美南地區觀眾喊話， 「謝謝德州的朋友，希望大家常來，給予更多照
顧與支持。」

活動上，先由一段喜氣洋洋，鑼鼓震天的舞獅表演，為開幕儀式揭開帷幕，美南報
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等僑界、政商名流雲集，Greatland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Stephen Le與Stephen Le Jr.都到場參與剪綵，85度C創始人吳政學也與該公司台灣行銷集
團特地前來主持並參與儀式，各家主流及華裔媒體到場採訪，現場十分熱鬧。

一同參與剪綵的還有青少年組德州小姐Yasmine Moussa，第一次到85度C，她為之
驚艷，最喜歡的是Passion black tea，非常好喝，也推薦手中的美味水果塔。

每次開新店都會推出優惠的85度C，也照例好禮大方送，除消費滿10元就送可愛吐
司造型玩偶與托特包，滿20元會送馬克杯，其他也有消費滿15元送3元折價券，送完為
止，吸引顧客大排長龍嘗鮮。

8585度度CC休士頓插旗全新開幕休士頓插旗全新開幕 歡慶全球歡慶全球10001000店店

分店經理分店經理 Michael Post(Michael Post(左起左起))、、光聲電信集團董事長光聲電信集團董事長 LeeLee
CookCook、、GreatlandGreatland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Stephen LeStephen Le、、美美
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Glen GondoGlen Gondo、、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徐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徐
炳勳與石山地產創始人莊麗香炳勳與石山地產創始人莊麗香。。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開幕舞獅表演開幕舞獅表演。。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左五左五))與創始人吳政學與創始人吳政學((左六左六))、、經文經文
處處長黃敏境處處長黃敏境((右四右四))和眾人剪綵和眾人剪綵。。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與會嘉賓剪綵與會嘉賓剪綵。。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快樂童年快樂童年》》小小魔術師重播小小魔術師重播 請準時收看請準時收看

主持人娟子主持人娟子((左三左三))與魔術大師與魔術大師
Stephen(Stephen(右二右二))與小朋友合影與小朋友合影。。 ((
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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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時代的巨輪不斷往創新邁進，更快更有效率的發明一再進入我們的
生活之中，現代人與網路幾乎到了朝夕與共的地步，而且，對速度的要求與日俱進。因此，光纖
成為時代的新寵，獲得許多走在尖端的機構與個人所選用。台灣、大陸、加拿大、紐西蘭、歐洲
各國、與美國許多城市都已在使用光纖傳輸，究竟什麼是光纖？它給現代人到底帶來什麼好處？

光纖是利用光來傳輸訊號，也就是以光的速度享用資訊，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和George
A. Hockham以其過人的智慧，是最早提出光纖可以用於通訊傳輸的學者，高錕更因此獲得2009年
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被稱為“光纖之父”。

光纖常被用於傳遞電話、網際網路，或是有線電視的訊號之上。在長距離以及大量傳輸的使
用上，光纖的優勢最為明顯。目前全球已經有許多城市由政府主導推動光纖計畫，例如台北市政
府，全市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光纖覆蓋率。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也相繼鋪設光纜線路。
法國、英國、以色列、及美國的洛杉磯、紐約等都有政府單位與民間合作的光網計畫陸續推動。

那麼，使用光纖的優點在哪裡？
1. 光纖具有極大的通信頻寬，比普通同軸電纜快上許多倍，可以頃刻間傳輸大量訊息，上網

不再塞車，上傳與下載大型檔案及支援雲端工具都很快捷。
2. 光纖傳輸可避免其他電磁波的干擾，訊號穩定，傳輸質量高。
3. 保密性很高，光的信號不會從光纖中幅射出去，適合於銀行連線及電腦網路、或是隱密性

高的商業或軍事之用。在光纖中傳輸的信號不易被竊聽，利於保密。
4. 光纖幹線多埋在地下，對都市景觀大有幫助。光纖質地細輕、富可繞性，容易集結成束，

在埋設光纜時，可以節省管道空間。
5. 光纖具有耐火、耐水、不腐蝕、及使用年限長等特性。
6. 不會產生火花，這對某些易燃的環境中更顯重要。

由於光纖具有上述諸多優點，世界許
多國家都看好光纖通信的未來，投入大
量的人力與財力來開發。隨著資訊時代
降臨，容量大、高可靠度的通信網路是
不可或缺的，光纖通信系統便是最佳選
擇。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大部份的銅軸
電纜都會被光纖所取代。然而，光纖依
其品質不同，價格與效果亦有差別，純
光纖是其中品質最可靠、效率最高的。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光聲電信集
團(Phonoscope Global)，聯手成立美南光
聲電信傳媒集團，為休斯頓地區提供最

先進的光纖網路。
對於企業而言，能為各類企業提供超級通信方案，光速寬頻上網，更迅速、更可靠，毫秒之

間傳送大量信息，讓您的公司掌握成功的先機。
對個人或家庭來說，使用 「光纖到你家Fiber-To-The-Home」連接，將開闢無限可能的新世

界，體驗Gigabit的生活方式，以光的速度享用網路世界，畫質更清晰!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是最尖端的科技電信網路提供者，提供真正的上下對稱光纖上網連接

，目前在休斯頓，已經有超過23000英里的純光纖線路，提供企業與民眾最快速、最可靠的服務，
滿足所有高速數據的需求。
服務項目包括：
*光速上網(speed of light internet): 高速下載或上傳資料、視頻、音樂，影音畫質高，下載快。
*IPTV寬頻電視，提供超過400個高清頻道，享有清晰的畫質與聲音。與朋友玩線上遊戲將不再斷
斷續續，讓您暢快地玩。
*家庭專業級的Wi-Fi。

*網際網路電話Voice Over IP: 人與人之間的創新互動
*專業的個人視頻會議Professional personal Video Conference
*遠距醫療Telemedicine、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
*立即線上備份Instant Online Backup
目前，已經使用我們光纖網路的機構包括: 休斯頓機場、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休斯頓醫療中
心(Medical Center)、Greenway Plaza、休斯頓超過38個學區、以及諸多企業。

擁有高頻寬、傳輸量大、穩定、傳輸質量高、抗電磁幹擾、保密性高、重量輕、高可靠度等
優點，我們的光纖上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者快上一千倍，依不同需求有不同價格，最低每月
只要$99起，詳情請洽(301)509-1137。

光纖寬頻上網質量高 優點多多
傳輸量大又快 穩定可靠保密性高

世界許多國家都看好光纖通信世界許多國家都看好光纖通信，，投入大量的開發投入大量的開發。。隨著資訊時代降臨隨著資訊時代降臨，，容量大容量大、、高可靠度的高可靠度的
光纖通信將是最佳選擇光纖通信將是最佳選擇。。

在長距離以及大量傳輸的使用上在長距離以及大量傳輸的使用上，，
光纖的優勢最為明顯光纖的優勢最為明顯。。

光纖網路可以運用在遠距醫療光纖網路可以運用在遠距醫療TelemedicineTelemedicine上上，，使病患的使病患的
醫療資料及醫師的專業能跨越時空的限制醫療資料及醫師的專業能跨越時空的限制

使用光纖網路使用光纖網路，，企業或個人的視頻會議品質大幅提升企業或個人的視頻會議品質大幅提升

今年愛心活動會長徐小玲是我北一女高中的同班同學，七月
四日愛心活動當天她非常忙碌，先是視察和幫忙各食物義賣募款
攤位各就各位，設立食物卷的兌換和抽獎卷的出售，十一點半台
上開幕儀式正式開始，國歌及北一女儀隊揭開愛心活動的序幕，
小玲致詞，經文處長，華裔眾議員，其他官方代表致賀詞，表演
節目正式開始。

全部活動從九點到十一點是準備時間，我毛遂自薦負責準備
北一女攤位的綠豆湯，那四大鍋綠豆湯，一袋冰十磅，一包糖四
磅，沒有我老公，小玲的夫婿鄭先生及另一位北一女校友高嫚璘
的夫婿謝先生的幫忙，我是絕對沒辦法把它們全部搬到攤位，活
動包括義賣，表演，及抽獎，我三點鍾離開時抽獎鍾在進行。食
物義賣競爭激烈，每攤各顯神通，二十幾個攤位，我個人覺得：
有一個佛寺提供的炒米粉最好吃，其他的有台灣香腸要價三元一
支，大肥米粉是四元，工商婦女和北一女及光鹽社都走價廉物美
路線，北一女的茶葉蛋居然只賣兩個一元，我的綠豆湯加了冰塊
以後，四鍋快要變成五鍋，得到不少人的讚賞。

表演節目最棒的是三男三女高音，唱了一曲You raise me up
。我猜想他們原來都是中國大陸的男女高音專業，現定居休城，
可能有的已經轉行，但是唱歌的專業才能真是造福了我們。男高
音著燕尾服，女高音著長禮服出埸，唱得太好了。謝謝 Jimmy
Ma的節目安排，以及會長徐小玲長久以來的努力，讓我們度過
了一個非常愉快的美國國慶假日。有吃，有看，有拿（抽獎抽到
的的禮物），又有愛心付出的快樂，和團隊同工的友誼。

回到家後，趕快上line的群組，向台北正在等待我們消息的
同班同學，做報告，送照片。

台北的同學們反應熱烈，從我七月三日晚上煮綠豆湯時就開
始關注，那夜小玲一定在大忙特忙做準備工作，沒空上群組答話
。其間台聯會長李迎霞也上群組（她也是同班），透露她的台聯
攤位要賣名牌冰淇淋，當天只要打開冰桶就可以賣了。她看見我
放上群組的照片，廚房裏大鍋小鍋一大堆，電鍋先把綠豆煮熟成
乾飯一般，加了水的正在爐子上滾，還在群組上跟台北同學討論
，怎樣才是熟豆子加水的正確比例。迎霞陶侃我的愛心一定比她
大百倍。我做了一輩子的財務報告和成本分析，一切講求最低成
本和最高效率。活動當天結賬時，綠豆湯的成本低到把北一女的
會長鄧曉林嚇了一跳。

綠豆湯一杯一元，不過杯不大，只有8盎斯，也就是平常咖
啡杯大小，真是太便宜了，學妹們加了很多冰塊進去，說是要把
它變成別人在其他攤子上吃了炒米粉，炒河粉，或魯肉飯之後的
解渴飲料，不過說真的如果不放那麼多冰，吃在嘴裏的口感就太
多豆子了，必須要不太像主角，又不太甜，當冰水一樣的賣。我
們的攤位，因為有位學姊要賣植物包括果樹苗和有根的花卉，所
以被安排在一個接近出口，容易搬運花盆進去的角落，我到的時
候一看真是儍眼了，大半個食攤的前面都被植物擋住。用台灣人
的看法，有礙風水，但是連曉林會長都Ok了，我們就一起度小
月。

所有攤位開張不久，我的政大學長美南日報創辦人李蔚華，
親自來關切大家，令我感動不已，真不愧是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
的得獎人。

我能跳舞動來動去，卻不能久站，所以早早去坐著享受美食
及欣賞節目，聽說我那綠豆湯還小兵立大功，賺了不少錢，而且

有彈性，一開始少放點冰，當做早餐賣，後來冰塊愈加愈多，變
成餐後的飲料賣。

美女的顏值真不是蓋的，我的小朋友也就是當天的儀隊隊長
李嘉雯，在收攤前，用鉄盒子每次放八杯上去，去觀眾席賣了不
少。哈哈，咱們北一女的，能屈能伸，識實務為俊傑，不想把食
物又扛回家。我這個LKK也拿著我們最後的幾杯愛玉冰和綠豆
湯，去向各攤位的工作人員兜售，甚至於接受以物易物，把別人
放到我盤裏的冰淇淋，又賣了出去。為了多募款，不惜使出渾身
解數。

你要是看到光鹽社一杯8oz的水果，有西瓜哈密瓜櫻桃，只
賣一元，就知道競爭有多麼的激烈。

因為有台北同班群組的関切，希望能身歷其境，害我把個綠
豆湯寫得像燕窩似的。

剛收拾完攤位，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原來是做醫生的大兜子
到光鹽社的攤位來看望他的同工，他平日負責健康日的工作，今
天無用武之地，大概也好奇老媽的銷售成績如何，到九月開學時
，他也會去幫忙愛心學用品的包裝工作。

順便提一下愛心活動的英文名字 C.A.R.E., 代表 Chinese
American Relief Efforts. 購買學雜用品捐贈給貧困學生多的小學，
今年將捐贈給William Sutton小學，如有餘錢還做各種社會公益
。愛心募款食物義賣活動每年選定在七月四美國國慶日舉行，過
去的幾年地點都在中華文化中心的室內體育場。(作者:張誠俊 ,趙
耿偉的媽媽）

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
7月 15 日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講座的主要
題目是：

• 怎樣減少風險而讓退休收入翻倍
• 企業老闆怎樣大幅減少交稅
• 降低成本，為公司重要員工提供報酬的替換退休/激勵計劃
• 雇主為員工申請H-1 B 和綠卡須知
• 怎樣準備跨國高管L-1 工作簽證和Eb 1 C 綠卡
主講人：
1. 盧克.且斯曼， 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白瑞德金融集團執行副總裁，林城洲際商會董事

2. 陳文， 金潤律所創辦律師，哈里斯郡檢查長辦公室移民和國際社區委員會成員, 美南山東
同鄉會副會長、法律顧問， 世華婦女工商會法律顧問

日期： 7月15日
時間： 下午1點-3點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1st floor Conference Room,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原福祿大樓

一層會議室）
聯繫人： 金潤律師事務所
電話： 832-495-7889
郵件： lawyerjchen@yahoo.com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77 月月3030 日辦專題講座毛志江醫師主講日辦專題講座毛志江醫師主講：： 「「 人類善意的剖析人類善意的剖析」」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華美易經學社主辦，華僑聯合總

會美南分會協辦的專題講座，將於7 月30 日（ 星期日） 下午二
時至四時在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廳舉行，由毛志江醫師主講： 「
人類善意的剖析」。

毛志江醫師對人類善意的應用和錯用將有精譬的分析。並將

以動物界和人類的例子加以佐證。歡迎大家來分享毛醫師在這方
面的心得。

毛志江醫師於 1981 年畢業於休士頓德州大學醫學中心
（UTMSH )。已有36年的行醫經驗。是著名的內科和家庭科醫
師。毛醫師還是Memorial Hermann Greater Heights Hospital , Me-

morial Hermann South West Hospital and St. Joseph Medical Center
的特約醫師。

講座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聽講。講座連絡電話
： 李兆瓊（832） 724- 7556，洪良冰（ 832） 818- 6688

愛心活動外一章--賣綠豆湯的後記



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BB77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美南人語 BB88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

子女留學美國，如何讓父母安心？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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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百日新政 （ 下）

楊楚楓楊楚楓

克林頓履新後，在短時間內表露其才能和政治智慧。平衡財赤受擁戴。
他先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峰會中，成功達成提供一億

美元經濟援助的協議；並在四月初向美國國會呈交一份細節週詳、數額高達1.5萬億美元的財政預算。
此外，在履新數日後，隨即為其妻子希拉莉建立公眾形象，宣稱“她是擁有多方面才能的第一夫人”，
並委任希拉莉，接管一負責醫保的團隊。不幸的是，克林頓的“首百日”以悲劇告終。在四月十九日
（任職剛滿九十日），美國聯邦探員在搜查德薩斯州韋科鎮隸屬末日教派的農場時發生槍戰，導致76
名教眾死亡。 據蓋洛普調查數據，克林頓的“首百日”支持率跌3%，由58%跌至55%。第二任期內
克林頓的形象，受其與萊溫斯基性醜聞所困擾，但總的來說，其任內成功平衡裡根年代遺留下來、老布
什未能妥善處理的財政赤字，因此克林頓仍普遍被視為一受民眾擁戴的總統。

第四位是共和黨的小布什。履新前，他已經歷二○○○年選票重數的關口。在其“首百日”，他
為堅持執行在伊拉克境內禁飛區的規定，毅然發動空襲，並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費九牛二虎之力，通
過一份龐大削減稅務超過一萬億美元的預算方案。根據蓋洛普的調查數據，小布什的“首百日”支持率
升5%，由57%升至62%。

在他的第一任期內發生“9.11”世貿中心恐襲事件，導致在他的八年任期期間，美國先後介入了與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對恐怖組織的戰爭，亦由那時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在他第二任期的最後數月
，美國次按危機，觸發影響全球經濟的“金融海嘯”。

最後的一位，是美國首位非洲裔總統，隸屬民主黨的奧巴馬。在他履新時，雖從小布什時代繼承
“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衰退、汽車產業瀕臨崩潰、因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調動8萬多軍隊到海外
等不利因素，但民眾對其當選廣泛歡迎和支持，國內瀰漫一片樂觀氣氛。在“首百日”內，奧巴馬在二
月十七日（任職剛滿廿九日）簽署總額達7,87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法案；三月三十日（任職剛滿七十日
）推出汽車產業救助措施；隨後更擴闊兒童醫療保險法，和批核總額達4,100億美元的聯邦開支等政策
。但據蓋洛普的調查數據，奧巴馬的“首百日”支持率卻稍微跌3%，由68%跌至65%。在他的兩屆任期

內，“奧巴馬醫保法案”可視為其致力推動重要的其中一個國內法案。另外，他又力挽因“金融海嘯”
引發的經濟衰退，推刺激經濟法案。

外交方面，可詬病的是，他對敘利亞的政局不夠決斷，和被揭發國家情報機構對美國公民和美國
盟友進行監控。不過，他一力促成與斷交半世紀的古巴重新建交、與伊朗重開禁核武會議、大量削減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等，可說是以功補過。其次，他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支持率在“首百日”內變化不大，始終徘徊在45%上下，亦是自埃森豪威爾一九五○年代
中期首次開始這樣的調查數據以來，歷屆美國總統支持率最低的一位。

去年競選時，特朗普信誓旦旦的務必推翻奧巴馬醫保方案。但在三月底，卻因支持人數不足，導
致被迫在眾議院表決前，撤回第一次提案。雖然法案在第二次僥倖通過，但明顯地將會在參議院遇到更
大阻力。

在外交政策方面，在競選時，特朗普屢屢強調將與俄羅斯重建友好關係，卻因被國會堅持調查俄羅
斯涉嫌幹預競選一事，以及在四月初因毒氣事件以巡航導彈襲擊敘利亞政府空軍基地，不但遲遲未有進
展，反被普京公開宣稱，“美俄關係可能是歷來最低的時刻。”至於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國邊境興建圍牆
一事，亦因國會遲遲未通過預算撥款法案，迫使共和民主兩黨於“死線”前夕達成共識，剔除圍牆的撥
款建議，才令法案最終順利通過。另外，特朗普雖然兩次簽發行政命令，禁止中東多國穆斯林入境，但
均遭聯邦地區法院發出臨時禁令，要求全國暫緩執行，且引起巨大爭議，激發社會矛盾。

在貿易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時承諾會把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暗示將在中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但
在四月中卻突然轉軚，公開聲稱中國並非貨幣操控國。其次，競選時“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的口
號，和特朗普多次強調將會迫使美國企業將工作崗位從國外轉回美國境內的承諾，正被各方監察審視成
效會如何。

總的來說，在特朗普的“首百日”內，最觸目的成就恐只得成功委任保守派法官戈薩奇出任最高法
院大法官的空缺，保住在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佔大多數一事。

對特朗普來說，他如何以及能否成功化解朝鮮核武危機，很大可能成為奠定作為他任內令人稱許
的一項驕人成就。另外，他與中國的交往，除了在化解朝鮮危機一事上，其他的議題例如貿易、貨幣操
控、人權、國際影響力、軍事擴張等，均對他能否作為成功的美國總統，舉足輕重。

楊楚楓楊楚楓

香檳伊利諾大學中國女學生章瑩穎失蹤
多日的案件，終於有進展。該校的物理博士
候選人克利斯汀森涉嫌綁架，警方已逮捕他

，雖然尚未找到章瑩穎，但警方相信她已遇害，這個發展
，令人非常遺憾！

這椿綁架殺人案，發生在大白天校園附近，防盜錄影
機拍到了章瑩穎與黑色Saturn Astra車主簡短交談後上車的
鏡頭，顯示被其家人形容 「非常謹慎」的章瑩穎，是毫無
戒心地上了賊船，其後即失去蹤影。不論章瑩穎上車動機
為何，但是看來她當時的判斷，一定是認為對方是善意安
全且可靠，才會交談後即登車。這對那些一年來美高達30

幾萬的中國留學生而言，無異是一項警訊，尤其是與陌生人接觸時
，如何避險保護自己，更是重要課題。

很不幸的是，看到一批批中國留學生蜂擁來美，幻想有朝一日
學成歸國，或在美就業發展，都充滿憧憬與期待，反而完全忽視負
面因素與可能風險。也因過度樂觀，對於美國社會底層的複雜性並
不太了解，以致發生許多可避免而未避免的悲劇。章瑩穎的意外，
也是因為對陌生人不疑，過分相信看似善良的白人，才讓自己陷身
險境。

這種不幸的中國留學生案件，都讓許多中國父母揪心，紛紛擔
心自己兒女在美的安危，而脫離父母保護圈的中國留學生來美，如
何保護自己，如何趨吉避凶，更是求學過程的必修課，否則一旦出
事，再挽救已來不及。

職是之故，中國留學生來美之前對就學地的環境、人文、風俗
，不但應了解，對學區治安好壞，更應有充分認識，預做心理準備
與避險對策。重要的是每日出行，結伴同行最好，否則任何時刻讓
近親好友知道自己行蹤，也是消極防險之道。

尤其處在大都會區，美國式的生活方式，酗酒、抽大麻、吸毒
者隨處可見，網路色情陷阱，聲色場所的誘惑，也讓意志薄弱者迷
失心性，一旦置身其中，要避免同流合污，或是防止被這些人侵犯
，就得採取絕緣之道，否則如果惡人近身，要脫離糾纏，恐已晚矣
！

然則，有子女留學美國，如何讓父母安心？真是一個迫切的問

題。據統計，目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中人數最多，約
30多萬人。近幾年留學生悲劇案件時有發生，其原因錯綜複雜，涉
及家庭背景、文化教育、經濟財務、思維方式及生活習慣等多方因
素。休市元臣律師行，是由我好友陳帆律師掌管，自從章瑩穎綁架
案爆發後，其辦公室也接到不少留學生本人或監護人和託管機構的
諮詢電話，詢問如何讓留學生們加強自我保護，提高安全意識。確
保孩子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讓父母安心放心。為此，元臣國際律
師事務所刑事案律師，在此給中國留學生、監護人、留學機構及孩
子家長們幾點建議：

1、初到異國留學生，在國外大學院校註冊後，應立即向課業指
導教授(Academic advisor)及外籍學生顧問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Scholars)報到，以便列入課業與環境適應輔導，及緊急事故
協助名單。

美國各個大學都設有國際學生辦公室，負責外國留學生事務。
由於中國學生的增多，大多數國際學生辦公室都有來自中國的學者
，建議廣大留學人員與國際學生辦公室保持聯繫，掌握應急措施和
聯繫方式，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2、戒心不可少。受中國傳統文化“人之初性本善” 影響，中
國留學生請別太相信他人。當遇到陌生人敲門的時候，請不要輕易
開門，更不可因任何理由搭乘陌生人的車輛；或遇到有人提出需要
幫忙時，儘管願意提供幫助，也要慎重不可輕易行事。因此，過份
相信別人，其實就是給別人機會來傷害你。

3、交友要慎重。初到異國，一些留學生會感到孤獨寂寞。結交
新朋友有助於消除這種陌生感，但交友要慎重。應該盡快向就讀學
校的中國留學生同學會報到，以便迅速獲得生活協助。切勿單獨與
網友見面，同時不要輕易向新朋友，洩露自己的聯繫方式、住址等
個人信息。

4、要結伴出行。很多犯罪分子都是乘機行事，如果你和朋友在
一起，就會相對安全。同行的伙伴越多，你成為犯罪分子襲擊目標
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白天出門，盡量與朋友在一起。晚上最好不
要出門，不要獨自走僻靜的小巷或人少的街區，出門要隨身攜帶手
機，如果感覺有人跟踪，立即報警。出門前，要把出行信息告知老
師或朋友。在國外生活，切勿露富。不要隨便跟別人誇耀自己父母

的地位、財富等，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宜談論，避免信息互傳造成不
必要的麻煩。

5、遇險要冷靜。單身在外難免遇到各類突發情況，這都屬於正
常情況。但是在遇到任何危險的情況下，留學生朋友一定要保持冷
靜，切忌慌亂失措。提高防範意識，加強自我保護非常重要，一旦
遭遇危險，一要沉著冷靜，二要及時尋求援助。平時應了解學校的
緊急聯繫電話和聯繫人、居住地附近的報警電話號碼、當地中國使
領館的電話號碼等，遇到危險，要及時取得聯繫，尋求幫助。

6、用法律保護自己，了解和掌握最為基本的美國和當地法律知
識，做一名遵紀守法的學生。一旦發生意外，也可以通過律師和利
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或者向當地律師諮詢，以免錯失有利時機或者
造成更大的損失。

7、不要因小失大，無論是醫療、車險還是人身保險，都是生命
和財產的保障。按照美國法律，所有學生都應該辦理醫療保險，國
際學生更不例外；買了車子就應當購買車輛保險。千萬不要忽視保
險的重要性，一旦發生意外，後果無法挽回。

元臣律所有專業的刑事訴訟律師團隊，提供調查監理 、訴訟出
庭 、維權辯護和索賠申請等服務。如果相關業務，歡迎與元臣國際
律師事務所聯絡，該事務所專注中美商事交易、民事訴訟、職業和
投資移民等業務。

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Nguyen & Chen LLP.）2011 年在美
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註冊成立，至今擁有十餘名註冊律師及律師
助理等20多名成員，其中多位律師同時擁有中國執業資格。元臣總
部位於休斯敦，在矽谷、洛杉磯設有分所；在中國北京、上海和深
圳有律師團隊和聯盟夥伴。元臣專注於中美商事交易、民商事訴訟
、職業和投資移民等業務。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美國總部（休斯敦）
聯繫人：陳帆律師
地址：11200 Westheimer Suite 120,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832) 767-0339
傳真：(832) 767-0669
電郵：info@nguyen-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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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認如何辨認
投資陷阱和項目真偽投資陷阱和項目真偽

北休士頓保時捷汽車經銷商為保時捷車主提
供享譽業界的全方位服務與極致的客戶體驗。北
休士頓保時捷汽車經銷商將秉持為顧客提供卓越
服務體驗的一貫承諾持續發展。北休士頓保時捷
汽車經銷商擁有一支專業的銷售、貸款及維修服
務團隊，隨時樂意以華語為您效勞。北休士頓保
時捷汽車經銷商也正如休士頓市一樣，有一系列
發展大計。保時捷車系正不斷擴展，北休士頓保
時捷汽車經銷商也銳意進駐休士頓市市，服務社
群 。 地 址 13911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90, 服務專線 225.921.9157 保時捷品牌大使
Efan Hsu

北休士頓保時捷汽車經銷商喬遷新址北休士頓保時捷汽車經銷商喬遷新址

主辦：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協辦：美南東北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
鄉會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出席2017年
7 月 22 日中午 1 點在元臣國際律師
事務所二樓會議廳，舉辦”如何辨
認投資陷阱和項目真偽“講座。講
座由元臣律所創辦人/主任律師陳

帆主持，誠邀主講人有：海外併購
重組法律專家、投資項目大數據分
析專家、房地產法律專家和企業家
代表等。講座中特設茶點和充分的
私聊時間，讓專家與您深度溝通和
互動，以期到會者能獲得實際收益
和解決方案。歡迎企業主管和新老
移民及相關人士踴躍參加(會費 20

美元/人)。請於
7月20前報名訂
位 （ 電 話 或
Text
713-818-8866
） ， 座 位 有 限
， 名 滿 為 止 。
（注:本次講座
所 有 會 費 收 入
將 全 部 捐 贈 非

營利性組織的協助方，元臣律所分
文不取)。
主講議題
盡職調查為投資人/企業維權；跨
國投資如何選擇海外併購項目
大數據與投資模式分析；識別商
業/民用地產投資風險
講座主持人

陳帆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會員，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出庭律師
，休士頓大學法學博士，中國外交
學院畢業。在投資和職業移民、勞
動僱傭法、公司法、商法及人力資
源管理經驗豐富，並擔任幾十家中
國領先企業在美公司的法律顧問。
主講專家

吳曉卿博士： Panton Inc. 首席
運營官。德州 A&M 大學統計學博
士，清華大學學士。曾任美國石油
諮 詢 公 司 Quantum Reservoir im-
pact 技術經理，負責投資組合分析
。擅長於貝葉斯統計學分析，大數
據規範及數據相關分析，地質統計
分析及數值模擬以及商業數據分析
等。
歐建剛律師：休斯頓大學法學碩士

，美國執照律師，中國西南政法大
學文學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中國律師資格；擅長受理商業訴
訟、跨國投資和貿易中的商業欺詐
、貨款安全、合約糾紛、侵權及竊
取商業機密等案件。
Paul T. Bowers : A&M 大學心理學
學士，德州南方大學法學博士，擅
長商務和民事訴訟、商業糾紛、侵
權及房地產法等，曾在能源、銀行
、房地產和破產保護等行業執業，
並積累寶貴經驗。
地址：11200 Westheimer Rd., 2nd
Floor, Houston TX 7742
時間：7 月 22 日（週六）中午 1
點-3點
報名：713-818-8866（電話或短信
）



BB1010綜合經濟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7年7月9日 Sunday, July 9, 2017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慶祝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慶祝
香港回歸香港回歸2020 周年座談會和慶祝酒會周年座談會和慶祝酒會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 中中 ）） 與出席貴賓美國國會議員與出席貴賓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 左左 ））與與 「「 全全
美華協美華協」」 前會長前會長，，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創會會長翁和毓創會會長翁和毓（（右右））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酒會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酒會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 李強民李強民（（ 右四右四 ）） 與貴賓國會議員席拉‧與貴賓國會議員席拉‧ 傑克森傑克森 ‧‧ 李代表羅玲女士李代表羅玲女士（（ 右三右三 ））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女士代表張晶晶女士（（ 左四左四 ）） 與大會主持人與大會主持人 「「 全美華協休斯頓分會會長全美華協休斯頓分會會長」」 喬鳳祥喬鳳祥（（ 右右
五五 ），）， 「「 大休斯頓地區聯合校友會大休斯頓地區聯合校友會」」 會長黃華會長黃華（（ 左三左三 ））以及以及 「「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會長鄧潤京會長鄧潤京
（（右一右一）） 「「全美華協全美華協」」 前會長翁和毓前會長翁和毓（（ 右二右二））等人舉杯慶祝香港回歸等人舉杯慶祝香港回歸2020 周年周年。。

「「 智勝學院智勝學院」」 負責人徐華負責人徐華
，，回憶二十年前他擔任休斯回憶二十年前他擔任休斯
頓僑界慶祝香港回歸九七年頓僑界慶祝香港回歸九七年
綜藝晚會主席的情形綜藝晚會主席的情形。。

「「清華大學校友會清華大學校友會」」 會長會長
何巧莎表示何巧莎表示：： 香港是中國香港是中國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 的歷史見證的歷史見證
，，也是祖國也是祖國 「「 和平統一和平統一 」」
成功的里程碑成功的里程碑。。

「「 中華總商會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會長孫鐵
漢表示漢表示：： 香港特區的發展香港特區的發展
，，是有堅強的祖國作後盾是有堅強的祖國作後盾
，，香港才有今天香港才有今天。。

現場還有精彩的文藝演出現場還有精彩的文藝演出。。姚奇吉姚奇吉，，彭彭
晨晨 「「玉蘭花開組合玉蘭花開組合」」 表演小提琴二重奏表演小提琴二重奏
「「九兒九兒 」」 。。

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 德州德州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會長張玉誠，， 「「 美南山東同美南山東同
鄉會鄉會 」」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 前會長李秀嵐前會長李秀嵐，，及及 「「 上海聯誼會上海聯誼會 」」 會長會長
陳皙晴陳皙晴（（二排右二二排右二））等人等人。。

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出席大會的社團代表（（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 清華大學校友會會長清華大學校友會會長」」 何巧莎何巧莎，，陳世儀陳世儀，，沈廣強沈廣強，，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 范玉新等人在大會上范玉新等人在大會上。。

京津冀簽署協議
津冀優質農產品充實北京菜籃子

對於很多天天逛菜市場的市民來說，

京津冀協同發展帶來最深切的體驗，就

是自家餐桌上的肉、菜、水果的品種越

來越多了。天津武清的鯽魚、河北唐縣

的羊肉、廊坊的白菜蘿蔔、滄州的大棗……

產自津冀不同地區的各種食用農產品讓

北京市民的菜籃子越來越充實。

記者近日從北京市食藥監局獲悉，

北京3家農產品批發市場已與津冀相關

種養殖基地簽署《食用農產品“場地掛

鉤”供應保障合作協議》，從生產種養

殖源頭為食用農產品提供了食品安全保

障基礎。今後，京津冀將減少三地食用

農產品重復檢測，實現快速入市。

場地掛鉤
優質農產品加速進京
“場地掛鉤”是京津冀在食用農產

品領域的食品安全保障合作。

“目前已初步選定河北省及天津市

具有壹定基礎、生產供應量較大的種養

殖基地、貿易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

織等作為產地準出試點單位，與北京豐

臺區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簽訂協議，以水

果、蔬菜為產銷銜接試點品種，先行進

行產銷對接。”北京市食藥監局食品市

場監管處處長李江說。

按照過去慣例，農產品到達北京各

大批發市場後，需要進行場內檢測方能

入場。如今，為了減少重復檢測，減少

滯留時間，三地將共同研究確定食用農

產品產地證明樣式、購貨憑證樣式、快

速檢測報告樣式及互認的第三方檢測機

構名單，實現快檢數據互認，讓優質農

產品加速走上市民餐桌。

“北京85%以上的食品都由外埠供應，

市場需求空間巨大。”北京市食藥監局相

關負責人表示，要保障食品安全，必須與周

邊省市區緊密合作，尤其是加強與河北、

天津的協作。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

下，這種協作更顯迫切。數據顯示，2016

年，河北蔬菜總產量達到8193.4萬噸，其

中日光溫室、塑料大棚等設施蔬菜播種面

積40.6萬公頃，產量2895.1萬噸；天津也

在推進設施農業示範區建設，先後建成設

施蔬菜示範區60個，總面積5萬畝。

場廠掛鉤
牛羊肉供應吃下“定心丸”
在簽署食用農產品“場地掛鉤”供

應保障協議之前，主要針對牛羊肉食品

安全保障及供應的“場廠掛鉤”產銷直

掛機制已讓三地嘗到了甜頭。

“2016年至今，北京市食藥監局與

市農業局，兩次組織北京大型農產品批

發市場赴河北省、天津市的牛羊屠宰加

工企業進行考察及合作洽談。”李江介

紹，目前，北京8家大型農副產品批發

市場已與河北省唐縣及定州市、天津市

薊州區及本市共7家屠宰加工企業分別

簽訂了畜產品質量安全保障供應合作協議，

並與河北大廠、易縣、定興地區3家牛肉屠

宰加工企業達成合作意向，實現京津冀三

地牛羊肉產品“場廠掛鉤”，既讓北京市

民吃上了放心肉，又解決了屠宰加工企業

的銷售問題，可謂互利共贏。

據了解，2016年至今，北京農產品

批發市場經營的農產品品種中，來自河

北省118個市縣的大白菜、茄子、土豆、

萵筍、西紅柿、蘋果、梨、櫻桃、羊肉、

豬肉、草魚、鰱魚、鯽魚、鮮蛋等約63

個農產品品種，累計交易量約350萬噸，

交易額近160億元；產自天津9個區的豆

角、芹菜、葡萄、草魚、鰱魚等57個農

產品品種，累計交易量約18萬噸，交易

額近16億元。隨著“場地掛鉤”“場廠

掛鉤”的進壹步推進，北京市民的菜籃

子將越來越豐富。

全程追溯
三地構建共享數據庫

下壹步，京津冀三地食藥領域合作

將擴大至嬰幼兒配方乳粉等。

北京市食藥安委辦主任、市食藥監

局局長叢駱駱表示，今後三地將繼續探

索在京津冀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完

善全程風險可控的監管制度。“在食用

農產品產銷銜接試點的區域和品種範圍

繼續深化的同時，我們將探索建設京津

冀壹體化嬰幼兒配方乳粉、畜禽產品、

水產品食品安全物聯網主體信息互通與

共享數據庫，編制統壹的京津冀地區嬰

幼兒配方乳粉、畜禽產品、水產品食品

安全物聯網追溯標準規範，通過采集、

整合京津冀地區養殖基地、食品生產企

業及食品流通企業各個環節的追溯數據

和監管數據，構建食品安全物聯網追溯

信息互通與共享數據庫，實現進京食品

的全過程可追溯。”

三地還將繼續開展異地飛行檢查，

共同把好安全關口；加大案件查辦合作

力度，共同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

加強信息共享，互通食品檢測和產品下

架退市等風險管理信息。在近日三地聯

合開展的畜禽產品專項整治行動中，三

地查處多處跨省私屠亂宰“黑窩點”、

假豬血豆腐“黑鏈條”，查扣劣質畜禽

產品近1.4萬公斤，更好地保障了三地居

民的菜籃子安全。

綜合報導 報道稱，成為國際企業家不是膽

怯者所能做的，但可能會非常值得。如果妳

嘗試了卻沒有見到效果，那至少妳會學到壹

些東西。

英媒稱，杭州距離上海僅壹個小時高鐵車程，

它堪稱中國最具創業精神的城市，最具全球影響力

的中國企業之壹阿裏巴巴的總部就設在這裏。它是

浙江省首府，擁有充滿活力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

這些年輕企業的創始人希望效仿阿裏巴巴創始人馬

雲的成功之路。

據報道，法拉菲爾科技有限公司就是這樣

壹個有著遠大抱負的初創企業。該公司為移動

設備制作遊戲，對大多數西方和中國受眾來說

是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實體，但在中東地區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那是因為其黎巴嫩籍創始人兼

首席執行官文斯· 加西蔔成立了壹家中國公司，

利用他所看到的機會為遊戲愛好者提供高品質

的阿拉伯語內容。

朱莉婭· 措特是另壹位在中國創業的年輕國際

企業家，位於奧地利的珍得巧克力就是她們家族的

企業，提供壹系列非常規巧克力口味，如培根、粉

紅椰子和魚味棉花糖、藏紅花和開心果等，總共有

超過400種巧克力產品。

2014年，珍得創始人約瑟夫的長女措特女士帶

領家族企業進駐中國，在上海建立了珍得巧克力劇

院，讓小時候沒有吃過巧克力的中國客人品嘗這種

甜食並自創風味組合。

報道稱，以加西蔔和措特為代表的壹批人數不

多但值得關註的國際企業家在中國安了家。加西蔔

約十年前到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讀MBA，措特

則在中國度過高中時光並對這個國家產生深厚的感

情。兩個人都能講壹口流利的中文，利用其人脈和

中國經濟提供的優勢創造價值。

對於滿懷激情想接受商業教育的年輕人來說，

他們的故事指明了壹條相對而言不太正統但並非前

所未有的道路。

報道對在中國成為國際企業家提出以下三條

忠告。

首先，設法軟著陸。中國會令人望而生畏，就

連對外國人最為友好的上海也不例外。如果在壹開

始接受點指導，進入中國就會比較順利。可以在像

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這樣面向全球的商學院

學習，也可以參加針對外國人的暑期課程或者加入

以跨國機會為重點的加速器。這段經歷將提供對當

地情況的直接了解。

第二，搭橋。即使是在中國度過了壹段時間之

後，大多數國際企業家都選擇不單幹。在有些情況

下，共同族裔聯系有助於確定壹個良好的當地合作

夥伴。措特與壹個奧地利同胞經營的企業和來自上

海的壹個老同事建立了合作夥伴關系。在另外壹些

情況下，主要考慮因素是技術技能。加西蔔與杭州

的壹個遊戲開發團隊緊密合作，這個團隊後來成為

其新成立企業的壹部分。

第三，挑選有意義的機會。作為在中國的國際

企業家，妳必須要麽能夠充分利用本土優勢如遊戲

技巧來開拓妳所熟悉的市場，要麽能夠給那個市場

帶來獨特的東西，比如非常規巧克力。

報道稱，成為國際企業家不是膽怯者所能

做的，但可能會非常值得。如果妳嘗試了卻沒有見

到效果，那至少妳會學到壹些東西。

外國創業者赴杭州把握商機 希望效仿馬雲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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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Praises Populist Poland, Says
West Must ‘Defend Civilization’ an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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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Pyongyang’s Launch Of A Long-Range Missile

Trump: U.S. To Give Diplomacy More
Time To Resolve North Korea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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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s said the West faces 
an existential challenge to “defend our civilisation”, 
“borders”, and “faith” – hailing Poland as an example 
of a nation ready to defend itself and its values in an 
address to the Polish people Thursday.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confront forces that threaten 
over time to undermine our values and erase the bonds 
of culture, faith, and tradition”, he said, capturing the 
theme of his landmark speech which warned of threats 
from within and abroad.
Talking on Krasinski Square at the symbolic monument 
to the 1944 Warsaw Uprising – the largest military 
effort taken by any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 to 
the Nazis during World War II – he continued:
“Because as the Polish experience reminds us –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ultimately rests not only on 
means but also on the will of its people to prevail.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our time is whether the West 
has the will to survive?
“Do we have the confidence in our values to defend 
them at any cost? Do we have enough respect for 
our citizens to protect our borders? Do we have the 
courage to preserve our civilisation in the face of those 
who would subvert and destroy it?” he questioned.
To relentless chants of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he answered: “Our freedom and our 
civilisation depend on these bond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memory… Just as Poland could not be broken, I 
declare for the world to hear that the West will never 
ever be broken and our values will prevail, our people 
will thrive, and our civilisation will triumph.
“Let us all fight like the Poles. For family, freedom, 
for country, for God. God bless the Polish people, God 
bless our allies and God bless America,” he concluded.
The President sang the praises of the “faithful nation” 
of Poland, their “culture” and people, and their historic 
fight against Fascism and Communism, and the 
continued battle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It is a profound honour to stand in this city by this 
monument to the Warsaw uprising and to address 
the Polish nation… A Poland that is safe, strong, and 

free,” he told the cheering crowd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speech.
Holding Poland up as an example, he gave a sweeping 
defence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 including its free 
speech, history, music, art, and science – and warned 
of the many threats it faces today, alluding to mass 
immigration.
He described how a million Poles had chanted “We 
Want God!” when the Pope visited in 1979 as the 
nation languished under Communist oppression, 
adding: “The people of Europe and America still cry 
out ‘We Want God’… reassert[ing] their identity as a 
nation devoted  to Go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2ndL), his wife 
Melania Trump (L) and the Polish President 
Andrzej Duda and his wife Agata Kornhauser-
Duda (R) stand in front of the Warsaw 
Uprising Monument on Krasinski Square 
after Donald Trump gave a speech during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Summit in Warsaw, 
Poland, July 6, 2017.  (Photo/AFP)
On the threats of today, he said: “We are confronted 
by another oppressive threat – one that threatens to 

export extremism and terror all around the globe. The 
EU and America have suffered one terror attack after 
another. We are going to get it to stop… We must stand 
united against these shared enemies to rip them of their 
territory.”
During the speech, he also praised Poland’s leading 
role in NATO and criticised Russian’s “destabilising” 
role in the region.
“American knows that a strong alliance of free, 
sovereign, nations is the best defence for our freedoms 
and our interests. That is why my administration has 
demanded that all members of NATO finally meet 
their full and fair financial obligation. As a result of 
this insistence billions of dollars more have begun to 
pour into NATO,” he said.
Adding: “That is why we salute the Polish people 
who achieved the benchmark in commitment to our 
defence. Thank you, Pol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 looks on 
as his wife Melania Trump gives a speech 
in front of the Warsaw Uprising Monument 
on Krasinski Square during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Summit in Warsaw, Poland, July 6, 
2017. (JANEK SKARZYNSKI/AFP/Getty) 

Poland’s conservative, populist, ruling Law and 
Justice (PiS) party and Mr. Trump have similar views 
on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share a suspicion 
of international bodies and globalisation.
Mr. Trump backed Brexit and predicted the further 
breakup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He has promised 
to slash mass-migration – linking it to terrorism – and 
protect U.S. sovereignty from eros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Poland’s PiS government is also Eurosceptic and is 
currently battling the bloc to resist forced migrant 
quotas and to protect its own sovereignty.
Larger, more liberal, Western EU nations – led by 
France and Germany – forced throughthe migrant 
quota policy against the wishes of Poland,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Hungary, who argued it would 
expose them to terrorism.
The EU has threatened “sanctions” if Poland does 
not accept thousands from the Middle East – as well 
as obey the “rule of law” and reform its courts and 
constitution in line with EU demands.

Spectators wave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ives a speech in front of the Warsaw 
Uprising Monument on Krasinski Square 
during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Summit in 
Warsaw, Poland, July 6, 2017. (PhotoAFP/
Getty)
Poland has emerged as a leader in the group of the 
ex-Communist, Eastern and Central EU nations (with 
largely right wing governments) currently fighting the 
migrant quota policy in the courts – all of them are 
also, incidentally, part of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Ahead of a meeting with Mr. Trump Thursday 
morning, Polish President Andrzej Duda said the visit 
would strengthen their place in the EU. “This is the 
second foreign visit by President Trump and it starts in 
Poland. This shows we are a country that matters and 
it strengthens our pos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he 
said on public radio.
Short after,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Mr. Duda, Mr. 
Trump said: “[The U.S. has] never been closer to 
Poland than we are right now.” (Courtesy www.
breitbart.com/lond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id it would give 
diplomacy more time to resolve a gathering crisis over 
North Korea’s efforts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that 
can reach U.S. shores.
On Thursday,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in his first 
remarks since North Korea launched this week what 
American officials concluded was the country’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aid the U.S. wasn’t 
closer to war.
“The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s been very clear that we are leading with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efforts,” Mr. Mattis said 
during an impromptu press briefing at the Pentagon. 

He added that the military “remains ready” based on 
its agreements with American all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is remarks came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Thursday said he was considering “some pretty severe 
things”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latest efforts.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in Warsaw with his Polish 
counterpart, Andrzej Duda, Mr. Trump said that 
North Korean leaders were “behaving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manner and something will have to be done 
about it.”
On Thursday, Moscow disputed conclusions that 
Pyongyang had fir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killing the U.S. attempt to coordinate a U.N. 
Security Council condemnation and further punitive 
action.

Leaders of the G20 nations pose for group 
photo in Hamburg, Germany.
Mr. Mattis said the lack of a consensus didn’t suggest 
an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I think everyone 
is trying, some have different ideas of approaches, 
that’s the normal part of diplomacy to work this out,” 
he said.
The U.S. defense chief calle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s launches a “very serious escalation, 
this provocation, this affront” to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forbid them.
But diplomacy, Mr. Mattis said, has not failed. Self-
restraint, he said, has prevented war as the U.S. 
engages with allies and pushes toward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along with allies.
He also issued a caveat: “Obviously, any kind of effort 
by North Korea to start a war would lead to severe 
consequences.”
He didn’t say what steps he might take or if he was 
contemplating military action.
Later in the same forum, Mr. Trump said “Tha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do them,” adding, “I think we 
will just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s over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with respect to North Korea.”
North Korea’s successful launch Tuesday of what 
experts say was its first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continental U.S. escalated the diplomatic 
face-off. However, the actual threat to the U.S. 
homeland is still unclear. North Korea claims it can 
mount a nuclear bomb on such a long-range missile, 
but many experts doubt that.
Military reprisal by the U.S. carries substantial risks 
not only to U.S. forces, but to American allies in 
Asia, especially to North Korea’s neighbor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Mr. Trump has sought other avenues 
to choke of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bove 
all trying to persuade China to use its sway as the 
country’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o rein in Pyongyang.

The U.S. said Wednesday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at it would introduce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U.S. Ambassador Nikki Haley 
also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willing 
to use military force if punitive restrictions fail. Ms. 
Haley also said the U.S. would target countries that 
have trade partnerships with North Korea, pointing 
specifically to China, which makes up 90% of North 
Korean trade.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balked at new sanctions 
or military pressure against North Korea. Beijing is 
worried such actions could spark a humanitarian crisis 
on its doorstep. (Courtesy www.wsj.com)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livers a 
speech at Krasinski Square at the                                                       
Royal Castle, Thursday, July 6, 2017, in 
Warsaw. (AP Photo/Evan Vucci)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ddresses a crowd in Warsaw, Poland on July 6, 2017.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esture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with Polish President Andrzej 
Duda in Warsaw. (Photo/Reuters)

North Korea's test launch Tuesday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was a “game 
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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