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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殯儀館 西北區（第二家）

永福殯儀館以為華裔社區服務30余載﹐承辦火葬﹐
土葬與生前預售合約﹒現於8號公路和290 處開
設新館址﹒裝修莊嚴﹐大小禮堂明亮整潔﹐內設廚
房和餐廳及提供給家人安靜的探訪房間﹐館內置火
化設備﹒人性化的服務及現代水準的殯儀理念﹐給
家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和貼心的殯儀安排﹒

地址﹕8588 Breen Rd. Houston, Tx 77064
電話832-321-8888﹐713-77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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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病危的英國嬰兒查理·加爾德的父母
星期一放棄了要求帶孩子到美國接受實驗性治
療的法律訴訟，因為最新醫療試驗顯示，這種
治療方法對病情並不能有更多幫助。查理寶貝
的這個令人痛心的故事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
和同情。
科尼·耶茨和克裏斯·加爾德在倫敦最高法院
的聽證會上撤銷了訴訟。隨後，他們心情激動
地對公眾宣布了這個決定。
克裏斯·加爾德痛心地說：“作為對查理盡責
且愛他的父母，我們認為尋求治療不再符合查
理的最佳利益，我們會放我們的兒子離開，讓
他與天使在一起。”

耶茨和加爾德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核磁共
振掃描顯示，11個月大的查理寶貝患有不
可逆轉的肌肉損傷，而且最近一次的腦部
掃描結果也不樂觀。他們仍認為兒子原本
是有救的。
克裏斯·加爾德說：“相當多的時間都被
浪費了。現在是7月，我們可憐的孩子已
經在醫院裏躺了幾個月了。在打官司期間
，他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

查理患有線粒體DNA缺失綜合征，這是一種罕
見的基因病。
紐約大學醫學院醫學倫理部負責人亞瑟·開普
蘭醫生通過Skype說：“查理有太多的腦損傷
。失明、失聰、癱瘓，而且不能呼吸。如果你
要嘗試實驗治療，你通常要在所有這些損傷發
生之前進行。”
開普蘭說，孩子的父母決定放棄治療，他並不
感到意外。
他說：“一些人擔心他們會嘗試對孩子實施安
樂死。但他們要做的是為他減輕痛苦，任何由
於呼吸困難給他帶來的痛苦。這被稱為減輕癥
狀。”
查理寶貝的案例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這場

官司持續數月，查理的父母得到了世界範圍的
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教宗方濟各和美國總統
川普。

研究:
許多已故美式
足球運動員有
腦部創傷疾病
【VOA】根據星期二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發
表的科研結果顯示，對已故前美國職業足球球
員進行的檢驗顯示，他們當中幾乎所有人都有
腦部慢性創傷疾病。

被稱為“慢性創傷性腦病”的疾病，據信是頭
部一再損傷所致。這種疾病會造成記憶損失，
迷失方向，抑郁、判斷力障礙以及其它症狀。
研究報告對202位已故前美式足球球員，其中
包括高中、大學和職業球員進行了研究，其中
177人被診斷出“慢性創傷性腦病”。全國足
球聯盟NFL的球員患這種腦病尤其嚴重，研究
中檢測的111位前NFL球員當中有110人患病。
研究報告的作者、波士頓大學“慢性創傷性腦
病”中心主任安·麥基說，“毫無疑問，足球
運動存在問題。從事足球運動的人有罹患這種
疾病的危險。我們急需為足球運動員、退役球
員以及其他易受腦部創傷的人尋找解決辦法”
。
這份報告是最近發表的一份把從事足球運動長

期腦部受傷與持續頭部創傷相關聯的研究
結果。當然，這份報告並不是結論性的。
報告指出，研究中所用的腦部樣本都是足
球球員的家庭成員捐獻的，這些球員在去
世之前，可能已經顯示出慢性腦部受傷的
癥狀。這就使得樣本可能無法代表所有的
足球球員。
美國全國足球聯盟NFL發表一份聲明，稱
讚這項研究在推動與長期頭部受傷相關的
醫學進步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並表示該聯
盟將與“廣泛領域的專家一道合作，改善
現役和退役運動員的健康”。

︱英國病童嬰兒父母放棄帶他到美國接受治療。

︱川普總統與訪問白宮的超級碗獲得者新英格蘭愛國者
   隊在白宮合影。（2017年4月19日）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英國病童嬰兒父母放棄
帶他到美國接受治療

節目介紹：《中華上下五千年》是介紹中國歷史的動畫片，上至盤古開天辟地，下至清朝
康熙乾隆。 該片構思新穎，以現代生活中兩個少年兒童毛毛、小奇及一部智能電腦的參與，
根據史籍資料按照時代沿革順序引出了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歷史畫面，再現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璀
璨的文明。可以說《中華上下五千年》是一部向青少年介紹中國歷史的優秀作品。它通過動畫
這種少年兒童喜聞樂見的形式，表現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 經發生過的許多有意義的事件
和許多優秀人物，從而可以開闊他們的眼界，啟發他們的智慧，培養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
熱情。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五下午3時至3時半首播，敬請準時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國歷史動畫啟發孩子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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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召開公共安全會議國際區召開公共安全會議，，探討如何降低犯罪率探討如何降低犯罪率。。((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近來中國城治安欠佳，搶
案接二連三頻傳，造成人心惶
惶。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
偕同董事會成員及休士頓警局
代表27日聯合召開公共安全會
議(Public Safety Meeting)，除提
供數月來的犯罪數據報告，也
一起集思廣益如何防止犯罪，
維持亞裔社區安全。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
議，會議邀請親身經歷搶案的
受害民眾現身說法，一名印度
裔民眾表示，他從 Briar Forest
路上一處停車場遭歹徒搶劫，
歹徒推倒他後並攻擊他，接著
搶奪錢財，他氣憤表示，到現
在還餘悸猶存。

李蔚華也說，7月4日在美
南新聞大樓也發生破窗竊盜，
受害者為巴基斯坦電視台人員
，讓人直呼這些歹徒實在行徑
太囂張。其他受害者也紛紛表
示，近來在中國城地區都曾遭
到搶奪財物，有的甚至持槍攻
擊民眾，十分猖獗。

李蔚華建議，治安敗壞的
嚴重性，關乎到居民的安全，
這也是國際區董事會一直關切
的議題，致力降低犯罪率，這
有必要與市府合作，加強巡邏
，維護治安。他提議，可採用
亞洲城市的警民連線或大學校
園的警鈴報案機制，增加警民
互動。

休士頓警局代表提供犯罪

數據，S.E.A.L. Security 也到場
參與會議，並協助提出巡邏報
告。董事會表示，目前是希望
力推由駐點警力加班巡邏方案
，增加白天與夜間的巡邏密度
，並且加裝監視器、警鈴等協
助打擊犯罪。休士頓警局也說
，降低犯罪率不僅是警察的責
任，希望能發揮警民連線，一
起為社區治安盡一分力。

國際區董事會議則在每個
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12時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國際區管委
會辦公室舉行，下次會議將在
8月24日(周四)舉行。

休城治安敗壞 國際區召開公共安全會議擬方針召開公共安全會議擬方針

（休斯頓/高思）周末時光短暫且珍貴，如
何既放鬆身心，又讓時間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呢
？在這裡為大家精心挑選了本地的6個精彩活動
，祝您周末愉快！
1. 比薩啤酒盛會（Your Pie’s Beer & Pizza）

喜愛吃比薩和啤酒的朋友們這周末千萬不
要錯過周五、六兩天在downtown舉辦的比薩啤
酒盛會！門票包含一個10英寸大小自行搭配的
比薩、四杯 120 毫升不同口味的啤酒以及一個
platypus的紀念杯。繁忙的一周就用美食來犒勞
吧~

時間：7月28日（星期五）3:00 p.m.-11:00
p.m.
7月29日（星期六）3:00 p.m.-11:00 p.m.

地址：Your Pie Houston, 1625 Main Street,
Suite B, Houston, TX 77002

門票：$20
2. 莎士比亞節：《第十二夜》（Houston Shake-

speare Festival: Twelfth Night）
7月29日至8月6日是休斯頓
的莎士比亞節，各類相關紀念
活動接踵而來，其中包括將在
米勒戶外中心舉辦的莎士比亞
經典浪漫喜劇《第十二夜》。
這部戲劇主要講述了愛的迷失
與重拾，通片充滿幽默、創意
與轉折，非常值得一看。

時間：7月28日（星期五）8:15 p.m.
7月30日（星期天）8:15 p.m.
8月1日（星期二）8:15 p.m.
8月3日（星期四）8:15 p.m.
8月5日（星期六）8:15 p.m.
地 址 ： 6000 Hermann Park Drive,Houston, TX
77030
門票：免費
3. 自行車騎行（Critical Mass Friday）

動一動，十年少。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五
Critical Mass Houston 都會舉辦自行車騎行活動
。 參 與 者 們 將 統 一 從 國 家 歷 史 地 （Market
Square Park）出發，每個月的線路都會有所不同
。所有參與者需自帶自行車和水，6:30 左右在
國家歷史地集合哦。

時間：7月28日（星期五）7:00 p.m.
地址：301 Milam St,Houston, TX 77002
門票：免費

4. 博物館體驗日（Museum Experience Day）
今年夏季的博物館體驗日將於這周六回歸

，這次參與活動的博物館包括休斯頓現代與藝
術博物館、榮格中心和休斯頓美術館，三館連
在一起，全天免費開放。屆時除了可以參觀博
物館內的珍貴藏品，還可以免費參加適合各年
齡段的藝術創作、大笑瑜伽等有趣活動。

時間：7 月 29 日（星期六）10:00 a.m.- 7:
00 p.m.

地址：Museum District,Houston, TX
門票：免費

5. Riders in the Sky 演唱會（Riders in the Sky at
The Grand）

Riders in the Sky是美國著名西
部喜劇樂隊，他們曾獲得兩次格萊
美獎，並為多部電影創作及演唱過
主題曲。樂隊的四位成員分別擅長
不同樂器，曲風幽默充滿活力，音
樂 感 染 力 強 。 這 周 六 他 們 將 在
Grand 劇院帶來精彩表演，向偉大
的鄉村音樂傳奇Roy Rogers致敬。

時間：7 月 29 日（星期六）8:
00 p.m.

地址：The Grand 1894 Opera
House,2020 Post Office St,Galveston,
TX 77550

門票：$23起

6. 改 裝 車 車 展 （Dub Show Custom Car Show
Tour）

這周天NRG公園將隆重舉辦改裝車車展，
在這裡你將可以看到車界有才之士自行改裝過
發動機及變速器的車輛以及數款擁有各人特色
的汽車。展出車輛包括街車、高端車、肌肉車
、超級跑車及摩托車。愛車人士千萬不要錯過
啦！

時間：7月30日（星期天）11:00 a.m.
地址：One NRG Park,Houston, TX 77054
門票：$25起
官網：http://www.dubshowtour.com/dst/

車展、美食、戲劇、博物館 伴你度過歡樂周末

比薩啤酒盛會比薩啤酒盛會。。((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莎士比亞節莎士比亞節：《：《第十二夜第十二夜》。》。((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慈濟基金會以大愛為出發點，邀請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來
到休士頓，將於九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在哈比劇院（Hobby
Centre）有兩場精湛的表演。慈濟德州分會除了邀請各屆人士
踴躍購票前來欣賞，並招待本地的殘疾人士免費入場一起來
觀賞，透過台上精采的演出，激發充滿正能量的無限潛力。

眾所周知，近年來天災人禍頻傳。若沒有事先規劃籌募
，等到災難發生，災民急需援助時再籌募善款，將會來不及
提供救援。此次的演出，定名為 「千手牽手•愛灑美南」就
是將善心大的善款先註入功德海以備急需。祈望諸位善心大

德發揮您的愛心，並以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幫助社區的弱勢
族群。

敬請各位媒體前輩，僑社賢達出席7月30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的新聞發布會，將提供團體購票優惠辦法及敬備茶
點，期待蒞臨指導。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Southern Regi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慈濟基金會新聞發布會

PosterExport_18x24.indd   1 5/9/17   6:15 PM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於
八月第一主日歡慶設教36週年舉辦培靈
會。

邀請冬聰凜牧師自8月4日至8月6
日（星期五－星期日）三天共四個講題
，歡迎大家來參予這聖宴。

8月4日（星期五）
第一講：基督徒生命開始－洗禮 7:
30PM - 9:00PM

8月5日（星期六）

第二講：基督徒生命力量－聖經 9:
20AM - 10:50AM
第三講：基督徒生命豐盛－聖餐 11:
00AM - 12:10PM
中餐休息 12:10PM - 1:30PM
第四講：基督徒生命成長－祈禱 1:
30PM - 2:40PM

8月6日（星期日）
主日崇拜 上午10:00AM - 11:30AM

冬聰凜牧師簡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階紀念教會牧師退
休
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眼光電視台
董事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董事長
休 士 頓 恩 惠 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地
址 ：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776-2771。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培靈會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輔助海外僑胞研習水
產養殖及加工等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術，並結合
國內成功水產養殖企業公司實地參訪，促進交
流，以培植創業實力及提升經營事業能力，拓
展商機，經定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8 日
（週日不上課）在臺灣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
「2017年水產養殖暨加工技術研習班」，研習

內容包括行銷及創業基礎知識，以及水產養殖
、加工技術等專業課程，並安排實地觀摩相關
企業等。僑委會將負擔學員研習期間之午餐
（不含11月5日自由活動日）、企業參訪活動
時第1晚住宿暨晚餐、課程教材、師資、場地及
材料等學雜費用，參訓學員自付僑居地往返臺
灣之機票費、返臺後機場至報到（研習）地點

、活動結束後至機場
之往返交通費以及研
習期間膳宿費及其他

個人費用(如需協助住宿安排，可洽由承辦單位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協助代訂蓮潭國際會館（高
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歡迎通曉中文在
僑居地從事水產養殖及加工技術相關事業從業
人員或有意在僑居地創業或開展新商機之海外
僑胞報名參加，以海外相關僑營事業從業人員
及近2年未曾參加本會經貿研習班者優先。報名

時間即日起至7月27日止，報名表件請逕自僑
委會網站（www.ocac.gov.tw 首頁/公告事項/開
班）或全球僑商服務網（www.ocbn.org.tw 首
頁/僑商培訓邀訪/最新預告）下載， 「報名表
」及 「確認書」請以電腦繕打為佳或正楷填寫
，於簽名處親簽後，連同 「護照影本」一併送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報名，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連絡人:談先生，電話:713-789-4995
轉108。

僑務委員會 「2017年水產養殖暨加工技術研習班」 7/27截止報名

您知道休士頓與福遍縣都有成立
危機處理專隊，可以應民衆要求到家
來協助處理發病中的精神病人嗎? 角
聲與福遍縣NAMI 將於八月九日﹝星

期三﹞上午10時至11時30 分在角聲
辦公室舉辦 「警察危機專隊」說明會
(CIT-Crisis intervention Team)，休士
頓警察局警官代表將親自現身說法，

展示幫助
精神病患
者新模式
，敬請撥
冗參加。

過 去
華人因語

言不通 資訊不足，精神病患者有時因
為妄想、 懼怕、 不服從、 行為不當
，因小事誤觸法網， 被関在監獄裡面
，與暴力犯人為伍，更加害怕，加上

停藥因此更犯病， 遭到更多傷害，
甚至有逃跑被警察誤殺的悲劇。 這在
家暴狀況，或家庭衝突中造成的悲劇
時有所聞，幸好，近來有識之士開始
一方面成立精神法庭， 司法分流，
另一方面挑選有愛心的警察做40小時
的特殊訓練， 用比較人道溫和的態度
來處理這種事件，對無助的家屬也有
莫大幫助。

福遍縣 NAMI(全國精神健康聯
盟) 過去三年都投入警官訓練，現在

該縣的CIT 成為全德州的模範。 休士
頓也跟進成立CIT. 這一次與華人社區
見面，特別安排能講中文的警官，向
大家介紹 「警察危機專隊」。

歡迎社區華人記者暨有興趣人士
踴躍出席，座位有限，從速報名，免
費參加。

聯 絡 電 話: 角 聲 713-270-8660
地 址: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與福遍縣NAMI聯合舉辦
「警察危機專隊」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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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綜合報導) 您知道嗎？將多台電腦、醫師、和光
纖電信技術整合到一個系統中，可以實現遠距執行醫療，讓病人
接受醫療照顧，這項前所未有的功能，醫學界稱之為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這種正在不斷發展中的醫療技術，讓醫師能夠與
病人超越時空，遠距離互動，達到診療與照護的目的。

這種系統的核心是高品質、雙向、互動的視頻會議，通過光
纖網絡傳輸視頻，經由先進的編解碼設備而實現的。診所的病人
能夠直接與出現在大屏幕顯示器上的護士或醫生進行通話，並且
能夠遠程控制診所相機和電腦。 這些精密的會議攝像機可以根
據需要移動，並且放大或縮小，以便醫生能夠徹底檢查病人的狀
況。高畫質視頻對診斷質量而言便顯得相當重要。與美南傳媒集
團合作的光聲電信集團，便是休斯頓提供高畫質視頻的領軍團隊

。
隨著網路科技

的迅速發展，遠距
醫療已經不只是個
想法，它正日益接
近我們的現實生活
之中。 「遠距醫療
」，使病患的資料
及醫師的專業知識
可以跨越時間、空
間的限制，進行遠
距診斷、遠距治療
、遠距會診、居家
照顧及臨床教學、
醫師持續進修等。

藉由無遠弗屆的網路，將醫學中心的醫生與護
理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服務，提供給其他地區的
民眾、醫師和護理人員，提升醫療品質並均衡
醫療資源。

遠距醫療可以指在一定距離以外、相隔兩
地的醫療遠距離會診(teleconsultation)。同時，
亦可以指遠距的健康照護(telehealthcare)，包括
各種醫療的應用、以及醫學教育。遠距醫療應
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可以在遠距會診、遠距
教學、遠距護理、以及緊急求援等多方面。就
「遠距會診」來說，最主要的優點是掌握了診

療的先機，讓病人能夠及時接受適當的治療，
提高治癒的機會，藉由這種系統，提供最及時
並清晰的會診設備，方便兩地醫師直接溝通病
人的情況，讓病人更有保障。

經由遠距醫療，民眾在社區、甚至在家裡
，就能享受便利的照護服務。藉著視訊與網路
科技，結合跨專科、跨專業的醫療照顧團隊，
提升照顧的品質。不同的照護模式還可透過資訊平台串連起來，
提供民眾整合性、連續性、可及性的數位健康照顧。

遠距照護醫療可以涵蓋的範圍很廣，像糖尿病、高血壓、失
智症、氣喘患者，生病的老人家、兒童氣喘患者、血友病患者等
，都可能受益，一旦發現他們的生理訊號異常時，能立即讓醫療
人員詢問病人身體狀況，讓因突然病情發作而掛急診的機率下降
。也有中風家屬透過遠距系統，來預防病人二次中風，家屬每天
將病患的血壓、血糖值上傳到網路平台，也將每天進行鼻胃管的
灌食紀錄上傳，持續掌握病情並與醫療人員保持密切互動。

光聲電信集團還有光聲健康網絡，其優點是，讓公司能夠提
供員工一個接受健康診所的地方，員工可以快速方便地接受醫療
專業人員的問診，而不用離開上班的地方。這類健康網絡已經被
證明能夠大量節省員工的時間，省去往來的車程，對公司的整體
效率增加不少。

光纖擁有高頻寬、傳輸量大、穩定、傳輸質量高、抗電磁干
擾、保密性高、高可靠度等優點，經由寬頻光纖，讓遠距醫療發
展更順利。美南的光纖上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者快上一千倍
，依不同需求有不同價格，詳情請洽 (301)509-1137。

遠距醫療 跨越時空進行醫療
體驗光纖寬頻帶來的方便體驗光纖寬頻帶來的方便

(本報休斯
頓報導) 雪
佛 龍 科 技
風 險 投 資
公 司

（Chevron Technology Ventures, LLC,
CTV）於日前宣布推出催化初創培育
計劃(Catalyst Program TM)，希望能促

進休斯頓地區的科技創新。
初創培育計劃將重點關注在能夠

直接有助於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技術
，希望加快這些初創公司的成熟度，
包括“智能”油田設備、先進材料、
水處理技術、和 IT 軟件/硬件等領域
，候選的公司被期待要能超越種子期
，有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增加額外的風

險資本。
雪佛龍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總裁芭

芭拉•伯格（Barbara Burger）表示：
“初創公司的創新技術可為雪佛龍帶
來價值。 “初創培育計劃將支持整個
行業的創新，同時幫助本地初創公司
加速技術發展。
關於雪佛龍科技風險投資公司

CTV成立於1999年6月，通過尋
求創新的商業解決方案、和外部開發
的新技術，提升雪佛龍的基礎業務運
作，讓雪佛龍更為茁壯。CTV放眼全
球可以產生策略和財務價值的技術，
並尋找先進的初創公司，希望其技術
可以增強雪佛龍的生產和提供能源的
方式。 CTV 投資任何階段的創業公

司，提供資助給從種子初創期到全面
商業化等不同時期的公司。通過其技
術團隊和風險投資團隊，CTV已經支
持相當多的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詳
情 可 洽 聯 繫 人 Isabel Ordonez -
713-380-9296。

雪佛龍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宣布推出初創培育計劃

遠距醫療讓醫師能夠與病人超越時空遠距醫療讓醫師能夠與病人超越時空，，遠距離互動遠距離互動，，達到診療與照護的目的達到診療與照護的目的

休斯頓醫療中心目前已使用此套光纖系休斯頓醫療中心目前已使用此套光纖系
統統，，提供更好的服務提供更好的服務。。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八
月五日即將舉行的 「安全講座」 ，
各主辦單位昨晚在 「美南新聞 」 會
議室，再舉行新聞發佈會。主辦人之
一陳文律師特地請來了休士頓西區警
察局長 Mike Faulhaber 到現場來與大
家溝通。

在聆聽現場人士多個受害個案後
，Faulhaber 局長表示：單是我們附近
同樣的罪犯，糖城所屬的 Fort Bend
County 將之送進監獄的可能性要大
過 休 市 大 部 份 地 區 所 屬 的 Harris
County。Faulhaber 局長表示： 因為
去年有很多警察提前退休，休士頓警
力明顯不足（ 少4000 多人 ），同時
在現在的法律框架下，即使犯了案，
法官也會給他很輕的懲罰。 「證據
不足 」 是檢察官幾近 「放水」的判
決，常造成罪犯在犯案的第二天保釋
出來後，又立即上街行搶。

好幾位人士也忿忿說出他們被搶
的經歷。饒漢文表示： 他的太太在
「合源坊」 對面的某家具公司任職

，某日，店內只有她一人，進來了幾
位小老墨，本要搶店，一看到她的皮
包在櫃台內，搶了包包就走。此事非
搶劫財務的損失而已，而造成他太太
長期驚恐，不安的精神壓力。而在
「頂好廣場」 從事浴足按摩業的德

州東北總商會會長高緒春更忿忿的說
： 上周六在 「惠康超巿 」前的搶案
，歹徒在大白天當街行搶，其實早在

他們搶該車之前，已到惠康商場的每
一商舖打開門看半天，了解詳情後才
離去，行徑之囂張，令人髮指。而在
該車被搶之前，該商場竟無警覺，應
對之策。如今該商場自上周六的搶案
之後，晚間七時後看不到華人，（
尤其是女性），恍若一座死城。而他
的店內，看不到一個華人，全是外國
人。

陳文律師說： 搶她的那一批人，
自去年七月作案後，去年九月，十月
又搶了二個墨西哥人，他們有備而來
，但因證據不足，很快就保釋出來，
繼續犯案。

Faulhaber 局長表示： 希望透過
政客給法官施加壓力，改變法官輕判
，造成犯罪溫床的現況。Faulhaber 局
長透露，去年發現有 「犯罪符號 」
信息，顯示犯罪團夥有組織化的情況
。他也提到掛一種手環，作為自衛武
器，但警方也透露，不可以對劫匪開
槍，因為這是 「違法 」 的。

西南區管理委員會的李成純如也
提出：東西不要擺車上，杜絕有些商
店只收現金，而該會也會另外再作一
些監控器在路上，以期對犯罪有所阻
扼並協助破案。

陳文律師表示： 除主辦的十餘個
社團外，也誠摯邀請所有市民來參加
這次講座和大會。講座主要內容為：
1，如何合法用槍 2,犯罪發生時，如
何保護自己3，受害人權益和救濟途

徑 ，4 專家律師評論章瑩穎綁架失
蹤案。

另外，包括美南山東同鄉會在內
的十餘社團代表，於上週五集會，共
謀社區治安之道。他們表示：自上個
月， 中國城又接連發生搶劫和砸車
的盜竊犯罪。 7月4日一天，百利大
道就發生了5、6起搶劫。受害人基本
都是華人女性。我們為自己和家人的
安全擔心。我們應該組織起來保護自
己的生命安全！由美南山東同鄉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東北同鄉會，東北總商會, 美國美
好家園聯盟，大休斯敦地區中國聯合
校友會，僑灣社，安徽同鄉會，浙江
同鄉會，川渝同鄉會，湖南同鄉會，
楊氏太極拳協會，瀋陽同鄉會，江蘇
總會和休斯頓上海聯誼會，同源會
（排名不分先後），共同主辦的安全
講座和社區大會將會為大家解答如何
合法用槍，犯罪發生時，如何保護自
己以及受害人權益和救濟途徑，同時
我們呼籲大家組織起來為我們自己及
家人安全共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請參加於 8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
三時至六時在中華文化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TX 77036）
的安全講座， 我們衷心希望大家積
極參與這個為自己及家人安全而做的
保障工作。

打劫幫派化， 「 法官輕罰」 成造就犯罪溫床
警察紛紛提前退休警察紛紛提前退休，，中國城晚七時後宛若死城中國城晚七時後宛若死城

圖為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圖為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 右起右起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會長張玉誠，， 「「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會長黃春蘭會長黃春蘭、、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會
長房文清長房文清，，陳文律師陳文律師，，休士頓西區警察局局長休士頓西區警察局局長 Mike Faulhaber ,Mike Faulhaber , 「「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
中心中心」」 CEOCEO 鄧潤京鄧潤京，，德州東北總商會會長高緒春德州東北總商會會長高緒春，，李國忠大師李國忠大師，，吳軍吳軍，，王王
福生福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主辦人陳文律師圖為主辦人陳文律師（（ 前立者前立者 ）） 在新聞發佈會上講話在新聞發佈會上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僑胞經由報導僑社萬象，記錄僑社共同記憶，啟動成為自媒體的潛能，特於
2017年9月15日至10月20日舉辦 「2017僑務電子報徵文比賽」，歡迎海外僑胞踴躍投稿。

徵文比賽分 「僑社」與 「雙十國慶」兩組，其中僑社組以報導海外僑社本年舉辦之活動、發生的事件或僑胞故事
等值得分享之經驗及事實為主；雙十國慶組則可記錄海外僑社或臺灣本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的成果或個人感想。兩組
均設特優、優等及佳作獎項，獎金總額高達新台幣40萬元。

參加徵文比賽詳細辦法，請上僑務電子報ocacnews.net。

僑務電子報徵文比賽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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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地區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紀實II

【本報記者鄧潤京】(續7月25日)耶魯大學與別家大學的不
同點在於，每學期開學的頭10天可以隨便聽課，每一課聽一點
試試，最後決定修哪些課。他們稱這個方式為：All you can eat
education buffet. （隨便吃的教育自助餐）。這一舉措對那些拿不
定主意的大學新生尤為適合。

Rick Koster對於李先生講的五個“C”很是讚同。他認為還
應該加上一個“C”。這就是Courageous，領導者要有勇氣，要
帶領團隊沖鋒陷陣。如果學生認為耶魯大學符合自己的理想，就
要勇敢地去報考。

Jonathan Chan 是十幾家當地麥當勞的老闆。他上台講到，
麥當勞這樣的大公司有自己的助學金，如果你是麥當勞的客人，
可以去申請。同時公司還有自己的學習計劃，員工可以通過這樣
的計劃拿到高中畢業證書，而不是GED （一種相當於高中學歷
證明）。員工考上大學，公司會頒發700.00助學金。如果經理層
有人考上，則會得到1500.00。

哈佛大學有三位代表參加今次的教育展。他們是：Theresa
J. Chung，Jenny Le 和Rossie Walter。如何考上哈佛？這是許多家
長關心的問題。他們的答案是，很大部分靠運氣。報考的學生有
四萬，只錄取兩千人。這四萬考生中SAT （大學錄取考試）滿
分和接近滿分者不乏其人，被錄取者豈不是運氣了得。

哈佛培養的是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而不是只會讀書考試的
人。順著這個思路，就可以找到被哈佛錄取考生的某些共同點。
與同齡人相比有不同的特長，關心周圍世界，希望解決世界難題
。哈佛校園裡有相當多的俱樂部，有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

學術的等等。為將來解決世界難題事先做個預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自己的愛好。怎樣發掘出自己

的特長並堅持發展下去，是考生需要讓哈佛考官了解的。
業餘時間在做什麼？這個問題看出了每個不同人的不同興
趣。這樣的興趣堅持發展下去，可能成為事業。而哈佛就
是要成就這樣的事業。有興趣的事情，才是可以乾的出色
、幹出成績的事情。

被這樣世界級的私立名校錄取以後，一定要花很多錢吧
？那是一般人的誤解。 Jenny Le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大
家，哈佛家大業大，就是不差錢兒。哈佛的歷屆畢業生向
母校捐了無數善款。考生家庭年收入低於六萬五千美元一
年，可以申請各種資助，結果是，以她為例，她幾年下來
，就沒花家裡的錢。 Theresa J. Chung從哈佛畢業後成為一
名律師。她經常為貧困人家做免費的法律援助。哈佛知道
了以後資助她做此事。是哈佛出資，使得為貧困人家得到
免費法律援助這件事做大做廣。

David Liu 是MIT（麻省理工學院）在達拉斯地區的面
試專員。他的工作就是為MIT面試考生。並非所有大學的
的錄取都要經過面試這一關。只有很少數的學校才需要，

畢竟面試一項牽涉太多人力投入。面試並不需要看學生簡歷和學
校成績，這是許多考生常犯的錯誤。面試的地點常選擇在公共場
所，例如快餐廳、咖啡店，為的是氣氛輕鬆。時間地點通常會通
過電子郵件來確定。時間長度會是45分鐘到一個半小時，然後
面試專員寫面試報告。能否被MIT錄取，面試報告很關鍵。那
麼，首先“考生一定不要遲到”，David Liu 如是說。

面試的考題沒有“對”或“錯”答案。有的是問題的
前後邏輯思維，以及回答問題的自信態度。教育展現場請
上一位學生，做了一次模擬面試，看看都是些什麼問題，
能否事前做準備？

問：講講你們家的情況。
問：今年暑假你在幹什麼？答：在保險公司做義工。
問：學到什麼？
問：你是11年級，今年會做什麼？答：選學校，參觀

大學，見老師。
問：看到了什麼？
問：你的興趣是什麼？答：科學。
問：參加學校科學小組了嗎？答：參加了兩個。
問：在科學小組裡有什麼貢獻？
問：在小組裡什麼是你喜歡的？什麼是你不喜歡的？

答：喜歡動手，不喜歡等待。
問：在科學項目的團隊中你是什麼角色？隊長嗎？
問：團隊中由誰來分配工作？

問：這個項目成功嗎？答：是的。
問：有什麼不成功的地方？
問：在你的記憶中有什麼事情印象深刻，例如家人失業，離

婚？
問：你是如何面對這樣的困境？沒有影響到你的學習嗎？
問：發生了這樣的悲劇，對你今後有什麼影響？
問：當你進入MIT以後還會繼續這項目，它能給MIT帶來

什麼？
問：MIT有許多社團和俱樂部，什麼俱樂部會給你帶來快樂

？答：音樂俱樂部。
問：你喜歡什麼音樂？答：古典音樂。
問：古典音樂中你喜歡誰的作品？
問：最後，你申請MIT，有老師會看今天的面試報告並給出

評分。你的高中學習成績，考大學的考試成績都會輸入計算機，
然後也會給出一個評分。兩個評分都會送到招生委員會做最後的
決定是否錄取。現在有另外一個同學的兩個評分和你的一樣。委
員會要做二選一的決定。給你5分鐘的視頻時間，把視頻送到委
員會去說服他們，你打算怎麼辦？

問：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時間到了，謝謝，再見。
從以上對話中不難看出，性格外向的，心理素質強的，對很

多事情感興趣的考生錄取可能性較大。錄取率為1/20。並不是說
一個人比另外19個人強就被錄取了。而是說兩萬個考生中，你
要比一萬九千個考生都強，才能進入一千人的錄取名單。哈佛的
幾位代表剛才講到錄取要看運氣，是有道理的。 (未完待續)

David LiuDavid Liu 是是MITMIT（（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在達拉斯地區的面試在達拉斯地區的面試
專員專員。。他的工作就是為他的工作就是為MITMIT面試考生面試考生((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耶魯大學在達拉斯地區的招生辦主任耶魯大學在達拉斯地區的招生辦主任Rick KosterRick Koster 是第一是第一
個上台的學校代表個上台的學校代表((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我是上海人，現住六號公路邊的休斯
敦老人公寓。因內人胡徐麗雲得了眼疾
(retinitis pigmentosa)從 2007 年 3 月 7 日就
看不見東西，白天只知道是白白的一片，
晚上是黑黑的一片，到現在已有八年之久
，不見光明，在黑暗中生活。

多少次到醫院治療眼科專家都說：
“沒有藥治，也沒有針打，又不能開刀動
手術，只要當心點，不要惡化，保持現狀
就可以了！ ”因有人介紹，請少林六合
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
師醫治內人眼睛。李國忠大師的內氣功太
厲害了，在短短的幾天治療後，就全改變
了:“內人 的眼睛本來沒有光澤的，一星

期後有光澤了，而且眼珠也會轉動了，可
以四面轉動!眼皮也會上下轉動，眼睛能
看見前面的東西，紅綠燈也看見了，原來
胸部很疼痛,現在不痛了；原來走路兩腿
抬不起來,現在不用人扶也能走路了。我
和家人都要感謝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忠
大師，是他給了我全家帶來了光明和幸福
，感謝他找回了我內人的眼睛，他是世界
上最強好的功夫大師，給我們帶來了快樂
和幸福,真是內心萬分萬分的感謝，李國
忠大師是‘再世華佗’、大恩人!” 感恩!
感恩! ——感恩人胡恩

剛這篇感恩文章報導了用“少林秘功
”康復雙目失明病員胡徐麗雲的真實寫照
，用實際例子寫出了“少林秘功”的神奇
療效，這裡面我特別提出的除了病員的密
切配合，特別是他的丈夫胡恩剛老先生非
常認真負責對她太太的照顧，不厭其煩的
每次都陪同她來看病，八年來一貫如此，
對待她的老愛人，才是我們這些老年人的
光輝榜樣，值得學習！他們又參加了我的
健康講座，為此他們再來我處，我可以滿
足他們的一切要求！李国忠敬上。

2017秋季機票
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
休斯頓-北京往返 $798 （含稅&直飛）
休斯頓-上海/福州/成都/武漢/沈陽/廣州

等國內城市 往返 $719 （含稅）
出發日期8/18/2017-9/30/2017
特價截止日期8/2/2017
2017 年7月11號以後休斯敦出發特價機票
9月1號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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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往返含稅）
休斯敦--台北 $480（往返含稅）
休斯敦--香港 $650 (往返含稅）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敦全旅假期
各種特價 盡在全旅 ！
【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餐】
$1/人（含國際機票,稅金,團費）
2017年7/8/9/10/11月出發休斯敦出發
含：休斯敦-上海往返國際機票！ （兩人

成行，同去同回）
（注：美國其它城市出發請來電諮詢！也

有特價！）
含：機場稅！
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星級吃住玩！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最多可停留 180

天）
此價格未含：

簽證, 部分景點門票（$90），小費（$70)!
注：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成人享有此

特價！
速電：TEL:713-568-8889
【長榮航空團票】$299 (含稅,含機票,含旅

遊)
坐長榮，回台灣，遊大陸！
預定2017夏秋季 (8月6號以後出發) 長榮回

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最多停留台灣90天
只需$2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座

位有限, 欲購從速
2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頓機票 (含稅

金，可停留台北，90天往返）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南京，

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上海本幫

風味西湖魚頭宴+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
湖風味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
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及部分景點
門票（$90), 中國大陸簽證 ($170)***

【【秋季機票大特價秋季機票大特價】】
休斯頓-北京直飛往返$798!

請看病員對請看病員對““少林秘功少林秘功””的評價和本人對李國忠大師的回報續的評價和本人對李國忠大師的回報續

（本報記者秦鴻鈞 ）開業 12 年半，位
於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前方的 「松柏園
素菜館」，不僅是老客人的最愛，連美國人
（ 白人，黑人） 及新新人類也是其座上賓，
常客遍二十多國，每至午，晚餐時間，該餐
館連續數小時客滿，一位難求，足見其受歡
迎的程度。

「松柏園素菜館 」 之所以大受各界歡
迎，在於謝老闆的求好心切，不僅用一流的
食材，還經常變換菜的式樣，令人如獲至寶
，百吃不厭。算算看，到松柏園素菜館吃一
個 Buffet 的價格，僅及一般餐館點一道菜的

價格，你在這裡可以吃到22 種菜，加上各種
中，越式春捲，日式壽司，麻糬，炸蔴團，
粉果，銀絲捲，叉燒包，甜薯，小漢堡，豆
漿，紅豆湯，各式水果等共30 多種品種，吃
的人大呼過癮，一個禮拜也吃不到這麼多的
營養。 「松柏園」 推出七天，全天Buffet, 晚
餐時間來吃 Buffet , 周一至周五，每人份僅
11.50元，（ 周六，周日及假日） 每人$11.95
。晚餐時謝老闆還每人送一份現點的炒菜，
Menu 上有30 道菜任選，包括馳名的豆瓣素
魚，九層素腰花，素三杯雞，黑椒素牛排，
素左宗雞，干燒鮑魚菇，鮑魚菇素鴨片等三

十道名菜任選，但必須 「堂食」，不能
To go 帶走！

「松柏園素菜館 」 還可根據客人
的要求製作菜式，或接受外賣，還接受
現場點菜及素席（ 有$228，$268 兩種
等級）。如其$228 的素席，內容包括
： 髮菜魚翅羮，五福拼盤，生菜鴿鬆
，翡翠豆腐，包容碧綠，清扣四寶，松
子全魚，寶黃奇燕，精美甜點，合時水
果。其$268 的素席，內容更為精彩，

包括：竹笙大補湯，七星轉盤，吉祥三寶，
翡翠齋捲，如意南瓜，法海藏珍，珍菇全魚
，富貴扒鷄，精美甜點，合時水果等等，非
常精緻。

「松柏園素菜館」 的精選素菜，如雙味
鮑魚菇，梅干菜素扣肉，三菇豆腐扒芥菜，
琵琶豆腐，素北京鴨，芋頭扣素難，鮮菇淮
山燴南瓜----- 等等都是該店叫座的名菜
，是外賣的明星。

「松柏園素菜館」 是大眾食堂，不僅顧
客包括二十多個國家，還有遠來自美國紐約
，芝加哥的定期常客，每週都要來好幾次。
「松柏園素菜館」 謝老闆本著服務僑界的精

神，每周工作七天，目的是向僑界介紹素菜
美食，常食素菜，增福添壽，食療並重，且
遠離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等 「三高」
疾病。增福慧，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推出七天Buffet , 及菜單點
菜，每天上午十時半至晚間九時半供應。該
店 地 址 ： 9108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 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同一商
場內）電話：713-772-2888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別家僅別家
餐館一道菜的價格餐館一道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
菜名點菜名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常吃素食常吃素食，，遠離遠離 「「 三高三高 」」 ，，增福添壽保平安增福添壽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常客遍二十多國常客遍二十多國，，晚餐送點菜一道晚餐送點菜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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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地區達拉斯地區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77月月2222日日
在達拉斯的約翰•保羅高中（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再次隆重登場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麥當勞提供飲料麥當勞提供飲料、、好運來超市準備小點心好運來超市準備小點心

David LiuDavid Liu 是是MITMIT（（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在達拉斯地區的面試專員在達拉斯地區的面試專員
、、面試報告很關鍵面試報告很關鍵、、面試並不需要看學生簡歷和學校成績面試並不需要看學生簡歷和學校成績，，
這是許多考生常犯的錯誤這是許多考生常犯的錯誤。。面試的地點常選擇在公共場所面試的地點常選擇在公共場所，，
例如快餐廳例如快餐廳、、咖啡店咖啡店，，為的是氣氛輕鬆為的是氣氛輕鬆。。時間地點通常會通時間地點通常會通
過電子郵件來確定過電子郵件來確定

達拉斯地達拉斯地
區區 麥當勞麥當勞
升學教育升學教育
展供應免展供應免
費午餐費午餐

600600 多位學生多位學生
在 達 拉 斯 地在 達 拉 斯 地
區區 麥當勞升麥當勞升
學 教 育 展 作學 教 育 展 作
啓智遊戲啓智遊戲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負責人趙女士及夥伴麥當勞升學教育展負責人趙女士及夥伴

600600多位學生及家長參加多位學生及家長參加77月月2222日約翰日約翰••保羅高中保羅高中（（JohnJohn
Paul II High SchoolPaul II High School ））達拉斯地區達拉斯地區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休休
士頓地區將於士頓地區將於88月月2626日在日在SharpstownSharpstown 國際高中舉行國際高中舉行

參 加 達參 加 達
拉 斯 麥拉 斯 麥
當 勞 教當 勞 教
育 展 的育 展 的
學 生 駐學 生 駐
足 和 大足 和 大
學 招 生學 招 生
辦 的 老辦 的 老
師互動師互動

Veronica PenaVeronica Pena 是是UTUT
（（德州大學德州大學））的招的招
生辦公室主任生辦公室主任、、申申
請入學的手續大同請入學的手續大同
小異小異。。學校學習成學校學習成
績績，，教師推薦信教師推薦信，，
考試分數考試分數，，自我介自我介
紹短文等文件都會紹短文等文件都會
影響的錄取與否影響的錄取與否

永福殯儀館西北區第二家開幕永福殯儀館西北區第二家開幕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秦鴻鈞報導報導

永福殯儀館已為華裔社區服務30余載，承辦火葬
，土葬與生前預售合約。現于8號公路和290 處開設新
館，裝修莊嚴，大小禮堂明亮整潔，內設廚房和餐廳
及提供給家人安靜的探訪房間，館內置火化設備。人
性化的服務及現代水準的殯儀理念，給家人提供最優
質的服務和貼心的殯儀安排。歡迎大家來電咨詢：
832-321-8888， 713-771-9999 地 址 ： 8588 Breen
Rd. Houston, Tx 7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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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aid Tuesday they are making progress on a 
new U.N. resolution that would impose additional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following its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e U.S. gave China a proposed resolution several weeks ago, and U.S. 
Ambassador Nikki Haley told reporters that China has been negotiating 
with its close ally Russia on possible new sanctions.
“The true test will be what they’ve worked out with Russia,” she said.
China’s U.N. Ambassador Liu Jieyi told two journalists that “we are mak-
ing progress” and “we are working as hard as we can.”
But neither Haley nor Liu would 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before 
they agree on a draft that can be circulated to the rest of the 15-member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n put to a vote.
“There is certainly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we are working to-
wards that light, and I can’t really tell how much time we would need,” 
Liu said.
He wouldn’t confirm that China is working with Russia on the text, saying 
“there is always a process of working out the resolution, and in due course 
I think the resolution will be discussed at a wider circle.”
Haley said “I think we are moving. It’s not as fast as I would like but these 
are pretty serious sanctions and so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lot of thought 
going into this.”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already imposed six rounds of progressively 
tougher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but so far that has failed to halt the 
country’s rapidly advancing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U.S. Ambassador Nikki Haley
The most recent sanctions resolution to be adopted, on June 2, added to the 
U.N. blacklist 15 individuals and four entities linked to the North’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At the time, China was blocking tougher measures pu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rth Korea raised the stakes with its launch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as Americans celebrated Independence Day on July 4.
The test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 you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s goal of developing a missile with a nuclear warhead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United States — and it changed the realit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hich moved quickly to give China a new draft resolution 
with tougher sanctions.
Haley stres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ensure that a new resolution 
is “a strong resolution, because that’s what we think we need to have.”

“I think we are making progress, so we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sanctions,” she said.
Haley refused to say what measures were being discussed. But earlier this 
month she told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if it is uni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cut off major sources of hard currency to North Korea, 
restrict oil to its military and weapons programs, increase air and maritime 
restrictions and hold senior officials accountable.
Liu said “there is going to be more than the last resolution.”
But he stressed that for China, a resolution must serve to promote denucle-
arization and peace and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 negotiated 
solution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Therefore, Liu said, the specific measures in a new resolution need to be 
measured against achieving those three objectives.
Haley said she was pleased with China’s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draft the 
U.S. proposed.
“We were waiting to see if it was going to be weak or strong, and I think 

they’re showing some seriousness with it,” Haley said. “We are constantly 
in touch with China and I can say that things are moving, but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tell how far they’ll move.”
Liu sai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 a draft resolution that 
everybody can support.”
One possible stumbling block is whether the new resolution will refer to 
North Korea’s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Russia has questioned whether the missile actually was an ICBM, though 
China did not.

China’s U.N. Ambassador Liu Jieyi
“I think that everyone that we have dealt with acknowledges it’s an 
ICBM,” Haley said. “Whether they’re willing to put it in writing or not is 
going to be the real question.”
Liu noted that previous resolutions referred to ballistic missiles “without 
going into further categorization of the missiles.”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working out a resolution you 
need really to go to the technical nitty gritties of things,” he said.
Liu said China is still working to convince other governments to support 
its suspension-for-suspension proposal in which North Korea would sus-
pend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in exchange for the U.S. and South Korea 
suspending thei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The package proposed by China and supported by Russia also includes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 peace and security mech-
anism” in place for both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Liu said.
“We just hope that the other relevant parties will be forthcoming because 
we don’t see any alternative,” he said. (Courtesy http://sino-us.com/) 

North Korea Missile Launch 2017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our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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