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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17031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281-265-6233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商家名店

房貸﹑各類保險﹐找駿傑﹗
有 關 貸 款 和 保 險 事 項 ﹐歡 迎 致 電 陳 敏 妮 ﹕
832-677-318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或
徐秀桃﹕832-535-8860 yvonnestchee@gmail.com
或親臨公司,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在王朝廣場內﹐永華酒家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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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1299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your G

牙齒全科：

牙齒矯正：$4500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

3D Cone Beam

CT 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Dr. Dat V.Pham,DDS

英文：
281-402-81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五

2017 年 4 月 14 日

Friday, April 14, 2017

《快樂童年
快樂童年》
》動手做布娃娃 周六晚間 8 時播出
內容介紹﹕(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
電視網 15.3 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將在 4 月 15 日晚間 8 時播出﹐本集主題將邀請擅
長布娃娃製作的王思童女士﹐教導三位小朋友動
手做可愛的布娃娃﹐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布娃娃相信對每位小女孩來說都愛不釋手﹐對做
布娃娃相當有心得的王思童女士﹐心靈手巧的用
針線賦予每個可愛的布娃娃生命﹐節目中邀請她
來﹐教導三位小小來賓惠惠﹑蓉蓉和愛愛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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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現場充滿歡樂笑聲﹒
如果你也想追憶童年時的回憶﹐不如一起看節目
學怎麼製作專屬娃娃﹐意義深遠更值得珍藏﹒想
知道更多製作娃娃的技巧嗎﹖那就請準時收看
美南電視 STV15.3 快樂童年﹐本周六晚間 8 時播
出﹐敬請關注﹒
播出時間﹕4 月 15 日(周六)晚間 8 時播出﹐4 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在朝鮮問題上要和北京做大交易
【VOA】美國總統川普看來想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做筆大交易﹐雙方都將得到最想要的東西﹐確保重要的
中共 19 大前所需的經濟穩定﹐換取中國幫助終止朝鮮
的核項目﹒
這一交易突然見諸於媒體采訪和社交媒體發文中﹒在
川普本周的兩則推文中﹐他提出會同意不發動威脅針
對中國的貿易戰﹐幫助確保中國保持強勁的國內經濟﹐
這是執政的中共衡量習近平取得的成就並決定他是否
應當繼續掌權的重要指標﹒川普表示﹐習近平所需要
做的﹐
“就是解決朝鮮問題”﹒
川普星期三在一次記者會上﹐盛讚上周佛羅裏達峰會
期間他與習近平構建的良好關系﹒川普說﹕
“我認為他
想在朝鮮問題上幫助我們﹒”

川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4 月 7 日在佛羅里達海湖莊園進行峰會後一起散步交
談﹒

川普總統星期三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明確表
態﹐他不會把中國定為貨幣操縱國﹒他直截了當地說﹐
“他們不是貨幣操縱國”﹐並補充道﹐北京好多個月沒有
操縱其貨幣匯率了﹒

川普肯定北約
“並沒有過時
並沒有過時”
”

【VOA】川普北約秘書長白宮表示要加強合作﹐讓 國必須承擔財政義務﹐支付他們的欠款﹒
北約發揮更大作用﹐維護世界安全與穩定﹒
川普強調北約成員國必須把生產總值的 2% 用於
川普總統星期三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白 國防開支﹐
“而不是依賴美國“﹒
宮會談後舉行聯合記者會﹒川普感謝北約跟美國 斯托爾滕伯格則表示北約的軍事開支已開始走向
一道譴責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對平民使用化學武 “正確的方向”﹒他還表示歡迎美國致力於維護歐
器﹐他肯定北約的作用說﹐北約“並沒有過時”﹐並 洲安全﹒ 他還說同意川普的說法﹐那就是北約必
且說美國將與北約密切合作﹐但是他說﹐北約成員 須在反恐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川普總統星期三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白宮會談((2017 年 4 月 12 日)
川普總統星期三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白宮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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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商會午餐會 Houston First行銷觀光旅遊
First 行銷觀光旅遊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亞裔商會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13 日於 Hess 俱
樂部舉行例行商務午餐會，邀請 Houston First 的三
位高階主管談論如何拓展休士頓旅遊觀光和商業效
益，並接受與會者提問，現場反應熱烈。
休士頓亞裔商會為促進多元族裔商業發展，每
個月定期舉辦月會，邀請各行各業的商業人士透過
平台交流互動。除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西
南區管委會主委李雄和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亞裔助
理譚秋晴出席外，這次也邀請 Houston First 三巨頭
，包括觀光部門資深副總裁 Jorge Franz、發展專案
經理 Roger Harris 與首席發展官 Peter McStravick 分
別為大家講解如何行銷休士頓觀光產業，並且會帶
來何種經濟效益和機會。
Houston First 成立於 2011 年，在此之前屬休士
頓市政府期下部門，目前為休士頓市政府在當地專
門負責藝術、旅遊、飯店經營和電影產業等商業業
務。Roger Harris 表示，Houston First 對休士頓帶來
龐大商機，每年可休士頓進帳 3500 萬驚人經濟效
益。
活動上先是播放一段休士頓宣傳影片，用不同
的城市面向推廣休士頓觀光旅遊。Jorge Franz 表示
，對於居民來說，休士頓的旅遊資源可能習以為常
，但要是成功推廣旅遊，需要用觀光客的面向去思

考， 「哪些對於觀光客來說是吸引人的？」
Franz 表示，他們的機構就是在於全面的行銷
休士頓，協助舉辦多元化的商業、公司行號、運動
等商業活動，希望能提供大休士頓地區完善休閒產
業資訊，國際性推廣。Houston First 的網路資源包
含經營 www.visithouston.com 等 11 個網站，方便旅
客查詢。
Franz 也補充，根據統計，光是休士頓都會區
的旅客人數，每年就可高達 2050 萬人，並且年年
攀升；其他城市聖安東尼奧也有高達 3400 萬人，
紐約還是觀光人數最高，有 5400 萬人。Franz 提及
休士頓知名觀光景點，包含博物館區的各大博物館
、牛仔節、文藝復興節、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NASA 太空中心以及其他運動比賽、購物商城，都
是熱門觀光熱點。Houston First 將目標放在放眼
2020 年旅遊人數能增長至 2500 萬人。
Peter McStravick 也希望在場的商業人士都能有
合作機會，一起促進休士頓觀光繁榮。現場也播放
以 「休士頓是我們的家」(Houston is our home)的宣
傳片，強調多元族裔融合。活動上也舉辦抽獎，有
多位幸運兒抽到大獎。譚秋晴也預告，下個月的商
務午餐會將在 5 月 11 日，將邀請許多專業人士分享
經驗，歡迎踴躍參加。

周末迎復活節 逛法國早春市場看歌舞尋彩蛋

發展專案經理 Roger Harris(左
Harris( 左)、 觀光部門資深副總裁 Jorge Franz(中
Franz( 中) 與首席發展官 Peter
McStravick(右
McStravick(
右)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西南區管委會主委李雄(左起
西南區管委會主委李雄(
左起))、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和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亞裔
助理譚秋晴合影。
助理譚秋晴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這 周 六 將 在 NRG
Arena
舉辦第 11 屆休斯頓
（Sissi／休士頓報導）新一周的周末如期而至，這一周都有哪些好玩的活動呢？包括 “法國農
場”早春市場、第 11 屆休斯頓藍調音樂節、 寶萊塢歌舞秀、趣味長跑及夜光尋彩蛋活動等，不如趁 藍調音樂節，今年的演
唱嘉賓有美國藍調及南
周末到處走走吧。
方靈魂樂歌手 Sir Charles
1. “法國農場”早春市場 “法國農場”是一家網店，沒
地 址 ： 916 W 23rd Street
Jones， R&B 及 靈 魂 樂 歌 手
（The French Farm’ s Spring 有任何實體店，一年只舉行兩 B, Houston, TX 77008
Tucka，詞曲唱作者 TK Soul 等
Open Warehouse Sale）
次工廠直銷，所以感興趣的朋
票價：免費
。準備好迎接一場有格調的藍
這周五及周六將舉辦浪漫 友這次千萬不要錯過啦。
停車：附近有一些沿街免
調之夜吧。
“法國農場”早春市場，屆時
時間：4 月 14 日（星期五 費停車點
時間：4 月 15 日（星期六
將展出及售賣品類繁多的歐洲 ）10:00 a.m.- 4:00 p.m.
2. 第 11 屆休斯頓藍調音樂
）8:00 p.m.
美食香料、蜜餞、蠟燭及一系
4 月 15 日（星期六）10:00 節 （The 11th Annual H-Town
地址：1 NRG Park,Hous列品味獨特的藝術手工製品。 a.m.- 4:00 p.m.
Blues Festival）
ton, TX 77054
票價：$52
3. 寶 萊 塢 歌
舞 秀 （Houston
’ s Got Bollywood）
由 NAACH
Houston 帶 來 的
最新豪華系列印
度歌舞將於這周
六晚在米勒戶外
復活節到來，
復活節到來
，撿彩蛋是傳統活動
撿彩蛋是傳統活動。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第 11 屆休斯頓藍調音樂節
屆休斯頓藍調音樂節。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中心盛大上演。屆時獨具異域
風情的民族服飾、華麗的舞台
設計、節奏感濃重的音樂及創
意的舞蹈將高度融合，為您呈
現一場難忘的視聽盛宴。
時間：4 月 15 日（星期六
）8:15 p.m.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4. 趣味長跑+夜光尋彩蛋
活動（Fun Glow Run & Flashlight Egg Hunt）
這周天就是復活節了，怎
能少了經典的尋彩蛋活動呢？
將於這周六在 Jordan Ranch 舉
辦的尋彩蛋活動頗具特色，首
先將於下午五點舉行適合全家
參加的 3 英里趣味長跑，等太
陽下山後，小朋友們便可以在
一片黑暗中尋找發光的彩蛋啦
。所有收益將捐給非盈利機構
March of Dimes。

時間：4 月 15 日（星期六
）5:30 p.m.- 9:00 p.m.
地 址 ： 30722 Sonora
Ridge Drive,Brookshire , TX
77423
票價：$7
5. 成人尋彩蛋活動(Beerster at Bakfish Brewing Co.)
誰說只有兒童才能參加尋
彩蛋遊戲？這周天 Bakfish 啤酒
廠就將舉辦一場成人尋彩蛋活
動。找尋地點將設在啤酒廠後
面的灌木叢裡，只有 21 歲及以
上的人才能參加哦。最晚需於
當天下午 1 點 45 前在啤酒廠完
成註冊，兩點正式開始尋蛋活
動。
時間：4 月 16 日（星期天
）2:00 p.m.- 4:00 p.m.
地址：1231 E Broadway St,
Pearland, TX 77581
票價：官網無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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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警察局於4月8日在Concert Pub North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慷慨解囊捐款
(本報記者黃麗珊)為了替日前由於追捕歹徒而遭到
射傷的兩名西南區員警募款，休士頓警察局於 4 月 8 日
上午在 Concert Pub North 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休士
頓台灣商會愛心不落人後慷慨解囊捐款 2000 元與價值
400 元的十組鋼筆給兩名受傷員警 Ronny Cortez、Jose
Munoz。
日前西南區爆發槍戰，兩名員警接到民眾報案有
歹徒闖入民宅，在前往查看時遭到歹徒伏擊，兩名員
警雖雙雙中彈，但仍英勇還擊將其中一名歹徒當場擊
斃，另一名歹徒則落荒而逃。於警界服役 24 年的 49 歲
警官 Ronny Cortez 因腹部及背部連中數槍，至今仍在
醫院治療，而他的搭檔 34 歲員警 Jose Munoz 則是腿部
中槍，目前傷勢穩定已經可以以代步車行動。
台灣商會獲知這個消息後立刻發動募捐，於相當
短的時間募集 2000 元與價值 400 元的鋼筆組，並帶到
現場交給 Jose Munoz。腿部行動不方便，但能以代步車
行動的 Jose Munoz 在園遊會當天到達現場，親自對中
外僑界人士慷慨解囊表示感謝；他致詞強調，看到僑
界人士願意挺身而出與警察站在同一陣線使他非常感

動。
台商會副會長周政賢表示，前些時候西南區治安
亮起紅燈，經過休士頓警局多次和當地社區領袖、相
關單位共同研議，增加監視器、增設社區巡邏隊、腳
踏車巡邏隊等預防犯罪的方法後，收到成效；此次台
商會的捐款則是代表民眾願意支持警察的態度。前會
長李雄和陳志宏談到，事發後許多民眾都表示對警察
安危的關心，也清楚警察站在第一線的辛勞，這次休
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 Gary Ho 牽線下，促成此次
捐款活動。這次台商會參與捐款有 吳光宜 、 伯尼麗
香 、 王敦正 、 謝碧蓮 、 宋秉穎 、 方台生、張世
勳 、 林飛虎 、 李雄 、 陳志宏,而周政賢副會長捐出
10 套金筆。Thin Blue Line Law Enforcement Motorcycle
Club national president Rico Garcia 對休士頓台灣商會
的展現大愛表示深深的感謝之意。
園遊會現場聚集眾多熱心人士，舉辦義賣活動、
並請到樂團於現場舉行演唱會。休士頓當地數個包含
Thin Blue Line 在內的重機隊都到現場大力支持，近百
輛的重型機車陣仗壯觀，吸引許多僑界人士圍觀。

Thin Blue Line 重機隊大陣仗前來大力支持
重機隊大陣仗前來大力支持((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代表參訪休士頓僑教中心
對中心台灣文化導覽列入公立學校文化課程留下深刻印象

莊主任雅淑(( 中) 與總會長陳安東先生
莊主任雅淑
與總會長陳安東先生(( 右 3)、 創
會會長許笑濃女士 ( 右 2)、 長程規劃召集人毛小玲
會會長許笑濃女士(
長程規劃召集人毛小玲((
右 1) 、副總會長管士彥先生
副總會長管士彥先生((左 2)、休士頓中文學校
聯誼會會長程清鈺((左 3)、中華文化中心校長莊芳齡
聯誼會會長程清鈺
(左 1)合影
合影。
。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總會長陳安東先生、副總會長管士彥先生、創會會長許笑濃女士、長程規劃召集人
毛小玲女士於 4 月 7 日下午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拜會，莊主任雅淑偕同中心同仁以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
會會長程清鈺歡迎遠從加州以及華府前來的訪賓，莊雅淑主任讚譽該聯合總會協助僑委會在海外凝聚僑校力量
推展僑教服務之貢獻，亦感謝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及僑校老師長期致力海外華文教育，推廣正體字及發揚台
灣多元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期勉該總會繼續協助海外僑教服務。陳安東總會長對僑務委員會以及各地僑教中心
對該聯合總會長年支持表達感謝，未來總會將發揮平台功能，強化全美各中文學校聯繫。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
會是美國最重要的僑教組織，會員學校遍布全美 47 州，有近 10 萬名學生，不僅在美國推廣華文與傳承台灣以及
中華文化，也積極接軌當地教育體系，舉辦關於美國 AP 中文考試、SAT II 中文考試等講座，拜會期間莊雅淑主
任向陳安東總會長等訪賓介紹休士頓僑教中心服務，陳安東總會長等人對休士頓僑教中心台灣文化導覽已獲列
入休士頓公立學校文化課程之一環，留下深刻印象。

為了替日前由於追捕歹徒而遭到射傷的兩名西南區員警募款，休士頓警察局於 4
為了替日前由於追捕歹徒而遭到射傷的兩名西南區員警募款，
月 8 日上午在 Concert Pub North 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
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
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
、
陳志宏、
陳志宏
、張世勳前會長等慷慨解囊捐款 2000 元與周政賢副會長捐出價值 400 元的
十組金筆給兩名受傷員警。
十組金筆給兩名受傷員警
。這次休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 Gary Ho 牽線下
牽線下，
，
促成此次捐款活動.Jose
促成此次捐款活動
.Jose Munoz 警察表示感謝
警察表示感謝.Thin
.Thin Blue Line 在內的重機隊主席 Ri
Rico Garcia 讚揚台商會展現大愛
讚揚台商會展現大愛.Mike
.Mike Lee 警官見證
警官見證.(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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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訪休談偉大大學理想
交大發展近況及未來辦學的方向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台灣國立
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於 4 月 12 日（ 本周
三） 晚間抵休探訪美南地區校友，並在
校友葉德雲開設的 Clarion Inn & Suite 旅
館會議室舉辦餐會歡迎張校長，張校長在
席上暢談他辦一所偉大大學的理想，交大
自他上任以來（ 才一年多 ）的發展近況
及未來辦學的方向。
張校長在美國 36 年，包括在工業界
工作 18 年及美國加州大學（ UCLA )授課
18 年，其中有五年在 UCLA 擔任電機系
系主任。他首先即提到 「偉大大學」 是 圖為新竹交大張懋中校長
圖為新竹交大張懋中校長（
（ 二 排右五
排右五）
） ，台北經文處黄敏境處長
台北經文處黄敏境處長（
（二
圖為新竹交大校長張懋中（
圖為新竹交大校長張懋中
（ 右一 ）本周三來休市會晤校友
本周三來休市會晤校友，
，談該校發展
必兼顧真理的追求和人才的培育。包括 排中
排中）
） 與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與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 二排左五
二排左五）
） 及貴賓
及貴賓，
，校
近況及未來展望。（
近況及未來展望
。（ 右二 ） 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
： （ 一 ） 能發現和發展顛覆性（Dis- 友們合影
友們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記者秦鴻鈞攝 ）
ruptive )的新觀念、新思想、新知識來創
「通識 」教育重塑，即博雅教育，可自我解放 SAT , 就能到交大來升學。
得使用執照。該校 「智能學院 」，以智能研創
造新的價值和新的應用。（ 二 ）能孕育和激發
張校長也提到他擔任校長以來學校的改變 引領國家五大創新產業： 亞洲矽谷，智慧機械
學生，使其具有創造力、領導力、國際觀、和 ，即教書方法一定要注重 「工具 」，教育就是
，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工業。他並以圖
現況：
執行力能與世界任何國家來合作和競爭。（ 三 知道 「工具 」 的學習。
像介紹圖書資訊大樓
Robotics 研究基地； 台北
他也提到交大
ICT
工坊，包括
「工一館」
（
一
）學生學習改變：學生學習層面加深
） 培養學生有令人尊敬的人格（Character ) 與
校區-- 台北郵局公辦都更案，如完成交大使用
， 「圖書館」， 「數位工廠」，ICT 工作坊即 加廣； 擴展人脈，提昇眼界。
品德（Integrity ), 成為社會的棟樑和榜樣。
（ 二 ） 教師教學改變： 跨域共授課程以學 面 積 將 由 1052 坪 ， 增 加 至 3616 坪 。 台 南 校
張校長提到他返國後發現 「教育 」 在台灣 指：所有知識都是你去作時建立的， 「課綱 」
落後 20 年以上，這蠻糟糕，Student Club 不興 是把學院打破，把系打破，怎樣跨出各個系的 生的角度出發，設計一套融合式教學，讓教師 區-- 沙崙綠能園區灘頭堡。
最後，張校長把五大校區：博愛校區
盛，學生自己作自己的 project, 教授教課程的方 門檻，成為創意、創新、創造，三大共創基地 有機會突破學科藩籬。
（ 三 ） 大學體制改變：打破系與系之間的 （BioICT 生技& 醫院）； 光復校區（ 智能/ 亥
法太老，他認為應從 「系統 」 開始教，他設 。如交大 「三一學程」 是從電物+光電+ 材料
藩籬，模糊系與系之間的界線； 有別於傳統 「 客 / 大數據 CPS 學院）； 台南校區（ 綠能/ 光
立了 「CS 交傲系列 」，即系列基礎課程，加 ，串連起科學與工程，為莘莘學子廣開大門。
因此，他特別提到不同領域的學生合作實 雙主修 」 及 「輔系 」 的作法，允許學生在原 電學院 ）； 六家校區（ 文創/ 台三新南向）
強學生使用工具能力，以利其永續學習； 使 「
； 以及台北校區（ 管理/ 科法/ 設計學院） 並
電腦語言」為未來學生必備能力； 開授 「CS 交 作大型創意實驗，包括了： 2018 杜拜能源屋競 128 畢業學分內修習第二專長。
此外，張校長也提到交大要宿舍生活化； 列為智能五環，同行致遠！
傲系列 基礎課程」，代替 CS100,這項課程（ 代 賽；MIT 國際基因工程競賽( IGEM ); 新竹峨眉
當天參加演講會的除休巿二十多位新竹交
替 CS201,202 ) 供非理工背景學生選修。他特別 義築； 交大跨領域設計中心+ 法國 Ecole Natio- 要建大學的醫院； 以及成立 智能學院（Virtual
大校友外，還包括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nale
Superieure
Architecture
Grenoble;
2017
暑
假
College
of
Cyber
Physical
System）
在教育裡，虛
提到 CS100 可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教導之語
伉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
言以簡單，易學為主。以程式為工具，讓設計 舉辦跨國（ 台灣、日本、新加坡） 的工作坊 實互用。
他還提到交大博愛 BioICT 園區的前瞻跨領 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等人也全程蒞會，並與
與創意成為焦點。CS201 網頁程式設計。這是 （Workshop ) ; 以及智慧校園（ Smart Campus )
。以及他提出的 「百川計劃」，將來只要考 域生醫工程大樓； 預定在 2017 年 6 月 25 日取 張校長，交大校友們合影留念。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暨海外黨代表選舉
國民黨將於 4 月 15 日及 4 月 29 日舉行二場集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為中國民黨即將舉行的黨主席選
舉暨海外黨代表選舉，國民黨休士頓分會將於今年四月十五日及
四月廿九日舉行兩場集會，都在文化中心 251 會議室（ 9800
Town Park ,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4 月 15 日的集會，是為
選舉熱身，讓大家依序作三分鐘發言，申述自己的看法，言猶未
盡者可在現場再重覆登記發言，喚起同志的政治參與熱情。當天
並將舉行模擬黨主席不記名投票，算出投票結果% 率。並說明真

正 4/29/2017 領票，投票，在同一地點，時間（ 下午 2：00-4：
00 ），方式，及注意事項。若不克前來者可去唐心琴常委處領
票 ： 4502 High way 6 South , Suite B, Sugar Land , Texas 77478,
(832) 651-2848
4 月 29 日（ 週六 ）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文化中心 251 會議
室舉行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暨海外黨代表選舉，凡繳交過 2017 年
黨費者得本人簽字領票。黨主席選舉及黨代表選票各一張。

黨主席票自己回家貼郵票自己寄回台灣，實在不行者休士頓
分會或可代寄。海外黨代表的票當場投，當天下午 3 ：45 開始
黨代表選舉計票，當場宣佈結果。若不克前來者可去唐心琴處領
票 ： 4502 Highway 6 South, Suite B, Sugar Land, Texas 77478,
832-651-2848 。黨代表選票四月十五日之後就有，黨主席選票
4 月 29 日才有。

中美健康產業合作座談會圓滿成功
湖南訪問團與休士頓醫療專家相見歡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自川習會
之後，中美關係進入新的裏程碑，兩國的交
流互動呈現活躍的新氣息。四月 13 日上午，
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力力副省長所率領的訪
問團，與休士頓地區的醫學專家們進行座
談，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出席，對於雙方未來
的合作契機，表示出高度的期許。
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力力副省長表示，休
士頓的醫療、石化、航天等產業，在全美傲
視群倫；而湖南省對醫療的高度重視，也有
值得驕傲的成績，省政府希望通過此次考察
訪問，在醫療方面與休士頓的專業人士交流
互動，開啟更多未來合作的空間。
湖南省健康產業園籌建辦張健副主任，
是海歸傑出人士，他在 2010 年第一次到休
士頓訪問時，對休士頓的整體醫療狀況感到

震撼，便希望以休士頓為模板，將湖南的健
康產業積極擴充，希望能達到休士頓的水
平。
此次湖南代表團的成員包括：湖南省人
民政府向力力副省長、湖南省教育廳肖國安
廳長、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陳小春
主任、湖南省工商聯主席暨湖南省健康產業
園籌建辦張健副主任、湖南省人民醫院祝益
民院長、與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唐
淩志副處長。
休士頓出席的專家們，都是頂尖的醫學
傑出人才，包括衛理公會研究院副總裁孫
同、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放射科教授暨副主
任廖仲星、德州大學加維斯頓醫學中心神經
科主任廖冰、德州大學休斯敦健康中心教授
耿永健、德州大學休斯敦健康中心教授夏

湖南省訪問團與休士頓地區的醫學專家們進行座談

陽、貝勒醫學院教授黃詩夏、衛理公會醫院
國際部主管李媛媛、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副
教授王薩、衛理公會醫院副研究員唐秀峰、
休斯敦西南紀念醫院醫生陶翔、德州大學神
經退化性疾病副教授房祥等。
代表團與學者專家們紛紛踴躍發言，從
不同角度提出探討，在醫療研究、人才培
育、如何建立機制、如何促進雙方交流、如
何落實、新藥的開發、醫療與研究結合、政
府如何提出獎勵措施留住人才、如何將中西
醫療予以整合，在世界醫療版圖中走出另一
片天地等議題上，均給予多方建議。
德 州 LAMAR 大 學 的 教 授 George
Saltsman， 亦 在 美 南 新 聞 集 團 董 事 長 李 蔚
華 的 陪 同 下， 出 席 此 次 座 談， 他 表 示，
LAMAR 大學的護士培育計畫，高度歡迎中

國的護士來美就讀與就業，希望雙方能有更
多實質的交流合作。
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陳小春主
任亦表示，歡迎休士頓更多的醫療專家們到
湖南走訪、交流，支持湖南的醫療發展。
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表示，自己是喝襄陽
水長大的，對湖南有很深的情感，他非常高
興見到湖南的省級領導與德州的醫療專家們
有如此良好的交流，目前是最好的時間，天
時地利人和俱足，德州有全美最大的醫療中
心，湖南的襄陽醫學院有大批人才，雙方若
能展開合作，將為中國醫療界做出重大的貢
獻。而此次座談會是個起步，為德州與湖南
搭建起更堅固的橋樑，休士頓有許多醫療專
家，未來還有無限的空間，前景非常看好。

代表團與學者專家們紛紛踴躍發言，從不同角度提出探討。

本報記者
韋霓 報導

陳小春主任歡迎休士頓更多的醫療專家們到湖南走訪
交流。

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對於雙方未來的合作契機表示高度
的期許。

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力力副省長率領此次的考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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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第 50 屆電影節
WorldFest Houst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今 年 休 士 頓 第 50 屆 電 影 節 即 將 於 4-21-2017 至 4-302017 開始 10 天的影展 . 這次參展的台灣及中國大電影比往年要
多 .(World Houston 5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1. 來自中國大陸影片全球首映曰期 :4-21-2017 星期五 8:15 PM- Looking for the Holy Land 我的聖途 .
2. 走紅地毡並有來自中國的名星也來到現場 .
影展地址 :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Houston,TX 77063
以下是參展影片日期及時間 :
4-22-2017 星期六 1:00PM --5 Besties- Divorce Busting 5 女鬧
京城 ( 喜劇 ).
4-23-2017 星期日 3:00PM-- Kids of Wuzhumuqin Town 烏珠穆
沁的孩子 .
5:00PM --Adventure of JingBao 大兵金寶歷險記 ( 動畫片 ).
7:00PM-- Rapeseed Blossoms 油菜花兒開
9:00PM-- Justice Forever 無罪 .
4-24-2017 星期一 7:00PM-- The Water Buffalo 水牯仔 .
9:00PM-- Newspaper Man 為幸福唱歌 .
4-25-2017 星期二 7:00PM-- Packages from Daddy 心靈時鐘 ( 台
灣 ).
7:00PM--Mother’s Airfield 母親的飛機場 .
9:00PM—Dolphin ( 台灣 ).

9:00PM-- Sunset Blues 日落黄昏 .
4-26-2017 星期三 7:00PM--Strawman 稻草人 .
9:00PM—Being a Cop. 警察不好當 .
4-27-2017 星期四 7:00P--Hang in There, Kids 只要我長大 ( 台
灣 ).
9:00PM--Strangers 緝槍 .
4-28-2017 星期五 7:00PM --See the Peony Pavillion Again 又見
牡丹亭 .
4-29-2017 星期六 1:00PM—Barkley ( 台灣 ).
3:00PM—Reset 逆時營救 .
7:00PM--A Paper Marriage 一紙婚約 .
9:00PM--The Love of Kanas. 喀納斯之戀 .
4-30-2017 星期日 3:00PM--Maste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我在
故宮修文物 .
5:00PM--The Swinging Days 散養時代 .
7:00PM--Special Encounter 美容針 .
今年來自台灣有４部影片參展都是非常好的電影 . 對電影有
愛好的朋友們請來多多支特我們的影片在美國電影院放映 .
有關 World Fest 休士頓 50 屆電影節 資訊可上網址 : www.
Worldfest-Houston.org
上 網 購 票 網 址 : www.worldfest.org/shedule ( 去 找 Film
Schedule & Tickets).
曉薇 (Kate)

先為自己儲蓄：將您的退稅存入您的個人退休帳戶 (IRA)
作者：By David B. Ko, Senior Vice President – Investments
PIM Portfolio Manager, and Kiro Yoon, Financial Advisor, Wells Fargo Advisors（富國投資顧問公司）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打算在我們的退休
儲蓄上缺斤少兩，但需要優先處理的事情眾
多，還有意外支出常常會妨礙我們持之以恆地
為退休儲蓄。一個幫助您為個人退休帳戶存入
資金的簡單辦法就是將您的退稅直接存入您的
個人退休帳戶。因為它代表您已經支出的錢，
所以當您將這些錢放到別處時，並不會覺得少
了它。而且，如果退稅直接存入您的個人退休
帳戶中，您可以避免如果這筆錢轉入您的支票
帳戶中，自己將其揮霍或者花在別處的衝動。
許多財務規劃師建議納稅人平衡他們的工
資預扣，以便預扣與應繳稅額相當，這意味著
他們不會超額繳稅，然後在徵稅時間獲得退
稅。使用這一策略，您可以在全年中運用這些
可能拿去繳稅的錢，而避免提供政府一筆無息
貸款。但是，如果您在儲蓄方面有困難，退稅

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儲蓄形式。
將您的退稅存入您的個人退休帳戶很簡便
並可以自動完成。如果您希望將退稅僅存入一
個帳戶，您只需要在報稅時要求將您的退稅進
行直接存款。如果您希望將退稅存入多個帳
戶中（例如個人退休帳戶、支票帳戶、儲蓄帳
戶），您需要在報稅時填寫美國國稅局 (IRS)
8888 稅表。完成 8888 稅表，就可以授權國
稅局透過直接存款將退稅存入任何數目的個人
退休帳戶或其他儲蓄或支票帳戶。
您將需要在報稅準備期間完成 8888 表
格，您的稅務顧問會給您建議，以下是一些對
您有用的提示：
• 如果存款是存入您的個人退休帳戶，
請在 8888 表格的第 1-3 行下方選擇「儲蓄」
方框。

• 您必須已經在一家金融機構設立了個
人退休帳戶，才能將退稅存入此帳戶。
• 您需要跟蹤與持有您的個人退休帳戶
的金融機構，具體說明您的存入金額是屬於哪
個納稅年度。許多供應商認為存入金額屬於現
今的曆年，除非您另有說明。
• 如果您希望將存款作為前一年的個人
退休帳戶存入金額，您必須確認該存款實際上
是在該特定年份的稅務截止日期（一般為 4 月
15 日）之前存入的。
請記住，即使您已經透過 401(k)，或其他
在工作單位的雇主資助計劃，為您的退休儲蓄
存款，您仍然有資格在一個個人退休帳戶中存
款，作為對這些儲蓄的補充。
隨著企業養老金計劃正在逐年減少及社會

保障金在大多數美國退休人員的退休收入中所
占份額更小，因此為自己的退休儲蓄負責至關
重要。將全部或部分退稅存入個人退休帳戶是
一個幫助為退休儲蓄的簡便方法。財務顧問可
以幫助您評估在退休儲蓄方面的進展，以確保
您實現您獨特的退休生活願景。
David B. Ko 是 Brea, CA 的 Senior Vice
President – Investments PIM Portfolio
Manager。
他 / 她的聯絡方式：david.ko@wfadvisors.
com。
Kiro Yoon 是 Brea, CA 的 Financial
Advisor。
他 / 她 的 聯 絡 方 式：keero.
yoon@wfadvisors.com。

「小廚娘」糖城地區最吸引回頭客的餐館

選料嚴格，注重質量，「有機」食材烹出絕美佳餚
（本報記者秦鴻鈞）甫於去年十二月剛在糖
城新開張的「 小廚娘」（ Cooking Girl ) 餐館，
開張三個月，已在糖城地區小有名氣，挾著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的優勢，更雄心勃勃的
要把他們的獨家特色菜推廣到全美。而在糖城推
出的絕美佳餚，就是他們決心在全美「 遍地開花
」的第一步。
走進「 小廚娘 」，下午二，三點，餐館還留
著一些 Party 未散的客人，門口向陽的卡座，也坐
了一些吃食聊天的客人，大家顯得非常開心，「
小廚娘 」 滿足了他們對美食的需求與享受。他們
都是開張至今來了多趟的回頭客！
「 小廚娘 」 的成功第一步，在於他們選料嚴
格，注重質量，儘量用「 有機 」食材，如牛肉，
則採用安格斯牛肉，鷄肉，用走地雞，而豬肉，
則採用黑毛豬，食材的講究，是他們成功的第一
步。
圖為糖城六號公路邊上的「小廚娘」餐廳外觀。（記者秦鴻鈞攝）

國航暑假機票大特價 - 休斯敦 - 北
京 / 上海 / 廣州 / 成都 $1099 起，休
斯敦 - 臺北 $980 起，休斯敦 - 香港
$900 起！
2017 暑假團購機票
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
休斯頓 - 上海往返 $1099（含稅 & 北京轉機）
出發日期 6/28/2017 回程日期 7/30/2017
休斯頓 - 北京往返 $1099 （含稅 & 直飛）
出發日期 6/9/2017 回程日期 6/30/2017
出發日期 6/17/2017 回程日期 7/16/2017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Mon-Fri:9am-6pm
Sat:10am-1pm

2017 年 7 月 11 號以後休斯敦出發國航特價機票
（兩人成行，同去同回，大小同價）
最長停留時間 180 天
休斯敦 -- 上海 / 廣州 / 成都 / 昆明 / 桂林 $1150（往返
含稅）
休斯敦 -- 臺北 $980（往返含稅）
休斯敦 -- 香港 $950 ( 往返含稅）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

「 小廚娘 」 的獨家招牌菜，包括金針菇肥牛，
粉蒸排骨，＂爽＂牛肉，香爆牛腱子，梅菜扣肉，
茄角之戀，麻辣燙，涼拌吳郭魚，＂糯＂肘子，
雙椒鷄，跳水魚，彩椒牛肉丁，口味蝦，水煮牛
肉 / 肉片，負責人羅莉手藝出色，無論雙椒雞，
彩椒牛肉丁，糖醋排骨，桂花糯米藕，小廚娘粉
蒸排骨，其菜色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
識貨的老饕能看出其真功夫，「 小廚娘 」 的開
設，為本來中餐館不多的糖城又打了強心針，糖
城的居民想吃到像樣的好菜，不必遠赴中國城，
在當地就可品嚐佳餚，一飽口福。
「小廚娘」位於六號公路與 University 路的交
口，即六號公路過 59 高速西行，在 90 號公路之
前的 University 路 U turn 即至。地址：636 Hwy 6,
Suite #100, Sugar Land ,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
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 9：30 ，餐廳電話：281242 -1131

智勝暑期說明會盛況空前，
現場報名踴躍
夏日將至，對於同學們來說，暑假無疑是提高自己
的大好時間，尤其是對於面臨升學壓力的高年級同學
們，暑假更是爭分奪秒全力沖刺的黃金時段。那麼怎
麼才能充分利用好這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起到學有所
成，事半功倍的效果呢，智勝學院專門課程來幫您！
對於 3-6 年級的小孩，我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
的全天 camp。既有數學英文，全面提高孩子文化課成
績，也有各項課外活動為孩子們開拓眼界，陶冶情操。
智勝學院負責小年紀課程的老師均是經驗豐富，熱愛
教學的優秀老師，他們擅長寓教於樂，讓孩子真正愛
上學習。
比如在小年紀的課堂上，為了激發同學們對於科
學知識的熱愛， Ms. L 精心設計了 各種有趣的遊戲。
像是為幫助大家理解數字而舉行的“集市活動”， 同
學們用自制的錢和 準備好的各種小點心來互相買賣
交換， 在交易過程中對於金錢也有了基本的認識。
還有組 織大家自己動手發揮想象力制造一個降落傘
等等，都是由淺入深的幫助孩子掌握知識的要領。數
學方面， Ms.S 是眾口皆碑的不可多得的好老師。在
二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 她所帶領的班級所參加的數
學競賽，總是勇奪冠軍。智勝學院在今年暑期班依舊
開設 4-6 年級的小學數學競賽班，以充分激發孩子
潛在的數學熱情。
高年級的學生也不要錯過這個查遺補漏的好時
機。智勝學院夏令營有多位資深 著名教師幫助學生提

高閱讀，寫作，數學和科學各科的綜合能力。除了王牌
英文數學課程之外，更聘請多位資深 著名教師教授各
門 AP 課程。對於快要升學的 同學們，智勝不僅有
SAT ／ PSAT 課程幫助大家全面提高考試 成績，還開
設了 College Application 課程給學生提供升學申請
方面的咨詢。今年還新開了一門 AP Statistics 的課
程，面向 11,12 年級的學生。另外提醒一下家長，為了
方便更多學生選課，我們更改了AP Physics 和 pre
AP Physics 課程的時間，請大家至我們網站查詢最新
課程安排。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一 期，
每星期周一到周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
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日 結束。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
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咨詢。另外智
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院上課地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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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 Al Green 在豐建偉醫生家
與僑界領袖見面交流會

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二 ） 逐一聆聽與會人士的發言。

與會者合影於豐醫生（ 前排右一）家大門口。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 ） 與「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 ）與「 美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房文清（ 南山東同鄉會」 前會長馬欣（ 左 ） 合
左 ） 合影。
影。

豐建偉醫生（ 右一 ）逐一向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二 ），介紹
與會社團領袖。（右三 ） 為豐醫生夫人李玉靜醫師。

所有與會者在豐建偉醫生（ 前排左一）家合影。（ 前排左二）
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及豐醫生夫人李玉靜（ 前排中 ），國會
豐建偉醫生（ 中 ） 在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 ） 贈送的禮單上 議員助理林富桂（ 前排右二），「 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
簽名。（ 左 ） 為國會議員助理林富桂律師。
前排右一 ） 等人合影。

圖 為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 右 ） 與 豐醫生一家包括夫人李玉靜，女兒與國會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議員 Al Green ( 右一 ） 合影。
（左）合影。

剛剛開完人大政協兩會返休的豐建偉醫生
（右） 向國會議員 Al Green ( 左） 介紹何
為「政協會議」！

美聯航暴力驅趕亞裔乘客下飛機事件
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需要答案

德州第九區國會議員 Al Green 於 4 月 11 日
上午在辦公室召開緊急記者會、美聯航暴力
強行將一名亞裔醫生拖出飛機、他強調在他
的選區有 4 種投票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越南文及中文、他有話語權代表選民發聲、
對美聯航不人道行為進行嚴肅批評，並希望
美聯航盡快公佈隨機抽選下機作業標準的方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道來，為了讓自己的 美南新聞傳媒董事長李蔚華也說，這樣的對待是極不人道，身為亞裔，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法和流程，不希望該惡性事件上升至種族問 四名員工上飛機，而不人道對待消費者，是 向美聯航施壓，很感謝 Al Green 把大家組織起來，一起爭取權益。
不被允許的。
題。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為美聯航暴力
美華協會方宏泰會長為美聯航暴力驅趕亞裔乘客下 驅趕亞裔乘客下飛機事件接受 NBC2
飛機事件將會聯合在 DC 總會共同聲討。
號台專訪。

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則說，休士頓
全美同源會總會長敖錦賜長期爭取亞裔權
是一個龐大的旅遊據點，美聯航在這是大本
益，也強調一定必須要求美聯航對此事件做
營，我們會向美聯航發出抗議，讓他們盡快
出解決誠意。
加速處理此事。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地產協會前會長林富桂則表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公平正義，因為如果想像是自己被這樣
拖下飛機，就非常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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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ping Urges Peaceful Solution To Trump As Tensions Ri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merican Actions Worry Beijing
– Chinese President Calls Trump To Avert Korea Crisi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s President Xi and U.S. President Trump Spoke on
Wednesday

BEIJING, China - An aggressive North Korea,
threatened by America’s Navy strike group that
has made its way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maintained its warning - if threatened, it will strike
back with a nuclear attack on America and South
Korea.
Undeterred Trump and his team continu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reclusive nation that has flexed its
muscles over the last year and continued to showcase
its nuclear might through the start of this year.
While South Korea, Japan and U.S. continue their
annual joint military drills in the region on one hand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continues on the other - China is getting
very worried.
Only four days after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ld face-to-face talks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Florida, Trump again tweeted on an issue
that seemingly remains unsolved - that of China’s
cooperation in helping American and its allies shut
down the nuclear ambitions of North Korea and its
despot - Kim Jong Un.
Trump tweeted on Wednesday morning that North
Korea was “looking for troub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with or without China’s
help.
Hours lat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ld 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 with Trump, urging for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official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said that Jinping had thanked Trump for
his “warm hospitality and thoughtful arrangements” in
Florida during the call.
He also reportedly discussed their “common concerns”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urged against any
military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 paper wrote,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China
insists on realizing the goal of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peninsula, insists o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peninsula, advocates resolving the problem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is willing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U.S. side on
the issue of the peninsula.”
Jinping also reportedly said he and Trump had
“enhanc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stablishe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The Chinese president’s call to Trump also came after
North Korea raised the stakes by warning that it could
“hit the U.S. first” with nuclear weapons.
The Rodong Sinmun, the mouthpiece of the ruling
Workers’ Party declared, “Our military is keeping an
eye on the movement of enemy forces while putting
them in our nuclear sights.
It added that North Korea will use its “mighty nuclear
weapons” to “obliterate” the United States.
Senior South Korean official announc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China had agreed to slap tougher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through a strong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if it carries out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tests.

North Korea continued to conduct tests.
It said, “If the North makes another provocative move
this month, Chinese society will be willing to see the
UNSC adopt severe restrictive measur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before, such as restricting oil imports
to the North. Pyongyang’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s intended for securing the regime, however, it is
reaching a tipping point.”

U.S. Warships Near Korean Peninsula This Week

South Korea’s chief nuclear envoy, Kim Hong-kyun
has, however, said tha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military
option in his talks with Chin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Korean Peninsula Affairs, Wu Dawei.
He added that they had not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strike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ither.
China has said that it has also suspended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to comply with U.N. resolutions.
It has, at the same time urged a resumption of talks to
find a peaceful settlement.
It will not support any action that undermines or could
topple the regime in Pyongyang.
In a statement in the state-run Global Times newspaper,
China urged Pyongyang to stop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 for its own security.
The report argued that a sixth nuclear test or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would be seen as a
“slap in the face”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U.S. military action.
The paper wrote, “Not only is Washington brimming
with confidence and arrogance following the missile
attacks on Syria, but Trump is also willing to be
regarded as a man who honors his promises. The U.S. is
making up its mind to stop the North from conducting
further nuclear tests. It doesn’t plan to co-exist with
a nuclear-armed Pyongyang. Pyongyang should avoid
making mistakes at this time.”
The paper added that China would seek stronger ac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i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Session

Earlier this week, Global Times also said that China is
preparing for trouble across its 1420 km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The report stated that China had deployed 150,000
extra Chinese troops to the border region.
U.S. meanwhile continues to stress that stronger
sanctions are likely to come first while clarifying that
military options are not off the table.
Over the weekend, the U.S. ordered a navy strike
group, led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to hea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strike group includes the U.S. aircraft carrier, two
missile destroyers, a cruiser and 74 warplanes.
On Saturday, North Korea is expected to hold a huge
military parade to celebrate the 105th birthday of its
founding president, Kim Il Sung.
On April 25, it will also mark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U.S. Will Not Bypass Seoul Whe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F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ay bypass Seoul to directly strike Pyongyang in
what they called "Korea passing."
Yun flatly dismissed the possibility.
"Even just before I came into this meeting,
ranking U.S. officials, mindful of such concerns
here, repeatedly reaffirmed that (the U.S.) will
closely discuss with South Korea its North Korearelated measures," the minister told the mee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repeatedly
noted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and that his country may take
unilateral measures to solv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blem.
Yun insisted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 measures
still require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close allies,
U.S. Warships Have Entered Waters Near The Korean
including Seoul.
Peninsula
"We will work to clearly show through talks
SEOUL, April 13 (Yonhap) --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s,
will first consult with South Korea before taking any and through a meeting with U.S. Vice President (Mike)
serious measures, including a pre-emptive strike, Pence, who is due here this weekend, how thoroughly
against North Korea to punish the communist state prepared South Korea is to defend itself and how well
for possible provocations, Seoul's top diplomat said it can maintain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e
Thursday.
said.
Yun Byung-se refused to speculate whether The South Korean minister also warned North Korea
Washington was preparing to pre-emptively strike against any future provocations, saying it will face
following additional provocations from the communist unendurable consequences following a fresh nuclear
North but insisted the U.S. will not take such measures test or test-firing of ballistic missiles.
without first consulting with Seoul.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lready has the two most
"In fact, the U.S. is working to reassure us that it will powerful sanctions resolu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not, just in case that we might hold such concerns," he
said in a special report to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ursday's meeting came amid growing concerns here
over a possible U.S. attack against the North.
In an apparent attempt to put pressure on Pyongyang,
Washington has sent a nuclear-powered aircraft
carrier, the USS Carl Vinson,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further prompting suspicions here over
an imminent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the North's
nuclear capabilities.
Both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expressed concerns the U.S.

in place, and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cently
discussed, additional measures that will be difficult for
North Korea to endure will be taken," Yun said.
The North has conducted five nuclear tests so far, and
is widely viewed as preparing for an additional test in
the near future, possibly before the end of April.
Yun said China, Pyongyang's key ally, may also take
part in additional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should
it conduct a nuclear test or test-fire ballistic missiles,
adding the new sanctions will likely include strong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reserved" or that required but
"could not win China's cooperation" before. (Courtesy
english.yonhapnews.co.kr/national/2017/04/13)
Related
Russian Navy Vessels Make Port Call In
South Korea For Friendship Visit
BUSAN, April 11 (Yonhap) -- Two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Pacific Fleet of the Russian naval forces made a
port call Tuesday at the South Korean coastal city of
Busan as part of a regular exchange program with the
South Korean Navy.
The call at the port of South Korea's Naval Operations
Command by the guided-missile cruiser Varyag and
the tanker Pechenga, both 11,000-ton vessels, was the
second this year to be made by Russian warships.
The two vessels will stay in Busan for four days, with
crew members to take part in exchange and volunteer
activities with their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s.
Commissioned in 1989 for the Soviet Navy, the Varyag

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speaks in a meet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eld 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Seoul on April 13, 2017. (Photo/Yonhap)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features an array of deadly anti-ship, anti-sub and antiaircraft weaponry, carries 520 crew members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sail at a maximum of 59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guided-missile cruiser Varyag of the Russian
Pacific Fleet enters a port in South Korea's coastal
city of Busan on April 11, 2017. (Yonhap)

The Pechenga is capable of 7,000 tons of fuel, 300 tons
of mineral water and 1,500 tons of freight with 60 crew
members boarding the ship. It is capable of sailing at a
maximum of 29 kph.
South Korea's Naval Operations Command has
promoted exchange progra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other major countries to discuss ways to
enhance its rescue operations in maritime accidents
and expan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ourtesy
english.yonhapnews.co.kr/national/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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