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7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五
Friday, September 1, 2017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五

精彩

2017 年 9 月 1 日

B2

Friday, September 1, 2017

《男左女右》全明星兩性真人

互動話題秀

節目介紹

KVVV

節目介紹：
2015年深圳衛視全新一季《男左女右》正式改版，由優質大叔黃健翔和國民
女神柳岩主持，節目定位為大型全明星兩性觀點互動話題秀，《男左女右》
節目內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答題競技為主，輔以遊戲互動，旨在在輕鬆
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性關係，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

播出時間：每周五上午8點半至10點首播，每周六晚間1點至2點半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德州開始災後恢復

洪水威脅依存

國家颶風中心說，休斯頓的降雨已經
結束，但是“威脅生命的”洪水還在
，並且蔓延到了德州的博蒙特市。這
個星期接下來的幾天，路易斯安那州
西南部也將面臨同樣威脅。
博蒙特市星期四清晨宣布，由於洪澇
，城市的供水系統停擺，必須等到洪
水退去工人才能維修。博蒙特市的聲
明說，目前無法確定需要多久才能恢
覆供水。
在休斯頓，市政服務星期四開始恢覆
，垃圾車正常收運垃圾，公交車和有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居民帶著個人物品在水中艱難前行
(2017年8月30日)
軌車也部分恢復運行。休斯頓兩個主
要機場星期三已經恢復了航班起降。
休斯頓部分城區的降雨達到了130厘米。
【VOA】哈維颶風的餘威星期四給路易斯安那
不過，休斯頓西南的本德堡縣遭遇洪水的威脅
州帶來大雨，同時，德州東部的洪水開始退去
越來越明顯，這個縣宣布，由於“隨時發生洪
。但是由於風暴在德州東部徘徊數日，有大量
災”，住在水庫附近的居民必須撤離。
積水，危險依然存在。
休斯頓以東的克羅斯比也下達了撤離令，那裏
氣象預報說，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的哈維繼續
一家化工廠的官員警告說，洪水癱瘓了冷卻系
向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納西和肯塔基等內陸
統，而工廠儲存的化學品需要這套冷卻系統控
州移動，星期四將給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區帶
制。化工廠官員還說，星期四早晨有關部門通
來10到20厘米的降雨。

▲

海報。

知他們，存放化學品的地點發生兩次爆炸，
並冒出黑煙。
哈裏斯縣消防辦公室星期四早晨證實，屬於
阿科馬公司的這家工廠發生了“一連串的化
學反應”。當地治安官辦公室說，十名治安
人員因吸入了據信是無毒刺激物產生的煙霧
，被送往醫院。
休斯頓消防部門表示，星期四開始對積水至
少一米的街區逐個查看，確保“沒有人被丟
下”。德州官員證實，這次風暴造成了至少
30人喪生。
美國副總統彭斯星期四前往德州視察。他在推
特發文說，川普總統給他發信息說，“在恢復
和重建的每一天，我們與你們同在。”

美國經濟增
長率達到3%
兩年來新高

的消費者支出。
商務部在7月間對第二季度增長率作出的初步
估計是2.6%。隨著數據的增加，商務部預計將
在9月28日對這一增長率作出第三次也是最後
一次的評估。
美國勞工部定於星期五公布眾所期待的就業形
勢報道。預計，美國的失業率將保持在4.3%，
這是16年來的最低點。

【VOA】美國商務部公布統計數字，
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在今年第二季度加
快，漲幅為兩年來的新高，經濟成長
主要是消費者支出升高。
根據美國商務部星期三公布的修改後
的估計數字，美國經濟增長率在4月
到6月間達到了3%。這是川普總統執
政後第一個滿三個月的季度。
經濟增長率提高的主要動因是強勁 ︱2017年3月29日，在通用電氣公司（GE）在印第安納州拉斐特的
新型高度自動化的工廠，技術人員在生產噴氣客機的LEAP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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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停課 休士頓獨立學區延至9/11開學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颶風哈維
重創休士頓，隨著哈維向東移動，洪水也逐
漸消退，許多公司機關都恢復正常上班，不
過，大休士頓地區的獨立學區本周仍維持停
課狀態，為處理災後重建，休士頓獨立學區
(HISD)31 日(周四)宣布，將延期至 9 月 11 日復
課。
由於哈維帶來慘重災情，原本是 9 月 5 日
下周二復課的，為考量安全影響，休士頓獨
立學區周四發公告表示，復課時間仍然視天
氣狀況和學校狀況為主。
休士頓獨立學區有 3 萬 1000 多名教職員
，官方評估了其中 45 個校址，在 45 個學校中
，有部分失去電力供應，也有些有屋頂受損
問題，還有些正面臨淹水問題。
學區也表示，若到時復課，將會放寬校
服政策。學區也說，在復課前三天 72 小時，
將會前往各避難所確認學生安全，集合學生
並安排好交通接送。

休士頓獨立學區總監 Richard Carranza 也
說，學校復課與否，取決於三大條件，包括
大休士頓地區的基礎建設重建情形、休士頓
獨立學區設備，人員是否安全？以及教職員
是否已做好復課準備？都是需考量的重點因
素。
其 他 幾 大 學 區 福 遍 獨 立 學 區 (Fort Bend
ISD)和凱蒂獨立學區(Katy ISD)也都受到風雨
侵襲成重災區，福遍獨立學區官網最新公告
將在勞動節(Labor Day)後的長假期，9 月 5 日(
周二)復課，但凱蒂獨立學區官網則還未更新
，持續停課中。學區聯合呼籲，大規模洪患
，災區重建需時間，將會配合協助學生安排
上課。
有任何最新消息，可上各獨立學區網站
， HISD： http://www.houstonisd.org/、 Fort
Bend ISD： https://www.fortbendisd.com/、
KatyISD： http://www.katyisd.org/Pages/default.aspx 查詢。

各大獨立學區本周都因風災取消上課。
各大獨立學區本周都因風災取消上課
。(取自 ABC
ABC13
13))

休斯頓災後重建需要您的幫助 招募志願者鼓勵募捐

（記者高思/休斯頓報道）休斯
頓地區終於出現了久違的晴天，大家
都興奮不已。前幾天哈維颶風的肆虐
，給整個德州南部都帶來了重大打擊
，上千人被迫撤離，損失慘重。休斯
頓本地的一個網站 Volunteer Houston
與非盈利機構合作，鼓勵更多的志願
者加入災後重建的工作。
Volunteer Houston 網 站 於 8 月 28
日（星期一）成立了虛擬志願者接待
中 心 （Virtual Volunteer Reception

Center）。民眾可提前上 http://www.
volunteerhou.org/user/login 網 站 註 冊
，等暴風雨完全過去後，相關非盈利
機構將會聯系志願者，派出相應任務
。
除此之外，您還可以向相關機構
進行募捐：
美國紅十字會接受在線捐助：
https://www.redcross.org/donate/
您 也 可 發 送 手 機 短 信 HARVEY 到
90999，自動捐款$10。
AmeriCares 接 受
藥物和補給
捐助，用來

德州救難隊全力搶救災區居民。
德州救難隊全力搶救災區居民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幫助在颶風中失去家園的朋友。
休斯頓食物銀行接受在線募捐：
http://www.houstonfoodbank.org/
Corpus Christi 食物銀行接受在線
募捐：
http://www.foodbankcc.com/
德州南部血液和組織中心
（South Texas Blood and Tissue Center
）全線告急，需要血液和資金募捐。
可 撥 打 電 話 210-731-5590 或 上 其 官
網了解更多信息。
United Way of Greater Houston 接
受在線募捐和短信募捐，所得捐款將
全部用於對此次洪災受損民眾的幫助
及休斯頓的災後重建工作。可短信

各避難所急需各界幫助。
各避難所急需各界幫助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UWFLOOD 至 41444。
AABB 接受血液捐獻，尤其是 O
型 陽 性 血 。 詳 情 可 見 ： http://www.
aabb.org
GoFundMe 專門創建了一個關於
哈維颶風的募捐網頁，鄉村音樂歌手
Chris Young 成為第一位募捐者，捐助
了 10 萬 美 金 。 詳 情 請 見 ： https://
www.gofundme.com/hurricaneharvey
YouCaring 也由休斯頓本地人 J.J.
watt 創立了一個募捐網頁，目標是籌
集 3 百萬美金。截止周二下午 4 點，
已募集到超過兩百萬美金。
Global Giving's 接受在線募捐，所
得資金將會用於此次洪災難民的食物
、燃料、飲用水、庇護所等方面。
網站：https://www.globalgiving.org/
projects/hurricane-harvey-relief-fund/
Airbnb 對那些因颶風在 8 月 23 日
至 9 月 25 日期間入住的民眾免服務
費。網站：https://www.airbnb.com/
disaster/hurricaneharveyevacuees
Catholic Charities 為所有宗教背景
的難民提供食物、衣物、庇護所及

相關服務。
除此之外，您還可以上國家災害
自願者組織（ 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 的 官 網
進行查看，它有官方機構的列表。網
址 ： https://www.nvoad.org/hurricane-harvey
在捐助中，如何避免詐騙？
1. 在進行捐助之前，請一定上網查詢
確認。Charity Navigator 的官網上有一
些非常值得信任的機構。
2. 盡量選擇一些大型慈善機構，對於
不熟悉的小機構，多詢問一些細節問
題，比如機構的地址、電話號碼、募
捐的多少百分比會用於慈善，多少手
續費等。
3. 在谷歌瀏覽器中搜尋機構名字，並
在後面附帶"compaint"或"scam"字眼。
看是否有其他受害者留言。
4. 留好收據。
5. 萬一遭遇詐騙事件，請聯繫聯邦貿
易 委 員 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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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本報訊）哈維颶風自 8 月 25
日開始襲擊德州東南部，帶來的
暴風雨造成超出預計的 800 年一遇
的重大災害。休斯頓數百上千幢
房屋受損，難以計數的汽車被淹
、數十萬家居民陸續斷電，學校
、機構和商舖關閉。整個城市幾
乎陷於癱瘓，據報導截至目前已
超過 30 人遇難。
災難雖無情，人間有大愛。
慈濟人發揮大愛精神在全球同步
支援，德州分會也啟動救災機制
成立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原訂於九月十六、十七日在
休士頓哈比劇院舉行的 『千手牽
手、愛灑美南』慈善音樂會，因
為此次重大的災難，決定停辦。
慈濟德州分會將把所有的人力、
物力都集中在救災及膚慰災民上

。演出的取消，是萬不得已的決
定，此時此刻，讓我們團結一致
，為重建家園而努力。我們懇切
地呼籲大家，發揮愛心，將原票
款轉捐為此次哈維風災的急難救
助基金。若仍希望退還票款，我
們也會立即辦理，請購票者攜帶
票券到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辦理
。敬請蒞臨指導慈濟新聞發佈會
日期：09/01/2017
時間：10:00 AM~11:00 A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會議室
Samantha Wei 曾維真 感恩合十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Administration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Southern Regi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7年年 9 月份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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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 壽星
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
節目觀賞劵。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
Harvey 哈維颶風來襲從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開始, 豪雨持續數 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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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造成低窪地區嚴重淹水,多處道路封閉，
這百年大災重創整個休士頓大都會, 慈濟基金會將積極啟動救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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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原訂的七月吉祥月祈福會取消。
I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9 月 9 日 10
敬請將此緊急通知發佈給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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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
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11 和 12 月暫停辦理換証。還沒有
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I. iPad 和 iPhone 初級基礎班。定於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3
日開班。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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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於 2017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Labor Day Monday, 11:30am
報名繳費。
至 2:30 pm 在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 , Pavilion 6 舉辦的烤肉聚餐
IV. 9 月 9 日星期六,全僑健康日。上午 9:00 僑教中心大禮
大會 因颶風關係將被迫取消。已繳費者請向本會聯絡辦理退費事
堂舉行。心理健康講座和篩檢,免費檢查血糖，血壓, 胆固醇和
宜。
醫師諮詢，為你解答疑問和提供建議。並備有茶點招待。
很抱歉，烤肉聚餐大會被迫取消。希望大家沒有因颶風受到
V. 2017 年 9 月 5 日 星期二、一日遊。已開始接受報名收
損失或傷害。如需要校友會協助之處，請告之。
費。報名請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
祝平安
費。費用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2017 附友會
會長傅鶴山
上午 9:0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9:15 準時出發。上
北一女校友會 會長 鄧曉林
午參觀由雕塑家 Isamu Noguchi 創造卡倫雕塑花園。花園的計

慈濟七月吉祥月祈福會取消
師大附中校友會 北一女校友會聯合通知
取消LaborDayBBQ熊溪湖烤肉聚餐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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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和開着燦爛花而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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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avid Smith 等
藝術家的傑作。
中午中式自助餐後, 參觀休士頓包羅萬有的動物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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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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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強降雨導致德州嚴重洪澇38死經濟損失數千億
洪災後商家哄抬物價 一化工廠發生爆炸多人受傷就醫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熱帶風暴 “哈維”
強降雨導致德州城區及週邊區域嚴重洪澇，風
災至今導致至少 38 人死亡！德州州長阿博特透
露，目前全州有 3 萬 2000 人居住在臨時庇護中
心。知名氣象網站 Accuweather 預測，哈維造成
的經濟損失達 1900 億美元，比卡特里娜的 1600
億美元高，是自 1900 年後全球最昂貴的自然災
害。哈維令休斯頓居民流離失所，災後重建將
會是非常漫長和困難，對於休斯頓不少家庭來
說，重建帶來的更是沉重的經濟負擔。
據報導，“哈維” 颶風區內距休斯頓東側
25 英里於 Crosby 地區的的一座阿科瑪(Arkema)
化工廠，因嚴重淹水，導致電力中斷，連夜發
生 2 次爆炸，官員 31 日已要求工廠週邊地區的
的里內的居民撤離家園。這家化工廠屬於法國
Arkema 集團，目前爆炸引發的火災已被撲滅。
早在工廠發生爆炸前，當地警方已經強制疏散
包括該工廠及週邊的居民。該工廠是法國化學
品生產企業阿科瑪集團在美國的生產基地之一
。該企業發言人表示，由於受災，工廠沒辦法
阻止化學品發生爆炸。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洪災
斷電導致低溫設備無法運行，該設備內存儲的
有機過氧化物遇常溫發生爆炸。 3 天前，公司
行政總裁理查德羅週三警告，工場無可避免會
爆炸，因為工場史無前例地淹水，到了上週日
廠房內的水位上升了 6 米，連後備電源亦失靈，
工場內的化學物無法雪藏，因此無法避免工場

爆炸，因為冷卻系統停止運
作，公司無法阻止爆炸的發
生。目擊者稱工廠廠區，冒
出黑煙進入該區域的 15 名救
災警員，副警長在吸入爆炸
形成的煙霧後被送入醫院。
另有 9 人自行前往醫院採取
醫療預防措施。美國聯邦緊
急事故管理總署（FEMA）
Crosby 地區的的一座 阿科瑪 (Arkema) 化工廠
化工廠，
，因嚴重淹水
因嚴重淹水，
，導致
署長今天表示，德州阿科瑪
電力中斷，
電力中斷
，連夜發生 2 次爆炸
次爆炸，
，官員 31 日已要求工廠周邊地區的的
淹水的化工廠爆炸產生的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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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內的居民撤離家園
。
「極度危險」。
隨之嚴重洪災，出現哄抬物價的行為。德 的一家 Best Western 酒店被指在風暴來臨時將
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表示，截至當地時間 房間價格提升了 3 倍。 Best Western 酒店集團隨
29 日下午，德州州檢察官辦公室已經收到超過 後表示，公司將立即終止與涉事酒店的連鎖關
600 起的投訴，這些投訴大部分集中在飲用水、 係。此外，一位德州女性爆料當地一處加油站
汽油、食物、旅館住宿。哄抬物價是非法行為 的兩箱啤酒竟然賣到了 70 美元。
有人卻在“哈維” 颶風在德州造成巨大人
，總檢察長有權力指控任何災後哄抬物價的商
家。在德州，哄抬物價的行為可最高面臨 2 萬美 命與財產損傷時，假冒美國政府官員趁火打劫
元的罸款，如果受害消費者的年齡在 65 歲以上 。據報導，美國國土安全調查處(HIS)發出警告
，罸款將可能高達 25 萬美元。帕克斯頓說： 聲稱，休斯頓傳出多起居民遭假官員要求撤離
“我們看到有一箱水賣到 99 美元的情況，也發 ，結果住家在空無一人的狀況下遭打劫事件。
現油價飆漲到了 8.76 美元一加侖，還有酒店的 聲明中寫著：“真正的國土安全調查處人員會
價格翻了 6 到 7 倍。”他敦促消費者一旦發現這 攜帶徽章，上面寫著'特殊幹員'，民眾可要求查
類違法行為，應該立即致電總檢察長辦公室舉 驗。”休斯頓市府也向居民廣發通知，強調若
報。他說：“如果你將價格提高了超過 10%， 有任何人員前來敲門要求撤離，一定要先檢查
我們會就此調查。” 據報導，Corpus Christi 市 其攜帶徽章及相關證明。 29 日晚上，休斯頓市

哈維颶風水患賑災
四級颶風哈維(Harvey) 登陸後,
龍捲風肆虐, 強降雨造成德州近千
年一遇的嚴重水患, 近 1 週內,60 吋
大雨淹沒街道房屋, 造成近 30 多人
死亡,3 萬人以上流離失所,損失近百

億美元。
休士頓
基督徒及
各教會本
於基督救人及慈愛精神, 特由光鹽
社,休士頓華人教牧同工團契,聯合發
起賑災募款。所募善款將全部用於
賑災行動，協助災民重建家園。賑
災委員會將統籌處理捐款與賑災事

宜，後續會向大眾報告善款用途。
賬災善款支票抬頭請寫”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註 明 “Harvey Relief Fund”, 支票請寄“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捐款收據可依法作抵稅之
用 。 如 有 詢 問, 請 電:
(713)-988-4724。
謝謝您的愛心支持！

德克薩斯州房地產協會為哈維颶風受害者提供幫助
2017年9月25日之前 申請人請填寫申請表

隨之嚴重洪災 ， 出現哄抬物價的行為
隨之嚴重洪災，
出現哄抬物價的行為，
，
Exxon 油價飆漲到了 8.76 美元一加侖
美元一加侖。
。
長宣佈，為了防止盜賊趁亂打劫，將從半夜到
第二天凌晨五點施行宵禁。市警局稱，至少有
14 人因為趁亂打劫被逮捕，有的是在洪災區盜
車，有的是偷砸搶劫。德州法律規定，如果在
緊急災難期間，對受災地區的社區居民施行搶
劫、攻擊、偷竊等犯罪行為，將會對犯罪分子
加重量刑。搶劫犯可能都要面臨終身監禁的懲
罰。

「愛心組織」 緊急通知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原訂於今，明兩天舉行的年度學用品包裝和發
放活動，因受哈維颶風影響，原訂舉行地點的 William Sutton 小學今，明兩天
仍將繼續放假，因此，愛心組織 C.A.R.E. 於昨天發出緊急通知---- 所有愛心
組織學用品包裝和配送項目一切暫停，另待開學後再正式發！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德克薩斯州的自然災害遭受損失的人們設立了救濟基
金。 本申請適用於（i）由於 2017 年 8 月 25 日開始的惡劣天氣和淹水事件而遭受
財產損失或（ii）已經由於哈維颶風造成洪水的到來而撤離家園（暫時或永久性
）的個人。救濟援助有限， 每位申請人最多為 1,000 美元，僅限於參與當地房地
產協會和州長宣布發生災害狀態州的管轄範圍內。 要申請協助，請完整填寫此
表格，並附上所需的文件。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可致電 800-873-9155 或發郵件
至 disasterrelief@texasrealtors.com。 申請截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如果申請
人不對每個問題做出回應或不提供所需的支持文件的申請人將不被予考慮救濟援
助。請參考以下鏈接填寫申請表。https://www.surveymonkey.com/r/BRH3BPK

休城社區

百廢待興 災後注意事項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哈維颶風肆虐之後，面對大地被橫掃後
淹水之後的清潔工作，可依照三步驟來進行：先清除、
的滿目瘡痍、斷枝殘骸、以及滿地的泥濘，這些都不是一下子就 再清潔、三消毒。水災退後，先將垃圾清除，如果地面垃圾
能恢復的，不要急欲完成清掃而把自己累著，也勿心生煩惱。畢 量大，盡量使用耙子、掃把，減少手受傷的機會。然後，用
竟，能安全地活著，就是最大的資本。民眾不妨先把需要做的事 小蘇打清潔液或是肥皂水刷洗，再來是用漂白水進行消毒工
項一一列出來，然後標出優先順序，把重要的先處理好。
作。
靜下心來
經常與食物接觸的地方要特別注意，像是檯面、桌面、
平日順當的日子過的悠哉悠哉，一旦面對大型的天災之後， 廚房餐具架、儲存食物架、冰箱，以及孩子平時玩耍的地方
帶來諸多需要處理的事項，最重要的便是靜下心來，逐一的安排 ，都要格外清潔。對於木質地板或家具，泡水之後必須清潔
、打理，包括飲用水、保險、環境衛生、清潔、以及民生物資的 ，然後徹底擦乾，再用除濕機把木質之內的水分蒸發出來，
補給等等，完成的打個勾，就知道整體完成的程度有多少。您會 完全乾燥後，做去黴處理，並在表面塗上木頭漆維持原本的
發現，一旦靜下來，辦起事情來會非常有效率。
色澤。如果泡水面積相當大，建議請專業公司處理。若有地
確保飲用水的乾淨
毯泡水，要先確定材質是否適合水洗，亦可考慮找專業地毯
災後最優先的，是喝的水一定要確保清潔，最好充分煮沸殺 公司的人來處理。
菌，水煮滾後再繼續多煮幾分鐘。
飲食衛生&廚房清潔
檢視災害損失狀況
當洪水消退以後，大家更應留心飲食與環境衛生，免得
若要檢視災損情況，請在天氣比較穩定之後，才檢查家裡和 在水患之後，又因為細菌病媒的滋生，而危害家人的健康。
營業場所的周圍環境。有買保險的民眾要聯絡保險公司，同時要
提醒讀者們在回到家後先洗手，煮菜之前、用餐之前也
拍照、做紀錄。如果有發現掉落、搖搖欲墜或是從外飛來的雜物 都養成洗手的習慣，減少病從口入的風險。如果有受到水淹
，可移除與清理，避免之後突然掉下來傷到人。
過的用具，如菜刀、砧板、鍋子、盤子、碗筷、容器等，可
如果附近有看到斷落的電線，應盡快通知電力公司。回家檢 用以下的清潔方式消毒，然後才使用。泡過水、或者因停電
查時，確定電路是乾燥的，不會有導電危險，才可以打開電燈， 而解凍太久的食物就不要再用了，這段期間儘量不要生吃食
最好先用手電筒。當檢查房屋架構時，若發現瓦斯管線有損壞， 物，煮熟的食物會比較安全。
應輕輕把門窗打開，盡快離開，並通知瓦斯公司。如果地下室有 漂白水消毒法
積水，應盡快抽乾，保持乾燥。
廚房用具及餐具之消毒，可用每 10 公升水中加入 40㏄
確認交通路線安全
的一般家用漂白水（含氯量約 5﹪），將餐具浸泡約半小時
颶風之後，休斯頓多處淹水，許多地方無法通行。如果需要 。
出門辦事，務必先確認有足夠的汽油，並且查詢路線，在 Google
室內環境的消毒，包括所有地面、牆壁、廚房、廁所、
地圖上，紅色路線的地方表示積水，有紅色圈中間一橫白線則表 浴室及臥室打掃乾淨後，可用每 10 公升水中加入 100㏄的一般家
示路不通，確定路線通暢才出發。
用漂白水，以含 500ppm 的漂白水刷洗消毒。
確保安全與環境清潔
戶外庭院、水溝等環境的消毒，先清除雜物與積水，然後可用每
要提醒讀者，在清掃家園的時候，必須要做好自身安全的防 10 公升水中加入 200㏄漂白水，噴灑於環境之中，注意不要噴到
護，有可能在看不見的爛泥裡，或是某個角落之中，暗藏著碎玻 自己的皮膚或眼睛。
璃或者是尖銳物，因此，整理時一定要戴手套、穿厚雨鞋，兩者 熱水消毒法
都是必備品，如果需要清理的範圍很大，也可以考慮找專業的清
像衣服、床單、枕頭布、毛巾、抹布等，清洗後，可用煮沸
理公司來協助。
的沸水，煮 5 分鐘以上消毒。餐具則煮一分鐘以上消毒。

災後房屋保險理賠範圍有哪些?
木質地板遭受水淹應如何處理?
(本報訊) 哈維颶風橫掃之後，部
分民眾的房屋不幸遭受洪水損害，那
麼，房屋保險理賠範圍有哪些呢？精
通保險的盧雪萍顧問為民眾提供經驗
與資訊，以幫助大家度過這個難關。

，水險是獨立的保單
，若您只有買一份保
單，很有可能不包括
水險。這次災難，很
多房屋是在水險理賠
的範圍中，若沒有買
盧雪萍表示，因火災引發的損失
水險，那就只有自理了。
由火險賠償，因風災引發的損失由風
無論如何，災後要盡快處理房屋
險賠償，因洪水災引發的損失由水險
受損的部位，把經濟損失降到最低的
理賠。
居家保險大部分是風火險一起保 可能。盧雪萍建議，若是有木質地板
遭受淹水的情況，要盡快把地板起下

小蘇打粉清潔法
小蘇打粉與水混合後，會產生二氧化碳，發泡特性可以溶解
汙垢，呈弱鹼性，能自然分 解，也不會污染環境。若不想用化
學清潔劑，怕化學殘留會造成人體負擔，可以試試小蘇打粉，俗
稱 「萬用寶」。沾取小蘇打粉刷洗於汙染處，可清除髒汙帶走污
垢。
處理垃圾
最好將容易腐敗、發臭的垃圾與其他大型廢棄物分開處理。

來，把底下一層去掉，以防止潮濕生
mold (黴菌的繁殖)，清洗乾淨之後，
風乾，然後再用去黴的藥處理。對于
牆腳受洪水浸泡，也要清潔好，同樣
要做 mold 處理，以免造成更大的經濟
損失。若是不處理好 mold，會對自己
及家人的健康帶來不利，未來即使要
賣房子，也沒人買。
這些都可以做記錄、拍照，以便
明年向地稅局緩增加地產市價，從而
減少稅交。

若有水災保單，也要記錄、拍照
，以便提交理賠單。以現在的天氣，
被水淹過的木質房子很容易發 mold，
若等到發生 mold，保險公司不會理賠
，因為很多保單中沒有 mold 的理賠範
圍，除非你有加買。
相關問題可洽盧雪萍商業事務所
， 電 話 281-798-4318， 地 址 1175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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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講座改期
(本報訊)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講座
由於 Harvey 原因，講座改期到 9 月 23
號 ， 週 六 ， 10am-12pm。 地 址 仍 在
AIG 會議室。
大水無情，人有情。
五百年一遇的 Harvey 總算過去了
！在空前的災難面前，大德州大休斯
敦地區的萬千人民，積極互助，克服
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和挑戰。
從救人，互助，到颶風過去以後
的家園重建，每一個時刻我們休斯敦
地區的華人朋友們，都心連在一起，

攜手面對困難！
這次天災，萬幸的是人民生命沒
有受到嚴重的傷害！對不幸遇難的朋
友極其家人，我們表示最誠摯的慰問
。同時，為了幫助廣大朋友更多了解
個人的人身保障及家庭的財富保護，
我們原定 9 月 2 號的家庭財富保障和規
劃的免費講座，改期到 9 月 23 號，週
六，上午 10am - 12pm 。地點仍舊是
AIG 會 議 室 。 10111 Richmond Ave.,
二樓 AIG。
歡迎大家前來參加聆聽。

祝福所有的朋友都順利完成家園
的災後重建。祈禱災難從此遠離。
講座：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
時間：9 月 23 日，週六，10am 12pm
地點：AIG 會議室。10111 Richmond Ave., Houston, 77042
Westchase Corporate Center 二樓
特邀嘉賓：譚秋晴
聯 繫 人 ： 黃 晉 ， 517-303-0618
（ 手 機 ） ， smellypiggy ( 微 信 ） jin.
huang1@aig.com (email)

天后廟盂蘭盆超度法會改期

長榮航空重要訊息

（本報訊）天后廟
為七月盂蘭盆超度法
會將改至下星期，即
西 曆 9/8， 9， 10， 三
日、即星期五，六，
日，請將此訊息轉告
大家身邊的家人及朋
友，希望大家屆時蒞
臨共襄善舉，除了為
過往祖先祈福也為祈
求世界和平，風調雨
順，健康平安，順利
如意、多謝大家！

（本報訊）因美國德州地區受颶風影響，本公司 8 月 27
、28、29、30、31 日與 9 月 1 日飛往休士頓 BR52/BR51 航
班取消，請旅客前往機場前，隨時查閱長榮航空網站之班
機實際到離，並利用班機到離簡訊提醒服務取得最新航班
消息。

台灣傳奇週日舉行飛龍點睛
龍舟隊 舞龍隊集訓啟動
（ 本報訊）台灣傳奇旗下新成軍的舞龍隊
，將改在九月十日中午十二時舉行點睛儀式，
這項別出心裁的點睛活動將有許多令人大開眼
界的程序，為舞龍隊訓練展開序幕。
台灣傳奇擁有龍舟隊和舞龍隊，今年集訓

自上週六陸續展
開，當天開始的
是龍舟隊的划船
訓練，擁有兩屆銀牌頭銜的台灣傳奇龍舟隊，
報名參加是男女混合隊，在氣溫高達近一百 度
的天氣下展開訓練，部份選手具有兩年的比賽
經驗，新加入的選手都是年輕好體力的人選。
在有經驗的選手帶動下，訓練一開始就展現出

整齊畫一的特性。今年的國際龍舟節龍舟大賽
將於十月七日在糖城舉行，是糖城地方的一大
盛事，賽事共計兩天。
台灣傳奇以發揚傳統中華文化為宗旨，兩
年前組成龍舟隊，參與源自中國悠久的民間體
育活動。會長金俊家表示，台灣傳奇以在地生
根的特性，與社區結合，選手族裔與休士頓生
態一致，不僅限於華裔，也有其他族裔，今年

有來自印度的選手，去年有印度裔和美籍人士
。經過兩個月的培訓，從培養出參賽默契進而
結為好友。今年又組成舞龍隊，再度以獨 特的
中華文化與本地社區交流。
點睛儀式將改在九月十日中午十二時週日
，地點在糖城 Hyatt Place, 16730 Creekbend Dr.
Sugar Land TX 77478

休城工商

風災後房屋重建

「 美聯建築
美聯建築」」 為您爭取最大的利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士頓有 二十多年歷史
的 「岑氏保險」，專營房屋保險、汽車保險、商業保
險及醫療/ 人壽保險，近年來，又成立 「美聯混凝土
」 及 「美聯建築 」 公司。
由於他們在 「保險」 方面的豐富經驗，凡受哈維
Harvey 風災影響的屋主，都可來找他們。他們將為您

免費估價，向保險公司索賠，行動迅速，在最短的時
間內，為您爭取最大的利益。
「美聯建築 」 位於中國城， 「美南銀行 」 隔壁
，地址：9515 Bellaire Blvd. Ste C,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868-1090

哈維颶風水患賑災
（ 本報訊） 四級颶風哈維(Harvey) 登陸後,龍捲風肆虐, 強降雨造成德
州近千年一遇的嚴重水患, 近 1 週內,60 吋大雨淹沒街道房屋, 造成近 30 多
人死亡,3 萬人以上流離失所,損失近百億美元。
休士頓基督徒及各教會本於基督救人及慈愛精神, 特由光鹽社,休士頓
華人教牧同工團契,聯合發起賑災募款。所募善款將全部用於賑災行動，
協助災民重建家園。賑災委員會將統籌處理捐款與賑災事宜，後續會向
大眾報告善款用途。
賬災善款支票抬頭請寫”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註明“Harvey
Relief Fund”, 支票請寄“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 捐款收據可依法作抵稅之用。如有詢問, 請電: (713)-988-4724。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古巴海陸空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古巴海陸空77 天豪華遊行團
休斯頓直飛哈瓦那，
休斯頓直飛哈瓦那
，回程經紐約回休斯頓機票
回程經紐約回休斯頓機票：
： $500 - $650
$650
（ 本報訊
）王朝旅遊
，作為您的
皇牌旅遊專
家，這一次
為您推薦古
巴海陸空深
度７天豪華
遊。
古巴，作為
美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充滿神秘的國, 就讓我們王朝
旅遊帶您去揭開古巴的神秘面紗。
古巴共和國位於加勒比海的西部，夾在南北美洲之間，墨
西哥灣的入口處。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風情萬種的絕
美景色，除了殖民風格的城市建築，繁茂的生態與自然風光也
讓這個加勒比海上的美麗國度變得更加迷人。當然，更吸引我
們的，還是這個國家本身。作為美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古
巴人天性快樂，充滿能歌善舞的氣氛. 關於這個國家，有必要
講述的故事太多，而認識它、解讀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親眼
看看！
古巴，這裡有最著名的煙草產地——比那爾德里奧，這裡
有最受歡迎的海灘——巴拉德羅海灘，這裡還有賦予大文豪海

騰龍教育學院

共同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光

（ 本報訊） 過去一周大休斯頓地區由於“哈
維”颶風影響遭受了百年難遇的洪水災害，許多家
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和心理傷害。
天災無情，共度難關。騰龍教育學院將和受災
家庭攜手共進，共同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光。為了讓
孩子們早日恢復到正常的學習生活中來，決定如下
：

明威寫作靈感
的咖啡室及酒
吧……進入古巴，走在街上，隨處可見的便是老爺車，街景大
部分都是 500 年前古色古香的街道和建築，極具特色，街邊油
畫更是一絕，連教堂都像是油畫裡的一樣。旅遊期間，我們將
安排大家參觀遊覽西部有“世外桃源”美譽，人稱古巴“小桂
林”的雲尼斯山谷，一睹當地古巴三大奇景之巨型石壁畫。在
神秘的印第安地下海，乘船進入地下山洞，尋找瑪雅文化遺跡
，為您揭開古巴印第安人的神秘面紗。首都哈瓦那市區觀光，
舊城將去古城堡、大教堂、博物館、哈瓦那國際名人堂等，新
城教堂、革命廣場、哈瓦那大學、古巴國會大樓、歌劇院及充
滿西班牙色彩的街道。到了珊瑚島，我們將一起遊艇出海，探
索水晶洞的千奇百怪，晶瑩剔透的鐘乳石盡入眼簾，絕對令您
大開眼界！
我們這一趟古巴之旅的重中之重就是浪漫的巴拉德羅環島
一日遊，盡情享受世界著名海灘的水清沙幼、碧海藍天，陽光
與海灘，浪漫激情的一天。午後，我們還將乘坐雙層巴士環島
遊，參觀跳蚤市場，並且去巴拉德羅最大的購物商場購買各式
各樣的手工藝品，價廉物美！行程過程當中，我們還將為大家
提供古巴本地豬土法烤製的“烤豬宴”。古巴，隨處可見殖民
建築與老城區，渚清沙白的無際海岸線，耳邊縈繞著奔放的拉
丁音樂，空氣裡瀰漫著雪茄的味道，酒杯中折射著不同的光彩

1, 如果天氣情況穩定，騰龍幼兒園,課後
班及週末中文學校將於 9/1，9/2（週五，
週六）兩天免費開放（自備午餐), 讓家長
們騰出手來重建家園。歡迎非騰龍學生免
費加入。
2, 騰龍週末中文學校將於 9/3 號正式開學
。
3，根據 FBISD 規定，9/4 Labor day 學校放假
。
9/5-9/8，騰龍對部分受災嚴重未能如期開學
的學生上午免費開放, 自備午餐。
4,對於課後班及幼兒園此週所缺課程將在未來
的節假日中補課。

。古巴，還能讓我們看到更多，豐富的動植物，神奇的地貌，
陌生的種植園以及記載著古巴歷史的博物館，這個神奇又充滿
魅力的國家，正等待著您的探索與發掘！預知詳情，請聯繫王
朝旅遊。
行程包括：
雲尼斯山谷-巨型石壁畫
哈瓦那古城區,古城堡, 手工製作雪茄, 朗姆酒,總統府, 海
明威的酒吧, 唐人街, 革命廣場.
華倫迪勞環島遊
加勒比海遨遊之旅(豪華遊艇) +古典蒙坦沙市+璀璨水晶
洞穴 + 睡美人山
關瑪濕地豪情一日遊 (Guama) (增遊美人魚灣)
我們也有全年常規團，全年每週三、六、日出發，$1668
（不包含門票和小費）
若要報名，請與王朝旅遊聯絡。
王朝旅遊: 中國城 精英廣場內, 敦煌廣場側. 百利大道 大
通銀行後面 地舖#A14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電話: 713-981-8868
Wechat: aat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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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風雨同舟
風雨同舟，，實現大愛
圖為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 成員與救
援物資合影於 ITC 救災中心
救災中心。（
。（ 前排
右五 ） 為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與廖船
長（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劉三姐
劉三姐（
（ 前排左五
） 合影
合影。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最早發起的四位義工廖船
長（ 廖躍青
廖躍青）（
）（ 右二
右二）
），
劉三姐（
劉三姐
（ 左一
左一），
），趙軍民
趙軍民
（ 左二 ），孫緒金（ 右
一 ） 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攝。

圖為義工們在美南新聞國
際貿易中心的救災中心合
影。

劉三姐載運來的臨
盆必需品。
盆必需品
。

義工們搬運救災物資
到 ITC 救災中心
救災中心。
。

圖為 「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
發起人之一劉三姐（
發起人之一劉三姐
（ 張寶珍
）（ 左一
左一），
），與救起的受災
與救起的受災
孕婦（
孕婦
（ 右二 ） 及其父母
及其父母（
（
左二，
左二
，右一 ） 在收容他們暫
住的廖船長（
住的廖船長
（ 廖躍青 ）家。

救援隊劉
三 姐 （
左 ） 與
女兒送物
資到即將
臨盆的受
災孕婦住
處廖船長
家來。
家來
。

劉三姐（
劉三姐
（ 左一 ） 救出的受災孕婦
救出的受災孕婦（
（ 左二 ） 及
其父母。
其父母。

休城讀圖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溫馨舉行
2017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賴忠智牧師用音樂分享他台灣歌
謠感人的故事。
謠感人的故事
。

陳秋喜老師領唱美國國歌及院歌.8 月
陳秋喜老師領唱美國國歌及院歌.
25 日清晨陳秋喜老師受邀回台參加
日清晨陳秋喜老師受邀回台參加[[
僑委會 106 年海外台語教師研習會
年海外台語教師研習會].
].

冬聰凜牧師作開會禱告，休士頓台灣
冬聰凜牧師作開會禱告，
松年學院林得勝學聯長致歡迎詞。
松年學院林得勝學聯長致歡迎詞
。

游雲真老師司會。
游雲真老師司會
。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王貞慧副董事長於 8 月 24 日在
2017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敲鐘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敲鐘。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董事長、休士頓 106 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主
董事長、
委陳美芬致詞，
委陳美芬致詞
， 9 月 16 日 ( 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 7 時
至下午 9 時, 在 Stafford Center[九天民俗技藝
Center[ 九天民俗技藝
團],
],以道地原味的民俗技藝結合台灣舞蹈
以道地原味的民俗技藝結合台灣舞蹈、
、
特技、
特技
、雜耍等多項演出
雜耍等多項演出,,歡迎觀賞
歡迎觀賞,,讓我們共
同攜手歡慶國慶。
同攜手歡慶國慶
。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王貞慧副董事長 、 何益民副院長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王貞慧副董事長、
何益民副院長、
、 林得勝
學聯長、
學聯長
、學員們
學員們,,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周建佑會長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周建佑會長、
、休士頓台灣清
閒俱樂部黃榮富會長於 8 月 24 日參加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溫馨
舉行 2017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致詞,2017 年募款音樂會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致詞,
年募款音樂會[[秋
藝琴聲],
藝琴聲
],將於
將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
星期五))下午 7 時在 HBU Belin Chapel
舉行。
舉行
。 學院創校至今年秋季學期進入第 15 年, 感謝大家關心
與支持。
與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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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Link Trade With North Korea, China Tells U.S.

Korea Tensions Ease Slightly As
U.S. Officials Play Down War Risk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respective sides of the heavily militarised border.
Trump has urged China, the North’s main ally and trading partner, to do more to rein in its neighbour, often linking Beijing’s
efforts to comments around U.S.-China trade. China strenuously
rejects linking the two issues.
Trump will issue an order later on Monday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investigate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that force U.S. firms operating in China to tur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id on Satur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that
Beijing has said many times the essence of China-U.S. trade and
business ties is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there is no future in any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and North Korea leader
Kim Jong-Un (right)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eased slightly on Monday as
South Korea’s president said resolving Pyongyang’s nuclear ambitions must be done peacefully and key U.S. officials played
down the risk of an imminent war with North Korea.
Concern that North Korea is close to achieving its goal of putting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within range of a nuclear weapon has
underpinned a spike in tensions in recent month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rned at the weekend that the
U.S. military was “ locked and loaded “ if North Korea acted unwisely after threatening last week to land missiles near the U.S.
Pacific territory of Guam.
“There must be no more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atever
ups and downs we fac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situation must
be resolved peacefully,”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told a regular meeting with senior aides and advisers.
“I am certa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spon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lmly and responsibly in a stance that is equal to ours,” he
said.
While backing Trump’s tough talk, U.S. officials including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played down the risk on
Sunday of the rhetoric escalating into conflict.

actual military conflict.
Suh again highlighted doubts about North Korea’s claims about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do not believe North
Korea has yet completely gained re-entry technology in material
engineering terms,” Suh said in remarks televised on Sunday for
a 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 s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remain technically still at war
with North Korea after the 1950-53 Korean conflict ended with a
truce, not a peace treaty.
Tension in the region has risen since North Korea carried out
two nuclear bomb tests last year and two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in July, tests that the North often conducts to
coincide with important national dat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the plenary session at the G20 Summit on July 7, 2017 in
Hamburg, Germany.
Tuesday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Japan’s expulsion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a rare holiday celebrated by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Moon and Kim, who has not been seen publicly
for several days, are both expected to make addresses on their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and trade and business issues are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from each other,” Hua added. “On these
two issu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and increase cooperation. Using one issue as a tool for exerting
pressure on another is clearly inappropriate.”
China’s Commerce Ministry issued an order on Monday banning
imports of coal, iron ore, lead concentrates and ore, lead and sea
food from North Korea, effective from Tuesday.
The move followed the announcement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earlier this month which have to be
enforced within 30 days by member-states.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Joseph Dunford told South
Korea’s Moon in a meeting on Monday that U.S. military options
being prepared against North Korea would be for when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sanctions failed, according to Moon’s office.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A ballistic rocket is test-fired through a precision
control guidance system in this undated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May 30, 2017.
“I think we’re not closer to war than a week ago, but we are
closer to war than we were a decade ago,” McMaster told ABC
News’ “This Week”.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 Mike Pompeo sai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might well conduct another
missile test but talk of being on the cusp of a nuclear war was
overstating the risk.
“I’ve seen no intelligence that would indicate that we’re in that
place today,” Pompeo told “Fox News Sunday”.
World stocks rallied on Monday as investors took heart from the
less bellicose rhetoric.
However, North Korea reiterated its threats, with its official
KCNA news agency saying “war cannot be blocked by any power if sparks fly due to a small, random incident that was unintentional”.
“Any second Korean War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spread
into a nuclear war,” it said in a commentary on Monday.

Missile Doubts
South Korean Vice Defence Minister Suh Choo-suk agreed
North Korea was likely to continue provocations, including nuclear tests, but did not see a big risk of the North engaging i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the plenary session at the G20 Summit on July 7, 2017 in Hamburg, Germany.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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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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