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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 #2113007-50 
   

2 4 小時上網訂位 

633 S. San Gabriel Blvd. #205  
S a n  G a b r i e l ,  C A  9 1 7 7 6 

www.bfftours.com 

 

626-766-1551 / 866-793-5403  

 

綺麗湖, 巨杉大道, 通車樹洞, 納帕谷, 三文魚養殖場, 沙丘越野車, 17 哩 
獨家住宿著名俄勒岡海岸線, …  (不含機票費) 

 

Rodeo Show

 

 

 

 

 

$788/人 
(2 人 1 房／包含早餐) 

(不含機票費) 
 

 

玉米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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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舊日足跡好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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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推稅改 可能提高富人稅
（綜合報導）在美國總統川普尋求稅務改

革，與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談判，希望能獲得
他們對離完成還很遙遠的稅改計畫支持之際，
他今天表示，可能會提高對富人的徵稅。

路透社報導，川普在白宮舉行晚宴，與兩
名民主黨國會大老會面尋求達成共識，希望讓
減稅案能在國會順利過關。

雙方都表示，這次涵蓋一系列立法議題的
會面成果豐碩。

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稍早
曾表示，經濟成長加快能為減稅埋單。

儘管經過數個月的高層會談，白宮和由共

和黨控制的國會仍沒有提出詳細的稅改計畫。
聯邦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表示

，25 日這週將展開工作，並揭曉稅改計畫大
綱，國會稅法起草委員會接下來幾週會草擬詳
細的法案。

梅努欽告訴福斯新聞頻道（Fox News
Channel），川普政府將運用自己的經濟假設
，來衡量減稅對聯邦預算赤字和20兆美元國
家債務的影響。

至於富人稅，川普表示富人 「不會因這項
計畫而獲益…老實說，有必要的話就會提高」
。

因應北韓 美眾議員籲在台部署飛彈防禦系統

（綜合報導）一名25歲的美國麥當勞
員工在店內廁所產下男嬰後，因試圖將男
嬰沖進馬桶而遭警方逮捕。

「每日郵報」（Daily Mail）網站報導
，洛克諾（Sarah Lockner）在加州紅木城的
麥當勞負責晚班工作，9月4日當晚她抱怨
腹痛，於是主管告訴她可提早離開。

但洛克諾在晚間10時打卡下班後並未
離開，而是進了廁所，引發其他員工關切
，兩名女性員工進去查探，發現洛克諾所
在的廁所隔間內一片血泊，其中一人從隔
間上方探頭進去，發現她產下一名嬰兒。

接著就看到洛克諾試圖將嬰兒頭朝下
沖進馬桶，洛克諾要求該名員工不要告訴

別人，但這名員工立即打911求救。
緊急救護人員火速趕至現場後，雖然

嬰兒已無心跳呼吸，但在急救過後活了下
來。

且原本男嬰送到醫院時呈現昏迷狀態
，現在已經甦醒且持續康復中，但不確定
他是否腦部受到傷害。

洛克諾則因謀殺未遂與兒童暴力等罪
名遭到逮捕。

她向警方供稱不知道自己懷孕，她的
男友也不知道。

在押中的她保釋金高達1100萬美元，
且一旦被判有罪，她恐將面臨無期徒刑。

美麥當勞員工廁所產子直接沖馬桶遭逮

（綜合報導）美國維權團體今天控告政府，
越來越常無令搜查旅行者的手機和電腦，連海外
返國的美國公民也不能倖免。

法新社報導，美國民權聯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與電子邊疆基金會（Elec-
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控告國土安全部（De-
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與兩個移民單位，在 10 名
美國公民與一名永久居留者回國時，搜查他們私
人的電子器材。

控訴中列名者部份是穆斯林，並非全是穆斯
林，但他們都抱怨被強迫把手機交給邊境官員檢
查，還有一個案例是遭到身體上的強迫。

根據訴狀，在多個案例中，他們被迫交出的
裝置，會被留置好幾個月才被歸還。

被檢查者，後來無一被控任何犯罪或罪行。
美國民權聯盟律師班達里（Esha Bhandari）在

聲明中說： 「政府不能把邊界當成搜查網，來徹
查我們的私人資料。」

「（美國憲法）第4條修正案規定，政府在邊
界搜查智慧手機和筆電的內容之前，必須取得搜
查令。」

民權聯盟還說，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2017年上半年搜查
1 萬5000多件個人電子器材，2015年只有8503件
，2016年則為1萬9033件。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先前廢止前總統
歐巴馬簽署的行政命令《延緩遣返無證入境兒童
》（DACA）一事有新轉折，川普總統13日晚間
邀請民主黨籍國會領袖在白宮晚餐，雙方針對移
民政策達成重大協議，傳川普同意盡快延長對年
輕無證移民的保護措施，讓夢想生留在美國。不
過消息一出，川普的死忠支持者們群起憤慨，怒
嗆 「他完蛋了」。

面對這個消息，川普親上推特表示， 「真的
有人想把這些受過教育、有成就、有工作甚至在
軍中服役的年輕人趕出美國嗎？他們已經在我們

的國家生活了許多年，他們是被父母親帶來的，
這不是他們的錯，是邊境安全出了很大的問題。
」

不過他的支持者可不領情，有人表示支持者
表示： 「用叉子戳他，他完蛋了。 「川普在任何
議題上讓步，我都可以接受，但赦免無證移民和
不建圍牆不在其中。」

隨後川普抵達佛州勘查當地災情時，再度回
應遣返相關問題，他說： 「我們談的不是公民身
分或是赦免，我們該辦法讓他們留在這裡，正在
一起想辦法。」

川普不遣返夢想生 支持者嗆 「他完蛋了」

（綜合報導） 「通俄門」案再起波瀾！美國
國土安全部13日下令，禁止聯邦政府機關使用俄
羅斯網路安全公司 「卡巴斯基實驗室」（Kasper-
sky Lab）的防毒軟體，理由是該公司高層與克里
姆林宮、俄國情報部門過從甚密，恐危及美國國
家安全。

各部會限90天內移除
國安部代理部長杜克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聯

邦各部會機關在未來30天內查明是否使用卡巴斯
基軟體，並在未來90天內停用並從電腦中移除。
國安部在聲明中說： 「我們對卡巴斯基某些高層
與俄國情報部門及其它政府機構之間的關係感到
憂慮。」

「根據俄國法律，卡巴斯基可能被要求或被
迫協助俄國情報機構，截取經過俄國網路的通訊
。俄國政府無論是自己採取行動抑或與卡巴斯基
合作，都可能利用卡巴斯基產品提供的路徑，危
及直接涉及國家安全的聯邦訊息和資訊系統。」

創辦人待過俄國防部

聲明強調， 「經審慎考量現有資訊，並與機
構間合作夥伴協商後，作出此一決定。」國安部
稱，卡巴斯基可提交一份書面答覆，以解決相關
關切。

對此，卡巴斯基發表聲明說，國安部的指控
缺乏確鑿證據，對美國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該
公司願提供相關資料作出澄清。聲明中強調，卡
巴斯基 「從未或即將協助世界上的任何政府，從
事網路間諜或網路攻擊活動。」

卡巴斯基是總部設於莫斯科的跨國軟體企業
。該公司創辦人尤金．卡巴斯基在推特上辯解說
，有關他與俄國政府勾結的傳聞皆非事實。美國
媒體報導，尤金是軟體工程師出身，曾在俄國情
報部門下設機構受訓，還曾為俄國國防部工作。

美國情報官員指控俄國當局干預2016年美國
總統大選， 「通俄門」案爆發後，卡巴斯基是否
涉入備受關注。據《國會山報》報導，聯邦調查
局（FBI）今年約談了多名卡巴斯基僱員，但截至
目前，美國官方並未公布任何調查進展或證據。

防毒軟體通俄？美禁卡巴斯基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今天譴責一名把總統
川普（Donald Trump）貼上 「白人至上」標籤的
體育主播，還說這名主播的所作所為，是 「可以
炒魷魚的罪行」。

法新社與紐約 「每日新聞」（New York Dai-
ly News）報導，白宮新聞秘書桑德斯（Sarah
Sanders）此言，是在回應運動頻道ESPN主播希爾
（Jemelle Hill ）的推文。

桑德斯表示，希爾的發言 「無法無天」，
「我認為絕對是ESPN可以炒魷魚的罪行了」。

希爾本週連串推文攻擊川普，說川普是 「我

一生中看過最傲慢、最討厭的總統」，還形容他
是 「白人至上主義者」，讓自己身邊圍繞其他白
人至上主義者。

維吉尼亞州沙洛茲維爾（Charlottesville）白人
至上主義集會爆發暴力衝突，川普發表 「兩邊都
有責任」的評論後餘波盪漾，希爾的推文是最新
發展。

ESPN對此發布聲明說，希爾的推特發言 「不
代表ESPN立場」，還說 「我們已和潔梅爾（希爾
）談過此事，她承認行為不當」。

主播嗆川普白人至上 白宮：該炒了她

美海關無令搜查手機 維權組織狀告政府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員迪尚特
（Ron DeSantis）今天說，他不但支持美國軍
艦訪問台灣高雄港，也認為美國應該在台灣部
署飛彈防禦系統，以展現更大的威懾能力，應
對北韓威脅。

華府智庫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成立滿週年，今天上午舉行
美台關係研討會，共和黨籍的迪尚特是眾院外
交委員會成員，他受邀演說並回答提問，做上
述表示。

迪尚特指出，美國須和台灣有更緊密的軍
事關係，可以考慮在台灣部署飛彈防禦系統；
他也百分之百支持美台軍事有更多交流，更支
持美國軍艦訪問高雄。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 「2018 財政年度國
防授權法」（NDAA）中都有關於美台軍艦互
訪的條文，其中，眾院版已通過，要求國防部
長在明年9月1日前，提交有關美台軍艦互訪
停靠的可行性評估報告；參院版本目前則待全
院表決。

對於在台灣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迪尚特則

說，因應區域情勢改變，威脅也有不同，美國
應該要有不同考量。

他指出，美國在飛彈防禦系統上的發展能
力非常好，可以讓台灣及區域盟邦更加強化這
一點，這尤其在削減北韓威脅上，能展現美國
更強大的威懾能力，他還批評，北韓領導人金
正恩是 「不成熟的胖子」。

他認為，在台灣及美國的區域盟國部署飛
彈防禦系統，也有助於更加施壓中國、解決北
韓問題，因為 「轟炸（北韓）是最不得已的選
項」。

迪尚特曾是海軍海豹部隊一員，參與過伊
拉克戰爭，他致詞時還提到自己與台灣是因棒
球結緣，從小打棒球的他，很早就與來自台灣
的中華隊交手過。

他說，美國和台灣有許多共享價值，包括
台灣的民主繁榮與自由的社會，而美國總統川
普知道台灣的重要性，迪尚特認為，川普和總
統蔡英文打電話，是做正確的事，而他對美國
媒體當時鋪天蓋地的質疑也感到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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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紐約僑社愛心組織＂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派出的七人義工組楊魏魁，楊幸
霖，楊文建，劉軍，戴雲，張慶肖，韓必中（ NY Aid To Texas Disaster Relief )於9 月 12 日晚開了三十多個
小時的車抵達休士頓。 「雙語記者公關協會 」 的會長鄭直，於13 日中午十一時半，在China Bear Buffet 」
餐廳，為他們舉辦了歡迎午餐會，並與此地的華裔媒體見面。他們一行七人，多為紐約專業的建築，水電業
者，凡有特殊需要的淹水/ 漏雨屋主（ 第二次淹水，無保險，單身母親，或人在國內無法親為者，都可上百
度＂朱立創 ＂登記，他們將自13 日起在休市幫忙復建至本月22 日，本月23 日離開。

紐約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紐約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
派出七名義工組來休市幫忙至本月派出七名義工組來休市幫忙至本月2323 日日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據美國人口
普查局在9月1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顯
示，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在2016年創
下新高。去年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的中
位數是 59039 美元，超過了此前數值
創下新高。之前的紀錄是1999年創下
的 58655 美元。報告還顯示，美國貧
困人口比率也下降到了 12.7%，這也
是2007年以來的新低。美國2016年沒
有健康保險的人數也下降到8.8%。根
據人口普查局的最新統計，2016年美
國家庭收入的年增率為3.2%，連續兩
年增長，亞裔收入最高；此外，貧困
率下降0.8%，沒有健保的人數減少。
據統計報告顯示，2000年到2015年，
美國亞裔移民總數增加72%，而西班
牙裔移民只增加60%。預計到2055年
，亞裔移民總數就會超過西班牙裔。
美國亞裔移民最大的來源地是中國，
其次是印度。中、印兩國移民都很好
學，學歷整體高於全美平均水平，不
過印度移民中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的
比例，高於中國移民。非美國出生的
中國移民中，中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
為 6.5 萬美元，而印度移民中這個數
字達到10萬美元。如果是在美國出生
，中，印移民的家庭收入差不多。和
印度移民相比，中國移民比較喜歡買
房產，不論是否在美國出生，擁有房

產的比例都超過六成。
根據人口普查局的家庭收入報告

，2016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8，
039 美元，比 2015 年的 57，230 美元
增長3.2%。隨著年收入的增加，去年
貧困率亦連續兩年呈現下降趨勢，達
到 12.7%，已經超過了 2007 年金融危
機前的水平（12.5%），陷於貧困的
人數比前年減少 250 萬人，總計 4 ，
060萬人。 2016年亞裔美國人的家庭
年收入居所有族裔首位，達到 81，
400 美元。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家庭年
收入為 65，000 美元。西班牙裔家庭
收入為 47，700 美元，非洲裔家庭收
入增長5.7%，達到39，500美元。

2016年，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
美國家庭為7.0%，創下人口普查局統
計以來的歷史新高。美國家庭年收入
低於15，000美元的比例為11.2%，這
是2007年以來的最低點。根據最新報
告，全美男女收入差距縮小，達到歷
史低點，女性工資達到男性工資的
80.5%。 1992年，這個比例為70.8%。
人口普查局說，各族裔的貧困率仍然
存在很大的差距。二成以上的的非洲
裔美國人以及 19.4%的西班牙裔美國
人，生活在貧窮之中。亞裔美國人及
非西班牙裔白人的家庭年收入低於貧
困綫 24，339 美元的比例，僅分別為

10%及8.8%。
最終，人們想知道為什

麼印度人可以比中國人能賺
更多的錢。原因包括以下事
實：1）印度人在學校學習非
常努力，他們知道在美國沒
有任何支持，唯一的生存方
式是在技術和技能上的專業
工作中贏得競爭。因此，您
可以看到印度人在各個領域
工作，從專業工作，大學，
學校，醫院，百貨商店甚至
餐館。 2）印度人更加靈活
，有工作策略，知道如何恭
維，讓老闆開心。 3）印度
人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說英語
，即使他們說英語時有很重
的口音，所以他們比中國人
更能輕鬆的使用英語表達自
己，贏得美國人的信任。印
度人也可以非常好地使用英
文會話的禮貌，所以人們不
能輕易地在他們的談話中找
到他們的錯，即使人們都知
道有時他們不像說話時那麼真誠。 4
）印度人知道如何玩政治，所以他們
比中國人有更多的機會成為經理或部
門主管，而且比中國人賺更多的錢。
5）印度人在許多方面能團結起來，

如果有機會， 他們一定幫助他們的同
胞獲勝，他們喜歡住在一起形成一個
非常密切的印度社區，他們控制小型
雜貨和汽油加油站; 所以他們可以在
印度社會中形成強大的紐帶。無論如

何，印度人在美國生活比中國人更美
好，更容易。中國人可以學習印度人
的優點，趕上他們的成就。

2016年美國中產階級收入創新高 亞裔收入最高華人愛買房
中國移民家庭年收入6.5萬 印度移民家庭年收入10萬美元

洪災剛過，秋意漸涼。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心系休斯敦地區受災同胞
，日前捐贈 300 條毛毯，通過休斯敦

華助中心向有需要的受災家庭發放。
請需要毛毯的受災家庭於 9 月 16 日
（星期六）上午 10:00 到中國人活動

中心憑個人駕照登記領取，每個家庭
限領1條，數量有限，先到先得，發
完為止。恕不接受電話預留，非常感

謝！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中領館捐贈300條毛毯 受災同胞週六可領取

圖為來自紐約的＂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的七人義工組圖為來自紐約的＂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的七人義工組，，與與 「「 雙語記者公關協會雙語記者公關協會
」」 會長鄭直會長鄭直（（ 右一右一 ），），主持人段娜主持人段娜（（ 左四左四 ））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主持人段娜主持人段娜（（ 左四左四 ）） 在記者會上介紹中國駐本地媒體及救災英雄在記者會上介紹中國駐本地媒體及救災英雄（（ 左起左起 ）） 救災救災
英雄劉三姐英雄劉三姐，，新華社新華社 劉主任劉主任、、高主任高主任，，救災英雄廖船長救災英雄廖船長（（ 廖躍青廖躍青），），趙軍民趙軍民，，孫孫
緒金緒金，， 「「 中社社中社社」」 曾主任等人合影曾主任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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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由總會長黎淑瑛、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世
華總會陳美雪常務理事、高嫚麟常務監事、宋秉穎律師、何真發起全世界會員捐款哈維颶風賑災、
目前集資4萬美金、陸續將還有捐款、9月14日上午11時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由總會
長黎淑瑛將善款委託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轉交給休士頓市長。

黎淑瑛總會長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的61分會分佈3大洋,5大洲,她發起全球姊妹
一起來為哈維颶風災民捐款,一人一萬台幣,現已有210人捐出共120萬台幣即4萬美金,表示誠心.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對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團結,大家一起做好事表示感
動及肯定。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發起全世界會員捐款哈維颶風賑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由總會長黎淑瑛由總會長黎淑瑛、、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世華幹部陳美雪世華幹部陳美雪
、、高嫚麟高嫚麟、、宋秉穎宋秉穎、、何真發起全世界會員捐款哈維颶風賑災何真發起全世界會員捐款哈維颶風賑災、、目前集資目前集資44萬美金萬美金、、陸續將還陸續將還
有捐款有捐款、、99月月1414日將善款委託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轉交給休士頓市長日將善款委託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轉交給休士頓市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颶風哈維HARVEY近日來造成休士
頓有史以來前所未見的創傷及損失，災
後的重建以及復原是安撫創傷唯一希望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將於 9 月 17 日(日)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聯合休士頓各僑
團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一場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位溫暖諮詢活動」

，提供受災民眾目前急需的各項實用資
訊，包含淹水房屋除霉修繕、洪災保險
理賠申請、災後銀行低利貸款說明、災
後法律及稅務諮詢、洪災心理輔導等受
災僑胞所需多元資訊，同時將邀請美國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代表到現
場提供諮詢服務，提供即時協助。
哈維颶風為百年侵襲美國德州威力最強
的颶風，迄今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百
萬人流離失所，這段時間休士頓僑教中
心感謝所有僑社以及僑領總動員，出錢
出力奉獻愛心，與受災僑胞站在一起共
度難關!! 9 月 17 日下午該場諮詢活動，
FEMA 代表、裝修建築業、法律業、保
險稅務業、銀行業、醫學界等專家及代
表，於現場提供各項災後重建所需資訊
以及諮詢攤位，到訪受災民眾除可聆聽
講座，亦可就個人需求於各攤位直接諮
詢，獲得即時協助資訊。還有HEB以及
希望診所(Hope Clinic)支持，並將於現場
提供受災僑胞免費破傷風疫苗注射服務、血糖、血壓測量以及膽固醇檢測，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總會及美南分會、Safe Lux、OCA、慈濟、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等均將為受災僑胞提供燈泡、口罩、清
理家園用品等物資申請發放或清理家園諮詢服務，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前往參與。

~讓我們一起以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風雨無情人間有愛!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聯合休士頓僑界9/17發起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

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綜合報導）如何運用
“科學養生與美容”來鎖定健
康，鎖定青春，鎖定年齡，延
長“健康的生命”！

自古以來人們都在追求
“長生不老”的方法，雖然沒
找到，至少也證實了人體就是
一 座 精 密 的 生 物 化 學 工 廠
（Biochemical），我們只要把
原料給足，給對，它的化學反
應就對了。

許多著名的“養生保健”
專家們，都一致認為專注、堅
持“科學養生與美容之方法
， 雖 然 不 能 做 到 永 遠 不 死
（因為生、老、病、死是自然
的規律），但可以延緩人體衰
老，疾病，延年益壽還是輕鬆
可以做到的。

人體衰老的過程，就是人
體不斷被氧化的過程，例如蘋
果切開不久會變褐色（氧化=
老化=癌化）。所以人體的自
由基（Free Radical）就成了熱
點問題。

*如何對抗體內時刻產生
的自由基呢？

*如何讓細胞修復，更新
，發揮人體“自癒”力呢？

*如何延緩老化，留住青
春， 活出健康的人生呢？

華人專業協會，邀請新
世紀養生學苑“養生與美容
”專業指導老師劉銀珠女士
為大家做現身說法，認識疾
病的誘因“自由基”，如何
用科學養生與美容，讓您脫
胎換骨, 美夢成真。

歡迎僑界有興趣改變自己
的朋友，偕伴參加“科學養生
與美容”座談會。

地點：恆豐銀行12樓
時間：九月十六日 星期

六 上午10點至12點

華人專業協會9月16日在恆豐銀行12樓舉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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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哈
維風災之後，除了不少災民
家園浸水，還有許多民眾的
車子也慘慘泡水，沒有了代
步的工具，出入極為不便，
需要盡快找到合適的車款。
公司目前正好有 2017 年年款
在特價出售，都是偏向經濟
，家用，代步的類型，座位
舒服，空間大，讓民眾能以
實惠的價格，找到新的愛車
。

尼桑（日產）公司的車
子，向來以耐用，好開，價
格好著名，日產的引擎非常
耐操，開個十多年沒問題。
現在是九月，已經接近年底
了，因 2018 車型即將問世，
所以，2017 年年款都在特價
出售，有巨大的折扣優惠，
歡迎民眾參觀比較。

根據電視新聞的報導，
估計休斯頓地區有五十萬輛
汽車遭受洪水破壞，目前，
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買車。鮑
小姐說，民眾來的時間越早，將有更多的選
擇機會 0.2017 車款的需求量正在不斷增加，
所以，請盡快行動，先到先得，不要在等待
中喪失了價格和款式的最佳選擇時機。民眾
在此，將會得到最好的服務！

據了解，尼桑日產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
量評比中（JD Power），是每100輛汽車當中
返修率最低的（如圖），評比中，日產居冠
，其次是豐田，第三名是雷克薩斯，第四名
為謳歌，第五名是本田。

從車主的角度而言，日產的車子內裝很
舒適，設計頗為人性化，感覺很貼心。以
Sentra為例，車子非常好開，方向盤輕的方向
盤上的音響與車載電話快撥鍵車主來說很實
用，在開車途中，遇到紅綠燈時，想換個音
樂，或者是手機來電，只要輕輕在方向盤上
按一下，不會影響到開車，對於安全的考量
可說是很重要的一項配備。

無論是要選購轎車，或是休旅車，日產
都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例如美倫，的Sentra
，Altima的，阿馬達，最大值，探路者，流氓
等等，趁著目前大優惠，民眾應可選到划算
又耐用的車款。
Sterling McCall Nissan除了提供備受好評的各
種新型車款，同時還有許多二手車，如果有
預算的考量，歡迎來看看這裡的二手車。此
外，Sterling McCall Nissan的現場汽車
服務和維修部門也受到顧客的好評訓
練有素。的技術人員，使用最好的日
產零件，從汽車保養與維修中，保持
愛車的最佳狀態，讓車主盡量減少路
上拋錨的問題。

歡迎民眾到 Sterling McCall Nissan
選 購 車 款 ， 地 址 是 12230 Southwest
Freeway，Stafford，TX 77477，華裔業
務代表Anna鮑以中為所有華人服務，
電話：832-606-9599。

耐用好開經濟實惠空間舒適
2017年年款日產車巨大優惠熱賣中

尼桑日產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尼桑日產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
（（J.D. PowerJ.D. Power），），是每是每100100輛汽車當中返輛汽車當中返
修率最低的修率最低的

（ 本報訊）哈
維颶風是50多年來
德州最強大的颶風
, 前所未有的災難
性洪水在休士頓和
德州東南部造成災
害。風災過後華人
社區紛紛投入救災
、重建家園行動 ;
休士頓 Hmart 超市
配合德州分部及公

司總部調集價值5萬多元的物資,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哈維颶風受
災民眾。

Hmart超市經理林俊雄表示,哈維颶風肆虐德州,Hmart超市
集團總部第一時間派出人力和物資,為當地賑災,包括發放緊急
食物和水,幫助災民清理災後家園,並全程陪伴等,和當地民眾一

起,走出災難陰影。 林經理表示,Hmart集團長期支持公益事業,
此次受集團總部號召,發揮關愛傳遞正能量,協助亞裔機構為颶
風災民送去溫暖!

Hmart集團從總部物流調集物資傾力救助臺災民,這些救災
物質通過各個亞裔機構、社區及賑災組送達至災民手中,第一
時間傳遞關懷;休斯敦華人國際區救災委員會組長張玉城先生
出席捐贈儀式, 并代表受災民衆接受Hmart超市的捐贈,張玉城
組長對Hmart超市的慈善義舉表示贊揚和感謝。休斯敦國際區
區長華人國際區救災委員會負責人李蔚華先生對Hmart超市的
慈善義舉表示高度的贊賞 ,感謝Hmart超市集團對哈維颶風災
民和家園重建的幫助。

本週起在全美所有的Hmart超市裏都設有紅十字會愛心捐
款箱,Hmart超市將會把顧客捐贈的善款提供予紅十字會,協助
災後重建工作,盼為德州盡份心力。Hmart超市表示,即日起全
面啟動的小額零錢捐款箱,懇請全美民眾發揮愛心踴躍捐款給
德州賑災計劃,將您的愛心送到德州,幫助有需要的災民。

傳遞關愛力量傳遞關愛力量,Hmart,Hmart超市帶頭捐款賑災超市帶頭捐款賑災
為哈維颶風災民送去溫暖為哈維颶風災民送去溫暖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位
於 「敦煌廣場 」 二樓的 「聯禾地
產 」 工作不忘救災，自9 月8日（
上周五 ） 起至本周四，已為六十餘
位災民協助申請 FEMA 的受災補助
及其他方法。他們將在每天上午十

時半至下午五時，在
「聯禾地產 」 的會

議室為您服務，那怕
你在第一時間已填寫
了 FEMA 的申請單，
後來發現漏填了，都
可來此尋求協助，他
們 會 幫 你 打 電 話 到
FEMA , 作 「內部再
調整」。

根據義工服務專
家沙莉女士表示： 大
致 FEMA 對受災房屋
的賠償最高的上限為
$33300 元，但必須是
自住屋。而汽車無上

，下限賠償，視汽車受損程度而定
，而且必須只能申報一部車（ 自開
車 ） 如有很多輛車，則不可以申報
。而汽車如受損已被拖吊走了，則
不能申請賠償。

「聯合義工服務中心」 的負責

人林承靜（ Josie Lin ) 表示： 該中
心在本周日（9 月 17 日 ） 下午一
時半至四時半，也將參加在僑教中
心舉行的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位溫
暖諮詢活動」。

近期，大量社會組織和民間機
構都在努力幫助受災群眾，各種社
區後續活動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為了給災民提供更細緻的協助，聯
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 United
Help Center 邀請到了各方面專業人
士和機構，在保險理賠，法律糾紛
，聯邦救濟，稅務規劃，房地產租
賃等，給您面對面的義工諮詢服務
。
專家面對面時間具體安排如下：週
一到週五 1 – 4 pm，週六 12-4
pm
週一： 律師，房地產，建築
週二： CPA， 貸款，保險
週三： 保險，建築，房地產
週四： CPA， 律師，建築

週五：房地產，貸款，保險
週六： CPA， 律師，房地產
此外，在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
心，還提供如下免費服務：
- 為義工和諮詢者提供面對面諮詢
服務平台，電腦，上網，打印，複
印，電話
- 協助申請註冊FEMA賬申請號
- 我們可以講不同語種，協助翻譯
- 根據需求協助轉介予後援支持機
構
- 為受災諮詢者提供一套免費簡易
清理工具套裝
專業人士義工服務時間：
2017 年 9 月 8 日 - 2017 年 9 月 25 日
（根據需要可以延長）
週一至週五： 10：00 – 4：00
週六： 12:00 – 4:00
聯繫方式：歡迎受災家庭和個人在
服務時間內親臨義工服務中心，或
者致電或電郵預約並註明所需服務
，以便我們約請相關專業人士

地址：9889 百利大道 敦煌廣場二
樓 118室
電話： (832)225-6846
電 子 郵 件 ： unitedhelpcen-
ter9889@gmail.com

一方有難，多方支援！聯合義
工服務中心是RE/MAX United聯禾
地產和地處敦煌廣場附近 Aldelphi
Retirement Management LLC, Tran
and SoRelle Law Firm 等專業機構共
同發起的義工救助平台。自從9月8
日運營開始，已經接到數十位受災
家庭的諮詢。根據需求，服務中心
邀請來自法律，稅務，保險，銀行
，地產，建築，和 FEMA 的愛心人
士提供義務服務。語種涵蓋中文，
英文，越南文，韓文，西班牙文。
大力響應的機構有休斯頓地區僑界
關懷救助協會（HTCCA ）， 等等
，味全公司提供服務全程餐點供應
。歡迎更多專業機構個人義工的加
入！

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專家面對面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專家面對面
至今已服務六十餘人至今已服務六十餘人，，服務至服務至99月月2525 日止日止

圖為圖為 「「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 負責人林承靜負責人林承靜（（ Josie Lin )(Josie Lin )(
右右 ）） 與與 「「 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 的專的專
家家 沙莉沙莉（（ 中中），）， 「「 安心會計師事務所安心會計師事務所」」 JasonJason
DongDong （（ 左左 ））在在 「「 聯合地產聯合地產」」 的會議室的會議室 「「 聯合聯合
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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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99月月99日舉行哈維颶風災後日舉行哈維颶風災後
救援活動協助災民重建家園救援活動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元臣律師事務所從事多元臣律師事務所從事多
年災後理賠訴訟的專業年災後理賠訴訟的專業
律師律師Henna GhafoorHenna Ghafoor為災為災
民現場解答相關法律問民現場解答相關法律問
題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攝攝

執業兒科執業兒科
醫師劉娜醫師劉娜
於於 99 月月 99
日下午在日下午在
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 中 心動 中 心
130130 廳 對廳 對
災後傳染災後傳染
病的傳播病的傳播
和預防進和預防進
行宣傳行宣傳。。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劉妍劉妍、、王曉霞王曉霞

副執行長副執行長、、梁揚燕執委及義工們進行愛心發放梁揚燕執委及義工們進行愛心發放
口罩口罩、、驅蚊水及電扇給災民驅蚊水及電扇給災民,,幫助受災家庭災後幫助受災家庭災後
重建家園重建家園。。

華夏學人協會和華裔聯華夏學人協會和華裔聯
盟共同主辦盟共同主辦[[哈維災後公哈維災後公
益免費主題講座益免費主題講座]]於於99月月99
日下午在中國人活動中日下午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心 130130 大廳舉行大廳舉行..大連裝大連裝
修師傅曲大偉和大家分修師傅曲大偉和大家分
享災後重建家園的注意享災後重建家園的注意
事項與相關知識事項與相關知識。。

中國人活動中中國人活動中--華助中心用募捐到的部分善款購買了華助中心用募捐到的部分善款購買了20002000個口罩個口罩、、144144瓶瓶
驅蚊水及驅蚊水及100100個電扇個電扇,,於於99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22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公室進行愛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公室進行愛
心發放心發放..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王曉霞王曉霞、、劉妍副執行長及義工們發放災民們劉妍副執行長及義工們發放災民們。。

宋秉穎律師宋秉穎律師、、鄢妮律師等於鄢妮律師等於99月月99日在中日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國人活動中心129129室参加這次為哈維颶風室参加這次為哈維颶風
受災災民免費法律援助服務受災災民免費法律援助服務。。

大休士頓地區遭遇哈維颶風大休士頓地區遭遇哈維颶風，，重彩寫意重彩寫意
畫家龍純一先生拿出自己這些年來創作畫家龍純一先生拿出自己這些年來創作
的水墨重彩寫意畫作品的水墨重彩寫意畫作品4040餘幅餘幅，，在中國在中國
人活動中心多功能大廳舉辦義賣人活動中心多功能大廳舉辦義賣，，為受為受
災家庭重建家園募集資金災家庭重建家園募集資金。。

華助中心律師團伸出援手於華助中心律師團伸出援手於
99 月月 99 日現場為哈維颶風受日現場為哈維颶風受
災民眾提供免費幫助災民眾提供免費幫助..本次本次
活動發起人之一徐建勛律師活動發起人之一徐建勛律師
免費為災民服務免費為災民服務。。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美南分會
捐贈哈維颶風水患賑災善款美金三萬元捐贈哈維颶風水患賑災善款美金三萬元

(本報訊)Harvey 颶風過後，AIG 總公司在
第一時間捐款了一百萬美金，幫助休斯頓社區
重建家園。 AIG 公司和各級員工也通過各種渠
道，參與了義工及救助工作。 AIG 總部特別指
派了總公司資深副 總裁 Kevin Benjamin 先生前
來休斯頓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捐款及支持此
次 AIG-Financial Network 與美國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署 FEMA 的義務服務活動。 AIG-Fi-
nancial Network 的全體員工將和 FEMA 專員攜
手，為休斯頓華人社區提供專業諮詢和服務，
希望幫助更多華人社區的家庭和朋友，重建 美
好家園！ AIG-Financial Network 德州休斯頓
分行全體專業人士，將攜手FEMA 專員，為廣
大受災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義務服務，幫助大家
： 申請FEMA 災後補助金 申請小型企業低

利率政府貸款，以及其他保險理賠事宜同時，
本次活動也得到休斯頓的“希望診所 Hope
Clinic”的大力支持，診所的醫生和護士親臨
現場提供 200 份破傷風疫苗的免費注射！
AIG-Financial Network 全體員工，期待和 FE-
MA 專員一起，為休斯頓華人社區提供最專業
和全方位 的義務免費。時間： 本週六（9 月
16 日）早上 8:00-12:00 點下週六（9 月 23 日
）早上8:00-12:00 點、請攜帶駕照，社會安全
號，房屋保險單，洪水保險單，要有電子郵件
地址：10111 Richmond Ave Room 170 Hous-
ton, TX 77042 （Westchase Corporate Center 一
樓會議室，近中國城） 聯繫電話： Liz Zhao,
646-823-8178

有機蔬果種植講座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蟲蟲的危機蟲蟲的危機

AIG + FEMA + Hope Clinic 現場辦公義務服務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黃春蘭
宣佈將於 9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捐贈美金三萬元予賑
災哈維颶風水患災民。黃會長表示此捐贈將透過優良社區服務機
構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來負責為世華工商婦女協
會美南分會分發急需金給災民。屆時德州華裔州眾議員 Gene
Wu (吳元之)、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艾爾˙格林)和休士頓市長
辦公室官員均將列席，支持和鼓勵世華工商婦女幫助休士頓重建
美好家園的心意。

休士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災，數十萬家園受損被毀，公

司行號廠家無法營運，許多人甚
至被迫撤離家園到現在還未能返
家。世華工商婦女一向愛心滿滿
，基於人溺己溺的初心，黃會長在第一時間通過理事會舉辦賑災
慈善募款, 同時與該會永久慈善基金委員會請款賑災。會長黃春
蘭振臂高呼、八方相助，世華工商婦女成員好友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同心協力，共籌到美金$30,000獻給災民。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為非營利組織，擁有501(C)(3)免稅證號，
多年來服務華洋社團，歷史悠久、聲譽卓著、有目共賭，自從卡
翠娜颶風後，有更豐富賑災經驗，此次文化中心還要增加兩位全

職人員來免費為發放賑災款給急需的災民，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
南分會黃春蘭會長和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執行長已達成共識
將每一分善款交到急需要用錢的災民手裏。

黃會長鼓勵所有華裔僑胞災民及留學生，不論是否領受FE-
MA(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補助款等廣大災民，請至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或專用賑災連線電話713-271-6100分機225或賑災專用
電郵 relief@cccHouston.org 聯絡審核資料。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
南分會以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希望診所執行長希望診所執行長Andrea CaracostisAndrea Caracostis醫師響應醫師響應AIGAIG 總公司資深副總公司資深副 總裁總裁 Kevin BenjaminKevin Benjamin 先生先生、、德州德州
休斯頓分行總經理胡炯洪及副總經理譚秋晴號召將攜帶破傷風預防針供災民免費使用休斯頓分行總經理胡炯洪及副總經理譚秋晴號召將攜帶破傷風預防針供災民免費使用((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本報訊）日期: 9月 23日 星期六
時間 :早上 9點-10點30分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

珮珊 Ivy) *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蟲蟲的危機  
 

Vegetable’s Clinic  
Pest Control -Bugs & Diseases  

      

09-23-2017  Saturday        日期: 9月 23日 星期六                           
9:00AM-10:30AM              時間 :早上 9點-10點30分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 is located at same shopping plaza as Kim Son Restaurant )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 

( 位於10623百利大道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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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觀音堂上週六美國德州觀音堂上週六，，日兩天日兩天
為為 休士頓休士頓KatyKaty 災民和義工送去愛心素食餐盒災民和義工送去愛心素食餐盒

華嚴蓮社華嚴蓮社99 月月 88 日至日至99 月月 1010 日啟建日啟建 「「地藏法會地藏法會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德州觀音堂圖為德州觀音堂」」
為休士頓為休士頓KatyKaty 災民災民
和義工準備的美味和義工準備的美味
可口素食餐盒可口素食餐盒

圖為法會上信眾虔誠敬拜圖為法會上信眾虔誠敬拜。。

圖為圖為 「「 觀音堂觀音堂」」 負責人負責人（（ 左起左起 ）） 張張
杰杰、、趙毅英夫婦與幫忙義工合影趙毅英夫婦與幫忙義工合影。。

圖為來華嚴蓮社協助法會的西雅圖法圖為來華嚴蓮社協助法會的西雅圖法
興寺住持圓展法師興寺住持圓展法師（（ 中中 ），），本地越南本地越南
法師釋善嚴法師法師釋善嚴法師（（ 右五右五 ），），來自紐澤來自紐澤
西西 「「法雲寺法雲寺」」 的智澄法師的智澄法師（（ 左五左五）、）、
智悟法師智悟法師（（ 右三右三 ），），與華嚴蓮社住持與華嚴蓮社住持
乘瑄法師乘瑄法師（（ 右四右四 ）） 華嚴信眾合影華嚴信眾合影。。

由趙毅英師姐由趙毅英師姐（（ 左二左二 ）） 率領女率領女
兒兒（（ 左一左一 ）） 及義工準備素食餐及義工準備素食餐
盒盒。。

圖為觀音堂義工與圖為觀音堂義工與KatyKaty 義工合影義工合影。。

圖為圖為 「「 觀音堂觀音堂 」」 負責人張杰負責人張杰，，趙毅英夫趙毅英夫
婦婦（（ 中中 ）） 與義工們一起準備食物與義工們一起準備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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