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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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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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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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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社區剪影

Clements高中林雅貞全美預算競賽奪冠
贏得獎金12萬美元

就讀於克里門高中12年級的林雅貞(左)同學參加H&R Block報稅
公司所舉辦的「預算挑戰(Budget Challenge)」競賽活動﹐從全美15萬7,
000名參與競賽學生中脫穎而出﹐獲得全國總冠軍殊榮﹐贏得獎金12
萬美元﹒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右)得知這項好消息後﹐
特別約見林雅貞﹐當面致賀給予最高度肯定﹐並鼓勵日後持續發揮財
務規劃興趣專才﹐努力不懈更上層樓﹒

B12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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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第九屆世界元極日暨敬老尊賢聯誼活動
本週六下午六時半至九時在糖城市政府廣場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德州元極舞協會理事長王碧珠老師於5月24
日中午在松柏園舉行記者會,宣佈好消息,德州大休士頓地區第九屆
元極日暨敬老尊賢年度活動,將於5月28日(星期六)下午6時30分
至下午 9 時在糖城市政府廣場(SugarLand City Hall Town Square
Center,2700 Town Center Blvd. North SugarLand,TX.77479)舉行.

[元極日]年度活動,由德州元極舞協會理事長王碧珠老師精心
策劃.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都將以貴賓
身分蒞臨指導與致詞.

王碧珠老師以感恩的心和回饋社會的心介紹[元極日]活動宗旨
在於發揚中華民族文化、武術、舞蹈和中華傳統美德,推展元極精
神.做個快樂元極人,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推廣普及元極舞成為全
民運動.提倡健康、快樂、環保、公益等理念.凝聚全體元極人力量
,舉辦愛心園遊會.以練[武]舞的成果來回報各界人士的支持與期待.

王碧珠老師說明,當天晚間六時半起,開始各項元極舞示範表演
,包括快樂元極舞、元極長輩長青組的康樂舞春滿人間,元極功夫扇
五運亨通,今年新舞集萬物嚮明[元極雙球]和如意養身系列的如意

乾坤雙扇.壓軸更以感恩的心,飲水思源的心獻上[天心月圓],以最真
誠感恩多年來給予指導和教誨的大德商賢及恩師.更精心打造豐富
多元化的節目來吸引主流社會目光.增加元極舞的能見度,特邀潮州
會館麒麟龍獅團,助陣舞獅舞龍,少林功夫,愛利芙學區,戴樂高中助
興的電音三太子,融合傳統和現代的表演加持下,必熱鬧得[強強滾].
糖城新星舞蹈學校活潑可愛的娃娃和草原小牧童.休士頓影視藝人
吳凱俊老師為大家帶來一首謝謝你的愛抒情歌曲.更有活力,魅力十
足的Zumba邀請觀眾在星光下共舞,歡度一個美好的夜晚.更增有黃
以法大師的書法,臉譜彩繪,汽球達人的各種扭擰,來吸引主流媒體
目光,讓民眾不只看得過癮,更玩得開心.

王碧珠老師強調,元極夥伴們聚集於斜陽晚霞中,藉機互相切磋
,提昇元極人的修心、養德、練功的生活品質和體悟元極舞的真髓,
了解人心與天、地契合的性命奧秘.更能體認唯有持續不斷的研練,
方可達到心與音和,元極的至高境界.新學員仍大量增加中,祈願元
極舞帶給大眾福慧雙增,喜樂昇華.以舞會友.世界元極日晚會不收
門票[免費].期待大家來共襄盛舉,糖城市政府廣場見.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葉羨敏中醫師主講
（從中醫觀點淺談現代常見病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5月28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Houston,TX.77036

第九屆世界元極日暨敬老尊賢聯誼活動
5月28日（Sat)下午6時30分至下午9時
糖城巿政府廣場

2700 Town Center,SugarLand,TX.77494

春之韵音樂會慶功大會
5月29日（Sun)中午12時
黃氏宗親會館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Katy 校園校慶
5 月26 日（ Thur. ) 下午5：30---7：00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 TX 77450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糖城校園校慶
5 月27 日 （Fri. )下午5：30 ---7：00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佛光山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 講座
5 月29 日（ Sun. ) 上午11：30
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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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
隊於4月23日下午2時在光鹽社辦公室
舉行活動座談會議，由全僑健康日會長
施惠德醫師主持,邀請多位社團領袖、
專家前來針對活動內容進行探討。

施惠德醫師、2016年雙十國慶籌備
委員會趙婉兒主委、休士頓松年學院許
勝弘院長、光鹽社孫紅濱總幹事,中國
護士聯誼會孫秀蕊前會長等出席並參與
討論，彰顯僑界領袖對於食品安全議題
的重視。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
表示，食品安全衛生是指食品中不應含

有可能損害或威脅人體健康的有毒、有
害物質或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導致消費
者急性或慢性中毒或感染疾病及產生危
及消費者和其後代健康的隱患.民眾對
於食品的安全衛生越來越重視；去年全
僑健康日團隊從消費者的角度來協助民
眾如何能吃的健康又安心。今年 6 月 4
日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將
從商家的觀點，透過環保專家陳天生博
士,經營保險業常中政先生,資深餐飲業
黃純信先生等專家講解來幫助民眾認識
如 「地溝油的壞處」、 「買飲食業安全
保險的通過條件」及 「美國餐廳與中國

餐廳對食物處理方法的區別」等議題，
幫助商家能夠提升餐飲品質，並且和消
費者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係。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談
到，針對食品安全衛生議題向民眾及商
家宣導，是一個相當先進的概念；雖剛
開始推廣並不是那麼容易，食品安全對
民眾生活關係相當密切，推廣食安衛生
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希望能持續推廣
，也透過有效的宣傳使更多人意識到食
品安全的議題。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6月4日將舉行
2016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於4月23日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
，由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主持,邀請2016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趙
婉兒主委、休士頓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光鹽社孫紅濱總幹事,中國護士聯
誼會孫秀蕊前會長等來針對活動內容進行探討。從商家觀點來幫助商家認
識更多有關食品安全衛生的相關議題.(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元極舞協會理事長王碧珠老師於5月24日中午在松柏園舉
行記者會,宣佈好消息,德州大休士頓地區第九屆元極日暨敬老尊
賢年度活動,將於5月28日(星期六)下午6時30分至下午9時在
糖城市政府廣場舉行.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及僑教中心李美
姿副主任都蒞臨指導.孫長寧資深顧問,許秀月,許三妹助教,贊助
金城銀行候秀宜公關共襄盛舉.(記者黃麗珊攝)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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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本報訊）聯邦運輸安全局（TSA）面對
機場安檢隊伍過長引發的國內外輿論譴責，已
推出一套可提高效率的安檢系統。改善計劃包
括動用能偵測爆裂物及其他違禁品的警犬，以
提升機場安檢效率。

TSA官員25日將在全美最繁忙的機場測試
新系統，並廣邀媒體參觀。不過，新的安檢系
統要在5年後，才可能全面運作。

全國各地機場的安檢站等候時間已經讓民

衆難以忍受，最近幾周，多個機場傳出1~2個小
時的等待時間。芝加哥的兩個機場已建議民衆
，提早3個小時到機場，以免錯過班機。

TSA 提出的改善計劃包括，動用更多的警
犬、僱用更多的安檢人員、對隨身攜帶的行李
有更多限制、投入新科技、鼓勵旅客加入TSA
的PreCheck計劃。

PreCheck 計劃每 5 年的費用是 85 美元。民
衆提供個人資料讓政府進行背景過濾及調查，

如果通過，民衆能在機
場 使 用 PreCheck 的 快
速安檢道。

受過特別訓練的警
犬將被派往格外擁擠的

機場。這些警犬能進一步簡化旅客通過 Pre-
Check安檢過程，因為旅客不必脫掉鞋子、解下
皮帶或取出攜帶的液體或筆記型電腦。TSA表
示，75%使用PreCheck安檢道的旅客10分鐘內
能通過安檢。

TSA表示，將在六月中旬前增聘逾750名安
檢官員，僱用更多兼職安檢人員及增加加班時
間，以紓解擁擠。

雖然政府部門提出解決計劃，但專家擔心
，情況在短期內會變得更糟，因為下周就是傳
統美國夏季旅遊旺季的開始，美國航空業預計
，今年夏季將有逾2.31億人次的旅客搭機旅行
，而TSA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短期內可能難以真
正實施。

美國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的營運
長（COO）上周告訴員工，公司正在設法贊助
更多的警犬到機場協助安檢。該航空上周日單
日就有逾400名旅客因為安檢延誤而過錯班機。
自二月中到現在，該公司在芝加哥機場就有4，
500名乘客錯過班機。

解決機場長龍 TSA
安檢新系統5年後運作

(本報訊)5 月 28 日 Memorial Day 周末登場靠近購物商場
Katy Mills Mall占地25英畝的大型游樂場Typhoon Texas，在
經過了三年的籌建之後，將在5月28日Memorial Day周末登
場。目前已經有數千的民眾等待著在開業當天入場，

新建成的水上樂園，將包裹9個大型的水上娛樂設施以
及30個滑梯，此外公園還有一家德州燒烤餐廳和提供美味小
吃。

家庭游玩竟允許一次六人乘坐水上娛樂設施，滑水版項
目可以讓乘坐人體驗進入到黑暗中的水道並且可以使用內部

的水槍對亮點目標進行射擊，仿佛置身於電子游戲當中。
盡管這個水上樂園的規模還不能和著名的德州大型水上

公園Schlitterbahn 和Six Flags相媲美，但是樂園將提供第一流
的顧客服務和設施。並且希望能通過這個水上樂園來推動
KATY當地的經濟發展。

開場的當天，游樂園將邀請現場樂隊表演，開業第二天
，游樂園還有煙花和音樂會，周末門票價格為節日周末49.99
美元。平時周末票價39.99美元。

2001年，震驚全球的休斯頓能源交易商
“安然”（Enron）頹然倒地，安然公司的
破產不僅使數百萬投資者損失慘重, 而且造
成該公司兩萬多員工投資在本公司股票上的
退休金血本無歸，也觸發了自經濟大蕭條以
來美國最廣泛的公司改革。

十年前的今天安然公司前高管 Kenneth
Lay 和 Jeffrey Skilling 被聯邦陪審團判定犯有
欺詐和同謀罪，這一判決意義重大，被稱為
是迄今美國聯邦政府打擊白領犯罪所取得的

最重要勝利。
聯邦調查局數據顯示，該
案22人涉案判刑。一共進
行了超過1800次的面談，

收集了3000多個箱子的證據文件和大量的電
腦數據，一共查獲1.64億美元，收繳沒收的
9000萬美元用於支付受害人。

調查當中，辯方一直堅稱安然案不存在
會計欺詐，而是媒體的報道才引發了人們對
該企業的信心崩潰，造成該公司兩大罪魁禍
首 Kenneth Lay 和 Jeffrey Skilling 以各種借口
開脫，以至於調查多次陷入僵局，兩人一直
逍遙法外。 一直到2002年下半年，兩
名財務助手率先承認犯有洗錢、造假賬等罪

狀, 才為此案的最終審理打開了突破口，最
終各個擊破，獲得了確鑿的犯罪事實。

當時的美國副總檢察官保羅•麥克努爾
蒂更將此次宣判稱之為“偉大的勝利”。他
說，Kenneth Lay和Jeffrey及其同伙共同謀劃
了足以欺騙分析師與投資者的安然報表，這
次宣判的意義很簡單：美國的法律已得到改
進，一旦違法，企業白領高管也將得到與街
邊罪犯一樣的待遇。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也表示
，這一判決結果是全體美國人民的勝利，因
為他們的工作和經濟安全依賴於資本市場的
完整性，那些欺騙了投資者的公司高管們將
對他們的行為負完全責任。

Katy大型游樂場Typhoon Texas
5月28日Memorial Day周末登場

休斯頓“安然”案審判十年回顧

The textbook will help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 classics by Lao 
Tze, Confucius, Mencius 
and others. It will als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comparing the 
concepts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and Socrates' virtues, 
as well as Mencius' 
ideas of moral and profit 
versus Jeremy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The textbook came as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regains popularity in society amid extra emphasis by the governm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aying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eeds the prosperous Chinese
culture.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3/31) 

on any kind of effort to apply pressure on China or 
send a message.
"It was simply based on our desire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Vietnam," he told the daily briefing in 
Washington.
Toner said the US supports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nd all of its neighbors.
Fan Jishe, a researcher of US strateg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situation 
demonstrates Washington's firmness in advancing it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is strategy is developing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Fan said, adding that Vietnam is now the 
priority.
Su Hao, a professor of 
Asia-Pacific studies a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ai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US 
aims to contain China 
by taking advantage 
of Hanoi'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Beijing.
"Vietnam is also 
seeking support from 
coun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to exert pressure on China over the disputes," 
Su said.
But the analysts said Vietnam will not side with the 
US without reservations, given its interdependency 
with China in terms of trade and economic affairs. 
(Courtesy usa.chinadaily.com.cn/world/2016-05)
(China Daily USA) 

His visit comes 41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and he is the third US president to visit the 
country since ties were restored in 1995. Obama has 
made a strategic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centerpiece of his foreign policy.
At a state luncheon in Hanoi, Vietnamese President 
Tran Dai Quang toasted Obama's first visit to the 
country as the "arrival of a warm spring after a cold 
winter".
The two nations also reaffirmed efforts to ratify 
and implemen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12-nation trade pact that has struggled to gain traction 
in the US Congress during an election year.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on Monday that China hopes the 
developing ties between the US and Vietnam will be 
conducive to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US State Department Deputy Spokesman Mark Toner 
repeated on Monday what Obama said in Vietnam, 
stating that the lifting of the arms embargo is not based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trip to Vietnam and his 
announcement on Monday that the US would lift its 
arms embargo against the country is widely seen as a 
move aimed at China.
While some argue that Washington is attempting to 
draw Vietnam into its circle of influence in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affairs through Obama's first 
visit to the country, they also believe that
Vietnam will remain cautious and reserved toward the 

US.
Obama, who started a three-day visit to Vietnam on 
Monday, announced the removal of the weapons 
embargo at a news conference. He said the decision is 
aimed at eliminating a "lingering vestige of the Cold 
War".
"At this stage, both sides have developed a level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Obama said, adding that he expects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mili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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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Lifts Vietnam Weapons Embargo
To “Normalize” Rel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lay
Larger Role In China's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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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Move May Target Hanoi's Maritime Disputes With Beijing

More content reg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ill be included in textbooks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nurture their love for China's 
cultural legacy, reported Beijing Times.
The propor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updated Chinese textbooks 
will be raised to 30 percen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40 percent 

Obama's Visit Comes 41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 attends a news conference with
Vietnamese President Tran Dai Quang (l)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Compound in Hanoi on Monday. (Photo/ Reuters)

Pupils at Luocheng Mulao autonomous county in South China'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read on April 22, a day before the World Book

Day. [Photo/IC]

Sample page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one of the textbooks                                                          

introdu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hoto/Beijing Daily]

Obama has made a strategic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 centerpiece of 

his foreign policy.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quirements, classics should 
take up no less than 15 percent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0 percen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45
perc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ng Xuming, the presiden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said that 
the new textbooks are aimed at improving students' moral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by including more Chinese classics.
The new textbooks will be used by 4 million Grade 1 and Grade 7 student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autumn semester.
Related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extbooks Now Available 
In Middle Schools

BEIJING - Textbooks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ill soon be available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boost thei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local 
newspaper said.
The list of cultural books was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arried out by the China Sino Culture and Art Center. It will be available 
next semester for schools to adopt should they choose, the
Beijing News said Tuesday.
It is the first textbook dedicated to ancient philosophy and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Currentl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taught modern literature 
with a minimal focus on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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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席捲巴基斯坦 掘墓人預挖墳墓

近日，持續的高溫侵襲巴基斯坦，
旁遮普平原地區迎來極端高溫天氣，部
分地區最高溫度達到50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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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馬格朗，佛教徒在婆羅浮屠寺放飛天燈，慶祝衛塞節。衛塞節是
佛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這一天是紀唸佛祖誕生、成道和圓寂的節日。

巴勒斯坦12歲男孩因表演“軟骨功”聲名鵲起

近日，一名來自巴勒斯坦的男孩，因在電視節目“阿拉伯達人秀”
上表現了異於常人的“軟骨功”，而聲名鵲起。

“剛性支出”加“彈性支出”
在北京養老要花多少錢？

早在 1990 年北京市就已步入老齡

化社會。截至 2014 年底，北京老年人

口數量已超 300 萬，預計到 2030 年，

北京將達到重度老齡化，戶籍老年人

口占比將超過 30%，隨後進入超老齡

化社會，而且，這一狀況將持續 50 年

以上。

在社會老齡化進程加速明顯的背

景下，如何讓“老有所依、老有所

養”的美好願景成為現實圖景，是

全社會必須直面的問題。“十三五”

規劃提出，建立以居家為基礎、社

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的多層次養老

服務體系。

目前在北京，以家庭為基礎、社區

為依託、政策保障為主導、社會化運作

為方向的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正在逐步形

成。然而，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出臺的同

時，養老成本對於多數老年人及其家庭

來說仍是不小的問題，因人而異的“養

老賬本”背後，是老年人及其家庭共同

面臨的現實煩惱與焦慮，這一問題的最

終解決迫切需要家庭、單位、社會和政

府等方面的共同參與。

“老有所養”，是一座城市的溫度

所在。

根據北京市最新一次上調的退休金

結果顯示，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為平均

每月3355元。

一對普通退休夫妻，在北京每個月

要花多少錢？他們的生活賬本是開支緊

張還是盈餘充足？隨著城市“空巢”家

庭和高齡失能老人的增多，人們越來越

關注在一個老齡化社會裏，如何讓養老

賬本變得有品質、有溫度。

家住北京白雲觀街汽北小區的楊鵬

生今年 78歲，5月 20日早上 8點，他和

老伴剛從早市買完菜回來。

“番茄一斤半，5元；牛奶一箱，

32 元；鯽魚一條，9 元；雞蛋兩斤，7

元……”楊大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記

賬，厚厚的賬本上工整地記錄著生活必

需品的開銷。楊大爺這天買菜共花去了

83元。

和北京的很多老人一樣，楊大爺和

老伴獨自生活，所以飯菜做

得很簡單。只有在週末兒女

回來時，才會去牛街買些牛

羊肉改善伙食。

這些年物價上漲，楊

大爺深有感觸，“番茄現

在 3 塊多一斤，3 年前也就

2 塊錢。”不過他的養老金也漲了不

少，楊大爺退休前是高級教師，現在

每個月能領 6000 多元退休金，加上老

伴的退休工資，老兩口每個月收入 1

萬多元。

目前，兩位老人身體不錯，通常

楊大爺下午會去老年活動室打牌，老

伴傍晚會去跳廣場舞，這些休閒活動

都是免費的。平時出門坐公交有老年

卡，每年學校會組織退休教師旅遊，

但花費較少。

“每個月買菜吃飯 1200元左右，衣

服基本不買，水電煤氣通訊費 300元，

年紀大了也沒啥人情往來，偶爾給孫子

孫女買點零食，只要不生大病，每個月

開銷不到 2000元。”楊大爺說，老兩口

每個月能存下近萬元。

“我爸，加上岳父岳母，兩邊三

個老人要管，我們平時工作忙，實在

顧不過來。”在北京一家外企做銷售

的陶偉，這兩個月一直在幫父親物色

養老院。陶偉 81 歲的父親身子骨已經

沒那麼硬朗，自從今年 3 月摔傷後就

老要往醫院跑。陶偉母親去世後，父

親一直獨居，因為不習慣家裏有外

人，所以一直不願請保姆，兩個月

前，父親提出了到養老機構接受照料

的想法。陶偉上周在通州看中了一家

60 張床位的小型民營養老機構，每月

5000 元，這在北京民營養老院中處於

中等價位。

陶偉父親一個月退休工資 5200元，

正好可以支付養老院的費用，“去了那

兒，就沒什麼其他開銷了，有人照顧我

們心裏也踏實。”陶偉說。

不管是居家養老，還是去養老院，

老人們總算是過得心裏有數。不過讓

楊大爺擔心的是，生活裏出現的“意

外”開銷，會不會讓他的小賬本出現

“赤字”。

比如，年初小兒子著急換房，但首

付不夠，一下子就從楊大爺這裡借走了

12萬元，“照理是要還的，但是也沒說

清。”

楊大爺有一兒一女，每個月存下的

近萬元，多數都以各種名義“資助”了

兒女。

老人們抱著“養兒防老”的傳統

觀念，卻不得不補貼第二代買房，資

助第三代教育。“啃老”，在北京這

樣的大城市，無疑增加了“養老”成

本。

楊大爺最近還發現，他不僅把錢貢

獻給了兒女，自己和老朋友們的生活差

距也被一點點拉開。住在他前一個單元

的老兩口，不到 70歲，3月份剛剛去歐

洲 9國玩了一趟，據說團費是每人 3.5萬

元。“朋友們年輕點的背著單眼到處

跑，還有的上了老年大學，不過這些

都是要花錢的。”楊大爺說。

更大的“意外”開銷，來自於疾

病。和楊大爺一個小區的胡惠娟，退

休 6 年了。3 年前，她因為腦出血導致

身體半邊癱瘓，家裏的“半邊天”就

這麼突然倒下。

“當時手術加住院，花了5.8萬元，

不過醫保報銷了大部分，自己就花了1.5

萬元。現在每兩個月去醫院開藥大概花

1400元，年底可以報銷 40%。”胡惠娟

的丈夫說，手術過後的日常康復才是大

麻煩。

他們請過保姆，但是每月 3500 元

的費用讓這個家庭有些吃力。胡惠

娟的家人最終選擇了社區裏的日間

照護中心：月壇街道無圍墻敬老院——

汽北社區服務站。每天早上 7 點半，

家人把胡惠娟送到這裡，下午 5 點半

再把她接回去，服務站管中午一頓

飯，還會有專門的護理員、社工陪

伴這些高齡、失能老人說話、下棋、

做操等。

按照胡惠娟的傷殘等級評定，

這樣的“日托”服務，每天收費

70 元，一個月 2000 元左右。相比

請保姆的費用，胡惠娟的家人松了

一口氣。

如何減少“養老賬本”的風

險支出，讓“老有所養”成為現

實？

在汽北社區服務站社工汪淼看

來，除了完善國家層面的大病醫療

救助制度之外，社區日間照護中心

和服務站這些“小而美”的居家養

老服務也許是更為現實的出路。

與汽北社區服務站一河之隔

的月壇街道敬老院，幾乎常年滿

員，因此那些想要入住的老人必

須來汽北服務站的“日托”排

隊，等待河對岸的空余床位。

據汪淼介紹，六城區內的很多公

立養老機構，排隊起碼要 3 年。

“沒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很難叩

開民營養老機構的大門，城裏但凡環

境好一點的月收費都要上萬，而如果

每週請服務中心的養老護理員到府，

給老人提供洗澡這樣的服務，費用就

一兩百元。”汪淼認為，如今汽北服

務站這樣的公辦民營方式，即由政府

街道提供地方，設定管理標準，然後

通過招標形式，找到專業服務商來運

營，是減少老年人養老成本的有益嘗

試。

5月 18日，北京市發佈《支援居家

養老服務發展十條政策》，提出實現社

區養老服務驛站全覆蓋和日間照料、呼

叫服務、助餐服務、健康指導、文化娛

樂、心理慰藉等“花樣服務”。專家認

為，隨著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現代家庭

的養老功能進一步減弱，社會化養老成

為大勢所趨，由社會提供養老服務，再

送服務到府的形式，不僅減輕了失能老

人的經濟負擔，也是大多數老人更願接

受的方式。

另一方面，“養老賬本”的焦慮，

來自於現行養老金制度難以讓退休老

人獲得充分安全感。黑龍江大學教授

曲文勇告訴記者，完善的養老保障應

該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社會基本養老

保險；二是企業為員工繳納的企業年

金，不過，企業年金一般由企業自願

建立，目前只有很少的企業職工能夠

享受；三是個人的養老準備金，包括

商業年金、銀行儲蓄、股票債券、房

地產等金融產品或實物投資。其中，

商業養老保險專錢專用，風險較低，

可在被保險人年老退休或保期屆滿

時，按合同規定按期支付養老金，成

為養老補充。

賬本上的“剛性支出”

看不見的“彈性支出”

“小而美”的養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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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在達福科技公司，世華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為大家安排了生活
在電磁波時代的保健妙方健康講座，此次特別
邀請到陳韻竹醫師，也是現任的副會長，以她多
年理療的經驗，與大家分享此重要訊息，陳醫師
向大衆解說輻射、電磁波的基本概念外，並教導
現場的朋友，如何用簡易的運動方式，排除體內

的電波，用極短的
時間，提升精力，
恢復疲勞，陳醫師
的解說，引起了在

場來賓的熱烈討論。
電磁波又稱電磁輻射，是由同相振盪且互

相垂直的電場與磁場在空間中以波的形式傳遞
能量和動量，在您的家中，無綫電話、吹風機、吸
塵器、冰箱、微波爐、電熨斗、電視、調光開關、電
熱毯、電動牙刷、無綫網絡等；在您的辦公室 -

電腦、傳真機、影印機、掃描儀；在室外 - 電源線
、變壓器、變電站、手機天線塔、WIFI等，讓我們
無處不受它的影響，如何在生活中減少幹擾，是
大家今日要注意的課題。陳醫師強調：看陽光、
賞夕陽、走大地，是我們釋放電磁波自然地三種
方式，多光腳在草地上走，運用深呼吸法吸取天
然氧氣，將身上的電磁波釋放，就可以降低電磁
波所帶來的敏感症，包括倦怠、疲勞、頭暈、耳鳴
、失眠、頭痛等副面困擾。

陳醫師的建議，深受大家的認同與效仿。

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州分會每月都會舉辦
會員活動，不論是專業性、身心靈的講座，公司
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工商婦女
提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員們在
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世華六
月份的活動，將以油畫為主題，屆時希望有興趣
的朋友們踴躍參加。來信至gfcbwnt@gmail.com
、或來電：會長孟敏寬 469-789-6858、副會長：
姚台冬469-662-5983、陳韻竹214-680-8856。(
婦女會供稿)

姊妹們認真學習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健康講座 生活在電磁波時代的保健妙方

參與姊妹快樂合影

陳韻竹醫師講解電磁波時代的保健妙方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和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將在
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兩點在活動中心舉辦今年度第
二次的營養健康講座。張學軍博士將為大家講解「維
生素和營養補充品的生理作用」

維生素是人體營養、生長所需的有機化合物。機
體如果缺乏維生素，就會出現某種疾病。因此有些人
認為維生素是營養素，攝入是“多多益善”。人需要維
生素越多越好嗎?答案是否定的。合理營養的關鍵在
于“適度”。過多攝入某些維生素，對身體不僅無益反
而有害。

我們知道，維生素大致可分為水溶性(維生素B、
C)和脂溶性(維生素A、E、D、K等)兩大類。水溶性類的
維生素多餘部分一般可隨尿液排出體外，脂溶性類的

維生素A或D，多餘者不能排出體
外。從營養上講，所謂維生素應該
是人體不能合成(或合成數量不能
滿足需要)而在人體正常代謝過程
和調節生理功能所不可缺少的一

類物質。它們是必須由食物供給的營養素。因此缺乏
時就會出現某種典型的臨床症狀。截止目前為止並未
發現因缺乏苦杏仁甙而患任何缺乏症的，因此這兩種
物質根本不能稱為維生素。本講座將討論維生素以及
其他營養補充品的生理作用。

張學軍臨床營養師，醫學博士從七歲起隨祖父學
中醫。1978年9月考入第一軍醫大學醫學系，在學5年
，1983年7月畢業獲醫學學士學位。之後在廣州流花
橋醫院和廣州紅十字會醫院工作4年半。1987年3月
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1993年3月獲日本東京大學基
礎醫學博士。1995年1月赴美，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
羅分校博士後5年，在西南醫學中心任助理研究員8
年。2009年2月獲得美國臨床營養師證明，服務布萊
諾華人至今。

華人活動中心地址：400NGreenvilleAve.,#12,
Richardson,TX75081，電話 972-480-0311.亞美健康
關懷服務電話469-358-7239.(亞美健康關懷服務供
稿)

「維生素和營養補充品
的生理作用」健康講座

美南銀行作為社區銀行，
為盡應有之社會責任，自2005
年起，每年都舉辦針對應屆高
中畢業生的獎學金活動。2016

年，是美南銀行獎學金發放的第十一個年
頭。此獎學金之目的在於投資未來人才、
表彰成績優秀學生，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
用。並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為所有學
生取得優異成績、提供動力！

2016年度“美南獎學金”即日起開始
接受報名，該活動共設立 5名獎學金，每
名一千美金。主辦方美南銀行將根據學生
的課業成績、課外社區活動、教師推薦信，
及學生本人在校期間參加各種活動情況
選取獎學金獲得者。各種在校期間活動例
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書畫
比賽，以及社區活動參與情況等等。

本獎學金的申請及發放，將不侷限於
美南銀行的客戶。凡應屆高中畢業生並已
拿到入學許可者均可申請。申請截止日期
為2016年5月31日(以郵戳為憑)。得獎人
將於2016年7月底前收到通知，頒獎活動
將於2016年8月舉行。
申請表格可於美南銀行索取:
布蘭諾分行電話: 972-673-0188, 2304
Coit Road, #600, Plano, TX 75075
李察遜分行電話: 972-301-5988, 1131
North Jupiter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相關具體申請方式，資格要求及表格
，請 洽 美 南 銀 行 公 關 Katrina Chiu,
713-272-5045 或 Fanny To
713-272-5004，郵件 katrina.chiu@swnbk.
com(美南銀行供稿)

即日起接受報名
美南銀行獎學金

QS60526A達福社區

北德州暨歌林郡臺商會第二十三屆年會及
新舊會長、副會長交接典禮於 5 月 15 日(星期
日) 6:30pm.假美心飯店隆重舉行，當晚會場高
朋滿座，貴賓、理事、會員、商會朋友…大家雲集
一堂，舊雨新知相見歡，談笑風生此起彼落，將
整個會場烘托的甚是熱鬧…。

晚會準時在6:30pm. 開始，由美麗大方的商
會秘書長：李震台女士、及才貌雙全的青商會會
長：羅迪雄先生共同主持。首先由廖于萍會長致
詞「感謝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及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所
有的贊助商家，感謝商會前會長、理事及工作團

隊、僑胞朋友…，感謝大
家在過去兩年來給予我
的熱情支持和鼓勵，希
望新任會長接任後，大
家仍能依如舊往，秉持
以往的熱誠，與楊會長
及其工作團隊一起同心
協力使得商會因為有你
們的熱心支持而更加蓬
勃發展。」

接著介紹會場嘉賓
，包括：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
齊永強先生、休士頓華
僑文教中心副主任：李
美姿女士、美國眾議員
Ms. Eddie B. Johnson 辦
公室推廣協調代表 Mr.
Harrison Blair、德州眾議
員 ： Mrs. Angie Chen
Button、Richardson 市長
國際商務辦公室主任：
Mr. Mike Skelton、Rich-
ardson 商 會 會 長：Mr.
Bill Sproull、大達拉斯亞
裔商會會長：Mr. Gal Ju-

maoas、美國中興通訊公司總裁：Mr. Zhenhua
Yao、德州儀器公司資深副總裁：Mr. Bing Xie、
中美旅美專業人士協會會長：Mr.Wei Dong 及
名譽會長：方靜慧女士、僑務諮詢委員、2015理
查森市商會主席：陳文燦先生、僑務諮詢委員、
臺商會顧問：牟呈華先生、僑務諮詢委員：林郁
芳女士、畢可樸先生、僑務委員：曹明宗先生、僑
務顧問：宋宏一先生、律師：曹祖芳女士、北德州
臺商會名譽會長：李俊明先生、陳文燦先生、陳
文憲先生、巫飛雄先生、徐景勛先生、林郁芳女
士、盧英華女士、康碧娥女士…。

7:15pm.商會這次特別邀請到德州儀器公
司謝兵副總裁：
謝先生來到會
場為大家帶來
專題演講，主題
是：【科技的演
進與客戶服務
的轉型】，謝先
生首先以 50 年
代第一代電腦
ENIAC 和 今 日
的 iPhone 作 比
較，小小的手機
比 ENIAC 快上
百萬倍，然而重
量和電源消耗
只需要微小的
一部分。德州儀
器公司於 50 年

代IC的發明是近代科技進步的基石。除了硬體
進展神速外，今日的科技已轉變為快速發展的
互聯網。謝先生舉例說明：譬如買車，大家都能
在Internet收集到許多的資料，可能比銷售人員
瞭解的更多，這樣讓買車的交易更為迅速及有
效率。又譬如新的 device 可以監測你身體的狀
况，將所有的資料都送到資料庫分析，當您在做
年度體檢時，可以迅速地提供正確而完整的報
告，同時也可以通過手機，預先給您提出一些警
告。所有新的科技都將會是一種挑戰，但也提供
了新的機會，顧客的服務也將隨之轉型。謝先生
的演講簡潔扼要，發人深省。

7：50pm.廖會長上臺向大家匯報兩年來商
會在僑界所舉辦的大小活動事宜，同時頒發感
謝獎牌給商會歷屆會長、理事及工作團隊。齊永
强副處及李美姿副主任代表頒發僑委會陳士魁
委員長的感謝狀予廖會長。

8:20pm.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簡單而隆重，商
會特別邀請由休士頓遠道而來的駐休士頓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先生來主持監
交典禮，短短幾分鐘的交接儀式，第二十二届會
長廖于萍將商會的官印在長官的監督下交到第
二十三屆新任會長：楊惠清手中，交接儀式圓滿
成功，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楊惠清會長是一位才貌雙全、做事認真、帶
人和氣，處事圓融的人，相信未來的兩年裡，商
會在她及兩位副會長：李震臺女士、黃甫泉先生
的熱心引領下，一定會另有一番新景象。

8:30pm.楊會長致詞「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及支持，今後我將會繼前輩之後，努力為僑社、
為商會會員及朋友…，尋求更多商機並加強與
地方政府交流，為達拉斯商界朋友爭取應有的
利益，讓我們一起同心協力、共榮互利、創造雙
贏」。

接著楊會長介紹她的新工作團隊：第一副
會長：李震台女士、第二副會長：黃甫泉先生、秘
書長：孫逸華女士、副秘書長：趙海藍女士、文宣
組長：平栗蓉女士、財務組長：林麗麗女士、康樂
組長：孫禮超先生、蕭如華女士。

8：50pm.娛興節目開始：由商會名譽會長：
康碧娥主持
1.商會嘉賓海天合唱團：男女合唱「The sound
of music」電影中的三首歌曲(影片是七十年代家
喻戶曉的音樂大片，故事取自Maria Von Trapp
著作改編成的電影) 真佩服海天合唱團能把這
三首歌曲唱的如此婉轉動聽、令人回味無窮，頓
時受到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和極高的肯定。
2.「有小余天之稱」的名譽會長徐景勛獨唱：「水
中煙」「望月想愛人」「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三首
紅極一時的台語歌曲，他那嘹亮且帶點悲情的
歌聲，渾圓高亢的顫音，頓時博得全場喝采、現
場觀眾拍手高喊〝Bravo〞久久不下！
3. 由商會理事及婦女會的幾位朋友一起合唱：
「朋友」及「感恩的心」這是兩首動人心弦的歌，
人人都能哼唱幾句，因此臺上臺下不分彼此唱
做一片，加上手語，甚是熱鬧。
4. 最後的壓軸好戲是刻意留給齊副處長的，每
當他來到達拉斯，如果不唱上兩首歌，粉絲們絕
對不會輕易放他回去休士頓的。當晚他帶來的
兩首歌「Unforgettable」、「晚安曲」，齊副處長天
生有副帶有磁力的好嗓子，每次唱歌，好像天竺
之音繚繞在空氣中，清新自然的令人百聽不厭。
信不信！他可以不靠音樂，也能清唱的可圈可點
，實在太厲害啦！
5.最後令大家最愛的是大摸彩，今年的禮物比往
年要多，所以中獎的機率也比較高、獎品幾乎每
桌都有人中，凡中獎的朋友，興奮心情立于言表
！坐在他左右桌的賓客都會高聲吶喊祝賀中獎。

9:30pm. Karaoke 開始，北德州臺商會第二
十三屆年會暨新舊會長、副會長交接晚宴。就在
這輕鬆愉快的Karaoke音樂聲中圓滿結束。

北德州臺商會竭誠歡迎您隨時加入我們這
個大家庭，成為我們的理事或會員，報名請聯絡
：會長：楊惠清 469-877-0046，第一副會長：李
震 臺 972-365-5881，第 二 副 會 長：黃 甫 泉
214-288-8867，秘書長：孫逸華 817-805-3099，
副秘書長：趙海藍972-697-1827(北德州臺商會
供稿)

北德州暨歌林郡臺商會第二十三屆
年會圓滿成功
楊惠清女士榮登會長

德州眾議員陳筱玲女士專程出席盛會

全體理事與歷屆榮譽會長

齊副處長主持會長監交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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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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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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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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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60526C達福社區

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演講比賽作為達福地區
的重要賽事，歷年來備受學生和家長的熱切關
注。今年的比賽將于7月30日（星期六）上午8：
00 到 12：00 于科林郡學院（Collin College，2800
E. Spring Creek Pkwy,Plano,TX75074）舉行，歡
迎青少年朋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青少年演講比賽為達福地區青少年提高口
頭表達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演講技巧提供了絕
佳的鍛煉機會！比賽形式靈活，氣氛活躍，評判
專業，歷年來均得到了學生及家長們的大力支
持。每年均有約100名參賽者，選手們表現出色，
成長顯著，不少優秀的選手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七月三十日，我們即將迎來2016年度青少年演
講比賽。我們鼓勵和歡迎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們
報名參賽，展示原創作品，挑戰自我，相信今年
的比賽將會更加精彩！

本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的主辦方為：美洲

中國工程師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USADFWChapter。贊助方
為：德州儀器中國創新會(Texas In-
struments Chinese Initiative),ON-
COR, 華 為（HUAWEI）和 Cindi’s
New York Deli and Bakery。承辦方為
德州龍演講社（Texas Dragon Toast-
masters Club）。比賽裁判由擁有專業
裁判經驗的國際演講社（Toastmas-
ters International）的成員擔任，確保
比賽結果公正專業。

即日起接受參賽報名，報名截止
日期為7月24日。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的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此次報名分為兩個階段：
7月10日前報名的選手，報名費為10美元/人；
在7月11日到7月24日期間報名的選手，報名
費為15美元/人（請使用網上在綫支付報名費）。

報 名 網 址 為：http://cie-dfw.org/events/2016/
speechcontest/。比賽具體規則，演講題目以及時
間規定，請參考以上網址進行查詢。如有疑問，
歡迎及時聯繫我們：

發 送 郵 件 至 dfwyouthspeechcontest@gmail.com
或 致 電 AliceYang979-739-9518， MarrisaY-
ang469-443-8162(德州龍供稿)

2016青少年演講比賽
將于七月三十日舉行

海天合唱團 2016 的年度演唱
會在五月七日晚間成功的拉下序
幕，但並未就此劃下休止符!團員們
因十多年相處，及每學年的練習，
彼此間培育出深厚情誼及和諧默
契。且造就出許多海天傳統，慶功
宴就是其一。聚會又在團長精美舒
適豪宅中熱鬧展開。05/14/16晚上
團員們帶著自家拿手佳肴準時參
加，我們合唱團指揮老師及靈魂人
務林菁教授還帶來多瓶美酒水果
調制雞尾酒，配合我的白甜酒和葡
萄酒與珍饈助興。”Pot-Luck”菜色

林林總總，有開胃麻辣粉皮，涼拌
蘿蔔絲，米粉，上海炒年糕，通心麵
燒油雞炸雞翅，青蔬雞丁，瓠瓜丸
子，義大利千層麵，三色蛋什錦肉
片素鴨等等…再加上精緻甜點-紅
豆，芝麻，花生三味麻薯，台商會新
會長，CatherineYang 帶來美味的
BraidedAppleStrudels，水 果 拼 盤 及
新鮮自栽枇杷。厨房的花崗岩檯面
又是排的滿滿滿。六點準時開席，
酒酣耳熱，大家大快朵頤。隨後上
樓去觀賞演唱會實况錄影，重溫盛
況。當天的一幕幕又浮上眼簾。欣
賞完演唱會的視頻，一位攝影學會
會員，JoeZhou，的兒子表演了一首
鋼琴曲，加添了音樂氣氛。

這幾乎九個月的每週練習點
滴也浮上心頭。俗話說
臺上一分鐘台下十年
工:我們一小時的演唱
，匯聚指揮的精心策劃
，伴奏的優美詮釋，團
員的同心合力，無計個
人光彩但求演出順利
成功。演唱會前三星期
自行密集加添練習，要
感謝JJ與Bill開放家庭
，Tony與Eva熱心教導
帶領。多虧JJ嫂和Susan
的愛心備辦，每次在家

練習總有豐富點心消夜可以享用。
更要感謝Jane與Christian百忙中趕
來為我們小組練習司琴。而在演唱
會前晚彩排，女士們穿上奧地利傳
統服飾，如小姑娘般可愛。男士們
戴上奧地利傳統帽子，個個化身為
當地士紳。演唱會當天演出之前老
師與團員做正向溝通，鼓勵加油更
為大家打了强心針。我們也就有恃
無恐如吃了定心丸般準備演出!也
排解一下大家的緊張情緒。終於掌
聲響起，我們魚貫登場。抑揚歌聲
在 最 後 一 首 ”安 口 ”曲 -“My-
HeartwillGoOn”劃上句點。然而曲
終人未散，觀眾熱情獻花，有來自
家人朋友--Grace的先生遞上鮮花
一束，令她驚喜不已!Ariel的先生兒
子也是為愛妻賢母獻上美麗瓶花!
台商會新會長替代康碧娥女士贈
送一盆美麗的盆栽給團長，Stella-
Chiu以此祝賀海天演出成功。合照
之鎂光燈更是閃爍不停，歡聲笑語
久久不散，我的瑜珈美國老師說好
多曲子她都會唱，因此也一直在台
下隨著唱。她說我們真應該每年多
幾場演出!隔日收到友人們微信留
言如下，真是覺得開心更為海天驕
傲:

“BeckyLee 你好！昨天晚上我
看了你團的音樂會，非常不錯。整

個演出撲實、高雅、優美、上檔次，
有很好的互動，有實力，在沒有音
響設備的情况下聲音傳得很遠，非
樸實常好！真誠祝你們演出成功！
你們團很棒！”

“海天合唱團功力不淺，人才
濟濟。親臨現場，耳目一新。老電影
，老歌，唱出了水平。”

參加海天合唱團是我這十年
來最快樂時光。我愛我的海天大家
庭!更歡迎愛好音樂之舊雨新知加
入我們的行列!(羅敦珮(BeckyLee)
供稿)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 年度演唱會
花絮及慶功宴記實

台商會新會長在切Apple Strudels

達拉斯攝影學會會員

Joe Zhou 的兒子彈鋼琴助興 部分海天團員在進餐

達拉斯僑社

華府僑社

【華府新聞日報訊】台灣地區2016年5月20日舉行了新屆政府
的就職儀式，蔡英文作的演講沒有通過中國大陸政府的答卷要
求。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兩岸關係怎麼走引起海外僑胞嚴重關
注。
為此，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於5月21日即召開了座談
會，把焦點集中到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兩岸關係將怎麼走的議題
上。40多位華盛頓地區主要社團代表，兩岸僑胞代表，華盛頓

和統會，華盛頓美京統促會理事會的代表們出席了座談會。中
國駐美使館參贊兼副總領事楊東等 4 位領導應邀出席了座談
會。

座談會上華盛頓和統會印發了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美
洲統促會聯合總會、華盛頓和統會、統促會共署的“關於蔡英
文5-20講話的聲明”(全文另發)。大華府地區大專院校聯合會
韓軍副會長，大華府地區同鄉會聯合會曲長虹副會長，華人專

業團體聯合會理事長
葉玉彬，希望中文學
校古炎，大華府新黨
之友負責人蔡德梁以
及華盛頓和統會，統
促會等18位與會者踴
躍發言。華專聯首任
會長，華東師大特聘
教授賈浩博士也應邀
作了發言。

匯 總 與 會 者 的 發
言，大家比較一致地
評論是民進黨執政後
一開始就已經給兩岸
關係今後走向帶來非
常大的不確定性和風
險，對蔡英文的就職

演說表示了完全的負面評價，對華盛頓和統會等組織發出
的聯合聲明表示完全支持。因為蔡英文在其演講中還是一
味地模糊，未就兩岸間政治關係的性質表態，沒能承認
“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內涵，意味著
她不願意放棄長期以來堅持的“臺獨”主張，這是非常危
險的信號。民進黨推動“和平台獨”是對兩岸和平發展的
破壞，是不會與和平穩定相共存。

華盛頓地區著名律師梁仲平先生評論說，人們常把蔡英
文女士比作“空心菜”，就他看來蔡是不遺余力地推動
“和平台獨”的“實心菜”。愛好兩岸和平的人們應該對
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合理合法的應對。前“華航”華盛頓經
理沈維新表示，對蔡英文的講話儘管島內貶褒不一，但是
就其實質看就是用模糊來換取“和平臺獨”的時間。蔡德
樑先生表示，蔡英文講話中提及的“遵循兩岸關係條例”

實質上是一個欺騙和蒙混過關的手段，我們對“一中原則”不
可含糊，不能改變，堅決不能讓蔡英文“過關”去搞“臺
獨”。賈浩教授認為，蔡英文在演說中提及台灣面臨困難和要
解決問題，但要避開確認兩岸關係的性質就不可能有和平穩定
的兩岸關係，要解決
問題也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應該對民進黨的今後的兩岸政策有
足夠的警惕，因為民進黨還頑固地背有“臺獨”黨綱。希望中
文學校古炎先生對民進黨執政後會推動“文化臺獨”表示憂
慮。他表示過去十幾年民進黨用歪曲歷史教科書和民粹煽動的
做法誤導了台灣的一代年輕人，如果任其下去後果更為嚴重，
應該予以嚴肅應對和堅決反制。華盛頓和統會副會長何曉慧對
台灣地區的青年現狀表示憂慮，對民進黨執政後會繼續他的
“反中”和“臺獨”步伐表示高度警惕。90高齡的華盛頓和統
會名譽會長沈己堯教授，華盛頓和統會創會會長黃企之先生都
表示對中國的和平統一前景抱有堅定的信心，願意為此奉獻一
生。

中國駐美使館楊東參贊聽完大家的發言後談了自己的感受。
楊參贊認為，蔡英文的講話沒有講清兩岸關係的性質，刻意模
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意涵，給出的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
卷。因此我們對台海趨于复雜嚴峻的局勢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同時也感受到大家對中國和平統一前景充滿信心。楊參贊說，
我們的對臺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不會隨著島內的政局變化
而改變。我們堅持“九二共識”，堅持反對“臺獨”，堅定地
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會改變。我們反“臺獨”的底線不容挑
釁。大家對民進黨執政後的“去中國化”的“臺獨”傾向看得
很清楚，對陳水扁時期搞“法理臺獨”出現過動蕩都還記憶猶
新，我們不希望兩岸重回到那緊張和動蕩的局面，希望兩岸和
平發展能夠繼續。我們寄希望與台灣人民的政策沒有改變，會
繼續做好青年人的工作，推動兩岸的民間交流。楊參贊對華盛
頓和統會多年來的海外反獨促統工作予以肯定，希望能繼續團
結海外兩岸僑胞，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和統會會長吳惠秋指出，民進黨執政後由于其推行的“臺
獨”路線使海外的“反獨促統”面臨更大的挑戰，我們將面對
更為複雜和嚴峻的局面，需要作更多艱巨的工作。我們的信心
是堅定的，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作出貢
獻。座談會結束後與會代表合影留念。(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供稿)

“和平台獨”不會與和平穩定共存
和統會召開“民進黨執政後的兩岸關係”座談會

賈浩博士

楊東參贊兼副總領事會長吳惠秋

蔡德梁 曲長虹 韓軍

座談會合影

葉玉彬

B8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6年5月26日 Thursday, May. 26, 2016



B6星期四 2016年5月26日 Thursday, May. 26, 2016
中美論壇

4月25日發生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
漁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押並
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件，在台灣朝野引起軒然大

波。
日本宣稱的「沖之鳥島」距離日本本土一千七百四十四公里， 最早據

說曾經有五塊礁石露出水面，但是經過颱風與海水侵蝕，目前只有兩塊浮
出水面。這兩塊小岩礁，一個叫東露岩 另一個叫北露岩，東露岩高潮時面
積大約只有雙人床大小，露出水平面十六釐米。北露岩還不如一間臥室那
麼大 高出水平面只有六釐米。 

1565年由西班牙船隻水手首先發現這些珊瑚礁。 1888年以前日本沒有
任何關於這些岩礁的官方記載。到了1922年日本才開始發現這些岩礁 。
1931年日本政府宣稱這些珊瑚礁是日本領土，並起了一個日本名字：「沖
之鳥島」 。1987年 日本開始大規模『島嶼化』行動，建立防波堤及直徑
50公尺的混凝土牆，防止東露岩和北露岩進一步風化及海水侵蝕。

就這麼兩塊小岩礁，日本除了主張200海裡的專屬經濟區之外，還以沖
之鳥礁為中心，試圖用外大陸架畫界的計算方法，把原來43萬平方公里的
次大陸架面積擴大到7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本土面積的兩倍。）

所以不能小看了這兩個小岩礁，它使日本的次大陸架面積增加了74%。

據此， 日本保安廳巡邏艇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 扣押臺灣琉球籍漁船「東

聖吉16」號, 並要求繳納保證金。這種片面宣稱主權，公然在公海扣押別
國船隻並要求贖金的行為，和索馬裡海盜何異？這樣的行為不但台灣必須
嚴重抗議，所有國家都應該譴責這種以礁為島，片面宣稱主權的行為。

由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長傅崑成教授倡議的「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ASIA-PACIFIC FISHERY PRESERVATION LIMITED）

終於在香港註冊成立了。有關海洋的法律並不健全，而往往各說各話，
因此糾紛難免。亞太漁業養護希望透過追蹤漁業糾紛，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已經有4個項目在進行中，如果加上沖之鳥礁事件，就已經有5項工
作在進行了。本期特別報導了林亞將先生的報告。這是一個需要大家支
持，共同努力的工作。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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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委員：劉 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筆者于此次臺灣調研主要目的在
於瞭解兩個案件的細節和進展：一
是3月21日發生在麻六甲海峽的臺灣
小琉球籍漁船“聖德財”號和“連
億興116”號遭到了印尼巡邏船槍擊
的案件；二是4月25日發生在日本沖
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小琉球籍漁
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扣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
件。兩起案件中涉事漁船同屬臺灣
屏東縣小琉球區漁會管轄，因此，
筆者于4月29日到達臺灣後前往的第
一站是位於臺灣西南外海上的小島
嶼——小琉球。筆者與琉球區漁會
曾毓宗股長取得了電話聯絡，並約
好於當日下午1點30分于琉球區漁會
辦公樓會面洽談，此次發生的兩起
琉球籍漁船事故都是由曾毓宗股長
主要協調處理。

關於4月25日發生在日本沖之鳥礁
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漁船“東聖
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
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件。

2016年4月24日晚上7點22分，當
時位於離日本沖之鳥礁大約160海裡
的附近海域（具體座標為：北緯
19度47分，東經138度38分）作業的
臺灣屏東縣琉球籍漁船“東聖吉
16”號（CT4-1945），遭到日本保
安廳巡邏艇警示並欲登臨檢查，日
方稱“東聖吉16”號漁船在日本專
屬經濟區海域作業。由於當時一片
漆黑，看不清楚對方的船，“東聖
吉16”號船長潘建鵬不同意其登
撿，隨後即發生兩船追趕行為。
“東聖吉16”號船上載有10人，包
括一名臺灣船長，一名大陸人（姓
名：林民遠）和8名印尼人。在發生
此事件之後，“東聖吉16”號船長
潘建鵬及時向設立在屏東縣東港鎮
的通訊中心通報情況。

在收到此消息後，臺灣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於4月24日晚23時
25分作了以下幾項應對措施：一是
請臺灣外交部門轉告日本勿在公海
海域干擾臺灣漁船正常作業，並也
將此情況轉達臺灣駐日代表處；二
是向臺灣海巡署勤指中心通告此情
況，建議其採取妥當措施；三是已
轉告船長向外行駛，離開該水域；
四是已請臺灣蘇港、東港、高雄漁
業通訊電臺加強廣播，請在該海域
附近作業的漁船注意。

自4月24日晚7時22分左右一直持
續到4月25日淩晨5時30分左右，日
本保安廳巡邏艇一直持續追趕臺灣
漁船“東聖吉16”號。當時，天已
漸漸明亮，“東聖吉16”號船長潘
建鵬可以看清追趕自己的是日本公
務船。曾股長稱，潘建鵬船長時值
37歲，沒有太多經驗，認為臺灣與
日本有簽署一些相互登檢的協議，
這次的登撿或許是合法合理的，再
者，潘船長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
違法的事情，因為在臺灣漁民認識
中，沖之鳥是一個礁，而不是島，
只有12海裡領海。鑒於這些考慮，
潘建鵬船長主動停船讓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登撿。據曾股長解釋，日本
保安廳巡邏艇的速度不比“東聖吉
16”號漁船快，因為“東聖吉16”
號船也很大，79.72的噸位，當時如
果潘建鵬船長不停船，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也沒有辦法將它擋下來。

“東聖吉16”號一停航，日本保
安廳巡邏艇迅速靠近登撿，日本執

法人員一登上“東聖吉16”號，便用
手銬將船長潘建鵬銬起來，並控制了
其他船員，非常野蠻的將船長室、船
艙、漁獲艙都搜了一遍。隨後潘建鵬
船長被帶到了日本保安廳巡邏艇，
“東聖吉16”號跟著日本保安廳巡邏
艇返航日本橫濱。在登上“東聖吉
16”號後，日本執法人員即很明確的

跟潘建鵬船長表明需要繳納600萬日
元保證金，約176萬元新臺幣，並表
示如果在海上航行時候收到了保證
金，則會立刻人船釋放，如果不及時
交，等船舶到達了日本港口，就不只
繳納176萬的新臺幣，而是繳納800萬
元的新臺幣。潘建鵬船長遇到這樣的
“恐嚇”心裡十分恐慌，如實向臺灣
方面通報了情況。曾股長告訴筆者，
日本通過這樣的“恐嚇”手段，其企
圖是想早一點拿到保證金，並通過收
繳臺灣漁船保證金這個事，企圖向外
界宣示其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是享有
專屬經濟區的主張。

4月25日晚上8點左右，日本派直升
機將潘建鵬船長從日本保安廳巡邏艇
上帶走，於4月25日晚11點左右飛抵
日本硫磺島，隨後在4月25日當晚近
12點時換客機將潘建鵬船長帶往日本
橫濱，於4月26日淩晨2點左右抵達橫
濱。到達橫濱之後，潘建鵬船長被告
知對方是日本大陸架管理局，做了筆
錄，簽署一些不明檔。曾股長表示他
工作近30年來，未曾遇到這樣的執法
行為，日本單方將潘建鵬船長從船上
帶離，帶到橫濱的這個事，這個過程
一直都瞞著臺灣方面，直到將潘建鵬
船長帶到橫濱之後才通知臺灣方面。
曾股長這樣解釋道，臺灣得知漁船被
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押的消息後，有
派遣海巡艇前往護漁救援，日本保安
廳巡邏艇從扣押臺灣漁船地返回橫濱
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因此日本擔心
在返航途中遭遇臺灣的海巡艇，到時
候船和人很可能被臺灣攔截，所以日
本先用直升機將潘建鵬船長帶到日本
國內，作為“人質”，以此作為保
障，這便是日本如此詭異執法的動
因。這是第一起發生在該海域附近的
臺灣漁船被扣押的事件。

潘建鵬船長被帶到橫濱之後，即被
進行了全身檢查，在許多人面前，被
脫光了衣服褲子，進行全身的搜檢，
用潘船長自己的話說，是“身上每一
個位置都被摸了”。檢查過後，潘建
鵬船長換上了日本提供的衣服，被關

Singapore is an island-city nation consisting of multi-ethnic 
races living in an area of 277.3 square miles, about 2/3 of New York City, 
half of Los Angeles and 2/3 of Hong Kong. She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Malaysia in 1965 and has grown in GDP and prosperity 
continuousl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since independence and sustained 
her growth till today except a dip during world recessions in 2001 and 
2009. No doubt, many of Singapore's success should be credited to her 
founding president, Lee Kuan Yew, who, though appeared to be a 
dictator to some, had set up a unique Singapore democratic governing 
system under one dominant party, People's Action Party, co-founded by 
Lee. The ultimate success in Singapore, of course, belonged to the 
Singaporeans. Singapore is a strict law-abiding nation perhaps with laws 
more on the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but under the Singapore laws, the 
citizens are given freedom and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education, serve 
the country, and practice capitalism. The government servants are well 
paid to eliminate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the brightest are given 
education scholarships and encouraged to serve in the public sectors. 
Therefore, in general,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capable and 
efficient employe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setting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managing Singapore's economy.

Professor Kishore Mahbubani, currently the Dean and 
Professor of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is one 
shining example of a well educated and successful Singaporean. He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48, a Sindhi and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SU) with a degree in 
philosophy and later obtained a MA degree from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Canada. He joined Singapore foreign services in 1971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 for Singapore. 
While at UN, he met and married Ann King Markey, an American 
lawyer,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ofessor Mahbubani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Can Asians Think?,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and his latest book, Can Singapore 
Survive?. Professor Mahbubani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100 global 
thinkers by Foreign Policy in 2010 and 2011 and as Prospect's top 50 
world thinkers.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hat I am presenting such details about 
Professor Mahbubani. Mahbubani has been an observer of the changing 
tide in Asian and Western politics. In my opinion, he has correctly 
criticized the West that their practice of the value they are pressing 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ch as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including American culture unfortunately anchored on 'money' and 'sex' 
is corrupted in many ways. The system of glob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MF are created 
to benefit the West not fair to the rising Asian powers. He claims that 
though the West may be fearful of Asia's rise, it should accept them and 
co-operate. Prof. Mahbubani is largely supportive of China like Lee 
Kuan Yew (a Chinese Singaporean) but he is a Sindhi Singaporean with 
a life-time diplomatic career associated with the UN. Lee and 
Mahbubani both understood China's method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ed 
that China is doing everything right to become an even more powerful 
nation. Prof. Mahbubani has given many lectures including a recent one, 
entitled, What Happens When China Becomes Number One (4-9-2015),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Politics, where he 
discussed the future US-China relation. His views inspire and resonate 
with mine thus I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m here.

First, he points out there is a public perception gap (foreign 
elites versus American public including American intellect). Even though 
the US media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 traveler in the U.S. will feel 
being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lf inflicted, the American 
public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elites in other 
countries who have fa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mericans are 
too hung up with be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President Clinton once 
said in 2003 something in essence like:  if you believe in maintaining 
power and control and you are number one, you can act unilaterally, but 
if you are number two, you can't do that. Clinton never repeated this kind 
of speech since it was suicidal to say U.S. to be number two to the 
American public. Listening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every four years, 
you would wonder why Americans felt so entitled to be number one 
without thinking deeper how the U.S. achieved and other great nations 
could achieve to be number one as well. China's economy may very well 
continue to rise to be number one; Goldman Sachs even predicted that 
India may become number two, but in reality, the three economies will 

be all very close in size. There is no big deal for the U.S. to accept a number 
two position. Japan one time was approaching the number 1 economy of the 
world, but never di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number 
one either, but China has 1.3 billion people one billion more over 
Americans. If every Chinese performed 25% more in productivity, every 
American would have to double his or her productivity to keep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y at par. 

In Prof. Mahbubani's view, the ASEAN nations and the U.S. don't 
have reasons to fear the rising China. Overall, China is rising peacefully. 
The Chinese leader Xi is fulfilling the Chinese Dream, rejuvenating progress 
both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ves for the Chinese citizens. China is more 
focused on her internal problems than replicating the U.S. foreign actions 
such as interfering in the Middle East. Whether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r from reality, China believes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live on the 
same boat. China has more respect to the United Nation than other great 
power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to his audience abou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with the rising China, his answer was very profound that 
both would do well, perhaps, with short term issues in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as exhibited by some current 
events. As to the reform or transforming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his 
observation was also very prud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generous in 
offer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such as Harvard) to all foreign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is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effect 
on China.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100 million Chinese going overseas as well 
as like many coming back to China provides high hope that China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free and open society. They have moved a society with 
bicycles being the principal mobility tool to a modern world their citizens 
can move about in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th far more freedom than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sia as a whole has come a long way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WW II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guiding the non-communist world to recover from the ruins 
of the war. The recovery of the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are most notable, 
but their stagnant economy is also obvious and understandable. The future 
of Asia will be bright because the changes the Asians have made.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for mankind if the West and the East will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rather than living in fear of each other or worse 
by scheming to destroy one another.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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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f China Rise by Kishore Mahbubani

◎林亞將

進一個房間，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張
床、棉被、洗臉盆，還有馬桶，牆上
有一扇窗戶可以看到外面，但是窗戶
被密封起來。這個房間的鐵門中下方
有一個矩形的口子，以便於往房間裡
面送食物，這個房間裡面沒有隔層，
吃飯、睡覺、上廁所都在裡面。簡言
之，把潘建鵬船長視同犯人來對待。

臺灣屏東縣琉球區漁會已設法籌集
600萬日元，約176萬台幣的保證金，
並於4月26日將這筆錢匯給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轉交給日本。曾股長表示繳納
保證金並不是承認日本執法的合法
性，而是為了讓10名船員及漁船安全
返台，同時也迫于船員家屬的壓力。
關於保證金的事，還有一個細節值得
一提，當時“東聖吉16”號船上有一
名大陸漁工，這名大陸漁工從19歲和
潘建鵬船長一起捕魚共事，至今與潘
建鵬船長有近20年的交情，情同手
足，而這名大陸人患有哮喘病，平時
以吃藥控制病情，此事件發生時，船
上只剩下兩瓶藥了，如果藥吃完了再
逢病發，將會有生命危險，因此船長
潘建鵬非常著急這個事，也向臺灣家
裡回饋了這個事，這也是臺灣方面急
於繳納“保證金”的一個原因。曾股
長表示，臺灣漁船近來在外合法作業
卻屢受“欺負”，一個原因在於扣押
臺灣漁船能夠比較好拿到贖金，臺灣
政府國力不如大陸雄厚。曾股長坦
言，臺灣漁民若在外作業時懸掛五星
紅旗，則出意外的情況就很少發生
了。

日本收到保證金後，將人船釋放。
“東聖吉16”號將於下週三左右（5月
4日）到達臺灣。筆者近日通過電話採
訪，得知潘建鵬船長已于5月5日中午
回到了小琉球。

採訪持續了近三個小時才結束。晚
餐後一起來到了“東聖吉16”號潘建
鵬船長家中，見到了潘船長的父親和
母親，在用當地語言（台語）與老兩
口交談時，老兩口打開了話匣子，可
以感受到老兩口對於自己兒子在外的
遭遇焦急又無奈，潘建鵬的父親潘忠
秋情緒激動，稱日本不能稱得上是文
明國家，而只能是“垃圾國家”，無
故的勒索擄人。潘忠秋也是一名老船
長，他稱自己從13歲就開始出海捕魚
了，歷經了近50年的捕魚生涯，他本
人也到過沖之鳥礁附近，深知沖之鳥
礁就是兩塊裸露的岩礁，用他樸素的
表達是：“沒有樹、沒有淡水、不適
合人居住，怎麼能成為島？”

潘忠秋老先生質問日本執法的基礎
是什麼？沖之鳥礁只有日本自己認為
是島？其他國家都知道那是個礁。為
何用直升機將他兒子單獨帶到日本？
他沒有見過這樣的執法。為何脫光了
自己兒子的衣服？這是人格的侮辱。
為何把他的兒子看成是犯人一樣對
待？關在一個小房子裡面，吃飯、睡
覺、上廁所都在裡面，這是非人道的
待遇。為何保證金在海上是一個價
格？到了日本以後又是另外一個價
格？這裡面的道理和依據在哪裡？這
明擺著是“恐嚇勒索”。潘老先生表
明由於日本單方面的主張，當時他也
諮詢了臺灣漁業署是否可以到達沖之
鳥礁附近200海裡的海域捕魚，得到的
答覆是可以在沖之鳥礁附近200海裡的
海域作業，不要進入沖之鳥礁12海裡

赴臺灣調研漁船被槍擊被扣押報告

一、成立目的
近年來南海周邊數國往往非法或

不當扣捕我國漁船，把漁民漁船當
人質一般，長期扣押，以嚇阻我國
漁民前往南海中南部海域作業。這
對於我保護漁業權益以及海域主
權，非常不利。因政府不能干涉他
國內政，在很多場合難以伸出援
手，所以需要非政府組織（NGO）來
推動。本機構維護的對象不僅限於
大陸的漁民漁船，也包括其它東亞
國家及港澳臺地區的漁民漁船。
APFP也希望連結各國漁業領域的合
作，為亞太各國漁民漁船服務，營
造一個和平共處和永續開發利用海
洋生物資源的良好環境。

二、主要工作
1、關切南海周邊國家的漁業糾

紛，特別關注亞太漁業資源的永續
利用；

2、協助周邊各國政府對作業漁船
的合理管理、漁場劃定及人道救援
等；

3、連結周邊國家法律專家提供合
適的法律救助；

4、促進各國漁業領域內產官學界
的交流；

5、增強亞太各國家或地區對海洋
漁業合作的意願，阻斷非法扣船行
為；

6、促成被扣漁船案件行政或司法
處置程式的透明化，形成輿論壓力。

三、成立經過
2016年 1月 20日，已依照香港法

律，以擔保有限公司（法人團體）的
形式，獲得香港公司註冊證明書（公
司註冊編號：2333089）及商業登記
證。將來欲申請為香港法律定義的"慈
善團體"。但因在香港成功申請政府認
可的"慈善團體"證書，必須機構先運
行一段時間以證實其符合"慈善"之條
件。為加速機構的成立並著手開展活
動，故先以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
並運行。

四、組織成員
出資創辦成員3人，分別為廈門大

學南海研究院院長傅崐成教授，美國

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主席陳憲中先生，
和香港中燃遠邦控股（香港）公司船
舶燃料供應部法務經理的張慧芸女
士。

首任董事會成員3人，分別為張慧

雲女士、陳憲中先生和福建省原海洋
漁業廳法規處處長（退休）林光紀先
生。由林光紀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平
日與執行長共同商定機構業務行動。

監事1人，為基隆市漁業發展協會
總幹事夏萬浪先生。

機構設立業務部，由傅崐成教授為

執行長負責機構的日常業務。由王丹
維博士生擔任業務秘書，由陳美詩女
士擔任財務。另由吳雯女士擔任在港
行政秘書，負責向香港公司註冊處和
稅務機關報單。

五、年度專案
APFP本年度預組織四個活動專案，

分別為：與福建、廣東、廣西、海南
漁業界碰頭會、與臺灣漁業界碰頭
會、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調研，以及
港澳漁民基層宣講會。

目前，與福建漁業界碰頭會已順利
完成。

王丹維：「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執行秘書

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司
（ASIA-PACIFIC FISHERY PRESERVATION LIMITED-APFP）
簡   介

亞太漁業養護（APFP）第一屆董事會

即可。因此發生此事件，潘老先生
表示臺灣當局也應當強硬起來，應
當給他一個答覆。

對於已經繳納的176萬新臺幣保
證金，潘老先生表示政府應當把錢
要回來，不管是通過走行政途徑還
是司法途徑，或者上國際法院，都
應當把保證金要回來。除此之外，
潘老先生還要求日本必須道歉、賠
償損失，還他兒子清白。當時漁船
漁獲未滿，這一季捕魚應有的收益
受到了損失，這部分損失必須由日
本支付。筆者也向潘老先生談到了
國際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用盡當
地救濟原則(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指國家只能在受害的
本國國民已經利用所在國一切可以
利用的救濟方法而仍然不能獲得合
理補償的情況下，才能對該國政府
提出賠償要求，除非該國的國際不
當行為直接侵害了本國的利益，或
者兩國之間另有相反的協議，或者
存在其他某些特殊情況。在國際實
踐中，位於國外的具有本國國籍的
自然人或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所在
國的不法侵害，受害人國籍國基於
屬人管轄權可以行使外交保護。但
是，國家行使外交保護權的前提是
受害人必須用盡所在國的當地救濟
途徑（行政，司法，仲裁等實質性
保護方法）仍然得不到補償。因
此，筆者建議潘老先生先用盡日本
國內的救濟途徑，如若不行，再由
政府出面處理這件事情，這樣做更
加符合國際法。

當天夜裡一直談到近晚上11時，
在向曾毓宗股長及潘老先生表示感
謝並告知明日的行程安排之後，筆
者告別了兩位回到旅舍休息，完成
了一天的調研。

4月30日，筆者將前往臺北與亞
太漁業養護（APFP）的董事陳憲中
先生、監事夏萬浪先生會合。下午
4點左右，筆者先從屏東縣東港鎮
出發前往高雄，於當日下午6點抵
達高雄左營高鐵站，隨即轉乘當日
18時18分的高鐵Train172從左營站
出發前往臺北。當日晚上19時54分
抵達臺北。

5月1日，筆者于當天下午4點在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的牯嶺公園第
一次見到了亞太漁業養護(APFP)的
監事夏萬浪先生，與夏萬浪先生彙
報了我到小琉球的經過，並共同探
討如何將亞太漁業養護（APFP）之
影響力共同做大等問題進行了交

流。並且與亞太漁業養護（APFP）
的董事陳憲中先生約好了次日中午
一起午餐，商議是否可以從臺灣漁
業署獲得漁業署與印尼或日本官方
的交流檔等諮詢資料。

5月2日上午8點30分筆者來到了臺
北市中正區䋞溪裡裡長辦公室，夏
萬浪先生身兼數職，他也是中正區
䋞溪裡的裡長，在辦公室中筆者與
夏萬浪先生交流了4月25日發生在日
本沖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
漁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
廳巡邏艇扣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
案件，夏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擴大亞太漁業養護（APFP）的
影響力，可以通過各個管道如微
博、期刊等發聲，通過媒體讓公眾
瞭解真相，對日本形成輿論壓力。
並且從長遠看，有一種可能性，若
未來中國大陸以此案件為由在國際
法院起訴日本，將很有可能通過國
際法院判例的形式確定日本沖之鳥
實為礁而非島的法律屬性，並且從
大陸爭取臺灣民意方面，也是大有
裨益。

中午12點30分，筆者同陳憲中先
生、夏萬浪先生會合共同用餐。下
午1時30分，夏萬浪先生給臺灣農委
會漁業署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漁業
署視察藍惟騰先生，夏萬浪先生在
電話中表明亞太漁業養護（APFP）
是成立在香港的一個NGO，旨在維護
亞太地區漁業群裡的合法利益，正
在關注臺灣近期發生的兩起漁業案
件，並表明欲前往漁業署瞭解最新
進展，遺憾得到的答覆是漁業署拒
絕我們前往，理由有三個，一是漁
業署表示不明白我們的動機；二是
漁業署認為亞太漁業養護（APFP）
是私人公司；三是藍惟騰先生稱漁
業署沒有處理過此類事件，因此推
諉不予接見，幾番周旋之後漁業署
仍然拒絕我們前往訪問。陳先生和
夏先生對此表示遺憾，此情況之
下，陳先生和廈先生考慮了另外一
種方案，即通過臺灣某立法委員行
使立法委員的質詢權，要求漁業署
就筆者所調研的兩起漁業案件作書
面答覆。以此方式獲得相關資訊和
資料。 

隨後，筆者于次日5月3日乘坐早
上7點的航班返回廈門，結束調研行
程。

林亞將：「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義工，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博士
生。  

台灣民眾在日本在台協會抗議

左邊為筆者，右邊為琉球區漁會曾毓
宗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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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責任編輯：XX

医生·女性健康

(生命时报)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

姻与生育在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但在这个思想解

放、竞争激烈的时代，人生正在打开着无数种可能，

许多现代人向往着更加自由的生活，推迟结婚和生

育的“双晚族”也越来越多。然而，迟婚晚育对身心

健康有着重重弊端。

全球婚育年龄都延后
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英国 51%的女性 30岁后才当上母亲。英国人结

婚年龄也逐年推后。2008年，英国女性首次结婚的

平均年龄为 29.9岁，男性为 32.1岁，而该国法定结

婚年龄是 18岁。日本政府去年公布的《少子化社会

对策白皮书》显示，2011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

为 30.7岁、女性为 29岁，比 1980年分别增加了 2.9

岁和 3.8岁，女性初次生育年龄在 2011年首次超过

30岁。韩国今年发布的数据表明，国民初婚年龄不

断增长，男性平均为 36岁，女性为 33岁。首尔女性

初次生育年龄为 31.5岁，比 20年前提高了近 5岁，

30~39岁产妇占整体产妇的 74%。

中国的婚育年龄也迅速“与国际接轨”。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的数据表明，2006年，北京男性初婚

年龄为 28.2岁，女性为 26.1岁，上海分别为 31.1岁

和 28.4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平

均生

育年

龄为

29.1

3

岁 ，

比

2000

年推

迟了

2.82岁。此外，香港的官方数据显示，女性初婚年龄

由 1981年的 23.9岁升至 2006年的 28.2岁，首次生

育年龄也由 1981 年的 25.1 岁推至 2006 年的 29.2

岁。台湾地区刚刚发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男女初

婚年龄再创新高，分别达 32岁和 29.7岁，女性生第

一胎的平均年龄也达到 30.1岁，比 10年前增加了

3岁。

现代社会婚育成本高
结婚晚之所以成为一种趋势，首先与择偶的自

主意识增强、对婚姻的期望值过高、择偶标准太高

等因素有关。其次，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提升、教育

年限增加，不少人动辄 7年研究生、10年博士生，毕

业后年纪就不小了。很多中国人深受“先立业后成

家”思想的影响，也会推迟结婚年龄。第三，晚婚的

社会压力减少，而结婚带来的生活压力却增大，也

使得结婚年龄一推再推。最后，现代女性心理觉醒

程度高，更注重自我实现和自身感受，这种倾向造

成她们在择偶过程中不委屈自己，不轻易建立婚姻

关系。

生育晚则体现出当代人在重压下的无奈。其

一，影响生育的最大原因还是收入、房子等问题。从

怀孕开始就要孕期检查，生育时要住院，产假期间

暂停工作，还要准备以后的教育基金，每笔开销都

不小。不少人担心不能给孩子良好的生活环境，宁

可暂时不要孩子。其二，当前社会竞争激烈，怀孕和

哺乳期间如果影响了工作，说不准丢了原有的职

位。

婚育太晚危害多
尽管从社会经济成本上来看，晚婚晚育有好

处，但从医学上讲，太晚婚育害处很多。

结婚太晚影响性生活质量。男性 30岁后性冲

动的急迫程度会减弱，40岁时，除非有异常刺激，一

般无法很快地进行持续射精。而高龄未婚女性缺乏

正常性生活，长期性压抑导致阴道废用性萎缩，分

泌物减少或干燥，引起泌尿生殖道炎症。

高龄夫妇生育能力大幅下降。一般男性 25~35

岁身体健壮，精子质量最高，此后精子数量和质量

都会下降。另外，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发现，30岁后

女性卵细胞储备减少 90%，生育能力大幅降低。

高龄孕育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30~34岁

女性出现早产风险会提高 20%。研究表明，25~29岁

生育者，唐氏综合征婴儿发生率仅为 1/1500；30~34

岁为 1/900；35~39岁则上升到 1/300；45 岁以上竟

达 1/40。

高龄孕育危害女性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显示，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高危妊娠增多，直接威

胁母婴健康。中年女性盆腔基本固定、阴道弹性降

低、子宫肌肉收缩力减弱，容易难产。年龄越大，产

妇发生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产后抑郁症等几

率就越高。数据显示，高龄产妇占产后抑郁症患者

的 70%以上。

建议“黄金期”生育
从生物学角度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 25

岁左右。此时子宫颈管弹性好，容易扩张；子宫肌肉

收缩有力，分娩更顺利。结合社会、心理等因素考

虑，生育黄金期在 25~30岁，此阶段女性身心成熟，

适合孕育宝宝。

假如即将或已迈进“高龄产妇”行列，就要开始

做好各种怀孕准备了。第一，孕前要对身体做一次

全面检查。第二，夏秋季怀孕更适宜，孕妇可常去户

外散步，充分吸收氧气。秋末冬初是传染病的高发

期，夏秋季怀孕可使胚胎在敏感的前三个月避开威

胁。第三，应比普通产妇酌情增加产检次数，必要时

在怀孕 38周提前住院观察。第四，子宫是宝宝出生

前的“避风港”，妊娠期间要特别保护，如不过度劳

累、不提重物、不做激烈运动等。第五，少食多餐，平

衡饮食，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避免发胖和患

上妊娠糖尿病。

针对“双晚族”，许多国家和地区出台政策鼓励

年轻人适度早婚早育。韩国政府给低收入新婚夫妇

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孕妇提供一定的产检费用。在

德国，除了产假，产妇还可以申请 10个月的育儿

假。台湾新北市政府安排接送怀孕妇女体检的“好

孕专车”、奖励每胎 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补助金和

每月 3000~5000元的新台币育儿津贴等。

晚婚晚育弊端多
影响性生活、胎儿畸形孕妇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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