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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LA SORELLA
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
各類商品零售&批發 大減價﹗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am - 9pm
週日﹕12pm - 6pm

電話﹕832-426-3888
地址﹕100 SHARPSTOWN CENTE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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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至至2020世紀俄羅斯帝國珍品展世紀俄羅斯帝國珍品展””廣州開展廣州開展

由俄羅斯國立歷史博物館和廣東省博物館聯合推出“黃金時代——18至20世紀俄
羅斯帝國珍品展”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302件（套）文物向市民展現18至20世紀俄羅
斯的歷史、信仰、藝術與生活。 埃及法尤姆埃及法尤姆““鯨魚谷鯨魚谷””

沙漠深處的古鯨博物館沙漠深處的古鯨博物館

這是這是 99月月 2727 日在埃日在埃
及法尤姆省及法尤姆省““鯨魚谷鯨魚谷””拍拍
攝的古鯨類化石攝的古鯨類化石。“。“鯨魚鯨魚
谷谷””位於埃及南部法尤姆位於埃及南部法尤姆
省的沙漠深處省的沙漠深處。。這裏這裏
44000000 萬年前是壹片汪萬年前是壹片汪
洋洋，，如今是壹座博物館如今是壹座博物館，，
展有許多古鯨類化石展有許多古鯨類化石。。
““鯨魚谷鯨魚谷””於於 20052005 年年 77
月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保月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保
護名錄護名錄，，成為埃及第壹處成為埃及第壹處
世界自然遺產世界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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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沒證據指賭城血案與恐怖主義有關

（綜合報導）川普總統今天前往拉斯維加斯探視美國近代史
上最慘重槍擊案的倖存者，並宣布 「舉國哀悼」。

這次槍擊慘案造成58人喪生和500多人受傷，川普探視倖存
者和第一時間出動人員，讚許 「用身體（擋下子彈）保護所愛的
人」的父母和配偶。

川普前往拉斯維加斯警察局指揮中心（Las Vegas Police De-
partment Command Center）和當地的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探視皮特森（Tyler Peterson）警官等人，皮特森
在回應槍擊時受傷。

他說： 「未來幾個月，我們都將與本週稍早發生的恐怖事件
搏鬥，但我們將一起努力度過。」

空軍一號飛抵麥卡倫國際機場（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

port）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傳
訊槍手裴德克（Stephen Paddock）的女
友丹利（Marilou Danley）以尋找犯案線
索。

62歲的丹利昨晚自菲律賓回到美國
，接受FBI探員訊問。

美國媒體報導，儘管 FBI 急於向她
問話，但她目前並未遭受羈押，她被調
查人員列為 「嫌疑人」（person of in-
terest），可以自由前往想要去之處。

丹利是澳洲公民，20年前即移居美國，在賭城大道上工作，
裴德克行凶時她不在美國國內。

調查人員正就丹利在菲律賓時、裴德克匯給她10萬美元的
傳聞展開調查。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5 日表
示，伊朗 「沒有符合（核武）協議的精
神」。川普15日將告知國會伊朗是否遵
守2015年的核武協議，以作為國會是否
對伊朗祭出制裁的參考。根據川普的發
言，美國可能對伊朗做出制裁，並導致
防止伊朗繼續發展核武的協議形同具文
。

川普 5 日表示， 「伊朗政權支持恐
怖主義，並把暴力和動亂散播到整個中
東，…所以我們必須中止伊朗持續不斷
的進逼和核武野心。」美國媒體早先即
報導，川普可能在 15 日之前發言抨擊

2015年的伊朗核武協議。《華盛頓郵報
》報導，川普或許不會完全廢止伊朗核
武協議，但可能打算做出修正。

美國若對伊朗做出制裁，可能導致
伊朗不滿，並拒絕遵守核武協議的規範
，這可能導致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人員無
法再進入伊朗的核設施，監督協議的落
實情況，伊朗將可大膽發展核武。

協議規定，若伊朗切實可信地遵守
協議規定的各項義務，美國、歐盟和聯
合國安理會必須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一
旦美國祭出制裁，將讓伊朗有理由宣布
廢除核武協議。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探員今天在
記者會上表示，現階段沒證
據顯示，本週拉斯維加斯重
大槍擊案是恐怖主義攻擊行
動。

路透社報導，負責本案
的FBI特別探員勞史（Aar-
on Rouse）也表示，聯邦當
局已經訊問賭城血案槍手的
女友，目前沒有人因疑似共
犯而遭到拘禁。

法新社報導，聯邦參議
院 情 報 委 員 會 主 席 柏 爾
（Richard Burr）今天表示
，賭城重大槍擊案似乎沒有
和 「恐怖主義有關連」，同

時一名FBI官員也表示，目
前凶手動機仍不明

柏爾並未進一步說明，
但他的說法呼應FBI的調查
。

柏爾說： 「現在我可以
欣慰的說，本案似乎和恐怖
主義沒有關連。」

極 端 組 織 伊 斯 蘭 國
（Islamic State）聲稱，賭城
血案槍手裴德克（Stephen
Paddock）是伊斯蘭國戰士
，最近改信伊斯蘭教。

美國當局質疑伊斯蘭國
的說法。本案FBI特別探員
勞史表示，調查人員未發現
能證明相互關連的證據。

FBI 副 局 長 麥 凱 比
（Andrew McCabe）今天告
訴CNBC ，1日晚間致命槍
擊案的凶手動機迄今不明。

「這位和我們過去處理
的很多人有點不同，我們沒
有任何立即可取得的指紋，
可辨識槍手的意識形態、動
機，或是什麼原因驅使他犯
案。」

麥凱比在劍橋網路峰會
（Cambridge Cyber Summit
）場邊告訴記者： 「我們正
在拉斯維加斯和其他很多地
方努力，將追查到底。」

川普：伊朗沒有符合 「核武協議」的精神

（綜合報導）大陸與美國之間的執法及網路安全
對話於美國時間4日登場，這是今年4月習近平與川
普首次見面後雙方建立的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之一，
也是最晚進行的一個，這四次涵蓋雙邊關係對話的舉
行，充分顯示陸美之間雖然在各方面競爭，但卻不斷
對話溝通，因此雙方不致走入 「修昔底德陷阱」。

習近平年初訪問美國，在佛羅里達海湖莊園和川
普達成建立雙邊對話機制，在雙方最高級別行政結構
下，進行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社會和人文
對話、執法及網路安全對話四個對話機制。這樣的談
判制度安排，涵蓋了雙方關切的外交，安全，經濟，
社會，人文，執法，網路等各個層面，有助於北京和
華盛頓在雙方關切的重大領域上了解對方的真實想法
和做法，避免誤會而引起的誤判甚至對抗。

實際上，中美雙方最高層行政單位持續對話協調
，就是雙方展現了要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的決心。
顯示雙方都有意保持溝通協調，維持穩定的關係。讓
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能避開因為不可調和的矛盾而
引發戰爭。

川普在選前曾一再批評大陸，甚至還公然質疑一
個中國政策，開啟了美國總統當選人和總統蔡英文的
「英川通話」。一時之間，雙方關係似乎充滿了不確

定。不過，川普正式上任後，逐漸向穩定中美關係的
常態回歸。原因就在於川普深刻的體認到 「合則兩利
，鬥則俱傷」的道理。這也是川普至今仍沒開啟中美
貿易大戰的最主要原因。

美國國務卿提勒森6月14日曾說過去50年美中之
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由 「一中政策」來界定，使得區域
得以維持50年的穩定並避免衝突的發生，大家也都
能從經濟成長中獲利。他說，現正討論未來50年雙
方如何保持關係穩定、避免衝突，因此 「川普政府正
在與中國就未來50年美中關係的樣貌進行討論」。8
月1日他進一步說過去政策的成功須持續，但情況已
改變，僅靠過去的政策不足夠，所以雙方正努力尋求
找到對雙方都好的方案解決歧見。

過往大陸曾主動提出要和美國建立 「新型大國關
係」，被美國冷處理，如今提勒森說的，卻根本是把
陸方的主張換個名稱而已，之所以由被動為主動，是
因為美國學界預測最遲2025年以前大陸名目GDP和
綜合國力即將超越美國，美國必須提早面對與這樣一
個大國共處的課題。

中美經貿合作和競爭共存，大陸是美國最大債權
國也日益變成美國農產品、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國，雙
方掀貿易大戰不可想像。

另外，在安全領域，自有核子武器以來，還不曾
發生兩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直接開戰過。1950年的韓戰
，美國和當時的蘇聯都避免跟對方開打，當年的蘇聯
與美國貿易依存度跟今日的陸美遠不能比，隨著大陸
海陸空戰略核武威懾力的完備，陸美開戰機率趨近於
零！

美國認知到大陸快速崛起，一年舉行四項對話，
展現雙方追求合作與和平共處的願望和能力。

一年四場對話 陸美破解魔咒

（綜合報導）加州州長布朗周四終於簽署SB54
提案，通過加州立法成為庇護州，保護無證移民。

SB54 提案由加州參議會議長德利昂（Kevin de
Leon）今年初提出，要求加州變成非法移民庇護州
。自2018年1月1日起，禁止警方查問市民的身份，
亦不會參與聯邦移民局的執法，但監獄執法除外。

現加州估計有230萬無證移民，有反對庇護州的
人認為，通過SB54無擬是 「讓全世界來到加州非法
居留」。加州的縣警局及懲教人員亦是反對提案的

中堅分子，他們認為提案阻礙他們執法以及保護市
民安全。

在提案最初版本中，禁止警察詢問被捕嫌犯的
移民身分，也不允許警方將囚犯的移民身分洩露給
移民局（ICE），但州長布朗一直沒有簽署該提案；
直至最後修改後，允許聯邦人員到監獄審問犯人。
加州參議會議長德利昂認為，修改後的提案，未能
為所有無證移民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州長簽了！加州立法成無證移民庇護州

（綜合報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將聯手申辦 2026 年世界盃足球賽，3 個國
家中的32個城市將爭取成為主辦城市。目
前唯一的競爭對手是摩洛哥，國際足總
（FIFA）預計在 2018 年 6 月的會議上投票
表決。

3 個國家共同組成的聯合申辦委員會
（United Bid Committee）表示總共收到41
個城市的申請，在對社區及設備進行全面
審查後，將名單縮減至32個。其中美國佔
了25個、加拿大4個、墨西哥3個。

2026 世界盃決賽圈參賽隊伍將從原本
的32隊擴增至48隊，因此需要更多一級場
館與訓練設施。

32個城市的代表將於11月13日前往休
士頓，與聯合申辦委員會進行長達一周的

工作會議。若國際足總最終選擇美加墨為
主辦國，至少有12城市將成為主辦城市。

32個入圍城市名單如下：
美國：亞特蘭大、巴爾的摩、波士頓

、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辛辛那提、芝加
哥、達拉斯、丹佛、底特律、休士頓、密
蘇里州堪薩斯城、拉斯維加斯、洛杉磯、
邁阿密、明尼亞波利斯、納許維爾、紐約
／紐澤西、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費城、鳳
凰城、鹽湖城、舊金山灣區、西雅圖、佛
州坦帕、華盛頓特區。

加拿大：艾德蒙頓、蒙特婁、多倫多
及溫哥華。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
墨西哥市、蒙特雷（Monterrey）。

美加墨聯手申辦2026世界盃 32城爭主辦

川普探視賭城槍案生還者 宣布舉國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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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昨
天（ 10 月5日 ） 下午六時半起在Hilton Houston Post Oak 大酒
店舉行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酒會。當晚共有 「台北經文處
」 轄區五州，包括德州、阿肯色州、奧克拉荷馬州及密西西比
州等四位州長，路易斯安那州副州長，休士頓、奧斯丁、達拉斯
、傑克森、小岩城及Tulsa 六位主要城市市長，哈里斯郡及福遍
郡郡長，四位聯邦參議員、八位聯邦眾議員、八位州議員及市議
員等共33 名政要以及德州民主黨主席及共和黨主席，分別致函
賀函或賀狀向民主台灣的人民祝賀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加上僑
界政、商、教育、地產、科學、藝術界代表近七百人與會，場面
壯盛，充溢國恩家慶的喜氣。

抵休履新才一週的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首先在國慶

酒會上致詞，謝謝大家一起來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
。他說：

個人甫抵休士頓，獲得當地人們展開雙臂歡迎。個
人由衷感激，但並不感到意外，因為當我和全世界許多
人一樣看到哈維颶風的新聞報導時，我看到的是休士頓
人與來自各地的人們，在風暴過後一起救助及保護那些
亟待協助的災民。

當哈維颶風來襲時，蔡英文總統透過推特發文向休
士頓人民表達慰問，並傳達台灣與休士頓同在的關懷心
意。我政府率先承諾捐贈80萬美元投入災後重建，休士
頓的台僑社區迄今已募款超過50萬美元協助地方政府及
社區賑災。

強健的美台關係
106年前我們的國家基於對自由、平等、

博愛等普世價值的信念而創立。數千英哩之遙的
海洋分隔了美國與台灣，然而我們是人道與民主
的鄰居。今年是台灣關係法立法施行38週年，該
法為強固的美台關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2016年台美雙邊貿易額超過了650億美元，使
台灣成為美國第10大貿易夥伴。今年台灣派出了
我國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企業領袖團參加選擇美國
投資高峰會，另在路易斯安那州，台塑集團確定
將投資94億美元興建石化廠。去年台灣與德州雙
邊貿易額達66億美元，台灣排名德州第9大出口
市場。台灣以小搏大，可說是台美友誼的明證。

台美間深厚的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長久以來
已成為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
推動 「新南向政策」並力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現
狀

當區域與全球緊張局勢正在上升時，台灣依然
堅定致力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我們的新南向政
策確保台灣將不會袖手坐視，藉由強化與週邊國
家的關係，我們將在發展中的亞太地區持續培植
我們的角色。

為了國際社會的利益、為了亞太地區的持續成長與發展
，為了台灣海峽的兩岸，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兩岸關係是唯
一的選項。台灣絕大多數的人民想要維持現狀，蔡總統與
她的行政團隊將致力於維持這樣的現狀。

我們是亞洲的中心，重要的地緣位置伴隨著重大的責任
。參與各種不同的國際組織或許有政治上的難度，但是我
們不會被困難侷限，相反的，我們展現的，是如何克服困
難的能力。

我們與朋友及盟邦的合作已經獲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
將持續向前。我誠摯地期望美台關係持續興盛，並承諾扮
演好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的角色以見證此一期望獲得實現
。讓我們一起舉杯祝中華民國(台灣)生日快樂、祝美國與台
灣的友誼長存，台灣將持續與壯大的休士頓同在！乾杯！

當天上台致賀詞及頒贈祝賀文告的政要包括： 聯

邦參議員John Cornyn 的代表Jay Guerrero 選區主任、聯邦眾議
員Shella Jackson Lee 的代表Daniel Espinoza, 聯邦眾議員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 的代表Ty Petty選區
主任及亞裔代表張晶晶女士共同上台頒贈祝賀文告。德州禮賓處
處長Ms. Cammy Jones 代表德州州長Greg Abbott 頒贈祝賀文告。

其他還有德州州眾議員Hubert Vo, 德州眾議員Gene Wu , 以
及德州眾議員 Alma Allen ； 及休巿市議員Ms. Glira Pnn , Den-
nis Paul 以及Mike Laster 等人上台頒贈祝賀文告。

以及德州民主黨副主席Lenora Sorola- Pohlman 代表德州民
主黨州主席Gilberto Hinojosa , 以及前德州共和黨亞裔連線會長郎
珍代表德州共和黨州主席James Dickey 頒贈祝賀文告。

最後，由陳家彥處長夫婦與台上嘉賓，以及 「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杰，以及僑務委員葉宏志、劉秀美等
人共切國慶蛋糕，祝中華民國106 年生日快樂！

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酒會
昨晚盛大舉行昨晚盛大舉行，，三十餘名政要與會致賀三十餘名政要與會致賀

圖為國慶酒會現場圖為國慶酒會現場，，全場肅立全場肅立，，唱中華民國國歌唱中華民國國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昨晚在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酒會陳家彥處長夫婦昨晚在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酒會
上舉杯與大家同賀上舉杯與大家同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昨晚登台致詞頒贈賀狀的政要與陳家彥處長昨晚登台致詞頒贈賀狀的政要與陳家彥處長（（ 右六右六，，右七右七 ）） 在舞在舞
台上合影台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陳處長夫婦與嘉賓陳處長夫婦與嘉賓，，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僑務委員共切國慶蛋僑務委員共切國慶蛋
糕糕。（。（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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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為慶祝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及雙十國慶，同時募款幫助哈維受災者度過難關，休士
頓台大校友會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舉辦 2017國慶中秋哈維募款賑災晚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劉
美玲會長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
委員劉秀美、葉宏志，106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嚴杰副主委及數百位校友們共襄盛舉。台大校友會把
晚會的盈餘全部捐給受災者。

2017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 總策劃劉美玲、謝元傑，由凌徵暘、李嘉雯主持，晚會以歌舞表演、
拍賣、捐款進行，內容有台大熱舞社， 及年輕校友創新組成的休士頓台灣No.1樂團、台大話劇社 首次在
台大中秋晚會公演，廣受歡迎，而戴梅熹校友捐出2幅水彩畫、油畫藝術畫，栩栩如生，非常傳神及翁定
台校友捐出2幅攝影作品 「二寮晨眺、地熱奇觀」的拍賣會吸引與會人士競拍。現場還備有可口的晚餐、
水果、月餅及豐富的娛興節目，其中包括鋼琴演奏、古典名歌、熱舞、華爾滋、趣味遊戲及帶動跳等。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劉美玲會長致詞，雙十國慶、中秋佳節即將來臨，台大校友會在慶祝同時，不忘颶
風哈維給在地民眾帶來的傷痛，災難發生後，校友們紛紛慷慨解囊，幫助災民進行災後重建；截至晚會開
始前，已經籌集到善款1萬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救災基金數字仍會不斷攀升，因為晚會所有盈餘將全部
捐出，納入基金當中。劉美玲會長感謝籌備團隊的辛勤付出。劉美玲會長表示，相關工作人員提前數月開
始進行綵排、討論佈景及節目設計等工作，正是他們的努力，才有9月30日晚會如此精彩的演出。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晚會致詞，台大校友不僅讀書了得，
才藝表演也十分突出。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有感於台大校友超強的向心力，看到校友會能聚集如此多校
友參加活動，著實讓他有些驚訝；晚會除了發揮慶祝、娛樂功能，還能幫助災民，陳家彥處長認為十分有
意義。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對台大校友熱心公益，共度佳節同時，也體
恤受災者的心情及重建家園的迫切需要，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捐款幫助哈維受災者義行善舉高度肯定。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舉辦2017國慶中秋哈維募款賑災晚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台休士頓台
大校友會劉美玲會長大校友會劉美玲會長，，106106年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年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嚴杰副主委等嘉賓在僑教中心大嚴杰副主委等嘉賓在僑教中心大
禮堂參加禮堂參加 「「20172017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國慶中秋哈維募款晚會」」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10月3日在休士頓知名電
影院線AMC STIDIO 30，放映台灣導演萬仁執導，講述白色恐怖時

期的 「超級大國民」一片，電影描述上世紀50年代，台灣實施戒嚴
，政治受難者所遭受的苦楚，導演期望此一作品能喚起世人對於歷史
事件的省思。

電影於晚間7時整開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處長家
彥致詞時表示，電影 「超級大國民」是文化部今年規劃 「解嚴30年
台灣電影眾生相」專題中最發人深省、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邀請
大家一起欣賞，體會導演所要表達對於政治受難者 「贖罪」心境的
細膩描繪。

放映結束後，觀眾踴躍提問，對於白色恐怖背景下發生的種種，
以及他執導的過程，萬仁導演一一回覆表示， 「超級大國民」是
「超級」系列3作品中的一部，在訪問許多政治受難者，深入蒐集

資料後，構想出3種劇本，最初是以 「黑色幽默」來諷刺戒嚴時期
種種怪現象，第2種版本是以 「加害」與 「原諒」為主軸，最後才
是現在大家所看到，一位同時具有 「加害者」與 「受害者」雙重身
份的老人，尋找贖罪的過程，如同宗教中所強調的救贖與赦罪。

萬仁導演在與觀眾交流時表示，當初拍此一作品時，片商並不看
好，主要演員林揚也非知名演員，2000多萬新台幣的拍片成本也是
抵押房子貸款所得，音效和後製都是在國外完成，拍攝目的是希望
那一時代的悲劇，不被忘記，對於年輕觀眾的提問，萬仁特別高興
，期許年輕一輩能更深入了解台灣歷史。

休士頓臺灣書院放映休士頓臺灣書院放映 「「超級大國民超級大國民」」 ，，反應熱絡反應熱絡

現場觀眾專心聆聽萬仁導演之講說現場觀眾專心聆聽萬仁導演之講說 萬仁導演萬仁導演((左側站立戴帽者左側站立戴帽者))講說創作過程和理念講說創作過程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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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休斯頓有許多優秀的律師，而筆者
見過最棒的律師之一，就是方美娜律師，除了她那清晰又冷靜的
辦事風格、認真負責的作風，還有她溫和友善的態度，讓與她接
觸的人有一種放心的感受，覺得事情交給她就成了! 她專

精於移民、房地產、刑事法、移民法、遺囑信託及其他信託
。

方律師是國際律師榮譽協會的成員(Phi Delta Phi Honor So-
ciety)，這個協會的成員除了在學術上卓越的表現之外，人品道
德操守與對社會的服務精神都要非常出眾，才會被邀請成為會員
，一旦被接受，就被認定是法律界的菁英，在學術能力與人格兩
方面同時被肯定，也被視為法律界的領導人物。

方律師在2015年畢業於南德州法學院，獲得法律博士(Juris
Doctor)，同年順利考取德州律師執照，表現不同凡響。在此之
前，她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學生，她畢業於休斯頓大學，雙主修學
位，修習財務金融與會計，副修國際研究，名列院長嘉許名單
(Dean’s List)之中、並獲得院長獎學金。

在就讀法學院期間，方律師參加位於加爾維斯敦大主教管區
的天主教慈善機構(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Archdiocese of Galves-
ton)，協助移民尋求公民身份，也就是 「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
劃 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這是奧巴馬
政府在2012年宣佈的一項移民改革計劃，希望讓符合資格的非
法移民的小孩可以獲得合法身份，他們其中有很多來自中南美洲
，父母均為貧苦出身，因為藉由非法管道來到美國，孩子們也跟
著受苦。DACA計畫讓這些小孩子們能夠安心就讀，免於被遣入
監牢的恐懼。方律師長期當義工協助這些窮人申請公民身分，因

為熟知條款，成功率極高。
方律師自小學習中文，念慈濟中文學校到高中。方律師

的母親本身是慈濟的會員，方媽媽表示，美娜從小就喜歡幫
助人，在念法學院之前，她就曾經幫助一個難民中心，協助
社工人員幫助因阿富汗內戰而逃到美國的難民們，為這些家
破人亡的難民申請文件、找尋居住的地方，甚至為他們接機
、找工作、安排家具等，費過許多心力，也在這個過程中，
她體會專業知識可以發揮出巨大的力量。

在專業上，方律師的經驗非常豐富，曾在休斯頓第一上
訴法院，擔任法律文員，負責審查司法意見、起草司法意見
。也曾在德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德州休斯頓消費者保護部擔
任法務書記，進行法律研究、起草司法通知書、進行見證面
試、協助選擇審判證人、並準備調解法律文件。同時，她也
曾任哈里斯郡律師事務所“房地產和公法法律書記”，為哈
里斯郡修改消防法，研究商業平台限制、第三方受益人賠償
條款、和地役權免稅要求等相關事宜。

方律師對經手的每個案件，都會做深入的了解、以及相
當多的研究，她同時精通撰寫各種上述狀，成功地為客戶爭
取權益。她還是德州認證的調解員(Certified Mediator in
Texas)，為庭外和解的雙方做居間協調，瞭解雙方的問題與
需求所在，讓雙方同意互相和解。

方美娜律師事務所(Law office of Mina Amiry)，專精各種
移民(申請綠卡、歸化公民、家庭移民、投資移民等)、房地
產(各類地產相關合約/各式租約)、遺囑信託及其他(各類遺
囑/授權書/NFA信託)、刑事法、移民法等。詳情可洽Tel: (832)

274-9262，Fax: (281) 980-5893。Email: mina@amirylaw.com。

方美娜律師 清晰冷靜 認真負責
專精移民、房地產、刑事法、移民法、遺囑信託等

(本報休斯頓報導) 秋風吹，涼意
始現，藕也開始大量上市了。休斯頓
的中醫李韻梅醫師和大家分享，蓮藕

是秋天最好的保健食品之一，藥食兩
相宜。李醫師提倡養生，以食療為主
，藥療為輔，幫助更多的人健康養生

。
《本草綱目》稱蓮藕為

「靈根」，四時可食，令

人心歡。在清朝咸豐年間，蓮藕甚至
被欽定為御膳貢品。以中醫的觀點來
看，蓮藕生食、熟食各有不同的功效
。生藕性味甘寒，可清煩熱、生津涼
血，適合口乾舌燥及火氣較大的人；
熟藕，其性由寒轉溫，則能健脾養胃

、益血補氣，適用於胃
腸較弱、消化不良的人
。

自古民間有 「荷蓮
一身寶，秋藕最補人」
的說法。蓮藕含有蛋白
質、醣類、脂防、澱粉
、礦物質（鈣、磷、鐵
、鉀）、維生素 C、粗
纖維、胡蘿蔔素、硫胺

素、核黃素、天門冬素
、維生素B5、抗壞血酸
、氧化酶等成分，含糖
量也很高，主補五臟，
有消食、止渴、生肌的
功效。
談起藕的優點，可以數

出一籮筐，藕能改善過敏症狀，消食
止瀉、滋補養性，蓮藕含豐富鐵質，
能補血、助眠。蓮藕還含有豐富的鉀
，有助於降低血壓，可做為高血壓患
者的保健食品，生的蓮藕對熱性型的
高血壓有益，熟的對一般心血管患者
有幫助。蓮藕含有天門冬素，能去除
體內自由基的化學成分，可排除體內
有毒物質，是體內的環保清道夫。藕
也能強壯胃粘膜、改善腸胃，蓮藕粘
粘的膠質對胃潰瘍者有保護的作用，
能健胃，也有止瀉的作用。蓮藕還可
以活血化瘀，對腦中風病人很有幫助
。

要注意的是，不同體質的人適合

吃不同方式處理的藕。新鮮的藕性質
偏涼，生吃較難消化，所以，平時消
化功能不太好、容易拉肚子的人，最
好不要生吃蓮藕。另外，產婦不宜生
食蓮藕，熟食較為恰當。

蓮藕經過烹煮之後，性質由寒變
平，可補益脾胃。蓮藕有“長壽菜”
的稱號，老人家多吃藕，可以安神健
腦，有延年益壽的效果。古諺” 常吃
藕，不會醜”，蓮藕全身都是寶，葉
子清熱解毒、消暑減肥。蓮子健脾，
蓮子則心清虛火，蓮藕滋陰養顏。

要提醒讀者的是，平時在烹煮蓮
藕的時候，最好不要使用鐵鍋，不然
藕會變成黑黑的，不但賣相看起來不
佳，營養也將打折扣。

在塊莖類食物中，蓮藕含鐵量較
高，對缺鐵性貧血的患者相當適宜，
許多食譜用藕輔佐其他素材煲湯補血
，就是這個道理。

金秋時節，要養生滋補，吃蓮藕
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吃應節蔬菜 秋天養生佳品: 蓮藕
養血美顏 生津潤燥 健脾開胃

僑委會發行僑委會發行 「「僑胞卡僑胞卡」」 鼓勵僑胞回國消費觀光鼓勵僑胞回國消費觀光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鼓

勵僑胞回國觀光，擴大消費
，促進國內商機，並增進了
解國內產業現況，特規劃於
本(106)年雙十國慶活動期間
發送僑胞卡，持卡人憑僑胞
卡於國內僑胞卡特約商店消
費，可享商店提供之相關優
惠，特約醫療機構健檢可享
專案價，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表
示， 「這是僑委會成立 86 年
來，第一次發行僑胞卡」，
希望鼓勵僑胞經常回到國內
觀光旅遊、從事健檢等，促
進國內消費，讓僑胞回國時
在食、衣、住、行、育、樂
方面以及從事健檢時，持卡
可享有折扣優惠，有助行銷

台灣觀光，目前已約有 1000
家特約商店、醫療機構參與
，希望明年底增加到 2000 家
，參與企業、店家、醫療機
構包含國立故宮博物院、中
華航空、長榮航空、新東陽
，以及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希望藉此
配合政府政策，促進國內消
費。

「僑胞卡」發卡對象包
含來台參加雙十國慶活動、
參訪研習、自費健檢、觀光
旅遊的僑胞以及在台僑生，
僅供持卡人向特約商店消費
時使用，不能當作身分證明
，亦不具信用卡、儲值功能
及其他用途，卡片效期自發

卡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申辦地點在國內，海外不
受理，發給對象為回國參加
雙十國慶之僑胞、來臺參加
僑務委員會辦理之各項邀訪
培訓及研習活動者，在臺僑
生及個別僑胞等。回國參加
慶典或研習活動者，以團體
方式辦理，個別申辦者需填
妥表格及檢附有效之僑居國
證明文件（如僑居國護照、
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護照已
加簽僑居身分）親至僑務委
員會僑商處申請，合格者即
發給一張 「僑胞卡」，相關
特約商店基本資訊、消費折
扣或相關優惠內容請至僑胞
卡網站：www.ocacocc.net 查
詢。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台
北經文處 」 新任處長陳家彥，周
日午間由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及經文處 「政務
組 」 組長何仁傑陪同，赴本地最
早的寺廟--- 德州佛教會 「玉佛
寺 」參訪，受到玉佛寺宏意法師
、續超法師及 「菩提中心」秘書
葉宏志、劉新金、齊士林等人的
熱烈歡迎。

宏意法師與陳處長一行相談
甚歡，談及當年在台灣唸佛學院
的往事，以及三十年前，因誤差

一個字母，誤飛休士頓，也開展
了他與休士頓的不解之緣。宏意
法師也提到剛過去的哈維風災，
而菩提中心剛好是最好的避風避
水的寶地，現正研發如何將 「菩
提中心 」 建成未來避風災、水災
的救災中心的方案。

當天陳處長也親赴玉佛寺 「
青年活動中心 」 二樓的菩提中文
學校參觀，並與法師，佛寺代表
共進午餐後告辭。法師還力邀陳
處長一行十一月赴 「菩提中心」
一遊。

「 台北經文處 」 新任處長陳家彥一行
周日午間赴玉佛寺參訪，並與法師共進午餐

圖為陳家彥處長圖為陳家彥處長（（ 右五右五 ））一行一行 參訪玉佛寺參訪玉佛寺，，與玉佛寺宏意法師與玉佛寺宏意法師（（ 左左
五五）） ，，續超法師續超法師（（ 左四左四），），總幹事陳榮嬌總幹事陳榮嬌（（ 右一右一 ），），秘書葉宏志秘書葉宏志
（（ 右四右四）） 等人合影於等人合影於 ））玉佛寺玉佛寺 「「觀音殿觀音殿 」」 前前。（。（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右三右三 ）） 與玉佛寺宏意法師與玉佛寺宏意法師
（（ 中中 ））相談甚歡相談甚歡，（，（ 左立者左立者 ）） 為玉佛寺為玉佛寺
續超法師續超法師。（。（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玉佛寺宏意法師玉佛寺宏意法師（（ 左左 ））以所著佛學著作多本以所著佛學著作多本
給陳處長給陳處長（（ 右右 ）） 留念留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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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
西南區家庭診所舉辦有機蔬果蟲蟲的危機西南區家庭診所舉辦有機蔬果蟲蟲的危機--蟲害疾病預防和治療處理蟲害疾病預防和治療處理

（本報訊）日期: 9/23/2017
星期六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
南區家庭診所於 9/23/2017 星期
六舉辦有機蔬果蟲蟲的危機-蟲
害疾病預防和治療處理. 由黃以法
老師及鄔貴新教授現場專題講解.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
家庭診的wellness program 合作廠
商 - 位 於 6800 W. Sam Houston
Pkwy. 的 Home Depot 贊助蔬菜
盆栽分送參
與 學 員. 同 時
Home Depot 關 懷
颶風災後-居家環
境清潔維護,發送牆

壁地板特效清潔劑給需要名眾.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
家庭診所 Certificated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
Ivy Weng ( 翁 珮
珊),

在 活 動 結 束
前宣導施打流感
疫 苗 重 要 性: “
Get the Flu Shot ,
Not the Flu”.

(本報訊)劉妍(Yan Liu Chapman)，2007年畢業於美國新奧爾良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專業，隨後，她進入美國500強公司Chicago Bridge and
Iron (Formerly the Shaw Group)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獲得了美國大
公司嚴謹認真，訓練有素的工作經驗。她曾參與中美首次核合作項目
，成績出色。中美經濟文化促進會梁玉師主席邀請她一起做客紐約地
產大亨洛克菲勒家族盛會。喜歡游歷的她獨立到過墨西哥、加拿大、
日本、韓國、阿聯酋等多個國家，對各族裔文化及風土人情非常關注
。她是AIG美亞保險公司百萬財富管理，休斯頓KW SWReal Estate的
商業地產和住宅房地產經紀人。她是美國亞洲地產協會(AREAA)的會
員，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主管政府和公共關係，2017中國

升旗典禮主席，德州東北總商會常務副會長，她熱心公益，慈善，出
錢，出力，為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劉妍家庭財務規劃講座將對於財務增值來幫助您積累延稅資金、
並以穩定程序來幫助保護您免遭市場波動導致損失、如何以最佳保障
為受益人提供保障、再加上取用便捷幫助提供多種免稅收入選擇為題
助您解惑。

10月7日， 週六 10:00 – 11:30 am 地址：10111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42 Westchase Corporate Center 二樓AIG, 聯繫人：劉
妍 832-803-8109、活動提供水和飲料

劉妍家庭財務規劃講座

左一左一:: 講師講師--鄔貴新教授鄔貴新教授
左二左二: Ivy Weng (: Ivy Weng (翁珮珊翁珮珊))
右二右二: Home Depot: Home Depot ––Nancy ChuNancy Chu
右一右一::講師講師--黃以法老師黃以法老師學員開心領取學員開心領取 Home DepotHome Depot贊助的盆栽贊助的盆栽..

Home Depot Nursery Department: Supervisor &AsHome Depot Nursery Department: Supervisor &As--
sociatesociate 中間中間: Jairo Ramirez: Jairo Ramirez 右邊右邊 : Nancy Chu: Nancy Chu

Home Depot Store Manager & Nursery AssociateHome Depot Store Manager & Nursery Associate 中中
間間: Ade Odoffin: Ade Odoffin 左邊左邊 : Nancy Chu: Nancy Chu

Home DepotHome Depot 關懷颶風災後關懷颶風災後--居家環境居家環境
清潔維護學員領取清潔劑清潔維護學員領取清潔劑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交接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
會長譚秋晴提到會計師協會會長譚秋晴提到會計師協會
是一非營利社團是一非營利社團、、宗旨在為宗旨在為
華人會計師交流平台華人會計師交流平台、、彼此彼此
交流交流、、互相提昇互相提昇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秋晴與團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秋晴與團
隊莊雅玲副會長隊莊雅玲副會長、、洪雅妮秘書長洪雅妮秘書長、、袁鉅源審袁鉅源審
計長計長、、姜南司庫長合影姜南司庫長合影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
秋晴頒獎牌給袁鉅源審計長秋晴頒獎牌給袁鉅源審計長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99月月3030日在日在
珍寶樓餐廳舉行新會長交接珍寶樓餐廳舉行新會長交接，，由卸由卸
任會長譚秋晴交棒給新會長莊雅玲任會長譚秋晴交棒給新會長莊雅玲

新會長莊雅玲致詞時表示新會長莊雅玲致詞時表示，，在未來在未來
一年裡一年裡，，她將遵循前幾任會長所有她將遵循前幾任會長所有
長處將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發揚長處將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發揚
光大光大。。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
任會長譚秋晴頒獎牌給莊任會長譚秋晴頒獎牌給莊
雅玲副會長雅玲副會長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秋晴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卸任會長譚秋晴
頒獎牌給洪雅妮秘書長頒獎牌給洪雅妮秘書長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新會長莊雅玲與團隊洪雅妮副會長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新會長莊雅玲與團隊洪雅妮副會長、、
鐘宜秀秘書長鐘宜秀秘書長、、姜南審計長姜南審計長、、黃曉玲司庫長合影黃曉玲司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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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68 周年國慶晚宴周年國慶晚宴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由女高音劉良子由女高音劉良子
（（ 中中 ）） 演唱演唱 「「
母親祖國母親祖國 」」 ，，並並
由周潔由周潔，，曉慧舞曉慧舞
蹈學校伴舞蹈學校伴舞。。

恆豐銀行的代表在餐會上恆豐銀行的代表在餐會上（（ 右三右三）） 為該行總為該行總
經理張永男經理張永男，（，（ 左二左二）） 為該行公關經理周明為該行公關經理周明
潔潔（（ Jennifer Zhou )Jennifer Zhou )

晚宴開始晚宴開始，，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中唱中、、美國歌美國歌。。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在晚宴上致詞大使在晚宴上致詞。。

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 (( 左三左三 )) 頒發賀狀頒發賀狀，，由靳由靳
敏博士敏博士（（ 右二右二 ）） 晚宴共同主席方一川博士晚宴共同主席方一川博士
（（ 左二左二 ）、）、李少林李少林（（ 左一左一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頒發頒發 「「20172017 年傑出中國之友獎年傑出中國之友獎 」」 給美國前給美國前
國務卿詹姆斯‧國務卿詹姆斯‧ 貝克貝克 ，，由萊斯大學校長由萊斯大學校長DaDa--
vid Leebron (vid Leebron ( 右二右二）、）、孫月萍博士孫月萍博士（（ 右一右一 ））
夫婦代表接受夫婦代表接受。。

李強民總領事李強民總領事（（ 左二左二 ））頒發頒發
20172017 年年 「「 傑出貢獻獎傑出貢獻獎」」 給陳珂給陳珂
先生先生（（ 右二右二 ）。）。

由孫鐵漢由孫鐵漢（（ 左一左一 ），），鄧潤京鄧潤京（（ 右一右一
）） 主持的拍賣會現場主持的拍賣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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