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7年8月27日 星期日
Sunday, August 27, 2017

《《三個女人一台戲三個女人一台戲》》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生活生活》》節目全面改版節目全面改版﹐﹐從從99月月22日起隔周推出日起隔周推出《《三個女三個女

人一台戲人一台戲》﹐》﹐每期三個女人侃閒篇聊八卦每期三個女人侃閒篇聊八卦﹐﹐各種輕鬆私密的女性話各種輕鬆私密的女性話

題題﹒﹒節目主持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節目主持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生活生活》》節目總製片人節目總製片人﹐﹐第一期嘉賓第一期嘉賓

是女作家陳瑞林和原鳳凰衛視女記者王濛是女作家陳瑞林和原鳳凰衛視女記者王濛﹒﹒想知道這三個女人唱想知道這三個女人唱

的哪一出戲的哪一出戲﹖﹖請請99月月22日晚日晚77點半和點半和99月月44日晚日晚88點鎖住美南電視點鎖住美南電視

1515..33頻道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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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海軍表示，潛水員從本周早些時
候與一艘商船相撞的軍艦麥凱恩號（John S. 
McCain）上找到第二名水手的遺體。
美國海軍在周五公布的一份聲明中說，遇難水
手是康涅狄格州26歲的達斯汀·路易斯·多楊
（Dustin Louis Doyon）。潛水員星期四找到
一名來自新澤西州22歲水手的遺體。
在麥凱恩號周一與一艘懸掛利比裏亞旗幟的油
輪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附近水域相撞後，仍有

8名水手失蹤。
海軍稱有更多的潛水員和設備連夜抵達，繼續
在被水淹沒的船艙內進行搜索和打撈。搜索工
作周四一度暫停，集中進行打撈工作。
發生在黎明前的撞船事件是今年美國太平洋艦
隊發生的第四起重大事故，導致對該艦隊運作
情況進行審查。第七艦隊司令約瑟夫·奧科因
中將因上級“失去對他的指揮能力的信心”星
期三被撤職。

     

民調顯示
川普被認為
加劇國家分裂
【VOA】在去年總統競選期間，川普經常承諾
要做一個團結者，不做分裂者。但是，他在過
去一周的表現和一些新的民意測驗顯示，他在
增進國家團結方面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
川普最近公開演講的調子和言辭有著鮮明的差
別，周一他冷靜地闡述美國對阿富汗政策，而
第二天就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行了支持者的
競選式集會。
星期三，川普在內華達州雷諾市退伍軍人組織
大會上又重新呼籲萬眾一心。他說，“現在是
讓那些分裂我們的傷口得到愈合的時候了，是
在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價值的基礎上實現
新的團結的時候了。”

基本盤要團結
周二舉行的鳳凰城大會最受媒體關
註。川普抨擊了他的政治對手，有
民主黨人也有部分共和黨人，並對
他所說的“病態”和“扭曲的”媒
體發動了新的進攻。他指責媒體對
他最近某些言論的報道。川普在維
吉尼亞夏洛茨維爾發生白人至上主
義者集會暴力之後說，雙方都負有
一定的責任。這種說法引起了很大
的爭議。
在鳳凰城集會期間，川普為自己對

夏洛茨維爾暴力事件的多次表態進行辯護。他
對與會民眾說，“我批評了白人至上主義者，
批評了新納粹分子，我對他們都做了批評。” 
“還有三K黨， 我都譴責了。媒體的日子不好
過，結果他們說什麽呢？他們說，‘應當更早
地表態，他是種族主義者’。”
這次集會還招致反川普抗議者到會場外舉行街
頭抗議。一名抗議者說， “這個人上台後的種
種做法令人震驚。完全沒有章法。”
但是場內的川普支持者對他仍然讚不絕口，雖
然川普目前的支持率是歷史上偏低的，一名婦
女揮舞著寫有川普名字的標語牌說， “他很了
不起，他是對的，每件事都是對的。“

民調顯示總統造成分裂
兩個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川普的言辭往往
促進分裂而不是團結。 昆尼皮亞克民調發現，
只有31％的受訪者認為總統正在做更多的工作
來團結國家，62％的人認為他正在做更多的工
作來分裂國家。
另一項昆尼皮亞克調查顯示，美國的政治分裂
日益嚴重，責任不都在川普。 至少有40%的選
民認為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向右和向左走得太
遠，加劇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分歧。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項新調查發現，71％的選
民表示，川普的行為“並不是我所期望於總統
的”，27％的人不同意這種說法。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副教授邁克爾·康菲爾德（
Michael Cornfield）說：“有爭議地區的民調
結果顯示，更多的美國人反對川普的個性，而
不是他的政策。”︱與一艘商船發生相撞的軍艦麥凱恩號

  （John S. McCain）。
︱美國總統川普。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劇照。

美軍艦撞船事故後
繼續搜尋失蹤水手

《手機》中年工作危機
現代職場都會劇

節目介紹：
《手機》是尚品佳作影視出品的都市劇，由沈嚴、王雷執導，王志
文、陳道明、梅婷、劉蓓、柯藍等主演。該劇講述了著名清談節目
《有一說一》主持人嚴守一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危機。因為原先支
持他的主管節目的老總退位了，新換來的段總一味追求收視率，使
得原先的節目定位和風格開始搖擺的故事 。

播出時間：
周三至周四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四至周六凌晨5時至6
時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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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825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三三））

蒙郡稱提高最低時薪將失蒙郡稱提高最低時薪將失44..77萬份工萬份工

華盛頓杜邦堡公園（Fort Du-
pont Park）

杜邦堡公園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內，是特區面積較大的一處

室外公園，並且歷史悠久，非常值得一去。

杜邦堡公園占地376英畝，目前受國家公園管理局管轄。公

園因古老的內陸土石方堡而得名，杜邦堡建於1861年，直到1865

年才被棄用，堡壘呈長100英尺的六邊形，裡面有深井、軍官宿

舍和軍營，該堡壘曾在美國內戰期間捍衛華盛頓遭遇聯邦襲擊，

雖然大部分堡壘經歷了戰爭和常年磨礪，已經損毀，但依然有遺

體存留，可供游客參觀及進行歷史學習。

杜邦堡公園現在已成為華府本地民眾戶外休閑聚會的絕佳場

所，人們可以在公園內野餐、散步、山地騎行、騎馬、從事園藝

活動、欣賞室外音樂會、溜冰、進行各類體育運動等等。公園已

經有40余年的歷史，並且因其每年夏季都會定期舉辦的精彩音樂

會而廣受歡迎，華盛頓特區乃至全美各地的許多著名音樂家和樂

隊都曾經在這裡演出過。

TIPS：

公園免費入園，游客可以搭乘地鐵橙線在Potomac Avenue或

Minnesota Avenue下車，另外也有公交車可以乘坐，比如在工作

日可搭乘V7和U2路，而周末搭乘V8線即可到達；

如果是自駕前往的游客，需要導航以下地址：3600 F and

Minnesota St S.E. Washington, DC 20019，公園管理方提醒游客，

停車不要影響公園周邊的住戶；

公園內的野餐位需要提前預定；

如果是徒步的朋友，會發現杜邦堡公園實際與其他幾個公園

是相連的，能夠在同一次徒步的公園還有都柏林堡公園、戴維斯

堡公園和斯坦頓堡公園；

公園的夏季音樂會直到9月才結束，並且免費對公眾開放，

具體安排可詳詢公園官網：https://www.nps.gov/fodu/planyour-

visit/summer-theatre.htm

配圖：杜邦堡公園1、2 來源：網絡圖片

麥克亨利堡公園（Fort McHenry
National Monument）

麥克亨利堡是位於馬裡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堡

壘，因其在1812年的對英戰爭中成功捍衛了巴爾的摩港灣而聞

名。1925年，麥克亨利堡被指定為國家公園，並在1939年得到了

重建，被定位“國家歷史古跡”，喜愛追蹤歷史足跡的游客朋友

們不容錯過這裡。

麥克亨利堡呈海星形，更在美國被譽為“星空旗幟的誕生

地”，是巴爾的摩最為著名的旅游勝地，每年接待來自全美乃至

世界各地的游客數以萬計。到了每年的9月，巴爾的摩市還會在

這裡舉行紀念捍衛者的各種慶祝活動，整個周末就是一場盛大的

狂歡，並配有勝利煙火表演，如果您即將前來華府旅游，不妨計

劃9月參與到活動中來。

公園內設置了展廳，講解員，基本上到麥克亨利堡公園參觀

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歷史，當然，堡壘所處的自然風光也十分怡

人，即使是在陰天，也別有一番韻味。

TIP：

在巴爾的摩內港乘坐水上出租車即可到達公園；

入園費是成人10美元，15歲以下兒童免費，門票一旦購買7

日內均有效；

通常的參觀時間在兩小時左右，由於基本都是室外參觀，所

以不建議特別炎熱的天氣造訪，因為公園主要參觀區域可供休息

和遮陰的地方並不多；

這是個帶孩子來感受愛國教育和學習美國歷史的好地方，但

太小的孩子恐怕會覺得無聊，建議帶至少7歲以上的兒童前往。

配圖：麥克亨利堡1、2 來源：網絡圖片

大城市固然好，可是人多事就多，關鍵是
生活成本各種高，對於初出茅廬打拼的年輕人
來說，未免負擔過重，很難生活得隨意舒適。
但是美國那麼大，也不僅僅有紐約、洛杉磯、
舊金山這樣的“貴”城市，還有一些大中型的
城市，既可以讓年輕人開展事業，又能擁有舒
服的生活。近日，由Penny Hoarder網站列出的
一份榜單就為我們選出了全美年輕人最安逸的
20 個城市，其中，維吉尼亞州有兩座城市入
圍。

據悉，該網站按照三個主要標准，綜合考
量了全美各個城市，並為每個城市在每一分項
上的表現評定等級，再最終選出前20個城市供
大家參考。考量的方面主要包括2011年至2015
年城市失業率的平均變化和總體變化；區域價
格、租金、每個城市收入中位數與州
的對比；年輕人幸福感，這主要從
2011 年到 2015 年，25 至 34 歲人群平
均 和 總 體 的 人 數 變 化 ， 步 行 條 件
（Walk Score 提供）以及咖啡愛好者
最多的城市來推斷。

據榜單顯示，全美年輕人最安逸
的城市當屬密蘇裡州的聖路易斯，這
座西部門戶城市在年輕人負擔能力排
名第二，千禧人幸福度排名第四，年
輕人經濟狀況及健康程度排名第11，
所以得到了綜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績。

另外這份榜單上的城市還依次
有：密歇根州大瀑布城、印第安納州

印第安納普利斯、俄亥俄州哥倫布、賓夕法尼
亞州匹茲堡、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德克
薩斯州聖安東尼奧、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
佐治亞州薩凡納、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南卡
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維吉尼亞州維吉尼亞海
灘、密蘇裡州哥倫比亞、緬因州波特蘭、明尼
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密歇根州安娜堡、內布
拉斯加州奧馬哈和北卡羅來納州杜罕。

維吉尼亞州的羅阿諾克綜合排名第12，負
擔能力在全美排名第5，幸福度排名第18，經濟
健康狀況排名第15；維吉尼亞海灘也一直受到
青睞，綜合排名在第14位，當地千禧人的幸福
度排名達到了全美第10。

配圖：羅阿諾克 來源：網絡圖片

全 美 年 輕 人 最 安 逸 城 市 前全 美 年 輕 人 最 安 逸 城 市 前 2020 ，， 維 州 兩 城 入 圍維 州 兩 城 入 圍
據美國多家媒體報道，馬裡蘭

州蒙哥馬利郡近日正在做一項調
查，因為郡內對提高最低時薪始終
爭議不決，所以郡長委托相關機構
調查利弊，結果相當驚人。

據郡長萊格特表示，如果到
2022 年，蒙郡將最低時薪從目前的
11.5 美元提升至 15 美元，蒙郡可能
會流失掉4.7萬個工作職位。這些職
位絕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工作崗位。
因為一旦最新時薪提高，就意味著
一些企業會采取裁員、減少員工福
利、縮減員工工時等措施，甚至可
能影響到企業在蒙郡的諸如擴充辦
公地點、投資更多
項目等計劃。

同時，來自經
濟咨詢公司 PFM 的
這項調查還發現，
提高最新時薪到 15
美元還將導致蒙郡
在 2022 年的收入損
失3.965億美元。萊
格特表示，即便做
了調查，也無法全
面預測提高最新時
薪的影響，4.7萬固

然是個驚人的數字，可就算我們只
流失這個數字一半的工作崗位，也
將是對蒙郡經濟不小的打擊。

但蒙郡一些支持提高最新時薪
的立法者似乎對這一調查結果並不
十分滿意，因為他們認為只詢問雇
主對工資增長的意見太過片面，得
到這樣負面的結論完全不出人意
料。

據悉，在今年1月，萊格特曾否
決了蒙郡議會通過了的提高最低時
薪的法案。

配圖：蒙郡郡長 來源：華盛頓
郵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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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足夠存糧和急救包準備足夠存糧和急救包（（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進入颶風季
節，做好應變措施了嗎？德州正值颶風季，為
避免哈維造成先前颶風艾莉森（Alison），艾克
（IKE）和卡拉（Carla）侵襲休士頓的嚴重災情
，休士頓市政府積極宣導應變措施，提醒民眾
做好風災預防步驟，保障自身及家人安全。

休士頓市政府應急辦公室（休斯敦市應急

管理處，OEM）發函表示德州颶風季自
6月1日來臨，會持續至11月30日長達
五個月，為提倡災害預防概念（災難備
災），休士頓市政府應急辦公室教導民
眾遇到天然或人為災害時，該如保自求
生存。

為了不讓自身處於高風險之中，事先
做好準備很重要。以颶風為例，民眾應

具備“保命四要訣”，第一“制定應急計劃”
（制定應急計劃），第二“準備急救包“（有
緊急供應工具包），第三”保持聯繫“（知情
），最後”熟識鄰居“（了解你的鄰居）。

「制定應急計劃」指的是事先掌握好災情
動向，居住在低窪地勢的居民可先行疏散，隨
時掌握風災水災資訊，制定緊急應變逃生方案

，災害演習或撤離方式。 「準備急救包」則是
隨時都要準備五至七天份量的存糧，包括水，
食物，藥品和個人需求物品，這些緊急救急物
，可能都要緊要關頭救人一命。 「保持聯繫」
則是隨時與外界保持通訊，隨時更新自己的狀
態，也要隨時前往各災害網站，注意災情最新
動態。最後，所謂遠親不如近鄰， 「熟識鄰居
」可幫助自己在危急時，方便別人伸出援手。

除了休士頓市政府積極宣導，哈瑞斯縣國
土安全和緊急事務管理部（哈里斯縣國土安全
與應急管理處）日前也發布一款名為“Ready-
Harris”手機應用軟體APP，可讓居民自己制定
災害應變計劃，在災害時獲取即時訊息。

該款APP具有颶風，龍捲風，洪水，野火
，冰風暴和雷暴等天氣預報，可指導居民如何

制定災害應急計劃，提供保命小秘訣，疏散路
線圖，也可以幫助用戶定位居住地的緊急服務
機構。居民可至 iTunes和 Google Play上免費下
載應用，也可前往 readyharris.org獲得更多訊息
。

其他市政府災害應變網站，可參考 ready.
gov，houstontx.gov /颶風，OEM 網站，hous-
tontx.gov / emergency，hurricanes.gov 等，均可
以獲取相關風災最新資訊。

市政府也提醒民眾，平日該設定緊急聯絡
人和聯絡機構的習慣，其次，911則是最好的求
救專線。市政府也提供逃生時的交通救援，獨
居者可播打 「211」（德克薩斯連接人和服務）
尋求協助民眾可以 http://www.readyhoustontx.
gov/網站搜尋更多相關訊息。

颶風季來臨緊急應變四步驟不可少

國際區國際區88月董事會議關切治安月董事會議關切治安
李蔚華李蔚華：：不改善沒人願意來中國城不改善沒人願意來中國城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區（國際區）24日中午召開8月董事會議，會上討論例
行會議議程，各界人士也到場陳情提案及參討討論;這次除通過不少預算審查，主要還是針對中國
城鄰近區域的治安維護，希望能有效解決犯罪率高，搶案不斷的嚴重社會問題。

該會議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議一開始由各族裔社區居民陳情提案，不少社區業主都
現身說法，說明受害經歷，搶匪如何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搶奪店家，讓他們人心惶惶。一
名業主表示，他經營的店在地空通信系統路上，經常遭搶匪光顧，讓他每天都在為自己的生命財
產安全擔心。

李蔚華表示，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無論是加強警力巡邏，社區自組自衛隊，或者是裝設警
報器及監視器，必須要出實際解決辦法， 「要不然沒有人願意再到中國城觀光，因為這是個危險
不安全的地方」。美南國際電視STV15.3也開闢 「治安對談」現場脫口秀，邀請警官和社區領袖

，給社區一個溝通管道，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維護治安的行列，為社區盡一分心力。
另外，越南社區路牌設置仍然是待解決的問題，越南文路牌還是引起不滿聲浪，大家也提出

自己看法，並會針對該提案最後決議。
會議上，為配合與提升社區互動，通過許多預算提案，包括國際區管委會將編列350元預算

，作為休士頓警局華裔副局長Henry Gaw榮譽晚宴贊助費用，另外，為提升國際區學區教育，提
供2000元贊助Tatanka區的童子軍課程，其他也編列第16屆Alief區高爾夫球錦標賽經費2000元與
由UP Art Studio打造的社區花園藝術壁畫區，將贊助4750元作為環境美化經費。

國際區董事會議在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12時在11360 Bellaire Blvd，Suites 960，Houston
，TX 77072國際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開放給社區參加，下次會議將在9月28日（週四）舉行。

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討論各項政策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攝影攝影））治安嚴重性治安嚴重性，，李蔚華認為應盡快解決李蔚華認為應盡快解決。。((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城社區 BB55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年8月27日 Sunday, August 27, 2017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年9月份會員通告

打擊匿名購豪宅洗錢美擴大實施申報規定打擊匿名購豪宅洗錢美擴大實施申報規定
不正當的現金進入美國將受到重罰甚至被送進監獄不正當的現金進入美國將受到重罰甚至被送進監獄

（本報訊）I.本年第三季度 7，8，9 月慶生會謹定於 9 月 2 日
（星期六）下午1:3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屆時有精彩歌唱，舞
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勵獎勵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壽星劵
（含免費餐盒帶回家），免費節目券賞賞丶壽司會員可憑有效會員
證明領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證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券
或領取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請於8月29日
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102室營養午
餐部向徐先生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II.新舊會員換證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9月9日10月14星
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心108室辦理。注意凡持有2016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
動通告0.11和12月暫停辦理換證。還沒有換證的會員請儘早辦理
。

III. iPad和iPhone初級基礎班。定於9月13日至10月13日開班
。共五週每週三和周五上午9:30至11:30上課兩小時每班人數有限
。有興趣的會員請速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IV. 9月9日星期六，全僑健康日上午9:00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心理健康講座和篩檢，免費檢查血糖，血壓，膽固醇和醫師諮詢，
為你解答疑問和提供建議。有茶點招待。

V.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一日遊已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報名
請憑有效會員證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費用25元。名
額有限，請儘早報名。如下：

上午9:00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9：15準時出發。上午參觀
由雕塑家Isamu Noguchi創造卡倫雕塑花園。花園的計劃是傳統觀
念的現代方法一個由高低混凝土牆構成的花園，雕塑作品由大自然
的樹木，竹子和開著燦爛花而配合。展示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
雕塑作品包括路有Louise Bourgeois，Dan Graham，Henri Matisse，
Augusta Rodin和David Smith等藝術家的傑作。

美麗和多樣化的水生動物，豐富多彩的禽類，非洲森林的野生
動物包括，符合叢林之王獅子，老虎，美洲豹，灰熊，窩，和許多
其他食肉動物，稀有的蹄運行動物，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等。觀賞
海獅表演，餵飼善良可愛的長頸鹿。下午4:30回到僑教中心。

VI. 8/19聖安東尼教堂之旅

11月上旬中國·浙江項目合作大會報名開始，
名額有限，先報先邀請！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7年中國·浙江第一次報名截止
日期：8月31日。

差旅補助：活動期間，大會為被邀請參會的海外留學人才提
供免費食宿其中，對帶技術，帶項目，帶資金等形式參會的海外
留學人才，通過對接，篩選，經組織方確認，給予一定標準的國
際差旅費補貼。

注意事項：1）名額有限，預報從速，先報先邀請; 2）請勿
通過多個機構重複報名！
一，2017年中國·紹興“名士之鄉”人才峰會

參會時間：11月3日（下午報到） - 5日

報名表:(附件1）2017年中國•紹興“名士之鄉”人才峰會
高層次人才參會登記表

受邀對象：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
的海外高層次創業團隊代表/創新人才，掌握的核心技術擁有自
主知識產權或發明專利，處於國際國內領先水平，技術成熟並已
進入開發階段，具備產業化生產條件，項目成長潛力較大，符合
紹興產業發展要求，目標產品市場前景較好。
二，2017年杭州國際人才交流與項目合作大會

參會時間：11月上旬
報名表:(附件2）2017浙江•杭州國際人才交流與合作大會

海外留學人才參會報名表
受邀對象：
大會邀請對象為海外留學人才：一是取得碩士學位，在國外

大學，企業或研究機構從事專業工作三年以上的留學人員;二是
取得博士學位的留學人員;三是海外留學人才創新創業團隊代表;
四是在產業，專業領域具有獨特影響力的海外華人專才;五是已
在國內創業的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

同時大會廣泛徵集海外項目信息，歡迎海內外留學人才提供
來浙（杭）創業項目，與浙江，杭州企事業單位進行項目合作的
信息以及來浙（杭）工作意向，大會將提供人才項目對接平台。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國人喜歡在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波士頓和佛羅里達州買
房。住房市場正在不斷提高價格，但美國政府現在非常嚴格地篩選使用洗錢來購房房屋的案件不
正當的現金/貨幣進入美國將受到嚴重的懲罰，罰款甚至被送進監獄。現金交易則是指以現金，個
人支票，商業支票，旅行支票或匯票方式支付購屋款，未來電匯方式也將被納入監管。

美國財政部去年調查發現，外國買家通過空殼公司購買美國豪宅進行洗錢的比例，約佔總成
交筆數的三成以上。為加強追查跨國洗錢，及深挖高檔房地產現金買房個案的真正買家，美國財
政部決定加強打擊豪宅區的現金買房交易。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表示，未來以電匯方式購
買高檔地產的現金買房交易，將受到監管，指定地區則新增夏威夷檀香山市。

為打擊通過空殼公司現金買房，從事洗錢交易的行為，財務部金融犯罪執法局（金融犯罪執
法網，FinCEN）去年2月底決定試行一項新措施，要求產權保險公司提交在指定地區通過空殼公
司以現金購買高端豪宅的真實買家及受益人的身分信息由於成效良好，去年8月底正式實施所謂

指定地區，係指紐約市，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 - 。戴德郡，布羅瓦郡和棕櫚灘郡，加州的洛杉磯
，舊金山，聖馬刁和聖塔克拉拉郡，德州比爾郡，以及新增的夏威夷州檀香山市。

各地區需要提供真實買家身分的地產交易門檻金額各有不同，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門檻是300
萬美元，其它四大行政地區（布魯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史泰登島）則為150萬美元，佛州的
門檻是100萬美元，加州200萬美元，德州50萬美元。新增檀香山市的門檻為300萬美元。“美國
土地產權協會”（美國土地業權協會，ALTA）首席執行官米歇爾科斯莫（Michelle Korsmo）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該組織的成員認識到他們對FinCEN調查的重要性。

「自2016年1月以來，ALTA成員協助執法網收集了相當重要的信息，讓執法網得以確定洗錢
計劃和非法購買房地產的行為。」科斯莫說， 「我們將持續與執法網合作，盡可能高效地蒐集其
所需要的信息。」

聖安東尼教堂之旅聖安東尼教堂之旅

ExpoExpo商業博覽會於九月六商業博覽會於九月六，，七兩日盛大舉行七兩日盛大舉行
能源峰會同時召開促進企業合作發展能源峰會同時召開促進企業合作發展

（（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由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由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休斯敦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休斯敦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HMSDCHMSDC））所舉辦的世博所舉辦的世博
會商業博覽會會商業博覽會，，今年的主題是今年的主題是““企業化紮根企業化紮根，，多元化發展多元化發展”，”，將將
定於定於99月月66日日至日日至77日在佈置會議中心舉行保健日在佈置會議中心舉行保健，，能源能源，，人文科人文科
學學，，銀行銀行，，體育體育，，與其他正欣欣向榮地發展的行業與其他正欣欣向榮地發展的行業。。

今年的商業博覽會今年的商業博覽會，，將有將有15001500多家企業買主多家企業買主，，政府機構政府機構，，
醫療醫療，，能源能源，，與教育機構參加博覽會與教育機構參加博覽會，，尋求各種供應廠商尋求各種供應廠商。。今年今年
的亮點之一的亮點之一，，是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與美國能源部合作是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與美國能源部合作，，
能源峰會在博覽會時召開能源峰會在博覽會時召開，，成為博覽會的重要部分成為博覽會的重要部分，，與會者將可與會者將可
以聽取有關能源行業的最新趨勢和即將展開的項目以聽取有關能源行業的最新趨勢和即將展開的項目，，主要討論的主要討論的
議題包括議題包括：：
石油與天然氣未來展望石油與天然氣未來展望

能源展望展示未來能源展望展示未來2020年全球能源市場的年全球能源市場的““最可能最可能””的發展的發展
趨向趨向，，基於公共政策變化基於公共政策變化，，技術技術，，和全球經濟總體能源使用而做和全球經濟總體能源使用而做
出的假設出的假設。。主講嘉賓將分享他們對能源轉型過程中所衍生的問題主講嘉賓將分享他們對能源轉型過程中所衍生的問題
與看法與看法，，並從中了解美國能源結構並從中了解美國能源結構。。同時將從上游同時將從上游，，中游和下游中游和下游
行業的角度行業的角度，，討論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機會與挑戰討論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機會與挑戰。。
電力產業趨勢電力產業趨勢

電力產業正在經歷大規模的轉型電力產業正在經歷大規模的轉型，，讓身居其中的企業不得不讓身居其中的企業不得不
調整業務模式調整業務模式，，以新的能源和技術來運作邀請您來了解這個行業以新的能源和技術來運作邀請您來了解這個行業
未來的發展方向未來的發展方向：：智能電網智能電網//智能城市智能城市，，網絡安全的新領域網絡安全的新領域，，無無

人機人機，，以及不同供應商的運用以及不同供應商的運用。。
能源管道能源管道//基礎設施基礎設施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管道網絡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管道網絡，，這些基礎設施將刺激美國這些基礎設施將刺激美國
諸多社區的經濟機會和成長諸多社區的經濟機會和成長。。歡迎相關廠商前來連結當前和未來歡迎相關廠商前來連結當前和未來
的管道與基礎設施項目的管道與基礎設施項目，，並了解此行業所需的具體要求並了解此行業所需的具體要求，，增加商增加商
業競爭力業競爭力。。
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你知道少數民族企業如何能從再生能源中獲得巨大的發展空你知道少數民族企業如何能從再生能源中獲得巨大的發展空
間間，，並加速市場佔有率並加速市場佔有率？？本屆博覽會旨在增加對再生能源前景的本屆博覽會旨在增加對再生能源前景的
理解理解，，並提供相關電力公司和傳統石油公司更多信息並提供相關電力公司和傳統石油公司更多信息，，在不斷增在不斷增
長的能源領域中長的能源領域中，，如何能尋求創造競爭優勢如何能尋求創造競爭優勢。。
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石油化工產品石油化工產品

天然氣生產已經超過了高端資源預測天然氣生產已經超過了高端資源預測，，國際上對美國天然氣國際上對美國天然氣
和石油化工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和石油化工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多來了解墨西哥沿岸各州的主多來了解墨西哥沿岸各州的主
要項目要項目，，以及您的公司在項目初期階段如何加入以及您的公司在項目初期階段如何加入。。

此次參展商的名單可以在此次參展商的名單可以在 http://expo.hmsdc.org/registration/http://expo.hmsdc.org/registration/
exhibitors/listexhibitors/list上查看上查看。。今年今年，，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積極尋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積極尋
求各種少數民族企業主求各種少數民族企業主，，以及以及YY世代和千禧年齡層的參與世代和千禧年齡層的參與，，希望希望
這些新興公司在休斯頓與其他地區都能獲得更多的商機這些新興公司在休斯頓與其他地區都能獲得更多的商機。。

亨利亨利··福特福特（（亨利亨利··福特福特））曾經說過曾經說過：“：“如果每個人都能手牽如果每個人都能手牽
手手，，肩並肩的前進肩並肩的前進，，那麼成功就會自然到來那麼成功就會自然到來””這個說明了少數民這個說明了少數民

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的企圖心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的企圖心，，希望能更超越以往正如希望能更超越以往正如HMSDCHMSDC
總裁羅賓遜總裁羅賓遜（（Ingrid RobinsonIngrid Robinson））所分享的今年博覽會的願景所分享的今年博覽會的願景：：
““我們舉辦的博覽會合作夥伴關係我們舉辦的博覽會合作夥伴關係，，旨在展現我們在城市和組織旨在展現我們在城市和組織
中的影響力和多樣性中的影響力和多樣性。”。”從與能源部合作從與能源部合作，，將能源峰會帶到休斯將能源峰會帶到休斯
頓頓，，創建一個知識數字村創建一個知識數字村，，鼓勵企業和員工獲得更多有關成功和鼓勵企業和員工獲得更多有關成功和
健康的資訊健康的資訊，，博覽會將會提供更多價值給所有與會的成員博覽會將會提供更多價值給所有與會的成員。。

其他重要的博覽會活動還包括其他重要的博覽會活動還包括：：輔導專區輔導專區，，MBEMBE少數民族少數民族
企業訓練營企業訓練營，，最佳接待最佳接待，，20172017年博覽會市場年博覽會市場，，早鳥激勵早餐早鳥激勵早餐，，一一
對一會議和對一會議和RigelRigel獎午餐會獎午餐會。。參展者還可以運用直接連接參展者還可以運用直接連接（（直接直接
連接連接），），使少數民族企業可以提前通知參展商在博覽會期間參觀使少數民族企業可以提前通知參展商在博覽會期間參觀
展位的計劃展位的計劃，，藉以引發更多商機藉以引發更多商機，，建立並擴大更有意義的合作關建立並擴大更有意義的合作關
係係。。
關於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關於休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休斯敦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成立於休斯敦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成立於19731973年年，，是非營是非營
利性組織利性組織，，致力於促進少數民族企業主與主流企業致力於促進少數民族企業主與主流企業，，或其他少數或其他少數
民族企業建立關係民族企業建立關係，，並幫助他們成功地發展業務並幫助他們成功地發展業務.HMSDC.HMSDC的成員的成員
包括包括220220多家大型企業和多家大型企業和10001000多家少數民族企業多家少數民族企業。。

更多訊息更多訊息，，可瀏覽可瀏覽http://expo.hmsdc.org/http://expo.hmsdc.org/。。詳情可洽休斯頓詳情可洽休斯頓
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Constance Y JonesConstance Y Jones，，電話電話（（713713））
271271--78057805.constance.jones@hmsdc.org.constance.jones@hmsdc.org。。

商業博覽會博覽會定於商業博覽會博覽會定於99月月66日至日至77日日，，在休斯敦市中心喬治在休斯敦市中心喬治••布朗會議中心舉行布朗會議中心舉行

今年的商業博覽會今年的商業博覽會，，將有將有15001500多家企業買主多家企業買主，，政府機構政府機構，，能源能源，，醫療醫療，，與教育機構與教育機構
參加博覽會參加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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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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Sunday, August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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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航空服務調查機構 SKY-
TRAX公司於6月20日在法國巴黎航
空展（Paris Air Show）舉行 「2017 年
全球航空公司大獎」頒獎典禮，甫於
上個月歡慶20週年的星空聯盟得到兩
個獎項，除了連續二年獲得 「最佳航
空聯盟」(Best Airline Alliance)，位於
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貴賓室則連續三年
受到SKYTRAX肯定，獲得 「最佳聯
盟 貴 賓 室 」 (Best Airline Alliance
Lounge Award)大獎。

星空聯盟首席執行長 Jeffrey Goh
在領獎時表示： 「星空聯盟在成立20
週年里程碑時得到兩項SKYTRAX的
獎項，實在是一大肯定。星空聯盟近
年來致力於開發先進的資訊系統，提
供全球超過 440,000 位成員航空公司
員工更充分的即時資訊，也提供旅客
更舒適的飛行網絡服務。透過資訊系
統，星空聯盟能根據旅客的特定需求
提供客製化服務，並成為我們未來策
略的發展核心。」

SKYTRAX 自 2005 年 首 次 推 出
「最佳航空聯盟」獎項後，星空聯盟

是第一個受到肯定的航空聯盟，並且
得到八次最佳航空聯盟的殊榮。

SKYTRAX 為全球航空業權威調
查機構，每年皆舉辦 「全球航空公司
大獎」，以乘客滿意度為依據進行服
務調查，極具公信力，深獲航空、旅
遊業界之認同與重視，也是經常搭機
旅客的重要參考指標，今年的評比期
間為 2016 年 8 月至今年 5 月，透過網
路、電訪與問卷等方式，針對 300 多
家航空公司及機場進行調查，受訪旅
客超過1,987萬名，涵蓋105個國家，
評鑑各家航空公司從機場到機艙的41
項服務項目。

除了星空聯盟奪下的兩個獎項，

聯盟內的新加坡航空(2)、全日空(3)、
長榮航空(6)及漢莎航空(7)也站上
TOP 10 排名，13 家成員航空公司共
獲得以下26個獎項：
航空公司
得獎獎項
愛琴海航空
歐洲最佳區域性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
北美最佳航空公司
全日空
全球最佳機場服務、
亞洲最佳航空服務人員
奧地利航空
歐洲最佳航空服務人員
哥倫比亞航空
南美洲最佳航空公司、
南美洲最佳區域性航空公司
巴拿馬航空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最佳航空公司、
中美洲最佳航空服務人員
衣索比亞航空
非洲最佳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
最佳機艙清潔航空公司、
最佳商務艙服務用品
漢莎航空
歐洲最佳航空公司、
西歐最佳航空公司、
全球最佳頭等艙貴賓室餐飲
新加坡航空
亞洲最佳航空公司、
最佳商務艙座椅、
最佳豪華經濟艙機上餐點
南非航空
非洲最佳航空服務人員
泰國航空
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點、
全球最佳經濟艙、

最佳貴賓室SPA設施
土耳其航空
南歐最佳航空公司、
最佳商務艙機上餐點、
全球最佳商務艙貴賓室、
最佳商務艙貴賓室餐飲

您有機會贏得百萬哩程！
想要體驗得到SKYTRAX肯定的

星空聯盟及成員航空公司的服務，只
要上網參加哩程百萬富翁競賽，就有
機會贏得百萬哩程大獎。此活動是為
了慶祝星空聯盟20週年，推出之線上
競賽活動，將 「連結世界旅人與文化
」的主題發揚光大，星空聯盟的28家
成員公司總計有21個哩程酬賓計畫，
將各送出 100 萬哩程(或等同)給 21 位
參賽的優勝者。

這項活動競賽至7月31日止，參
賽者只需完成幾個簡單的
步驟。首先，於期限內至
活動官網(www.staralliance.
com/mileagemillionaire) 選
擇想贏取星空聯盟 100 萬
哩程的成員航空公司，並
輸入會員卡號，尚未擁有
星空聯盟會員資格的參賽
者可於註冊後獲得一組會
員卡號。接著，上傳一張
自拍照及最愛的文化體驗
照片。下一步驟則是簡短
描述個人希望分享的文化
探索，以及與星空聯盟
「連結世界旅人與文化」

的關聯性。
哩程百萬富翁競賽活

動官網上共有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英文、法文、
德文、韓文、日文、葡萄
牙文、西班牙文等九種語

言可以選擇，將由《國家地理》評審
參賽者作品，預計於2017年9月28日
公佈得獎名單。
所有參賽者作品在上傳後，系統將審
核照片畫素及確認是否符合相關競賽
規定後，通過後才會出現在世界地圖
上，讓其他人觀看及互動。

星空聯盟於活動官網上(www.
staralliance.com/mileagemillionaire)也分
享了獨特的旅行體驗，以及擁有 100
萬哩程後，能完成哪些夢想。
關於星空聯盟

星空聯盟成立於1997年，是第一
個全球性的航空聯盟，為國際旅客提
供綿密與便捷的飛航服務。成立以來
，星空聯盟獲得市場高度的肯定與無
數的獎項，包括航空運輸世界雜誌的
市場領導獎，並獲商務旅行者雜誌和

SKYTRAX雜誌選為最佳航空公司聯
盟。

星空聯盟有28家成員公司，包括
亞德里亞航空、愛琴海航空、加拿大
航空、中國國際航空、印度航空、紐
西蘭航空、全日空、韓亞航、奧地利
航空、哥倫比亞航空、巴西哥倫比亞
航空、布魯塞爾航空、巴拿馬航空、
克羅埃西亞航空、埃及航空、衣索比
亞航空、長榮航空、波蘭航空、德國
漢莎航空、北歐航空、深圳航空、新
加坡航空、南非航空、瑞士航空、葡
萄牙航空、土耳其航空、泰國航空和
聯合航空。星空聯盟的飛航網路每日
提供超過 18,400 個班次，飛往 191 個
國家的 1,300 個目的地，除此之外，
星空聯盟 「轉機合作夥伴」吉祥航空
也將提供旅客更多航班選擇。

星空聯盟再次獲得星空聯盟再次獲得
SKYTRAXSKYTRAX最佳航空聯盟等兩項肯定最佳航空聯盟等兩項肯定

13家成員航空公司共取下26個獎項、
4家獲選TOP 10

星空聯盟哩程百萬富翁募集中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世音娘娘寶旦(得道日)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潮州會館婦女組馬太太為善信服務潮州會館婦女組馬太太為善信服務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77月月99日熱烈慶祝觀世音娘娘日熱烈慶祝觀世音娘娘
寶旦寶旦((得道日得道日))

德州慈濟美南分會在本頭公廟介紹德州慈濟美南分會在本頭公廟介紹99月月1616、、1717日慈濟將在日慈濟將在Hobby CenterHobby Center舉行舉行 「「千手觀音千手觀音」」 音樂會音樂會

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秘書長林國雄熱烈歡迎慈濟執行長黃濟恩秘書長林國雄熱烈歡迎慈濟執行長黃濟恩、、前執行前執行
長熊士民長熊士民、、公關陳元憲及曾維真師姊們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敬香團一行公關陳元憲及曾維真師姊們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敬香團一行

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副會長馬克通副會長馬克通、、會長孫偉根感謝慈濟執行長黃濟恩會長孫偉根感謝慈濟執行長黃濟恩
、、前執行長熊士民前執行長熊士民、、公關陳元憲及曾維真師姊們贈送香油錢公關陳元憲及曾維真師姊們贈送香油錢 本頭公廟經生團在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頌經本頭公廟經生團在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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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亞美舞蹈團亞美舞蹈團
““中國行中國行”” 演出演出

亞美舞蹈團於亞美舞蹈團於 88月月1414－－1515號號，，在休斯頓米勒露天劇場舉辦了在休斯頓米勒露天劇場舉辦了““中國行中國行”” 表演表演。。亞美舞蹈團主要宣揚中國舞蹈藝術亞美舞蹈團主要宣揚中國舞蹈藝術，，十十
分注重中美文化交流與中國舞蹈藝術的傳承分注重中美文化交流與中國舞蹈藝術的傳承。。 亞美舞蹈團團員亞美舞蹈團團員 Angela LingAngela Ling

，， Saranna ZhangSaranna Zhang，， SerenaSerena
HouHou，，全新原創舞蹈全新原創舞蹈《《墨墨》，》，用用
身體表現中國書法的如龍騰飛身體表現中國書法的如龍騰飛
，，似鳳飛舞似鳳飛舞。。

亞美舞蹈團團長亞美舞蹈團團長Janie YaoJanie Yao與小團員及老師與小團員及老師Yifan ZhengYifan Zheng，，Yanni SuYanni Su。。

舞蹈舞蹈《《傣源傣源》》,,表演者表演者Jessica ShiyJessica Shiy
與與Emily WangEmily Wang。。充分展現了傣族充分展現了傣族
女孩柔美與力量的完美結合女孩柔美與力量的完美結合。。

由由Tara Diep, Alice YiTara Diep, Alice Yi 帶帶
來的舞蹈來的舞蹈《《如夢年華如夢年華》》
，，表現清朝公主端莊又表現清朝公主端莊又
不失活潑的一面不失活潑的一面。。 Tara DiepTara Diep 和和 Jessica LeungJessica Leung 在亞在亞

洲協會為夏令營小朋友表演傣族舞洲協會為夏令營小朋友表演傣族舞
蹈蹈 ““金孔雀金孔雀”。”。

手絹舞手絹舞《《喜雪喜雪》。》。手絹代表著漫天飄揚雪花手絹代表著漫天飄揚雪花，，熟練的手絹技巧整齊的動作熟練的手絹技巧整齊的動作，，深受觀眾們的喜深受觀眾們的喜
愛愛。。小演員們親切的與觀眾們拍照合影小演員們親切的與觀眾們拍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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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Harvey’s projected 
landfall map as of Thursday, 
August 24, 2017.
By Brian McNoldy, cy-
clone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s                                                       
Rosenstiel School of Marine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RSMAS)
Tropical storm Harvey rapidly inten-
sified Thursday morning in the cen-
tral Gulf of Mexico, and it officially 
became a hurricane early in the after-
noon. The extremely dangerous storm 
strengthened   and plowed into south-
east Texas on Friday as the first major 
hurricane, rated at Category 3 (on the 
1-5 Saffir-Simpson intensity scale), to 
strike U.S. soil in 12 years.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rain, 15 to 25 
inches with isolated amounts of up to 
35 inches, is predicted along the mid-
dle and upper Texas coast because the 
storm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stall 
and unload torrents for four to six 
straight days.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said it expects “devastating 
and life-threatening” flash flooding.
Marshall Shepherd, a past-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
ciety, tweeted that he feared an “epic 
flood catastrophe.”
Not only are the rain and flooding 
concerns huge, but the storm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destructive 
winds and a devastating storm surge 
— or raise the water as much as 6 to 
12 feet above normally dry land at the 
coast.
Because it was positioned over ex-
tremely warm waters and strength-
ening so fast,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had predicted that the storm, 
which was a tropical depression on 
Wednesday, would make landfall as 
a Category 3 storm with 125 mph 
winds as soon as Friday night.
“Harvey is expected to be a ma-
jor hurricane at landfall, bringing 
life-threatening storm surge, rainfall, 
and wind hazards to portions of the 
Texas coast,” the Hurricane Center 
said in its 5 p.m. discussion.
On Wednesday, Texas Gov. Greg Ab-
bott (R)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
cy in 30 countie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storm. The city of Corpus Christi 
began “strongly encouraging evacua-
tion” in low lying areas early Thurs-
day afternoon.
Weather.com reported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evacuations: “Officials in 
Calhoun, San Patricio and Refugio 
counties north of Corpus Christi is-
sued orders on Thursday, along with 
the cities of Portland, Rockport, Port 
Aransas, Aransas Pass, Ingleside and 
Robstown. All residents of Brazoria 
County living on the Gulf side of the 
Intracoastal Canal had been ordered 
to evacuate, as well.”
At 5 p.m. on Thursday, Hurricane 
Harvey had 85 mph peak winds and 
was centered about 305 miles south-
east of Corpus Christi. It was track-
ing toward the north-northwest at 10 
mph.
Hurricane, storm surge and flood 
warnings plastered coastal and inland 
portions of East Texas on Thursday 
morning, and tropical-storm-force 
winds are forecast to reach the Texas 
coastline Friday morning.

On Wednesday, Texas Gov. 
Greg Abbott (R)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in 30 
countie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storm. 
The general computer model con-
sensus was that Harvey would make 
landfall Friday night or Saturday 
morning between Port Mansfield and 
Sargent Texas, southwest of Galves-
ton, the zone under a hurricane warn-
ing. The biggest population center in 
this area is Corpus Christi — which 
may end up very close to the landfall 
location.
The five-day “cone of uncertainty,” 
an illustration of where the storm 
may track, has been squashed down 
to a circle, indicating that after com-
ing ashore, the storm would probably 
stall, unleashing its wrath over the 
same general area through at least 
Monday or Tuesday.
Texas has not been hit by a hurri-
cane since 2008, when Hurricane 
Ike crashed ashore near Galveston. 
Harvey could most likely be a storm 
Texans rememb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

The Rain
The rain forecasts are ominous for 

Harvey. “Some-
body is going to 
get a rainstorm to 
tell their grandkids 
about,” said Bill 
Read, a former di-
rector of the Na-
tional Hurricane 
Center.
Areas along the 
middle and upper 
Texas coast could 
see 15 to 25 inches 
of rain, with a few 
areas receiving as 
much as 35 inches, 
although it is im-
possible to pinpoint 

exactly where the heaviest rain will 
fall.
Houston, the nation’s fourth-largest 
city, could receive 10 to 20 inches 
or more of rain from the storm, de-
pending on exactly where it tracks — 
with the heaviest moving in Saturday 
or Sunday and then continuing into 
early next week. Matt Lanza, a me-
teorologist based in Houston, said 20 
inches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the 
city, depending where it fell. A worst-
case scenario, Lanza said, would be 
for this amount of rain to fall just 
northwest of downtown as “all that 
water has to push through the bayou 
networks across the city back into 
Galveston Bay.”

The rain and wind from the 
storm could have profound ef-
fects on oil platforms and refin-
eries in its path.
Especially late this weekend and into 
early next week, areas of western and 
southern Louisiana could also be hit 
with double-digit rainfall totals.

Storm Surge

The Hurricane Center predicts 6 to 
12 feet of water — above normally 
dry land — inundating coastal areas 
immediately to the east and north of 
the landfall location. That amoun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Harvey 
makes landfall as a Category 3 hur-
ricane. But the surge could be even 
higher (or lower) if the storm is stron-
ger (or weaker) and will be adjusted 
as the forecast evolves. It is critical 
that affected residents heed evacua-
tion orders.
The timing of normal astronomical 
tides is also a factor. If the highest 
storm surge arrives at or near high 
tide, the total “storm tide” will be 
maximized. As the timing of land-
fall is pinned down, forecasts of the 
storm tide timing and depth will be 
improved, as well.

Wind
The official forecast is that Harvey 
will produce maximum sustained 
winds of 125 mph when it comes 
ashore, strong enough to cause wide-
spread power outages and significant 
damage to homes and businesses.
A projection from modelers at several 
universities indicates the potential for 
approximately 500,000 outages in af-
fected areas.

Uncertainties
The storm’s intensity is unfortunate-
ly a wild card as of Thursday. Rapid 
intensification, which has begun at 

this time, is a poorly understood and 
poorly modeled process. But, with 
absolutely ideal environmental con-
ditions, there was a reasonable pos-
sibility that Harvey would become a 
major hurricane on Thursday.

In addition to the uncertainty in the 
wind speeds,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big the storm surge will be, 
the other important uncertainties are 
the storm’s motion and duration, 
which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where the heaviest rain falls and 
how long it lasts.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Texans in 
the path of this storm to understand 
—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 storm 
makes landfall — that Harvey’s foot-
print will be enormous because of its 
slow movement and long duration 
over warm waters of the Gulf of Mex-
ico. 

What Is Considered A Major 
Hurricane?
A major hurricane is technically de-
fined as one rated Category 3 or high-
er on the 1-5 Saffir-Simpson intensi-
ty scale. The last major hurricane to 
make landfall on the United States 
was Wilma in October 2005. While 
Hurricane Ike in 2008 produced a 
devastating storm surge around Gal-
veston and a massive economic toll, 
it was rated a high-end Category 2 
storm at landfall. Superstorm Sandy, 
another devastating weather event, 
was no longer officially considered a 
hurricane when it made landfall near 
Atlantic City in 2012. It had transi-
tioned into a what was called a “post 
tropical storm”

BEIJING - The death toll from Ty-
phoon Hato has risen to 12 as the 
most powerful storm to hit the south-
ern Chinese region around Hong 
Kong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bar-
reled west.
Macau says eight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gambling enclave, including 
two men found overnight in a parking 
garage. Another 153 were listed as in-
jured amid extensive flooding, power 
outages, and the smashing of doors 
and windows by the high winds and 
driving rain.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
cy says four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 of Guangdong 
and one person remains missing. 
Hato roared into the area Wednesday 
with winds of up to 160 kilometers 

Typhoon Hato Claims At                                        
Least 12 Near Hong Ko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99 miles) per hour.

Fast Storm, Large Rainfall
Xinhua said almost 27,000 people 
were evacuated to emergency shel-
ters, while extensive damage to farm-
land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and 
high tides was also reported. Almost 
2 million households lost power tem-
porarily, while fishing boats were 
called back to port and train services 
and flights suspended, Xinhua said.
“Compared to other typhoons, Hato 
moved fast, quickly grew more pow-
erful and caused massive amounts of 
rainfall,” Wu Zhifang, chief weather 
forecaster at Guangdong meteorolog-
ical bureau, was quoted as saying by 
Xinhua.
By Thursday, a weaker Hato was 

moving into China’s Guangxi region.
Flooding and injuries were also re-
ported in Hong Kong, which lies 
across the water 64 kilometers (40 
miles) from Macau, but there were no 
reports of deaths. Hato’s fierce gales 
blew out windows on skyscrapers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apital, raining 
shattered glass onto the eerily quiet 
streets below. Hong Kong’s weather 
authorities had raised the hurricane 
signal to the highest level for the first 
time in five years.
The earlier deaths in Macau were 
men, aged 30, 45 and 62. One fell 
from the 11th floor of a building, one 
was hit by a truck and another was 
killed when the wind blew down a 
wall. Details about the

Radar photo of an intensifying 
Hurricane Harvey in the Gulf of 
Mexico prior to landfall.

Official satellite photo of 
Typhoon Hato that hit Hong 
Kong.



廣 告 BB1212星期日 2017年8月27日 Sunday, August 27, 2017


	0827SUN_B1_Print
	0827SUN_B2_Print
	0827SUN_B3_Print
	0827SUN_B4_Print
	0827SUN_B5_Print
	0827SUN_B6_Print
	0827SUN_B7_Print
	0827SUN_B8_Print
	0827SUN_B9_Print
	0827SUN_B10_Print
	0827SUN_B11_Print
	0827SUN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