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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車展】日韓車廠使渾身解數！
星戰主題概念車超吸睛睛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
）一名 19 歲少女去年用 app 認識
加拿大一名53歲卡車司機，二人
雖然相差34歲還遠距離，依然陷
入熱戀。雖然常被外界誤認為父
女，而這段 「父女戀」也不被父
母祝福，但她堅持對方是真愛，
二人已經訂婚，準備在明年結婚
。

馬 特 森 （Michaela Matson）
去年用交友軟體認識馬爾德拉
（William Maldera），就對他一見
鍾情，她說： 「我喜歡他的鼻子

，很可愛、歪歪的，他還有著漂
亮的淺棕色眼睛，美到不行。」

兩人很聊得來，幾乎每天都
視訊，持續了幾個月，馬特森決
定飛到加拿大會情郎，這時遭到
父母堅決反對，爸爸威脅她不分
手就斷絕關係，還把她的護照沒
收，同時要她去看心理醫生，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馬特森再去
辦了新護照，還是去了加拿大。

兩人已在兩個月前訂婚，並
計劃在明年8月或9月結婚，馬特
森說她知道自己當時是用錯的方

式處理，結婚前這段時間是希望
能讓父母慢慢 「適應」，她也表
示，父母感覺比較能放寬心，認
為這是 「她的人生」，他們也不
想失去女兒。

兩人雖然常被別人誤認成是
父女，但馬爾德拉會糾正說：
「她是我的未婚妻。」馬特森又

補充說： 「有時候他們道歉，我
們就會一笑置之。我只是覺得很
妙，別人不認識我們，卻又能這
麼快就對我們做出評論。」

聖誕節即刻來臨，
一群人到北加州雷丁市
（Reddish）搜羅聖誕樹
時，竟然在樹林中找到
一個半裸年輕女子。

據雷丁市警方表示
，該名 25 歲女子於周日
下午由 Mistletoe Lane 地
區被一對男女丟包在樹
林。他們分別為 33 歲的
Johanna Knighten 及 44 歲
Fred Sanderson， 該 名 女
子表示，當時三人一同
乘坐一台白色廂型車，
其後歹徒二人認為女子
偷了 Sanderson 的毒品，
於是 Sanderson 將她性侵
後，在 44 號公路約 6 英

里以外的荒蕪之地將她
丟下車。

當時她只穿了一條
短褲，不知道可以如何
求助，而雷丁市現在極
度寒冷，加上下雨下雪
，為了生存，她只好躲
在樹洞內並喝泥窪上的
水維生。她於周一被發
現後，已經被送到醫院
治療。

警方周二找到涉案
的 車 輛 及 司 機 Johanna
Knighten，已經將她拘捕
，並控以綁架、企圖謀
殺及串謀；另外警方亦
在通緝44歲Fred Sander-
son歸案。

洛杉磯車展（LA Auto Show
）前的汽車科技展，看遍新科技、
最新車款以及流行所趨，來到最後
一天，雖然只有豐田（Toyota）、
日產（Nissan）、及起亞（Kia）三
個日韓牌子的發布會，高潮仍然一
浪接一浪，事不宜遲馬上為大家放
送！

豐田－ 越野概念車FT AC
作為全球第一的汽車製造商，

豐田（Toyota）的車種絕對是眾多
品牌中最齊全，價錢親民又耐用，
深得美國市場歡迎。今年正是豐田
踏進美國市場的第 60 個年頭，由
當年在好萊塢設立第一個經銷商，
到現在全國超過 1200 個經銷商，
更有部分車款是在美國生產及組裝
，至今美國位於印地安納州的廠房
已經出產超過500萬架車輛。

由於豐田年中已經推出熱賣車
款 Camry 2018 新版，因此今年在
展上公布的，是令大家耳目一新的
概念車FT AC，粗獷不羈的剛烈外
型延續旗下 4Runner、Tacoma 及
Land Cruiser 的越野血統，20 吋高
身輪胎令你在馳聘越野時更得心應
手。如果想把歷險過程全程錄下，
FT AC有鏡頭附在側鏡，更可以利

用車內的 Wifi 連接網路隨時分享
。

起 亞 － 2019 Sorento, 2018
Niro PHEV

要比拼越野概念，韓國車廠起
亞也毫不遜色。2018 年 Sorento 獲
評為 5 星安全規格，周四公布的
2019 年最新 Sorento 越戰越勇，去
了 猶 他 州 的 地 獄 之 門 （Hell’ s
Gate）實測。看著最新 Sorento 穿
過顛簸不平的峽窄山脈仍然全身而
退，不禁令人對這個韓國牌子刮目
相看。除了拼性能，節能對於起亞
亦是一個重要目標，車展上推出
Niro的油電混合版Niro PHEV，集
團希望 2020 年前可以推出更多節
能車款。

日產－Kicks、星戰主題車
另 一 熱 賣 日 本 品 牌 日 產

（Nissan）的發布會分開兩天舉行
，周三發布了風靡台灣的熱賣小型
SUV車Kicks的2018年新版本，將
於 2018 年中開賣。外型動力十足
、省油節能、加上配備日產的自動
煞車系統、盲點提示等貼心功能，
加上價錢吸引人，新車售價由1萬
9千美元起，絕對是物超所值。

《星球大戰8：最後的絕地武

士》將於12月15日上映，而日產
今年再度與盧卡斯影業合作，車展
上展出7款星戰主題車，均是以現
有車款重新包裝。於周四發布會正
式公布的 「最後的絕地武士」，以
日產的Titan 型號作基礎改裝，機
械外殼配車頂上的重型炮，像是一
架活在星戰電影中的坦克車，也是
今年車展最巨型的發布。7輛星戰
主題的概念車將會在未來幾個月於
各大車展輪流展出。

除了《蘋果》為大家直擊的發
布會外，洛杉磯車展也將有其他不
同品牌展出 2018 年度新車、概念
車以及古董車。有興趣的朋友，周
五開始的車展就不容錯過了！（張
紫茵／洛杉磯報導）

洛杉磯車展（LA Auto Show
）

日期：12月1日至10日
地址：洛杉磯會議展覽中心
票價：成人15美元；兒童5美

元；65 歲以上 10 美元；設有特價
時段

購票網址：https://laautoshow.
com/tickets/

加州女遭性侵後被半裸丟包
雪地度1日獲救

差34歲父女戀成正果
美女大生說他是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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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護照換發高峰，有不少僑胞來到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辦理護照換發手續。

我們在此感謝各位申請人給予總領館的理
解和支持，積極配合通過網站預約，在現場有
序排隊遞交申請。

為便於每位申請人提前準備材料，便捷順
利地完成護照換發手續，我們特地整理了兩篇
實用信息，希望對辦理護照的申請人有所幫助
。本期的關鍵詞是預約和準備材料：

請注意以下總結針對一般個案，申請人的
情況如有不同，敬請查看駐休斯敦總領館網站
。
1.確認預約時間和打印申請表格

辦理護照第一步，需登錄海外申請護照在
線預約網站（ppt.mfa.gov.cn），填寫個人信息

並預約辦證時間。請使用標準IE或者Chrome瀏
覽器。
先預約！先預約！先預約！

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未經預約的申請將無
法受理。

大家可在已開放的預約時間（未來第3個工
作日起）內選擇自己方便的時間預約辦理護照
。預約成功後請將系統生成的護照申請表打印
出來。
2．準備合格照片

照片是辦理護照的重要材料，申請人應提
前備好2張符合要求的紙質照片，請大家務必選
擇近期（6個月以內），真實以及高像素的照片
。

其他對照片的主要要求是全部面部特徵清

晰可見，包括眉毛和耳朵都要清晰露出，嘴巴
自然閉合，拍攝時最好身穿深色有領襯衫。
具體規格可參看我館網頁“電子護照人像照片
規格要求”。

有部分申請人選擇用手機拍攝證件照片並
自行打印，往往不能符合規格要求，建議大家
選擇專業照相館拍攝證件照片。拍照時還要特
別注意尺寸要求，頭部比例過大的“大頭照”
也是經常出現的不合格原因。拍攝時包含一定
比例的肩部，即可避免“大頭照”。

為給申請人提供便利，總領館辦證大廳有
第三方機構提供的自助拍照設備，有需求的申
請人也可現場使用該設備拍攝證件照。
3．護照原件及復印件
請務必攜帶舊護照的原件，並準備好相關護照
頁的複印件，包括帶照片資料頁、曾辦理過加
註或延期頁、來美簽證頁、最後一次離開中國
的出境驗訖章及入境美國的入境驗訖章頁。
4．在美居留證件

申請人辦理護照換發時，還需攜帶本人在
美居留證件，具體包括針對美國永久居民發放
的“綠卡”，有針對持F1簽證在美留學生髮放
的I20文件，也有針對持J1簽證訪問學者發放的
2019 表，和針對持 H1B 工作簽證人員發放的
I797文件等等。大家應根據自己在美居留情況
，備妥居留證件的原件及復印件。
5．申請人未滿16周歲

未滿16周歲的申請人辦理護照換發，除了
上述材料，應由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陪
同，並出示相應證明材料（如出生證明、父母
有效護照及居留證明等原件和復印件）。如父
母一方不能陪同，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託
書，同意並委託另一方為兒童辦理護照。

總領館負責護照換發業務的工作人員一直
在努力提升效率，節約每一位申請人的辦證時
間。希望廣大申請人遞交申請前也事先做好準
備工作，備齊所需各項文件，共同打造順暢的
辦證秩序。 （駐休斯敦總領館供稿）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亞裔房地產協會
(AREAA) 和在恆豐銀行贊助之下, 於2017年11
月29日從晚間5點開始在恆豐銀行12樓的Con-
ference Room 為 德 克 薩 斯 州 州 代 表 吳 元 之
(Gene Wu) 舉辦聯誼晚餐聚會，為籌備競選經
費，進行募款，有幾十位亞裔社區社區領導和
企業成員參加。首先，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先生演講說：恆豐銀行是美國華資銀行，截止
至 2017 年 11 月 27 日總資產為 15 億。為聯邦存
款保險公司成員（FDIC）。恆豐銀行於1998年
5 月 18 日成立營業。總行位於德州休士頓市百
利大道 9999 號，8 號公路和百利大道交界的東
南角, 華人聚集繁榮處之12層恆豐大樓內, 大樓
已為該地區華埠之新地標。恆豐銀行除總行外
，在休士頓地區有 4 家分行，包括 First Colony
分行, Harwin 分行, Spring 分行和Katy 分行。在
達拉斯地區有7家分行。另在內華達州有3家分
行, 在加州地區有2家分行, 總分行共有18家。
當我們回憶幾年前，我們在一個臨時的組合屋
內工作，我們非常努力，很快發展到今天的規
模。 我們要感謝各級政府代表和領導，我們的
客戶和合作夥伴的支持，我們將繼續為客戶提
供最好的服務。

然後聯誼會主持人，AREAA 前任會長
Dawn林 (林富桂女士)，介紹貴賓，社區領導和
各類媒體工作人員。之後，林富桂女士介紹貴
賓德州州代表吳元之 (Gene Wu) ， 吳代表十一
月十四日申請休斯頓西南 137 區競選連任。
Gene 吳在Sharpstown附近長大，在休斯頓西南

地區生活了近 30 年。他充分
了解社區的生活方式和需求，
竭盡全力為他的支持者服務
。 吳元之先生很榮幸得到Si-
erra俱樂部，德克薩斯州平等
機構，德州地區和縣律師協會
等機構的稱讚和認可以及新美
國領袖項目的表揚。過去數年
來，吳元之的政績可圈可點,
可說是不負眾望。現在我們要
再次投票給他，支持吳元之，
讓吳元之於未來繼續並更好地
為德州人民和西南休斯頓努力
工作。

州代表吳元之演講說：
“為整個德克薩斯州人服務，
在德州代表我的朋友和鄰居一
直是一種真正的榮幸。 我將繼續成為德州移民
的堅強擁護者，包含工人，企業主，納稅人和
鄰居。 我將繼續為孩子而奮鬥，進行學校財務
改革，為公共教育系統提供資金，以滿足學生
的需求，並在我們的工作上繼續努力，確保我
們的兒童福利制度，以確保我們最脆弱的孩子
的安全。 我們也需要全面改革我們的司法制度
。我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連任表示的支持和努
力。此外，州代表吳元之的主要的創新行動和
成就包括：通過全面的兒童福利改革，禁止在
開車時發短信。 關切鄰居，如防止滋擾業務，
庭院停車場和行人安全。 順利通過了兩個方案

，幫助當地縣檢察院對打擊人口販賣經常的滋
擾按摩業務和危險合成藥物的處理提起民事訴
訟。強調在德克薩斯州的優先事項應該是教育
經費，以便我們的孩子可以有利於獲得工作，
使我們的司法制度更公平。 另外，他也以最強
烈的措辭譴責特朗普總統終止DACA的行動。
因為吳元之保護沒有證件的兒童和被帶到美國
的兒童。 他說：特朗普決定是不人道的，不道
德的，不合情理的。州代表吳元之有一個重新
指導警方的政策，以幫助改善唐人街地區的搶
劫安全問題，他強調，搶劫時必須向警方報案
，商人必須注意他們攜帶的現金，因為強盜 不

在乎處罰，他們只是想搶劫現金。 我們需要共
同努力，逮捕更多的強盜。 州代表吳元之還鼓
勵社區領導在他辦公室與他會面，以討論更好
地改善搶劫情況的措施。

然後林富桂女士安排貴賓們和州代表吳元
之一起拍照，並拍集體照來表示對州代表吳元
之的支持。

週三休斯頓地產界商界和恆豐銀行為吳元之辦聯誼會
會議室滿布競選橫幅和標誌籌備募款競選經費

中國護照換發流程介紹（一）

圖為德州第圖為德州第137137 區州代表吳元之區州代表吳元之（（ Gene WuGene Wu
)) 在募款餐會上講話在募款餐會上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士頓地產界圖為休士頓地產界、、商界支持者與州代表吳元之商界支持者與州代表吳元之（（ 右七右七 ））
在募款會上合影在募款會上合影。（。（ 右八右八 ）） 為其父親吳正一律師為其父親吳正一律師。（。（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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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11月27日
下午6時30分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歡迎新任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履新餐會，席開6
桌，大家享受美味佳餚。

陳志宏會長代表休士頓台灣商會首先熱烈歡迎陳
家彥處長加入休士頓大家庭。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應邀致詞，他讚揚休士頓台灣商會
在僑界中卓越貢獻，是僑界中的中流砥柱。陳家彥處
長談到，德州光是面積就是台灣19倍大，他到任以來

不斷於各地奔波，拜會當地主流社團及僑社，積極推
動政務。 「台灣駕照免試換當地駕照」相當便利並獲
得很多僑胞好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已和
轄區內四州簽訂免試更換駕照，僅路易斯安納州尚未
完成簽訂，陳家彥處長說明目前正緊鑼密鼓和當地州
府洽談中，希望很快就能有好消息。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長陪同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逐桌向佳賓
們敬酒，與會人士熱烈回應，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休士頓台灣商會溫馨舉行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履新餐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前會長王敦正前會長王敦正、、方台生方台生、、吳本立吳本立、、張張
智嘉智嘉、、梁慶輝梁慶輝、、鄭嘉銘鄭嘉銘、、林飛虎林飛虎、、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
陳家彥陳家彥（（前左二前左二））履新履新、、林映佐副處長作陪林映佐副處長作陪。（。（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於11月18日下午2
時至下午 4 時，在 7001 Corporate Dr.#379,Houston,TX.77036 的
該中心舉辦 「如何選擇醫保和健保講座」，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
主講協助民眾認識美國醫療保險制度。角聲社區中心休士頓分會
為幫助大眾解決疑慮並協助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保險，特別舉辦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醫療保險講座。主講人曾惠蘭博士曾

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聯邦醫療保險合格專業人員，有二十年
服務經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問答專欄作者。曾惠蘭博
士主講內容包括：1.各種年齡層如何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醫療保
險。 2.各種醫療保險的不同福利。 3.選擇醫保的須知。 4.專科醫
生不在網絡內如何作。 5.處方藥漲價或不在網絡內如何處理。 6.
接到急診帳單如何處理。 7.如何看懂自己選擇的保險。與會民眾
獲益良多。

聯邦醫療保險2018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期：12月7日（哈
維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歐記健保2018年年度申請重要截止日期：12月15日（哈維

颶風受害者可延至12月31日）。
2018年度全民平價保險於11月1日起已

經開放申請，而今年僅只有一個半月的申請
期限，很多民眾有許多疑問需要解答，所以
角聲社區中心10月、11月所舉辦的三場健保
系列講座吸引了滿場民眾踴躍參加。

主講人曾惠蘭博士在講座中談到，各年
齡層所適合的醫療保險不同，而各醫療保險
所提供的福利也不盡相同，所以她從健保市
場中舉出幾個方案來一一向民眾介紹其中需
注意細節，如保費，保險級別，自付額，政
府補助等。曾惠蘭博士強調，民眾在選擇健康保險方案時，保費
低不代表最適合自己，許多低保費方案在計算自付額（Deduct-
ible)、自付比例（Co-Pay)後，反而得要支付更多費用，所以民
眾不要看到保費低就選擇該方案，應綜合評估自身狀況如年齡、
健康等因素後，較能找到合適健保方案。曾惠蘭博士更提醒民眾

健保方案每年會有所變動、更新，有些保險公司會
依照市場狀況調整下年度保費；還有些新保險公司
加入健保市場，將提供民眾更多選擇，如果不知如
何選擇的民眾可以諮詢保險專業人員尋求建議。曾
惠蘭博士提醒民眾在收到帳單、明細後，應保存一
段時間可做為日後遇到爭議時的憑據，保障自身權
益。

曾惠蘭博士說明甚麼是傳統聯邦醫療保險，傳統聯
邦醫療保險是透過聯邦政府提供的醫療護理保險，
英文是Orignal Medicare.傳統聯邦醫療保險包括A部
份和B部份。 A部份幫助支付在醫院或專業護理設
施住院護理的費用。 B部份幫助支付門診護理的費
用，例如醫生門診，預防護理等。哪些項目傳統聯
邦醫療保險不予承保？大多數牙科護理、起居照顧
護理、例行眼睛護理、長期護理、例行聽覺測試、
整容外科手術、在美國以外地方旅行期間的大多數
護理、大多數脊椎護理服務、例行足部護理、針灸
護理。甚麼是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聯邦醫療保險A
部份是一種住院保險，幫助住院病人支付醫療上所

必需的護理費用。 A部份也幫助支付部份家庭健康護理和善終護
理費用。您必須經醫生囑咐正式住進醫院或專業護理設施，才視
為住院病人。如果您是在醫院接受觀察，不適用A部份福利。您
此時接受的護理可由B部份保承。您待在醫院時，一定要問清楚
您是不是住院病人。哪些項目屬於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承保範圍
？雙人病房、以住院病人身份接受的化驗、X光和放射治療、您
的住院膳食、手術房和恢復室服務、專業護理、在醫院或專業護
理設施接受的部份輸血、特殊病房護理，例如加護病房、復健服
務，例如透過家庭健康機構取得的物理治療、以住院病人身份使
用的藥物、醫療用品和醫療器材。在您家裡接受的專業健康護理
（如果您不能離開住家並只需要非全職護理）、管理症狀和控制
疼痛的末期疾病護理（善終護理）。哪些項目不屬於聯邦醫療保
險A部份的承保範圍？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不會幫助支付以下費
用：您在醫院接受的大部份醫生護理服務。屬於B部份承保範圍
的醫生護理服務。個人服務，例如病房內的電視或電話。起居照
顧護理，例如幫助吃飯、洗澡或穿衣服。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有
哪些承保限制？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在一個福利期幫助支付最多
90天的住院護理或專業護理費用。從第91天開始，您可以開始
動用終身保留日。終身保留日就像是銀行帳戶，存放聯邦醫療保
險承保的額外住院天數。您的帳戶有60天的額外承保天數終身
期間都能使用。 A部份會承保專業家庭護理和善終護理探視，沒
有天數限制。您必須符合特定條件才能取得這些服務。甚麼是善
終護理？善終護理是一種臨終護理。目的是要提供幫助，盡可能
讓生命最後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保持舒適。（未完待續）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舉辦 「如何選擇醫保和健保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協助民眾認識美國醫療保險制度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於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於1111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在該社區中心舉辦在該社區中心舉辦 「「如何選擇醫如何選擇醫
保和健保講座保和健保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滿場民眾踴躍參加滿場民眾踴躍參加。（。（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BB66廣 告 BB66醫生專頁
星期五 2017年12月1日 Friday, December 1, 2017



醫生專頁 BB77星期五 2017年12月1日 Friday, December 1, 2017



BB88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7年12月1日 Friday, December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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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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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ves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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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
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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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688-2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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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美國政府機構報導
，自奧巴馬健保開放登記三個多星期以來，已
經有八十萬人以上經由聯邦政府網站 Health-
Care.gov進行登記。尚未進行登記的民眾可要
抓緊時間，健保即將於十二月中旬截止登記，
今年的奧巴馬健保登記，有些內容依然不變，
讀者可以在healthcare.gov或其他州進行登記。
如果符合資格，依然可以獲得補貼，幫助降低
您的保費，或者減少免賠額以及共同支付。

往年截止登記是在1月底之前，但是今年
是在十二月中旬就截止登記了，登記時間比過
往縮短許多，至目前僅剩下兩週左右，尚未登
記的民眾行動要快了。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的福安保險，由Willian
薛所主持，他為人相當親切友善，做事專業而

細心，已經服務僑社十餘年，由
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讓他獲得
許多客人的信賴，並且連續贏得
最佳服務獎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福安保險免費協助民眾申請奧巴
馬健康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
，同時專精於房屋、汽車、商業
（餐館與各種商業保險）、人壽

及住家保險，在休士頓地區得到相當好的口碑
。

在美國，保險的種類花樣繁多，有各式各
樣的選擇，不僅房子、汽車、健康、人壽有保
險，甚至連家用電器、手機都問你是否要保險
。好的保險產品能在突然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
所依靠，不會讓人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
狀況，還能夠加強資產的調配。
在年輕時，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就應該做
好醫療規劃，這是讓未來萬一生病時，不必擔
心龐大的醫療費用；而退休規劃，即是讓自己
退休後的生活有所保障，不用擔心老年生活...
。其實，每個人若是規劃得宜，能夠讓自己與
子女都輕鬆很多，不會讓自己變成家人的負擔

，在還有能力時就應做好各種規劃。
福安保險針對老人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ad-
vantage plans提供專業解說，幫助民眾瞭解其內
容，Willian薛表示，聯邦醫療保險是為以下的
人士提供的健康保險：第一、65歲或65歲以上
的老人。第二、65歲以下有某些身體殘障者，
第三、無年齡限制的末期腎臟病（ESRD）患
者（需要透析、或腎移植的永久性腎功能衰竭
）。

福安保險擁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中文、
台語、英語、粵語、福州話，讓民眾可以清楚
地了解所選擇的各種保險內容和法規，沒有語
言的溝通障礙。福安保險所代理的Farmers保險
公司成立於1928年，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也
是美國第三大保險公司，為超過1500萬的顧客
提供服務。服務產品包括乘客汽車與業主保險
，同時也提供許多其它保險和金融服務產品，
該公司的服務網絡遍及全美50個州1000萬個家
庭，擁有超過2億份保單，理賠服務效率高。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地址在 6901 Corpo-
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8511，請找William薛。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健康保險
福安保險福安保險 以專業與真誠服務僑社以專業與真誠服務僑社

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
教育彩色簿及色筆教育彩色簿及色筆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行程特點
暢遊: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黑山共和
國、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

• 經越斯卡達湖國家公園
• 布加勒斯特及貝爾格萊德住宿
• 保加利亞古代首都: 維力高塔盧夫
• 波斯尼亞中古世紀城鎮: 莫斯塔爾
具體行程：
1. 原居地 > 布加勒斯特是日乘搭豪華客機

飛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2. 布加勒斯特 航機抵達後，送往酒店休息

。布加勒斯特在羅馬尼亞語中為 「布庫爾什帝
」，意思是 「歡樂之城」。晚餐於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 : Novotel Hotel 或同級
3. 布郎城堡 － 佩勒斯城堡 自助式早餐於

酒店餐廳。首往建於昔日卡羅爾國王與其個性
怪僻的皇后住的夏宮～佩勒斯城堡。在壽西斯
古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福特等都曾被安排
在古堡度假。古堡附近的環境優美及宮殿內裝
飾金碧輝煌，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地道燒烤

式午餐。繼而前往參觀被稱為吸血殭屍古堡的
布朗城堡，神秘的背景，優美的山谷及歷史記
載下的暴君弗拉德德拉庫拉或斯托克筆下的吸
血鬼，每年吸引無數旅客慕名而來。遊罷返回
布加勒斯特。 (早/午餐)

酒店 : Novotel Hotel 或同級
4. 布加勒斯特(市內觀光) － 維力高塔盧夫

自助式早餐於酒店餐廳。率先前往人民宮，宮
內佈置極為奢華瑰麗。最初為皇宮，宮殿拆除
後，即現為人民宮。再往其他名勝如革命廣場
、老城區、凱旋門等，午餐自備。維力高塔盧
夫 於 中 世 紀 時 曾 是 保 加 利 亞 首 都 ( 公 元
1185-1393)。途經雅班拿斯中世紀村落。此村
於2000年被列為保護歷史城鎮。進內參觀耶穌
基督降臨小教堂，其牆壁聖像彩繪畫及木雕刻
都保存完整及手工精緻。遊畢再往城內的城堡
及藝術者之街拍照留念。地道羊肉晚餐配索斯
沙拉沙律。 (早/晚餐)

酒店 : Yantra Hotel 或同級
5. 維力高塔盧夫－ 索菲亞(市內觀光) 自助

式早餐於酒店餐廳。驅車前往保加利亞首都～

索菲亞。抵達後，隨即觀光最為矚目是東正教
最大的教堂之～亞歷山大大教堂。此教堂可容
納約一萬人，外觀金碧輝煌，極具俄羅斯風格
，被譽為巴爾幹半島上最美麗的教堂。其他如
索菲亞紀念碑及歌劇院也是拍照好地方。地道
晚餐及欣賞民族舞蹈表演。 (早/晚餐)

酒店 : Festa Barcelo Hotel 或同級
6. 索菲亞－斯哥比亞 (市內觀光) 自助式早

餐於酒店餐廳。首先前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之維拉修道院。維拉修道院建於十
世紀，建築精湛獨特，採用大量拱門石柱築成
優美的柱廊，紅色屋頂及白色外牆築成長方形
狀的城牆，主教堂內最為矚目的聖像畫及木造
十字架。遊畢前往馬其頓首都～斯哥比亞。抵
達後，隨即前往建於十五世紀的地標～石橋，
再到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外圍拍照，而古市集
內所售賣的物品別具特色。再往德蘭修女紀念
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在生時致力於
人道主義，斯哥比亞是她的故鄉。晚餐於當地
餐廳。 (早/晚餐)

酒店 : Holiday Inn 或同級

7. 斯哥比亞－奧赫里德－地拉那 自助式早
餐於酒店餐廳。上午前往阿爾巴尼亞首都～地
拉那。途經馬其頓城鎮～奧赫裡德參觀聖潘泰
萊蒙教堂，其堂內有舉世聞名的12世紀壁畫～
基督的悲哀。而舊城之聖索菲亞教堂更是歷史
悠久。抵達後首先前往欺坎德培廣場，觀看威
風凜凜之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像，而亦可觀看
到鄰近埃塞姆貝清真寺的尖頂。而蘇聯式公寓
、鐵幕時期遺留下的政府大樓，亦是地拉那舊
城區的特徵。繼而途經建於1822年之舊鐘樓，
及後前往國家歷史博物館，此館正面裝飾着鑲
嵌壁畫～阿爾巴尼亞王子。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酒店 :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內)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全旅假期特價】 十四天歐洲巴爾幹瑰麗之旅12月31號前報名立減$300! 全程專業華語領隊陪同！
暢遊: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黑山共和國、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

豐田公司的豐田公司的StevenSteven 葉先生在比賽現場葉先生在比賽現場

（本報訊）由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支持和讚助
的第十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日前在徐建勳律師創辦的休斯頓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落下帷幕。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共52名少年
乒乓球愛好者進行了百餘場的激烈角逐，最後分別決出了四個組別的名
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口碑的李東方博士百利牙科診所也給予了此次比

賽大力支持。 賽后，STERLING MCCALL TOYO-
TA公司的Steven 葉先生向此次比賽的優勝者頒發了獎
杯和獎金，表示祝賀，並同參賽者及家長合影留念。比
賽的組織者王大志教練代表全體參賽運動員及家長們向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及 Steven 葉先生
本人對大休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運動長期以來的大力相
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特別感謝李東方博士百
利牙科診所對此次比賽的有力支持！

本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 組 ： 冠軍： 譚山川 亞軍：Victoria Pham 季

軍： Tam Pham 殿軍：週棣棣
B 組 ： 冠軍： 劉陳希 亞軍：周易 季軍：蘇

頌恩 殿軍： 陳欣宜
C 組： 冠軍： 陳奕洲 亞軍： 陳嘉鵬 季

軍：李建麗 殿軍： 戴田田
D 組： 冠軍： 凌雲逸 亞軍： 戴寧寧 季

軍： 溫舒旆 殿軍：湯家為
並列第五名: 施愛琳 杜逸飛 雍恩陽 楊博文

並列第九名： 紀依夢 紀依心 張愛梅 黃一諾 陳文軒 顧修如 岳靜
宇 張霧帆

獲得優秀獎的是： 悅穎 黃逸安 高子楊 鄭守誠 王一凡 王依晨 雲
威 梅陳莞旭 李建富 李建敏 王攀棟

第十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全體獲獎運動員合影全體獲獎運動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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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癌症的中醫防治癌症的中醫防治 1212月月22日日

淺談 特兒營養干預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園藝講座─冬季蔬果的種植

(本報訊)時間: 2017年 12月02日(週六)，上午10:00am-12:
00pm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園藝專家─鄔貴新博士、黃以法教授
秋去冬來，每年在立冬以後氣候變化不再是早晚寒涼，隨

著一波波的寒流南下，氣候變化會比秋天來的明顯且寒冷。此
類的氣候己經進入冬季蔬果培養，對於一般果樹應開始著手預
防寒害，避免霜害的損傷。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於12月份的社區免費的服務講座
中，邀請二位休士頓園藝專家鄔貴新博士、黃以法教授專題演
講冬季蔬菜果樹種植和霜害的防治。演講內容大綱內容如下:

冬季蔬果育苗和栽種
冬季蔬果霜害的防治

鄔貴新博士─馬來西亞園藝博士、美國醫學博士，現任
MD Anderson 癌症治療研究。業餘時間在自己擁有5畝園藝中
心，專業培養各種有機蔬果，多年來與黃以法教授共同研究推
廣有機蔬果與健康的飲食。

黃以法教授─義大利建築研究碩士、美國電腦博士、台灣
文化大學建築系教授，目前是大休士頓地區快樂農夫。多年來
力致推動有機園藝、蔬果的培育，和增進華人身心靈健康。

在2日(週六)園藝講座中，二位園藝專家將備華人喜愛的
冬春季蔬菜種子、火龍果苗、木瓜苗等免費贈送，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因礙於座位
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免向隅。美南銀行(Member FDIC).
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 5045 (中/英文)，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

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 713-771- 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 Plano、
Richardson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
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
服務辦事處。 2017年10月底在達拉斯地區正式成立北德州區
域管理處分行，提供更完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
小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
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

(本報訊)下午2點至4點
地點：Chinese Bible Church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癌症的中醫防治
講員：馬劍鵬教授
中醫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很多人都會通過中

醫調理身體以及防止疾病，中醫在治療癌症方面也有
非常好的效果。那麼如何預防癌症呢?不同體質的人群
應該怎樣防癌呢? 目 前，中醫藥在癌症預防、治療、
增 強放化療藥物的療效、降低放化療 的毒副作用以
及預防癌症術後復發 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
， 中藥發揮其抗癌作用不局限與像傳統化療藥物那樣
直接殺死癌細胞， 更多地是通過其含有的多種天然成
份作用於癌症的多個環節，提高機體自身的防禦能力

和改變腫瘤的生存環境。本次光鹽社健康講座邀請到
馬劍鵬教授, 來為民眾講解有關癌症的中醫防治。

馬劍鵬教授是貝勒醫學院生物化學教授和萊斯大
學生物工程教授。他擁有化學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他於2000年加入貝勒/萊斯大學，之後他一直在分子
生物學和生物醫學工程領域進行尖端的研究。馬教授
也是持牌針灸師和中醫中藥師。他獲得了美國針灸與
東方醫學院（ACAOM）的中醫碩士學位。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
心，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無法到場的民眾，光鹽社當
天也提供YouTube現場直播。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直 播 網 址 ： https://www.youtube.com/user/lsa-
houston/videos

(本報訊)光鹽社特兒父母互助
月會

淺談特兒營養干預
講員：朱黎敏 與 羅麗霞
日期: 12/2/2017 , Saturday
時間: 10:30-12:00
地 點: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1. Houston, TX 77036
當一個孩子被診斷為特兒時

，父母自然會開始尋找方法來提
高孩子的生活質量。

而飲食是一個可以相對容易
改進的領域。食物中的營養物質
對維持人體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健
康至關重要。臨床研究發現，缺
乏維生素和礦物質等多種營養物
質會導致心理和行為發生改變，
例如，B 族維生素和微量元素對

腦組織健康和記憶等至關重要，
營養物質缺乏可能對大腦的正常
工作產生影響。自閉兒童的營養
狀況除受食物中營養物質的影響,
還受食物在胃腸道中的代謝影響.
9%~91%的自閉兒童有胃腸道疾病
症狀，包括小腸結腸炎、 胃炎、
食管炎、腸道通透性增加、雙醣
酶活性不足等, 另有約1/2伴有腹
瀉和便秘。胃腸道 異常將導致自
閉兒童對營養物質消化和吸收受
到影響。我們支持小組當中，朱
黎敏 與 羅麗霞在特兒營養幹預這
方面非常有經驗，在孩子的行為
也看見明顯的改變。歡迎特兒父
母參加。

（兒童活動在255光鹽社辦公
室）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報導報導

AIG美亞集團休士頓分公司、華人會計師協會、休士頓台商會
聯合主辦的聯合主辦的 「「資產配置資產配置，，信託傳承信託傳承 」」 講座於講座於1111月月44 日在恆豐銀行大樓會議室舉行日在恆豐銀行大樓會議室舉行

AIGAIG休士頓分行休士頓分行 副總譚秋晴副總譚秋晴、、會計師協會會計師協會
會長莊雅玲會長莊雅玲、、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共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共
同主持同主持 「「資產配置資產配置，，信託傳承信託傳承 」」 講座講座

AIGAIG休士頓分行休士頓分行 副總譚秋晴介紹主講人郭鑫愷副總譚秋晴介紹主講人郭鑫愷

講座民眾參與踴躍講座民眾參與踴躍，，與會者受益良多與會者受益良多

與會佳賓和與會佳賓和
主講人郭鑫主講人郭鑫
愷及主辦單愷及主辦單
位位 AIGAIG 美亞美亞
集團休士頓集團休士頓
分公司分公司、、華華
人會計師協人會計師協
會會、、休士頓休士頓
台商會合影台商會合影

主講人郭鑫愷解說資產配置主講人郭鑫愷解說資產配置，，信託傳承的重要信託傳承的重要

AIGAIG 休士頓休士頓
分行分行 副總譚副總譚
秋 晴 介 紹秋 晴 介 紹
AIGAIG 的最強的最強
商品商品----生前生前
利益利益（（ 即全即全
部保額用在部保額用在
自己身上自己身上））

AIGAIG休士頓分行休士頓分行 副總譚秋晴介紹副總譚秋晴介紹AIGAIG的最強商品的最強商品----生生
前利益前利益、、它的保險是有它的保險是有GuaranteedGuaranteed作作 用用 「「 合約合約 」」 以法以法
律保障客人的需要律保障客人的需要。。並建立一個安穩的退休計劃並建立一個安穩的退休計劃，，即保即保
本本、、增值增值、、減稅減稅、、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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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耶路撒冷斥巨資造地下墓城耶路撒冷斥巨資造地下墓城 可提供可提供22萬墓位萬墓位

以色列政府為解決耶路撒冷城市墓地不足的問題以色列政府為解決耶路撒冷城市墓地不足的問題，，斥巨資打造巨型斥巨資打造巨型
地下墓城地下墓城，，經過過去兩年的挖掘經過過去兩年的挖掘，，該墓場預計可提供約該墓場預計可提供約22..22萬個墓位萬個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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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家衛隊換崗儀式現海軍英國皇家衛隊換崗儀式現海軍
系系400400年來首次年來首次

英國皇家衛隊換崗儀式現海英國倫敦英國皇家衛隊換崗儀式現海英國倫敦，，英國皇家海軍作為女王及王室英國皇家海軍作為女王及王室
成員的護衛隊首次在白金漢宮進行換崗儀式成員的護衛隊首次在白金漢宮進行換崗儀式。。據悉據悉，，這是英國皇家海軍在這是英國皇家海軍在
伊麗莎白二世就任英國女王以來首次出現在皇家護衛隊中伊麗莎白二世就任英國女王以來首次出現在皇家護衛隊中，，上壹次還要追上壹次還要追
溯到溯到400400多年前多年前，，伊麗莎白壹世擔任女王期間伊麗莎白壹世擔任女王期間。。軍軍 系系400400年來首次年來首次

休士頓華人支持州代表吳元之競選連任募款餐會休士頓華人支持州代表吳元之競選連任募款餐會
本周三晚在恆豐銀行本周三晚在恆豐銀行1212 樓會議室盛大舉行樓會議室盛大舉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德州德州137137 區州代表吳區州代表吳
元 之元 之 （（ Gene Wu )Gene Wu )
（（ 中中 ）） 在募款會上在募款會上
講話講話。（。（ 左左 ）） 為大為大
會主持人林富桂會主持人林富桂，（，（
右右 ）） 為贊助人恆豐為贊助人恆豐
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創辦人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創辦人，，理事長理事長
李雄李雄（（ 右右 ）） 在會上講話在會上講話。。

贊助當天餐會贊助當天餐會
的恆豐銀行董的恆豐銀行董
事長吳文龍事長吳文龍
（（ 左三左三 ）） 在在
募款餐會上講募款餐會上講
話話。。

出席大會的贊助人出席大會的贊助人（（ 左起左起 ）） 吳國寶吳國寶、、嚴杰嚴杰、、林富桂林富桂、、陳美陳美
芬夫婦芬夫婦、、林富桂的夫婿林富桂的夫婿Michael ReaMichael Rea教授等人合影教授等人合影。。

募款會的召集人林富桂募款會的召集人林富桂（（ 左左 ））
與州代表吳元之在會上合影與州代表吳元之在會上合影。。

「「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 的銷售代表的銷售代表Anna Wang (Anna Wang (
左左 ）） 與州代表吳元之與州代表吳元之（（ 右右）） 合影合影。。

休市工具休市工具，，器具界大進出口商李錦星先器具界大進出口商李錦星先
生生（（ 左左 ）） 也出席大會也出席大會，，並與州代表吳元並與州代表吳元
之之（（ 右右 ）） 合影合影。。

休士頓大開發商休士頓大開發商 「「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 的負的負
責人責人JosieJosie 林林（（ 左左 ）） 也出席大會並也出席大會並
與州代表吳元之與州代表吳元之（（ 右右 ))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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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BB1111廣 告

11/01/17 to 12/31/18

星期五 2017年12月1日 Friday, December 1, 2017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12月1日 Friday, December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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