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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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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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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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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点心茶寮
Golden Dim Sum Restaurant

地 址 ﹕10600 Bellaire Blvd, Ste105,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495-16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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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VOA】由於美國H-1B勞務簽證項目的不確定性和可能的改革﹐今
年H1-B簽證的申請量略有下降﹒
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USCIS）報告說﹐從4月3日開始的為期一周
的申請期間﹐共收到19萬9千個H1-B申請﹒而兩年前的4月份收到
了23萬3千份申請﹒
H1-B允許雇主——主要是高科技公司——雇用外籍技術工人在美
國工作三年﹒每年有8萬5千個簽證﹐其中6萬5千個給擁有本科學
位的申請者﹐2萬個給擁有碩士及以上學位的申請者﹒

移民局稱﹐它已用電腦進行隨機抽簽﹐以確定哪些申請將被接受﹒
批評者稱H1-B項目降低了美國人的就業﹑壓低了工資﹒
星期二﹐川普總統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旨在使公司更難利用H1-B
計劃雇傭外國工人﹒
特朗普周二在威斯康星州基諾薩的一家工具箱制造公司發表演講時
說﹕“我們將使用你們都很熟的辦法﹐那就是用大錘子猛敲﹒”
川普在一份名為“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行政命令中下令四個政府
部門“盡可能快”對H1-B項目“提出改革方案”﹒

川普說﹕“這些簽證（H1-Bs）應該發給技術最好﹑工資最高的申請者﹐
而不是用來取代美國工人﹒”
川普總統指示說﹐國務卿﹑司法部長﹑勞工部長和國土安全部長也應

“提出新的規定並發布新的指導意見﹐取代或修改以前的規則和指導
意見﹐在移民制度管理中保護美國工人的利益﹐並防止簽證欺詐或濫
用﹒”

KVVV

《《行知中國行知中國》》了解中國風土民情了解中國風土民情 闡釋中國文化闡釋中國文化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內容介紹﹕《行知中國》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除去歲月
的塵封﹐還原歷史的真相﹒這裡網羅千奇百怪的民風民俗﹐多姿多
彩的地方風貌﹐儀態紛呈的風情﹒傳奇﹑秘聞﹐窺探歷史的生動側
面﹒風土﹑人情﹐觸摸文化的真實脈搏﹒天地﹑自然﹐領略生命的偉
大奇跡﹒幫助非漢語環境的學習者提高漢語聽說﹑讀﹑寫的水平﹐
掌握漢語學習方法﹒節目口號﹕了解漢語學習﹐闡釋中國文化﹒

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凌晨1時至1時30分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霍華德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恩·希拉
（Ron Hira）表示﹐川普政府是正確的﹕
“現在的法律是寬鬆的﹐所以導致
（H1-B 簽證）成了雇主雇傭廉價的契
約勞工的方式﹐而不是填補技術工人
的不足﹒所以﹐這一項目被過度使用﹐
實際上是傷害了美國工人﹒”
希拉教授補充道﹐H-1B計劃的本意是
良好的﹐目的是在美國工人不足的情
況下引進外國工人﹒是什麽影響了
H-1B計劃﹖政治﹒
希拉說﹐公司賺取了巨額財富﹐他們能
夠影響國會來阻止修改 H1-B 計劃﹒
而這一切都是合法的﹒
希拉說﹐如果政府的大錘看上去綿軟
無力﹐那是因為行政命令並不是真正
意圖改變政策﹐而是指導政策的改
變﹒聯邦機構需要時間研究該計劃並
實施變革——那些擔心H1-B計劃會
被馬上被廢除的公司可以鬆一口氣﹒

希拉說﹕“川普行政命令背後的想法是
以 申 請 者 的 技 能 高 低 為 基 礎 發 放
H-1B﹐優先雇傭真正掌握高技能人士
而非廉價勞動力﹒”
印度人取得的H-1B簽證占壓倒性多
數﹒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報告稱﹐2015
年有71%的H-1B簽證發給印度人﹐中
國人則拿到10%﹐排在第二﹒
印度的優勢歸功於其龐大的外包公
司﹐每年提交數千個申請﹐增加了中簽
的機會﹒
向其他公司提供服務的外包公司是有
爭議的﹐因為只要它們每年支付外籍
工人超過6萬美元﹐就不用受聯邦政府
要求外籍工人不得取代美國工人的限
制﹒
希拉表示﹐新政策可能會幫助美國高
科技公司﹐而打擊那些濫用H-1B的外
包公司﹒但他預計道﹕“印度政府會遊
說反對這種改變﹒”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BB22美南電視介紹

修補修補HH11-B-B項目漏洞項目漏洞

川普下令提改革勞務簽證建議川普下令提改革勞務簽證建議 維護美國工人維護美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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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
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潮流，美
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
的資訊平台，新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

生活，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
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領
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 日 美 國 」 網 站 (www.to-
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南新聞
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
活，提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
大成為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
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育文

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
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
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Make today dif-

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
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
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
站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
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STV15.3、
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
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
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
告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
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閱讀，

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

天，持續每天 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
、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
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
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
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
節目，豐富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
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
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
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
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
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也開通，眾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
眾可掃描 「今日美南」二微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電
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
敬請隨時關注本台，好禮大放送。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或
輸 入 「www.today-america.com」 網
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
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二維
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
洽 281-498-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最方便

圖圖：：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

1. 海鮮節（Texas Rockin’ Seafood
Festival）

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休斯頓附近
的海邊小城 La Marque 舉辦海鮮節狂
歡活動，屆時你將可以在熱情洋溢的
現場音樂中品嘗新鮮美味的各類海鮮
，探索物產豐富的海邊文化，領略獨
具一格的海濱風光。

時間：4月21日（星期五）12:00
p.m.

4月22日（星期六）12:00 p.m.
4月23日（星期天）12:00 p.m.
地址：Gulf Greyhound Park,1000

FM 2004, La Marque, TX 77568

票價：$8-$20
2.地球日活動（Earth Day on the
Avenida）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環保者們在這一天以各種方式來宣
揚環保。今年的地球日將在休斯頓
市中心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環保音

樂會，整個演出將充分利用空氣動力
學，以環保的形式為大家精彩呈現。
千萬不要錯過。

時間：4 月 22 日（星期六）5:00
p.m.- 10:00 p.m.

地 址 ： George R. Brown Con-
vention Center,1001 Avenida De Las
Americas,Houston, TX 77010

票價：免費
3. 日式芭蕾（Creative Minds at Up-
town）

為慶祝日本千葉縣和休斯頓結為
姐妹城市 45 年，這周 Uptown Dance
Company將帶來精心準備地以日本文

化為靈感的
精彩歌舞表
演。表演結
束後還會有
一個提問環

節，觀眾們可以切身了解到創作者們
背後的故事。

時間：4 月 23 日（星期天）2:00
p.m.

4月23日（星期天）6:00 p.m.
地 址 ： Uptown Dance Centre，

7417 Shadyvilla Lane， Houston, TX
77055

票價：$30/成人；$25/65 歲及以
上；$15/學生
4. 健康博物館“身體世界”展（
Body Worlds RX Exhibit）

在健康博物館舉辦的“身體世界
”展將於這周天結束，還沒去看過的
小夥伴們可要抓緊時間了。展覽將會
展出75具通過塑化技術保存下來的真
實人體標本，參觀者們將可以近距離
看到人的身體在面對不同疾病時所產
生的反應。

時間：4 月 20 日（星期四）9:00
a.m.- 7:00 p.m.

4 月 21 日
（星期五）9:
00 a.m. - 5:00
p.m.

4 月 22 日
（星期六）9:
00 a.m. - 5:00
p.m.

4 月 23 日
（星期天）12:
00 p.m.- 5:00
p.m.

地 址 ：
The Health
Museum，
1515 Hermann
Dr，Houston, TX 77004

票價：$10/成人；$8/3-12 歲或
65歲及以上；免費/博物館會員或2歲
及以下。
5. 第 50 屆全景中國休斯頓電影節
（WorldFest-Houston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第50屆全景中國休斯頓獨立電影
節將於本周五正式開幕，電影節為期
十天，屆時將放映來自全世界76個國

家超過 200 部獨立電影，其中不乏優
秀的中國電影。想要一次性過足電影
癮的朋友們時機到啦！

時間：4月21日（星期五）開幕
式

地 址 ：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Houston , TX 77063

票價：詳情請看官網
官網：https://worldfest.org/

（Sissi／休士頓報導）周末就是用來放鬆和歡樂的，本周末的活動可謂是豐富多彩，各
有特色。有海鮮節、地球日活動、日式芭蕾、健康博物館展覽及精彩的社區活動，一起來看
看吧！

迎週末迎週末 啖海鮮啖海鮮、、聽音樂會聽音樂會、、逛電影節逛電影節

海鮮節海鮮節。。

地球日地球日。。

日式芭蕾日式芭蕾。。

台灣電影在今年第50屆休士頓國
際影展，表現優秀，成績超過往年，
共有4部劇情長片入選：蔡銀娟導演
的 「心靈時鐘(A Package from Daddy)
」、黃建樺導演的 「海豬仔( Dolphin)
」、 陳 潔 瑤 導 演 的 「只 要 我 長 大
(Hang in There, Kids)」、及邱立偉導
演的動畫片 「小貓巴克里(Barkley)」
等都入選本次影展，分別將於4月25
日、27日及29日放映，歡迎熱愛電影
藝術的觀眾朋友，踴躍前往 AMC
Studio 30 觀賞台灣新銳導演的傑出創
作。

「只要我長大」被譽為2016年最
真誠、最可愛、又帶點淡淡哀愁的溫
馨小品。描繪3個在部落山林間的小
男孩遭遇隔代教養及父母失和造成的

疏離感，最關心他們的安親班老師拉
娃，成為照顧這群孩子的愛的光芒。
該片在2016年台北電影獎拿下百萬首
獎等6大獎，童星陳宇並入圍金馬獎
最佳新演員，也代表台灣參加89屆奧
斯卡最佳外語片競賽。該片獲得印度
孟買影展兒童類最佳影片金門獎的肯
定，也獲義大利Giffoni國際兒少影展
的特別獎、韓國富川奇幻影展 Family
Zone 單 元 BIFAN Children's Jury
Award 兒童評審團獎。

「心靈時鐘」講家裡開船藝品店
的小學生葉藍和姊姊葉澄，突然遭遇
父喪，頓時全家籠罩在巨變、悲傷的
陰影下，也因父親懸疑死因引起鄰里
街坊異樣眼光。該電影入選香港亞洲
電影節、美國洛杉磯女性影展、高雄

電影節、澳洲金考拉國際
華語電影節等影展。

「海豬仔」描述一位
中年轉業的黑道大哥-
「海豬仔」，因緣際會，

回到第二故鄉-綠島，結
識熱愛海洋及生命的純真
少女，最終放棄殺戮獵魚
的暴利，全心全意致力台灣海洋生態
保育的故事。

「小貓巴克里」入圍韓國首爾國
際動畫影展，也入圍法國安錫影展和
首爾國際動畫影展。故事生動描繪
「小貓巴克里」與小朋友 「魚都」、
「阿芬」在純樸鄉下的 「第一村」，

與破壞生態的土地開發商之間的衝突
，適合全家觀賞。

以上 4 部電影放映時間如下，地
點 在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Drive,Houston,TX 77063)：

1, 4月25日(週二)晚7:00，蔡銀娟
「心靈時鐘(A Package from Daddy)」

。
2, 4月25日(週二)晚9:00，黃建樺

「海豬仔(Dolphin)」。
3, 4月27日(週四)晚7:00，陳潔瑤

「只要我長大(Hang in There, Kids)」
。

4, 4 月 29 日(週六)下午 1:00 邱立
偉 「小貓巴克里(Barkley)」。

活動聯絡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劉忠耿副主任；
電 話 ： 713-840-3865； 手 機 ：
713-502-9894

台灣4部新電影入圍第50屆休士頓國際影展 表現亮眼

為鼓勵經營有成表現卓越之海外臺商
，自民國88年起，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及世界臺灣商
會聯合總會共同主辦選拔表揚活動，由僑
委會擔任指導單位，以選拔表揚對台灣或
僑居地有具體貢獻之優秀臺商，並肯定當
選企業之成就，藉此使全球台商企業能互
相觀摩學習，提升未來經營能力及競爭力
。

「第19屆海外台商磐石獎」參選選拔
企業須成立滿五年、 近三年連續獲利或營
運成長狀況佳、及對台灣或僑居地等國際

社會有顯著貢獻。即日起開放報名申請至6
月30日截止，申請書、參選應繳資料及相
關訊息請至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網
站 www.nasme.org.tw、計畫網站 smeaward.
moeasmea.gov.tw、本會網站 www.ocac.gov.
tw或全球僑商服務網www.ocbn.org.tw下載
選拔辦法暨申請書於6月9日前將文件送至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小姐，電話
713-789-4995， 分 機 108， 傳 真
713-789-4755，電子郵件：jessicac@hous-
tonocac.org.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活動
活動1

中原大學發展基金會創辦於
舊金山屆今十周年, 中原大學北美
洲校友聯合會暨發展基金會第十
屆董事會今年訂在休斯頓召開，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協辦。

時間：2017 年 4 月 22 日 ( 星
期六）8:30 AM – 5:00 PM

地點：American First Nation-
al Bank, Conference Room at 12th
floor.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連絡
人 : 冷國總 (713-884-5798), 胡
立德（832643-0432）
活動2

為配合中原大學北美洲聯合
會暨發展基金會第十屆董事會在
休士頓召開，並歡迎現任校長張
光正, 前任校長程萬里以及校友服
務中心陳筱琪處長來訪, 休士頓中
原大學校友會 4 月 22 日舉辦校友
年度大會

時間：2017年4月22日 (星期

六）6:00 PM – 9:00 PM
地點：China Bear Buffet Res-

taurant 12755 SW Freeway Hous-
ton, TX 77477

281-240-8383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連絡

人 : 冷國總 (713-884-5798), 胡
立 德 （832-643-0432, 許 群 卓
(832-617-0568), 王 侯 琛 :
(281-846-9898)

「第19屆海外台商磐石獎」 開始接受報名



BB4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在歲月之
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無論是年屆退休的
民眾，或是新移民剛開始奮鬥，無論是哪一
個年齡層，現在開始規劃自己的退休計畫都
算合適。如果能有專業人士從中指導，就更
事半功倍了。一項由專業團隊安心理財公司
所舉辦的免費知識講座，將於本周六 4 月 22
日上午 10 點及下午 2 點推出，地點在休士
頓中國城美南銀行二樓 225。講座不收任何
費用，由於座位有限，請民眾事先訂位，不
要錯失良機。

此次安心理財的講座內容，是為了幫助
民眾了解更多跟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華裔
民眾在美打拼非常辛苦，但是，對許多美國
政府在退休方面的優惠政策卻不一定了解，
安心理財以其專業知識提供給民眾，包括以
下的內容 :

您會老嗎？在沒有老之前，您想了解一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位於伍
德 蘭 市 (the Woodlands) 的 戶 外 露 天 劇 場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本周五晚間
八點，將由休士頓交響樂隊演出「齊柏林
飛船音樂 (The Music of Led Zeppelin)」，由
Martin Herman 指揮，聽眾可大飽耳福，聆
聽齊柏林飛船受歡迎的許多名曲，樂迷們請
把握良機。

融合搖滾樂與古典樂，齊柏林飛船樂團
被認為是史上最成功、最具影響力、以及最
具創意的搖滾樂團之一，他們名列美國史上
銷售量最高的音樂家之一，以及全球音樂史
上最暢銷的樂團之一，樂迷不計其數。

安心理財回饋社區  舉辦免費知識講座    
新老移民退休規劃  無懼歲月的推移早做準備

休士頓交響樂隊  齊柏林飛船音樂會
以饗大眾  草坪座位免費

下怎樣最佳的在美國養老嗎？
來美新老移民遲早都會經歷的過程，包

括拿綠卡、安家、工作、買房、養孩子、空
巢、退休等階段。入鄉隨俗，美國政府在政
策上為退休提供了許多稅務方面的優惠，這
些您是否都清楚呢？

美國為勞動人民能安心退休，提供了很
多在中國或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保障工具，您
是否都熟悉呢？

股市會跌，想知道如何防止您的 401k
退休金縮水成 201k 的科學方法嗎？您是否
擔心未來年紀大了、病了、殘了、老年癡呆
了、或是坐輪椅了沒人管嗎？

想保證您一輩子都有錢花嗎？想知道如
何錢生錢、回報高、風險小、又能存取靈活
的方法嗎？

安心理財團隊簡介：
安心理財以傳播正確的理財觀念為己

此次音樂會中，樂團座位門票為二十
元，而草坪座位則是免費的，免費座位不須
門票，自由入座。音樂會晚間八點開始，而
七點起則有一系列藝術及工藝展，和由贊助
單位呈現的相關活動。

在表演節目中，歡迎民眾攜帶自製食
物、或餐廳的美食，於現場一邊聽音樂，一
邊享受野餐的樂趣，但請註意，不允許攜帶
飲料入場。此活動將免費提供草坪坐椅，供
民眾使用。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為 非 營
利組織，希望能將藝術帶入民眾的生活當
中， 是一個提供世界級表演藝術和當代娛
樂的露天場地，周圍環繞著青翠蓊鬱的綠
林，為大休士頓地區民眾提供系列性的活
動，推廣表演藝術和當代娛樂活動，就在伍
德蘭市運河旁。

伍德蘭市運河風景宜人，時間充裕的
話，民眾還可順道一遊。關於停車資訊，
民眾可以在露天劇場西南部的五個免費
停車場停放車輛，詳情可上網瀏覽 www.
woodlandscenter.org。

任，有一支專業的理財團隊，代理多家金融
公司的產品，能做到大額合法省稅、保本高
回報、財產保護、及財富傳承等一般理財師
很難做到的事情，也是德州地區高端市場做
的最好的中文理財團隊。

安心理財針對顧客的需求，以對顧客一
對一的了解分析，提供適合顧客的最佳退休
理財規劃方案，完全做到以顧客的利益為出
發點，讓您的錢造福社會和您自己。

安心理財對休士頓華人社區的服務也非
常熱心，經常舉辦各種免費的主題知識講
座、和免費諮詢，對於想學習金融的朋友，
還提供免費教程。安心理財同時也冠名贊助
「美中之星」歌唱大賽等多項華人社區活
動。

此次講座不收任何費用，歡迎讀者踴躍
參加，講座時間是 4 月 22 日週六上午 10 點、
及下午 2 點。地點在休斯頓中國城美南銀行

二樓 225 (6901 Corporate Dr #225, Houston, 
TX 77036)。由於座位有限，請事先訂位。
先訂先得，滿座為止。
聯繫人：霓娜 Nina。
洽詢電話：832-268-6688。
Wechat：nina981818。

星期五 2017年4月21日 Friday, April 21, 2017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及2017音樂會
（本報訊）為慶祝美南大專院校联合校友

会成立三十週年，美南大專院校联合校友会百

人合唱團及大休士頓地區知名音樂家定於2017

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在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華麗音樂廳舉行大型音樂會,並為夲會

華裔音樂奬學金募款.

這場音樂會除了合唱團還有許多知名音樂

家的演出, 我们将會表演許多名曲及校園民歌

精选. 請參考所附的節目單,相信一定是一埸很

精彩的演唱会，我们一定不会譲您们失望.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具有一流的聲光

，可以容納二千二百人，若坐的舒服則可以容

納一千八百人. 我們希望能有超過一千的觀衆

，剩下不到一星期即將演出，請大家告诉大家

！

($20 Sponsor ticket 普通赞助票及$100 VIP

ticket 贵賓赞助票)

聯絡洪良冰，電話︰832-818-6688

簡介
美 南 大 專 院 校 聯 合 校 友 會 （JCCAA)

（www.jccaa.net) 始創於1987年，是由美南地

區22個來自台灣之大學校友會及北一女校友

會組成. 成立以來，即以提昇音樂普及，開拓

音樂視野為使命，多次聯合美南各大合唱團舉

行大型音樂演出，並經常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

家及團體舉辦音樂相關演出及講座.

2015年起，為追求更精緻的合唱藝術，並

因在美及歸國巡演之需，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

友會合唱團正式成立，由着名音樂家張廖莉娜

女士擔任指揮，團員129人均為斟選於休士頓

及周邊城市各中外大合唱團之菁英或音樂專業

人士.

本團為非營利組織，是不涉任何政治、宗

教及商業之藝術團體. 主旨在於提昇精神生活

，鼓勵藝術創作， 培育音樂修養,促進美南大

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與僑社、主流社會及國內、

國際間之音樂、文化交流,並為發展合唱音樂

文化發展奉獻心力.

為慶祝校聯會成立三十週年，本團及美南

地區知名音樂人士定於2017年四月在美國休

士頓舉行大型音樂會，並為成立於2010之校

聯會華裔及台灣留學生音樂奬學金基金募款；

本團計劃於2017年十月中旬訪台，與台大校

友合唱團，成大校友合唱團,及台中藝術家、

韵音合唱團、在台北、台中、台南舉行“永遠

的故鄉”聯合演唱會，以促進海內外之藝術交

流. 海外學人去國多年心繫祖國，情繋家鄉，

期於國慶佳節重歸故里，以聯合音樂會體現海

內外音韻情和之美.

20171.年音樂會相關事項：

休士頓音樂會 •

時間: 2017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 地點: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大專校聯會三十週年會演出 •

時間: 2017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 地點: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台北音樂會 •

合作單位: 台大校友會合唱團 指導單位: 僑委

會,

 

 

（本報訊）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
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首演將在 4
月22日登場，這場音樂會張廖指揮在
選曲方面相當縝密，並要求團員對每
首歌曲務必了解其意涵，每首曲都由
一位團員來解釋，而且除歌詞外，作
曲者、合唱改編是誰都必須瞭解。
『上山』是筆者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曲

。歌詞是胡適寫的，獨唱作曲是趙元
任，合唱改編是李抱忱，可說是名家
名曲經典之作。五、六十年前在台灣
中學生的獨唱比賽，大專院校的合唱
比賽， 『上山』常常是列為指定曲的
熱門首選。很多合唱團因選了此曲參
賽而奪得冠軍，因此 『上山』也有冠
軍之歌的美譽。這是一首勵志的歌曲
，當個人受到挫折或國家遭逢危難，
唱這首歌可以使內心強大，有相的當
鼓舞作用。筆者年輕的時候，常在登
山攻頂最艱難的時候，哼唱這首歌，
此曲的確能鼓勵正在奮進的人們。歌
詞是大白話，不需要解釋，一看就懂
，現在看到的歌詞，因為音樂的需要
已經作了些許更動否則更加直白，這
正是胡適博士的風格。

此曲胡適先生寫於1926年，可見於中
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
集》
歌詞如下：

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 我
頭也不回呀！汗也不擦，拼命的爬上
山去。半山了！ 努力！努力往上跑！
上面已沒有路，我手攀著石上的青藤
，腳尖抵住岩石縫裡的小樹，一步一
步的爬上山去。

小心點！小心點！小心點努力，
努力！努力往上跑！

樹樁扯破了我的衫袖， 荊棘刺傷
了我的雙手，

我好容易打開了一條線路，爬上
山去。

好了，好了，上面就是平路了，
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果然
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蔭
的老樹，但是我可倦了，衣服都被汗
濕遍了，
四肢都覺軟了，我在樹下睡倒，聞著
那撲鼻的草香，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
覺。睡醒來時，天已黑了，路已行不
得了，努力的喊聲也滅了。

猛醒！猛醒！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絕
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作詞胡適博士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大家，也是二
十世紀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思
想家，哲學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
的洗禮。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等職。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
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
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
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作曲趙元任博士

很多人是從 『教我如何不想他』
這首歌才知曉這位多才多藝的作曲家
。其實他是一位語言學家，而近代語
言學界都尊稱趙元任先生為漢語語言
學之父，趙元任會講三十三種漢語方
言及英、法、德、日、西班牙語等多
種外語。1910年他考取清朝政府遊美
學務處招考的庚子賠款公費留學。8
月入美國康乃爾大學，主修數學，選
修物理、音樂，1914年畢業。後轉入
哈佛大學於1918年完成哲學博士學位

時 年 方 26
歲
合唱改編李
抱忱博士

李抱忱是
深耕合唱教

育的音樂家，並寫下 『合唱八要』，
因他出生於河北保定西關外的長老會
福音園，雙親職責皆與教會活動相關
。且自7歲即開始在教會學琴。雖然
自幼的成長環境西化甚深，但中國淵
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也深植在他的心
中。養成其貫通中西文化的學者的質
氣。福音園的歌詠氛圍，啟蒙了李抱
忱的音樂潛能。此外，中西音樂交流
史上重要都會 「北平」，助益了他的
音樂之路，後在燕京大學主修教育，
副修音樂。李抱忱的一生都在 「語言
學」與 「音樂」兩個領域鑽研，他在
耶魯大學、美國國防語言學院及愛荷
華大學教授中國語言長達二十五年。
此外，李抱忱始終認為，聲樂是最直
接的音樂教育方法，合唱又是聲樂裡
最完美的演出方式，當大家合力唱出
最美的聲音時，每人心中必充滿真善
美感受，且音樂又可以怡情養性、移
風易俗。他在1948年，榮獲哥倫比亞
大學音樂教育博士學位。

李抱忱對合唱音樂的摯愛使他創
作出或改編了無數膾炙人口的好歌曲

，他個性幽默，婚姻圓滿，偉大的愛
國情操，這些特質在他的作品中都可
見一斑，如鋤頭歌、聞笛、常常在靜
夜裡、人生如蜜、你儂我儂、海韻、
離別歌、大忠大勇、我所愛的大華等
都深受廣大合唱樂迷的喜愛。

1959年1月31日於台北市中山堂
，由李抱忱親自指揮五所學校合唱團
聯合演唱《上山》，唱完之後，胡適
、趙元任兩位大師都應邀上台致詞，
胡適說： 「李先生指揮青年這樣唱出
，竟使我的詩從沒有這樣好過。」這
是當年樂壇的盛舉，也為台灣合唱史
寫下了新頁。

事隔58年一個海外的合唱團-美
南大專校聯合唱團選唱了名家名曲
『上山』並將於今年 10 月 12 日回到

當年演唱的舞台再次唱響 『上山』，
讓經典重現，確實意義非凡。這首曲
子也將在本週六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的音樂會上演唱，屆時歡迎各界前
往聆賞。(程美華供稿)

演出時間：2017年4月22日(星期
六)晚上 七時

地點：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贊助券聯絡電話：林宏正(713)
669-9483， 謝 家 鳳 (281)370-9404，
鄧嘉陵(832)526-7373

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名曲分享
從 『上山』 瞻仰名家‧仰之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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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工商

男高音獨演出者
及弦樂四重奏介紹 

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四月廿二日登場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是休士頓僑社頗負盛
名的社團，由本地 22 個來自台灣的大專院校
及北一女校友會組成，除了促進各校友會之間
的聯誼並參與社區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動。為獎
勵本地區華裔子弟及留學生，每年頒發獎學金
給在學術專業、領導才能、社會服務、課外活
動及音樂方面表現傑出的青年學子。

2017 年該社團成立 30 週年，早在兩年前

開始籌劃一場合唱音樂會以茲慶祝，並為該社
團音樂獎學金募款。成立之初，就吸引了休士
頓合唱愛好者 122 人加入組成『校聯合唱團』，
團務行政工作由林宏正先生擔任，並聘請名音
樂家張廖莉娜女士擔任指揮，其他聲樂老師詹
硯文、林欣瑩、鋼琴老師陳奕伶、張瑀宸都加
入了團隊陣容，從 2016 年 3 月開始每週六下
午在玉佛寺的青年活動中心練唱三小時，所有

演唱的曲目都經過審慎的評估，包括語言的多
元性，曲目涵蓋創作於不同時代、地域、人文
的音樂風貌；或懷古、或思鄉、或憶往；咏嘆
愛情、歌頌友情、讚美生活，可說是清楚勾勒
出融入異鄉卻不忘初衷的遊子情懷。這場音樂
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一群愛樂者以歌聲傾訴
了在異鄉似水年華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
鼓勵和喜悅的成果，值得聽者細細品味。演

Scot R. Cameron, Tenor
A native of North 
Carolina, Scot R. 
Cameron now resides 
in Houston, Texas 
and enjoys a musical 
career as a classical 
artist, conductor, vocal 
clinician, and church 

musician.  Mr. Cameron has spent the past twenty 
years performing throughout the US and abroad, 
including Israel, Latvia, Spain, France, England, 
China, Brazil, Taiwan, Singapore, and Ukraine.  
He has performed with Concert Royal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allelujah Oratorio Society 
in Singapore, Dallas Bach Society, Orchestra of 
New Spain, Early Music Foundation of New York, 
Rochester Bach Festival, Houston Masterworks 
Chorus, Orpheus Chamber Chorale, New York 
Baroque Dance Company, the OrquestraSinfonica 
y Coro de Radio Television Espanola en Madrid, 
Bach Sinfonia of Washington, and the Fort 
Worth Symphony.  He is featured on the Dorian 
recording, Madrid 1752, “Sacred Music from the 
Chapel of Spain” and Alexander’s Feast by the 
Bach Sinfonia of Washington as well as many 
solo recordings.  He made his Carnegie Hall debut 
in 2003 with the Sacramento Choral Society and 
the New England Philharmonic.

The Axiom Quartet
The Axiom Quartet is a passionate and dynamic 
string quartet committed to presenting meaningful 
performances to the Houston metroplex and 
beyond. 
 Through its many concert experiences, the Axiom 
Quartet performs a variety of works ranging from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music to Broadway 
and pop standards.The quartet collaborates with 
local composers, giving performances of new 
music, as well as commissioning arrangements 
o f  e x i s t i n g  p o p u l a r  m u s i c .  T h e  g r o u p 
experiments with bringing their performances 
to unconventional venu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oncert halls.
The quartet members are currently Artists-in-
Residence for the Music Preparato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in Houston, TX. 
The group hosts regular concert series at the 
University's Cullen Hall.

唱的曲目有：聽雨、願、上山、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豐 年 祭、
永遠的故鄉、十八姑娘、笑之歌、校園民歌組
曲、永遠的朋友和 Texas Medley；除了大合唱
外，男女聲獨唱、弦樂演奏也都是一時之選。
這場音樂的盛宴，期待與愛樂者一起分享，歡
迎光臨。( 程美華供稿 )

4 月 22 日角聲主辦「照顧者的自我照顧」講座。
講員 : 林呂寧華師母。( 角聲輔導中心主任暨角聲社區中心主任 )

時間 : 上午 10:00-11:30am
5 月 20 日角聲主辦「認識焦慮憂鬱症」講座。

講員 : 劉小青醫師
時間 : 上午 10:00-11:30am

歡迎社區朋友踴躍報名 ( 免費 ) 參加學習。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角聲主辦系列
《華埠心理健康》講座

紅潤的女人，不會被時間左右——二十歲
是嬌艷的，三十歲是嫵媚的，四十歲是脫俗
的......與其花大價錢買化妝品遮住萎黃的臉色，
不如見證一下百年漢方紅人歸膠囊的神奇，讓你
處處盡顯妖嬈！

如果把女人比喻為花朵，那麼血液就如同花
枝中的水分，在不間斷的循環中為肌膚帶來氧氣
和營養物質，運走二氧化碳及代謝產物。只有血
液通暢了，花才能開得更旺，才能真正成為一朵
健康、紅潤、有一點透明感的粉紅玫瑰。

女性由於有周期性失血的生理特點，與血結
下了不解之緣。而伴隨女人一生的經、孕、產、乳
生理過程均與血相關。血海充盈則月經每月來潮；
十月懷胎胎兒均靠母血供養；生產後血又化為乳
汁哺養嬰兒；進入更年期後因腎精不足漸至血
海不充則最後停經。女子血氣充足則五臟皆養，

才能面色紅潤，發黑齒固，精力充沛，思維敏銳，
身體健康；反之如果血氣虛弱則五臟失養，面色
蒼白萎黃，過早出現皺紋，齒搖發白，疲倦乏力，
失眠健忘，記憶減退，心慌心悸，便秘等等癥狀
就會接踵而至。因此，中醫學早就有“女人以血
為本，以血為用”的觀點。所以，女人一生都要養
血，更年期女性養血更為重要。

正因為此，更年期女性血氣虛弱癥狀可以
通過天然草本補充療法來加以改善。天然草本
補充療法是以天然草本為主要原料，提取有效
成分，直接作用於卵巢和身體各系統、器官組織
細胞，作用溫和、安全無毒。由加拿大VIKER公
司推出的紅人歸（Sangel）膠囊，是百年漢方，是
中國傳統醫學和現代科技的完美結合。紅人歸
（Sangel）是由多種名貴中藥組成的純天然保健
產品，可以營養和活化卵巢，改善卵巢微循環網，

讓女性朋友像鮮花兒一樣綻放如初

（本報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
行 集 團（East West Bancorp, Inc.， 股 票 代 號
EWBC， 於 NASDAQ 交 易 ）4 月 19 日 公 佈
2017 年第一季度財報，淨利達 1 億 6 千 9 百
70 萬美元，每股獲利達 1.16 美元。首季度平
均資產報酬率（ROA）為 1.97%；平均股東權
益報酬率（ROE）為 19.7%。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
示，2017 年第一季度總貸款創新高，達 2 百
65 億美元，較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2 百 55 億
美元增長 10 億美元，或年均增長率 15%。截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總存款創新紀錄達 3 百
零 5 億美元，較去年底的 2 百 99 億美元增長
6 億 5 千 2 百萬美元，或年均增長率 9%。無息
存款增長創新紀錄，達 1 百零 7 億美元，佔存
款組合的 35%。 

吳建民指出，2017 年第一季度財報亮眼得
益于穩健的財務成長。強勁的存、貸款增長帶
動調整後凈利息收入達 2 億 6 千 9 百萬美元，
年 均 增 長 率 較 2016 年 第 四 季 度 提 高 12%。
受近期利率上調的驅動，調整後淨利差上升
0.12%，達 3.29%。嚴格的成本管控使我們的營
運效率達 43.3%，優於同業。除了我們卓越的
營運表現外，銀行的信貸品質保持穩定，首季
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為 0.08%。

吳建民說：「華美銀行年復一年每一季度
的財報成果展現出銀行營運的關鍵優勢 : 持續
穩健的存、貸款增長，良好的資產品質，以及
審慎的營運成本管理。」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顯著成長 – 2017 年第一季度盈
利達 1 億 6 千 9 百 70 萬美元，較 2016 年第四
季度的 1 億 1 千零 70 萬美元增長 53%；每股
獲利 1.16 美元，較 2016 年第四季度的 0.76 美
元增長 53%。除去首季度出售商業地產所獲淨
利，調整後淨利達 1 億 2 千 8 百 20 萬美元；
調整後每股獲利達 0.88 美元，兩項指標較去
年第四季度各增長 16%。

• 地產出售 – 華美銀行於 2017 年第一
季度完成了對舊金山一棟商業大樓的出售與租
賃。該地產以 1 億 2 百零 60 萬美元成交，包
括一處分行和辦公設施的租賃合約。稅前銷售
總收益為 8 千 5 百 40 萬美元，其中 7 千 1 百
70 萬美元已於

首季度收回，剩餘的 1 千 3 百 70 萬將於
租賃合約期間付清。售樓稅後，第一季度每股
獲利增加 0.28 美元。

• 盈利穩固 – 除 去 商 業 地 產 出 售，
2017 年第一季度調整後平均資產報酬率為
1.49%，較 2016 年第四季度提高 0.22%；調整
後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14.9%，較去年第四
季度增長 2.01%；平均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17.6%，較去年第四季度增長 2.31%。

• 淨利息收入和凈息差持續上揚 – 
2017 年第一季度凈利息收入達 2 億 7 千 2 百
10 萬美元。受貸款組合的增長和近期加息的
影響，貼現增值較 2016 年第四季度減少 8 百
40 萬美元，與預期持平；調整後凈利息收入
為 2 億 6 千 8 百 90 萬美元，較上季度增長 7
百 80 萬美元，年均增長率達 12%。首季度凈

華美銀行 2017 年首季度淨利和每股獲利大幅上漲
淨利達 1 億 6 千 9 百 70 萬美元，每股獲利 1.16 美元 兩者較上季度均增長 53%

息差為 3.33%，較上季度增長 0.02%；調整後
凈息差為 3.29%，較上季度增加 0.12%。

• 總貸款破紀錄 –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總貸款達 2 百 65 億美元，較 2016 年第四
季度的 2 百 55 億美元增長 10 億美元，年均增
長率達 15%。本季度的貸款增加得益于各類商
業和零售業務的強勁增長。總貸款較 2016 年
同期增長 11%。

• 總存款達新高 –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總存款達 3 百零 5 億美元，較 2016 年第
四季度的 2 百 99 億美元增長 6 億 5 千 2 百萬
美元，年均增長率為 9%。首季度存款增長主
要來自無息存款、定期存款和有息支票存款帳
戶。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無息存款增長 4
億 7 千 5 百萬美元，達 1 百零 7 億美元，佔總
存款的 35%，較去年底的 34% 有所增加。總存
款較 2016 年同期增長 7%。

• 資產品質優良 – 截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貸 款 損 失 準 備 金 提 升 至 2 億 6 千 3
百 10 萬美元，相當於持作投資（Held-for-
investment, HFI）貸款總額的 0.99%，2016 年
第四季度為 1.02%，或 2 億 6 千零 5 萬美元。
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由上季度相當於平均持作投
資貸款的 0.13% 下降至 0.08%。截至 2017 年 3
月31日，非獲利資產達1億4千4百80萬美元，
佔總資產的 0.41%；上季度為 1 億 2 千 9 百 60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37%。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華美銀行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達 21.20 美

恢復體內旺盛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從而緩解更年
期的多種癥狀。紅人歸（Sangel）膠囊具有增強
機體免疫力、補血、補氣、調理五臟功能。經高
科技術提取純化的植物精華素從臟器的細胞層
次上進一步作用和調養人體的五臟及生殖系統，
治療和改善女性體內激素分泌，提高造血能力，
讓女性朋友像鮮花兒一樣綻放如初。
加拿大VIKER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
費資料索取網址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1—
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1—604—
518—7778 傳真:1-604-303-7720

元，較 2016 年第四季度增長 5%，較 2016 年
同期增長 13%。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
8.79%，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 11.1%，
總 風 險 資 本 比 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 12.6%。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 2017 年第二季度銀
行將繼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派發 2017 年第二季普通股股息每股
0.20 美元，股東將依其至 2017 年 5 月 1 日的
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53 億美元，在
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
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
在大中華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
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
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
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
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
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
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 2017 年第一季
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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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BB99

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四月廿二日登場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於 4 月 5 日宣布將於 4 月 22 日晚上 7 時在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舉辦「愛樂情深，
暢享三十」音樂會。風雅集會長鄧嘉陵 , 美南大專校聯會謝家鳳副會長、葉宏志會長，指揮張廖莉娜名音樂家 ,
校聯合唱團林宏正團長 , 黃初平博士、孫雪蓮、公關程美華共襄盛舉。

音樂會演出時間將於4月22日晚間準7時，地點在糖城浸信會（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地 址：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會長葉宏志，籌畫這場音樂會就獲得超過百餘人
的回響，將要在休士頓 4 月 22 日精采演出。順便他也提到校聯合唱
團，10 月將前往台灣，於北、中、南與台大、成功大學等合唱團共
同演出。

校聯合唱團團長林宏正介紹合唱團的組織與團員、有名
音樂家張廖莉娜擔任指揮，獨唱由詹硯文、林欣瑩擔
任，鋼琴伴奏陳奕伶、張瑀宸，陣容空前。

程美華主持記者會，介紹音樂會，並以現身參與過程，
團員們在長時間練習當中，培養出相當默契。

美南大專校聯會謝家鳳副會長暢談參與社區慈善文化交
流、獎勵本地區華裔子弟及留學生，每年頒發獎學金給
在學術專業、領導才能、社會服務、課外活動及音樂方
面表現傑出的青年學子。

指揮張廖莉娜介紹音樂
會當天演出的曲目與內
容， 有： 聽 雨、 願、
上 山、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豐年祭、
永遠的故鄉、十八姑娘、
笑 之 歌、 校 園 民 歌 組
曲、永遠的朋友和 Texas 
Medley；除了大合唱外，
男女聲獨唱、弦樂演奏
也都是一時之選。這場
音樂的盛宴，期待與愛
樂者一起分享。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前排右四 ） 及韓裔社區代表 Mr. Gihoon  Kim （ 前排中） 及董事多人
共同切十周年慶蛋糕。

恆豐銀行 Spring 分行喜迎十周年慶，賀客盈門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出席恆豐銀行 Spring 分行十周年慶的代表合影：（ 左起 ）Spring 分行經理 Linda Yi, 董事錢武安，
副董事長張瑞生，董事孫定藩，韓裔社區代表 Mr. Gihoon Kim,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及總經理張
永男，副總裁 / 貸款專員 Saeromee Kim, 巿場部副總栽 Sook Kim,  董事陳文全。

恆豐銀行 Spring 分行十周年慶活動，由董事長吳文龍（ 右五 ) 率部
份董事會成員及總行部份管理人員主持。由恆豐銀行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  左一 ） 主持大會。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右三 ）致詞感謝長久以來客戶給予恆豐
銀行的信任和支持。

恆豐銀行以豐富的午餐招待來賓。

韓裔社區代表 Mr. Gihoon Kim ( 右二 ）致詞感謝恆豐銀
行對韓裔社區的支持和幫助。

 社區人士皆來共享恆豐銀行十周年慶的豐美午餐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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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of an impending crisis, and Defence Ministry 
spokesman Moon Sang-kyun urged people "not to get 
blinded by exaggerated assessment abou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approach of the 
U.S. Navy strike group showed Washington's "reckless 
moves for invading had reached a serious phase".
"We will take the toughest counteraction against 
the provocateurs in order to defend ourselves by 
powerful force of arms and keep to the road chosen by 
ourselves," an unidentified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U.S. officials said at the weekend the carrier group 
would take more than a week to reach waters near the 
Korean peninsula.

A statement from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on 
Tuesday said General Vincent Brooks, commander 
of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would not attend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expected this month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statement said the step was not unprecedented.
Russia's Foreign Ministry, ahead of a visit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it was concerned 
about many aspects of U.S. foreign policy, particularly 
North Korea.
"We are really worried about what Washington has in 
mind for North Korea after it hinted at the possibility 
of a unilateral military scenario,"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greed on Monday to impose 
tougher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if it carried out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tests, a senior official in 
Seoul said.
On Tuesday, a fleet of North Korean cargo ships 
headed home, mostly fully laden, after China ordered 
its trading companies to return coal,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trade said.
China banned all imports of North Korean coal,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export, on Feb. 26, but 
Washington has questioned how well the sanction was 
being implemented. (Courtesy Reuters) 

States, presenting Trump with perhaps his most 
pressing security headache.
South Korea's acting president, Hwang Kyo-ahn, 
warned of "greater provocations" by North Korea, 
including a possible nuclear test, given a meeting of the 
country's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 and upcoming 
national anniversaries.
He ordered the military to intensify monitoring and 
ensure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Washington.
North Korea convened a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 
session on Tuesday, one of twice-yearly sessions 
attended by leader Kim Jong-un, and reported a 
successful national budget execution and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he official KCNA news agency said.
The agency made no men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or being under threa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turday wa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Kim 
Il-sung, North Korea's founding father and grandfather 
of the current ruler.
TRUMP PRESSES CHINA
Trump said a trade dea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far better for them if they solved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If China decides to help, that would be great," he 
tweeted. "If not, w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out 
them!"
Trump presse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to 
do more on North Korea at a meeting in Florida last 
week.
China's U.N. ambassador, Liu Jieyi, called the Korean 
situation "tense" and repeated China's call for a return 
to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We believe that it is highly important to move toward 
denuclearization,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it’s time that different sides sit down to talk about 
achieving these objectives,” he told Reuters.
Asked about Trump linking a trade deal to China’s help 
with North Korea: “We need to look a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on.”
South Korean officials sought to quell social media 

PYONGYANG, April 20 (Xinhua) --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on Thursday 
slammed South Korean conservatives for backing U.S. 
plan to stage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Pyongyang.
"South Korean puppet conservative group cried out for 
the 'bombardment on the north' and 'war in April' in an 
attempt to increase war phobia" and "to make a state of 
confusion, " said the official daily of the ruling Korean 
Workers' Party, Rodong Sinmun.
"The South Korea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so 
are becoming critical of the U.S. and the South Korean 
puppet regime for their scheme to mount 'preemptive 
strikes at the north' to deliberately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war maneuvers," 
i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have been 
conducting the largest eve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Foal Eagle" as tension remains very high between 
Pyongyang and Washington over the latter's threat to 
stage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DPRK's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nuclear and missile installations.

"Those who are not abl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may happen later on are inciting the confrontation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warned on Tuesday of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at any sign of 
American aggression, as a U.S. Navy strike group 
steamed toward the western Pacific - a for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scribed as an "armada".
Trump, who has urged China to do more to rein in its 
impoverished ally and neighbor, said in a tweet that 
North Korea was "looking for troub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with or without 
Beijing's help.
Tension has escalated sharpl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mid concerns that reclusive North Korea may soon 
conduct a sixth nuclear test and after Washington said 
at the weekend it was diverting the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Carl Vinson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show of force.
"We are sending an armada. Very powerful," Trump 
told Fox Business Network. "We have submarines. 
Very powerful. Fa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aircraft 
carrier. That I can tell you.”
Referring to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Trump 
said: “He is doing the wrong thing.” Asked if he 

thought Kim was mentally fit, Trump replied: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im.”
North Korea said earlier it was prepared to respond to 
any U.S. aggression.
"Our revolutionary strong army is keenly watching 
every move by enemy elements with our nuclear 
sight focused on the U.S. invasionary bases not only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acific operation theater but 
also in the U.S. mainland," its official Rodong Sinmun 
newspaper said.
In spite of the military rhetoric, U.S. officials have 
previously stressed that stronger sanctions are the most 
likely U.S. course to press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program. At the same time, Washington has 
said all options - including military ones - are on the 
table and that a U.S. strike last week against Syria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to Pyongyang.
The strike group heading toward Korea includes the 
nuclear-powered flagship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two destroyers and a cruiser. Such a strike 
group is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submarines, 
although the Pentagon does not normally publicize 
this.
"PRUDENT" MOVE
U.S.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said the deployment 
was not tied to a specific event but a matter of prudence.
"She is just on her way up there because that is where 
we thought it was most prudent to have her at this 
time," he said at a Pentagon new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said Trump had 
put North Korea "clearly on notice" that he would not 
tolerate certain actions but dismissed Pyongyang's 
nuclear attack threat.

"I think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North Korea has 
that capability at this time," he said. "Threaten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of isn't 
really a threat."
North Korea remains technically at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y South Korea after the 1950-1953 
Korean conflict ended in a truce, not a peace treaty. It 
regularly threatens to destroy both countries.
However,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five nuclear 
tests, two of them last year, and is working to develop 
nuclear-tipped missiles that can reach the United 

with the fellow countrymen in the north, expecting the 
above-said strike of their American master, but such 
action will accelerate their self-destruction only," said 
the commentary.
The U.S.-South Korean joint war game was scheduled 
to continue till the end of this month.
Related

U.S. Considers Relisting DPRK As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U.S. Top Diplomat

WASHINGTON, April 19 (Xinhua) --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on Wednes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reviewing ways to pressure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including whether 
to relist the DPRK as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Speaking here at a press conference, Tillerson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evaluating all options, both in 
terms of state sponsorship of terrorism and other ways 

to bring pressure on the DPRK to "reengag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a different footing than the past talks 
have been held."
Early this month,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verwhelmingly passed a legislation ordering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PRK is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Currently, no news reports had indicated that the U.S. 
Senate had already voted on the House bill.
Tillerson is required to submit a report within 90 days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on whether the DPRK 
should be relisted as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in 2008 
removed the DPRK from the U.S. list of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in exchange for the DPRK's scaling back 
in its nuclear programs. (Courtesy news.xinhuanet.
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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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convened a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 
session last Tuesday.

Trump presses China for help with North Korea.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On April 27, 2015, HRNK (The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held an unprecedented event to launch 
their report, "Arsenal of Terror: North Kore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by Joshua Stanton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DPRK Slams So. Korea For Backing
U.S. Plan To Attack Py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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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Korea Warns Of Nuclear Strike If Provoked;
Trump 'Armada' Steams 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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