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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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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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大數據分析媒體時事話題討論
《中國輿論場》 大數據分析媒體時事話題討論
內容介紹：《中國輿論場》通過大數據分析當周全媒體平台的輿論熱點，並通

過融媒體模式開放觀眾參與話題討論。節目還與央視網聯合推出了“中國輿論場

指數”，實時關注全網新聞的熱點輿情，並盤點每日及每周關注度最高的輿情話

題。針對“中國輿論場指數”榜單上的話題，每期節目會請來相關專家現場進行

分析，還會連線場外專家、媒體人士及新聞當事人等對新聞話題進行探討。節目

還設立了虛擬“在線觀眾席”，場外觀眾有機會直接向場內嘉賓進行提問。除了

時事分析外，《中國輿論場》還推出了“搶紅包”環節，觀眾可通過微信“搖一

搖”功能參與。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9時半至10時半首播，每周一上午8時半至9時半與周日

凌晨2時至3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圖1：中國輿論場主持人。

圖2：節目開場。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坎貝爾： 我對未來美中關係感到樂觀

【VOA】前奧巴馬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說，他對目前美中

關係的發展感到樂觀。他說，中國是真心希望與川普政府

搞好關系，至少今年晚些時候中共19大召開之前。同時，

川普團隊也意識到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是最好的選擇。

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柯特•坎

貝爾（ Kurt Campbell）星期三（ 4月26日）在華盛頓的一

場有關美中關係的研討會上說，他對美中關係的發展感到

樂觀。他說，從中國角度來說，中國在盡一切所能與川普

政府建立友好關係。

他說： “他們在盡一切所能希望與川普政府搞好關係。…

…不管這是什麽，貿易、投資…… 利用在美國的重要朋友

。這是一種‘全場緊迫防守’的方式， 盡一切所能。這很

有意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初在與川普會晤時也

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

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坎貝爾說，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目前的戰略是長期走向還

是只是限於今年？ 他解釋說，今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將

舉行19大，確立習近平第二任期的目標。也許是因為這個

原因，中國不希望與美國發生任何沖突。另外，他說，這

是否表明中國還沒有準備好與美國沖突，還是中國在等川

普政府自亂陣腳？這些都不得而知。

坎貝爾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川普政府最終也意識

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是最佳的選擇。

他說：“兩邊都有積極的舉動， 即便是在處

理有挑戰性問題的時候。 我想，中國已經很

明確地表示，他們希望與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

關係。 我想，川普團隊也意識到與中國保持

良好的關係是最好的選選擇， 因此，這一切

充滿希望。”

不過，他說，他對川普和習近平的領導能力都

抱有質疑，因為兩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不過，

現在 值得慶賀的是兩人都希望發展良好的關

係。

小布什政府時期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的邁

克爾•格林（ Michael Green）說，川普現在的亞洲政策，包

括對中國政策，與他競選時的言辭相比，應該是越來越遠。

他還認為，因為兩國目前都比較注重各自國內的事務，這對

兩國來說是幸運的。

他說： “我們很幸運，中國在19大之前看起來並不想弄翻船

。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事還沒有到位，中國也沒準備好去做有

更大野心的事情。‘一帶一路’會議算是中國今年最大的外

交活動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說說話外，我不認為這是大的戰

略，所以，現在兩國好像都被‘叫停’了。”

《華盛頓郵報》星期四的報道說， 川普政府即將執政100天，

但是，很多機構的人員還沒有到位。 目前在戰略與國際問題

中心擔任亞洲與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說， 因為國務院和國防

部的一些人

員沒有到位

， 到目前為

止，沒有人

負責亞洲戰

略，亞洲各

國政府也不

清楚美國的

亞洲戰略是

什麽。他預計，到今年秋天， 人事問題才能完全解決。

具體到美中關係，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傳達一種

政策的連貫性。坎貝爾說，因為川普政府的不可預測，從

北京到東京到堪培拉，對亞洲國家來說，他們更關註的是

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為川普政府關注的目標， 從而受到

懲罰。他說，中國與川普團隊的最初外交接觸也充分展示

了這一點。

格林指出， 盡管中國領導層非常不願意與美國發生衝突，

但是卻很不懼怕對韓國和菲律賓這樣的亞洲小國采取威懾

和其他強硬手段。他說，如果美國任由中國威懾其他小國

，而不管不問，那麽美國就會失敗。對美國來說，最佳的

中國戰略就是堅定的亞洲政策，包括貿易、和美國的盟友

關係。 

圖：前助理國務卿柯特•坎貝爾(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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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428HFXL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十四十四））——博物館篇（7）

維州司機被指全美第三差維州司機被指全美第三差，，馬州位中下馬州位中下
剛說完事故率，現在讓我們來說說

堵車。大華府的交通擁堵已經是人盡皆
知的困擾，特別是馬裡蘭州的 270 號公
路，在上下班高峰時段擁堵尤其嚴重，
許多路口都在最初設計時沒有考慮到目
前的車流量狀況，亟需改善。
近日，馬裡蘭州州長拉裡•霍根在 270
的一處主要路口召開發布會，正式宣
布將投資一億美元，用來緩解 270 高速

公路的交通堵塞，這一計劃或許將在
今年春末上馬，預計 2019 年完工，雖
然並不能保證解決掉目前 270 上的所有
問題，但這麼巨額的投資，已經表現
出政府希望解決問題的決心，並相信
會令高速上的交通狀況得以顯著的改
善。
霍根還表示，工程計劃在270上改善14
個路口的堵塞狀況，這些路口現在往

往成為交通擁堵的瓶
頸。工程還會增加 23
條車道，以保證車流
有 更 多 的 途 徑 進 入
270 主路。同時安裝
25 個以上的實時交通
通訊設備和 30 多個智
能信號燈。
霍根說，將 270 加寬
從 20 年前就已經在努
力，如今華府居民每
年的擁堵超過 130 小
時，改善 270 已經迫
在眉睫。如果工程成
功竣工，居民有望每
天單程節省 30 分鐘的
時間。
配 圖 ： 270 公 路 來
源：網絡圖片

美國國家郵政博物館

美國國家郵政博物館是一座以郵政為展示
主題的博物館，就位於華盛頓特區聯合車站的
對街，其館址就是華盛頓郵局的前身，是一棟
建於 1914 年的老建築，非常有歷史感和存在
感，目前國家郵政博物館隸屬於美國郵政署和
史密森尼學會，開館於 1993 年，是美國規模
最大的郵政博物館。

博物館館藏了許多有關美國郵政服務的發
展和演變，以及世界各地郵政相關品的展示，
特別是眾多的郵票館藏，可以讓集郵愛好者大
開眼界，其中最大的亮點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
郵票和各種郵政工具收藏。主要值得參觀的陳
列室有：“裝訂美國”、“客戶與社區”、
“傳送郵件”、“卡片與信件的藝術”、“郵
票和故事”等，館內還有一個“發現中心”，

可以讓孩子和參觀者從事郵政服務的探索和互
動，非常有趣。

TIPS：
乘坐紅線地鐵到聯合車站下車，步行約3

分鐘即可到達；
博物館免費參觀，每個參觀者還可以申請

免費領取5張紀念郵票，是一個非常值得帶小
朋友參觀一下的地方。

配圖：郵政博物館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國際女性藝術博物館

美國國際女性藝術館是一家私立博物館，
創建於 1980 年，原是華盛頓共濟堂教會所
在，約有7322平方米的館藏面積，在1987年
正式對外開放，總體來說博物館並不大，卻是
全球唯一一所專門為女性藝術家服務的博物
館，顧名思義，博物館只展出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其中比較知名的女性藝術家包括芙烈達•
卡蘿、喬治亞•歐姬芙和瑪麗•加薩特等。

博物館共分為三層，作品涵蓋了從文藝復
興時期至今多達 2700 余件，除了長期的固定
展品外，博物館還會不定期地舉辦短期展出，
給更多現代女性藝術家提供展示的機會。如果
您還不能確定是否願意花時間到這件博物館參
觀，可以先在博物館官網https://nmwa.org/上
瀏覽250件展品的照片及眾多女性藝術家的簡
介。

TIPS：

搭乘地鐵紅線、藍線、桔線或銀線到中心
樞紐站下車，從13號街出口向北走兩個路口
即可到達博物館；

博物館門票成人10美元，18歲以下則免
費參觀；

事實上這裡非常適合情侶參觀，並且眾多
游客都反應博物館的禮品店非常不容錯過。

配圖：女性博物館1、2 來源：網絡圖片

倫威克美術館（Renwich
Gallery）

倫威克美術館往往是人們參觀華盛頓各類
博物館的一處盲點，它實則屬於史密森尼國家
藝廊的一個分館，主要展覽從19世紀到21世

紀的美國工藝和裝飾藝術，在各類綜合博物館
中屬於比較有針對性的一所，也是熱愛現代藝
術的朋友們不容錯過的一座博物館。

倫威克美術館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僅與白
宮相差一個街區，所以廣受各類居住在華盛頓
中心地區的游客們青睞，因為您無需特意安排
行程，在回酒店的路上就可以順便將這間不大
的博物館進行瀏覽。

事實上倫威克博物館的建築本身十分顯
眼，磚紅色的外觀帶給人神秘的氣質和歷史的
質感，堪稱特區中的一座歷史性地標建築。

TIPS：
美術館免費參觀，並且在每天的中午還會

有專人提供講解游覽的服務，每周日和節假日
除外；

搭乘地鐵橙線到Farragut West站或地鐵紅
線到Farragut North站均可達到美術館；

美術館周邊也有一些路邊停車位，平日裡
周邊並不很繁忙，也算是特區屈指可數的幾個
有可能駕車前往的博物館了；

美術館還會不定期地舉辦各類主題展覽，
您可以在安排行程前登陸官網 http://renwick.
americanart.si.edu查詢。

配圖：倫威克美術館1、2 來源：網絡圖
片

駕駛技術有好有壞，司機的脾氣

也人盡不同，所以對全美各地駕駛者

們的各類榜單也是層出不窮。近日，

由QuoteWizard所做的一項調查就為我

們揭示了全美最糟的駕駛者大排行，

不幸的是，大華府的司機朋友們就似

乎不太友善，維吉尼亞的司機更是被

指全美第三差，而馬裡蘭州也排在第

22位，從50州的大排名看，也是處在

中下游。

據悉，QuoteWizard 的調查主要考量

了每個州在一年內的總車禍數、超速罰單

的數量、醉酒駕駛數量、車禍死亡人數等

因素，從而綜合出數據最差的州。

根據榜單顯示，排在全美最差司機前十名

的州依次是：猶他州、加利福尼亞州、維

吉尼亞州、緬因州、內布拉斯卡州、南卡

羅來納州、北卡羅萊納州、科羅拉多州、

華盛頓州和亞利桑那州。而排在全美最佳

司機前十名的州則依次為：羅德島州、弗

羅裡達州、密西西比州、密歇根州、內華

達州、阿肯色州、南達科他州、伊利諾伊

州、西維吉尼亞州及俄克拉荷馬州。

維吉尼亞州的榜上有名並不出人意料，數

據表明，維州的超速罰單在全美最多，而

因各種駕駛違章所發出的法院傳票數量也

排在全美第二。在維州各大城市中，司機

最易超速的是漢普頓市、其次是樸茨茅斯

和首府裡士滿。而超速則是最易造成交通

事故的主要原因，幾乎有三成左右的交通

意外都源於超速駕駛。

事實上，QuoteWizard 網站還提醒廣大司

機朋友，您所在州的駕駛員綜合素質也影

響著您的汽車保險價格，在那些普遍被認

定司機最差的州，保險費用也將更高，所

以在您購買汽車保險前，最好的辦法是多

要求幾家保險公司給您報價，從而比較來

做出最實惠的選擇。

配圖：最差司機 來源：QuoteWizard 網站

為緩解為緩解270270擁堵擁堵，，馬州擬斥資一億改善馬州擬斥資一億改善

華府特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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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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50屆休士
頓國際影展於30日落幕，今年台灣電影表現優
秀，共有四部入圍影展；28日(周五)三位劇情長
片的台灣新銳導演蔡銀娟、黃駿樺和陳潔瑤作
客美南國際電視 「電影論壇」節目，接受主持
人唐心琴訪問，暢談拍片心路歷程及理念，讓
美南地區的喜愛電影藝術的觀眾能更了解他們
的傑出創作。

1968年創辦的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堪稱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有 「明星導演
搖籃」的美譽。今年台灣成績超越以往，共有
三部劇情長片與一部動畫片入選，分別是導演
蔡銀娟的 「心靈時鐘」(A Package from Daddy)
、導演黃駿樺的 「海豬仔」(Dolphin)、導演陳
潔瑤的 「只要我長大」(Hang in There, Kids)及導
演邱立偉的動畫片 「小貓巴克里」(Barkley)等，
電影分別在休士頓放映，吸引華洋觀眾入場觀
看。

曾執導 「候鳥來的季節」，反思大自然生
態與社會現狀的蔡銀娟，帶來最新作品 「心靈
時鐘」，以家中開傳藝品店的小學生葉藍和姐
姐葉澄突遇父喪，如何在巨變的悲劇陰影下面
對親人驟逝事實的故事，探討家庭親情和社會
議題。故事感動人心，引人省思。

提及這部片創作構想，蔡銀娟說，一開始
是從自己小姪子父親過世的事件做發想，但之
後劇情純屬虛構，擅長描繪社會關懷題材，蔡
銀娟也從自殺遺族的角度，將校園霸凌、單親
歧視等生死議題刻劃的非常到位，希望大家都
能重視此類社會問題。

「海豬仔」則描述一位中年轉業的黑道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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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豬仔」為2016年的公視人生劇展單元
劇，對於獲選休士頓國際影展，放映時受到許
多美國觀眾喜愛，黃駿樺說，感謝休士頓國際
影展讓該片登上國際舞台，台灣有獨特的海洋
文化，透過鏡頭把綠島的美呈現出來， 「先呈
現綠島的美，再感受它的意涵」，讓海洋生態
保育永續經營。

「只要我長大」則是身為泰雅族的陳潔瑤
第二部長片作品，劇情描述三個在部落山林間
的小男孩，遭遇隔代教養及父母失和造成的疏
離感，在安親班老師照顧下所衍伸溫馨故事。

由於自身在都市長大，在一次機緣下開起
尋根之旅，成了拍片契機。在電影製作行業20
年，陳潔瑤背負推廣原住民文化使命，她說，
劇中三名孩子的家庭背景是很多真實部落孩子
的縮影，但一般人聽到原民題材都感覺比較沉
重，她希望用不一樣的輕快方式，表達此類社
會關懷議題，並在結尾留些想像空間，激發觀
眾的想像力，增加討論度。

三位導演作品優秀成功，拍攝過程中仍遇
到許多困難挑戰，蔡銀娟說， 「心靈時鐘」最
主角是小孩，所以在一些情緒戲、群戲和打架
戲都比較難掌控，還有氣候問題，因為劇中有
不少水中攝影畫面，拍攝那年暑假遇到非常多
颱風影響，所以必須取消調整通告或縮短拍攝
作很多應變。蔡銀娟表示，心靈時鐘呈現台灣
海洋特色，台灣四面環海，在30年前是拆船工

業重鎮，現今是世界造遊艇業前
五大，以此作對比，她曾為了尋
找劇中父子親情象徵天文鐘吃了
不少苦頭，幸好都一一克服，希
望台灣的歷史產業和海洋背景都
能被人注意。

另兩部同樣分別有海洋背景
與小孩元素，兩位導演也分享不
少心得。黃駿樺說，本身自己擁
有潛水教練執照，該片水中潛水
戲份多，演員訓練、實地下水拍
攝和鏡頭分配都必須花心思去呈
現最好的畫面。他提及，每部戲
都有三大困難， 「小朋友、動物
和水象」，主要劇中主角是海豚
，面對大自然無法抗拒，動物的
鏡頭就更難掌握。

而從都市到原鄉，陳潔瑤認
為台灣原住民故事太多，說都說
不完， 「與其說是在拍故事，不
如說是自身的尋根之旅」。提到
素人小朋友選角，陳潔瑤也花了
一番力氣，但擅長與小演員們相
處的她，也讓他們自由發揮，但
是在片場小孩容易煩、抱怨和無
法專注，她就必須要慢慢去引導
他們，安撫情緒，幫他們建立更
多信心和勇氣。

今年台灣電影的表現亮眼，顯示台灣電影
產業的前景看好，三位導演都希望能讓更多台
灣電影登上國際舞台，提升台灣電影環境、經

費運用與能見度。精彩內容將於5月10日(周三)
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台灣新銳導演作客電影論壇 暢談創作理念暢談創作理念

灣三位新銳導演陳潔瑤灣三位新銳導演陳潔瑤((右起右起))、、黃駿樺黃駿樺、、蔡銀娟等人接受主蔡銀娟等人接受主
持人唐心琴專訪持人唐心琴專訪。。((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作品入選休士頓國際影展的台灣導演蔡銀娟作品入選休士頓國際影展的台灣導演蔡銀娟((左一左一))、、陳陳
潔瑤潔瑤((右三右三))、、黃駿樺黃駿樺((右二右二))與林郁葉與林郁葉((右一右一))夫婦夫婦，，接受主持接受主持
人唐心琴人唐心琴((左二左二))訪問訪問，，並與董事長李蔚華並與董事長李蔚華((左三左三))合影合影。。((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休城社區 BB55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年4月30日 Sunday, April 30, 2017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隨著歲
月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人都將步入
退休階段，而現代醫學發達，平均壽
命延長，如何好好規劃退休之後的日
子，是許多銀髮族讀者所關心的議題
。

記得外婆年紀大時，最怕一個人
在家，總是要熬過漫漫長日，才等到
舅舅、舅媽和表弟回家，平時想去哪
兒也不方便，要到假日才有機會出去
。而後來中風了，更需要專業護理人
員的照顧，舅舅、舅媽不斷在考慮著
，怎樣才能給外婆最好的照料。

休士頓第一個持續照料退休社區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
nity (CCRC)) 是 Treemont Retirement
Community，已經邁向為社區服務的
第40個年頭，也為許多退休老人帶來
生命中另一段精彩歲月。這裡的工作
人員都是長期在此工作，有些已具有
二、三十年經驗，甚至，當這些富有
愛心的工作人員年紀大了要退休，也
選擇在Treemont退休社區繼續生活，
原因就是這裡提供老年人一切生活所
需，同時又極富彈性，可供個人選擇
自己需要的項目。依不同的健康與身
體狀況，可以選擇獨立生活計畫、輔
助生活計畫、或是安養照顧，康復照
顧。

Treemont的老年獨立生活計畫，
為健康的老人家提供能自在生活的各
種條件，住在自己的Treemont公寓中
獨立生活，鄰居都是同齡人，公寓有

一房或二房臥室，有
客廳、衛浴。同時，
不須操心每日三餐要
吃什麼，Treemont 有
餐廳為居民準備好健
康的膳食，提供充足
的營養。每周有人幫
忙收拾家務，還有不
同的娛樂活動、交通
安排、安全檢查、和
緊急呼叫系統等，讓
居民住的安心愉快。

如果想住在公寓
裡，但需要一些日常
生活的協助，這裡也
有不同設施和服務，
允許居民隨著不同需
求，增加家庭健康或個人護理的選項
，例如血糖檢查、藥物管理、專人護
送到餐廳、或私人看護等。另外，對
具有特殊醫療需求的居民，Treemont
也提供專業的護理和康復照料，如亞
急性護理、IV治療、傷口管理、和外
科照料等。

Treemont的專業團隊涵蓋不同層
面的照顧，有專門從事老年醫學的專
家、身體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營養
師、有照社會工作者、經認證的活動
總監、經驗豐富的RN、LVN和經認
證的護理協助人員。居民入住之前，
Treemont會與居民及家人協商討論，
根據具體需要來評估每個居民的狀況
，設計其護理計劃，希望對居民和他

們的家庭盡可能有最好的保障，讓住
在這裡的居民得到最好的生活品質。

對年紀大的人而言，同齡友誼是
非常重要的，當子輩孫輩都有自己的
目標與追求，老年人也可以發展自己
的生活，和同年齡夥伴往來互動，不
再孤單的守在家裡，在Treemont社區
，其中一個讓居民很滿意的地方，就
是他們覺得這是個溫暖而活躍的家園
，每天都可以和同齡朋友談天，或是
一起參加活動、認識新朋友，發展新
的友誼，享受團體活動的樂趣；而工
作人員的友善與耐心，也讓居民把這
裡當成第二個家。

這裡的活動安排極為豐富，居民
可隨自己所好，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

，這些多采多姿的活動，也正是讓居
民感到幸福的重要關鍵。內容包含運
動、手工藝活動、詩歌、閱讀、逛街
購物、電影欣賞、賓果、讀經、美勞
、合唱、園藝、瑜珈、寫作、爆米花
和電影、撲克遊戲、上教堂等，常常
還可以聽到從Treemont圖書館或活動
中心所發出的音樂聲，對老人而言，
生活是有趣的！
住在這裡的海倫表示：她很喜歡每天
三餐到餐廳吃飯，她覺得重要的是周
圍有人圍繞著。 有些人每天不準時下
來吃飯，覺得不餓。海倫認為，即使
不餓還是該下來，就只是坐著喝杯咖
啡，和大家在一起，這個非常重要。

另一位居民多麗絲也說，她認為

Treemont是一個很棒的地方，這裡有
許多自己所喜歡的，包括這裡的食物
、娛樂活動、交通安排、各項服務、
照顧等，對自己的幫助很大，她覺得
這裡是休士頓最好的地方。看來滿意
度相當的高。

目前社區中已經有一些華裔居民
，Treemont離中國城不遠，地理位置
優越，靠近醫院、醫生診所、購物中
心。有興趣了解更多Treemont退休社
區 的 民 眾 ， 請 瀏 覽 http://www.
treemont.com。 或 請 洽 （713）
783-6820，有免費午餐和園區介紹。
2501 Westerland Dr., Houston, TX
77063。

Treemont退休社區 為老人家帶來另一段精彩歲月
享受同齡人的友誼 不再操心三餐或家務

餐廳為居民準備好健康的膳食餐廳為居民準備好健康的膳食，，提供充足的營養提供充足的營養 TreemontTreemont公寓的客廳相當舒適公寓的客廳相當舒適，，設計溫馨設計溫馨

居民坐在庭園中居民坐在庭園中，，享受新鮮自然的空氣享受新鮮自然的空氣 居民參加美術創作活動居民參加美術創作活動 餐廳中餐廳中，，姊妹淘們吃飯談天姊妹淘們吃飯談天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昨舉行黨代表選舉
唐心琴，陳煥澤同獲最高票，雙雙當選

（（ 休士頓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昨昨（（ 44月月2929日日 ）） 在文化中心舉行中國國民黨第在文化中心舉行中國國民黨第2020 屆黨代表選舉屆黨代表選舉
，，結果參加投票的結果參加投票的8989 張選票中張選票中，，扣除五張廢票扣除五張廢票，，三位候選人唐心琴三位候選人唐心琴，，陳煥澤同獲陳煥澤同獲3333 票票，，鄭長祥獲鄭長祥獲1818票票，，因休士頓有一位因休士頓有一位
女性保障名額女性保障名額，，唐心琴唐心琴，，陳煥澤雙雙當選陳煥澤雙雙當選，，代表休士頓返台開會代表休士頓返台開會，，行使黨代表權利行使黨代表權利。。

當天還現場發放黨主席選票當天還現場發放黨主席選票，，從洪秀柱從洪秀柱，，韓國瑜韓國瑜，，潘維剛潘維剛，，郝龍斌郝龍斌，，詹啟賢詹啟賢，，吳敦義六人中圈選一人吳敦義六人中圈選一人，，由黨部發給信由黨部發給信
封封，，已貼妥郵票已貼妥郵票，，黨員只需圈選完畢黨員只需圈選完畢，，封好內外信封封好內外信封，，並簽名及填妥美國地址投郵即可並簽名及填妥美國地址投郵即可。。

黨代表當選人黨代表當選人 陳煥澤對記者表示陳煥澤對記者表示：： 他和唐心琴都支持他和唐心琴都支持 「「一中同表一中同表」」 的洪秀柱的洪秀柱，，希黨員們認清現實希黨員們認清現實，， 「「一中各表一中各表」」
只會把台灣帶入不歸路只會把台灣帶入不歸路，，與民進黨無異與民進黨無異。。

2017年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華裔醫師協會已於四月二十三日在休士頓Junior League盛大

舉行年會。
今年贊助機構非常擁躍如下：Bank of America, Danita Dialy-

sis,Houston Methodist Global Heath,Montevideo Medical, Novo-
cure, Velyassa-Relypsa, Ascent Revenue, Shining Nightingale Home
Health, MHKingsland Surg Center.

當晚除了年度會務報告以外另一重要任務是頒發本年度醫學
獎學金。今年經華裔醫師協會的獎學金委員會慎重選拔挑選了九
位華裔醫學及牙醫青年才俊接受頒發獎學金，特別值得一提的今
年又新增一名永久獎學金名額，由數位醫師特別為夲市著名金維
漢醫師令尊設立"金張琤女士獎"，另外李家訓醫師亦為她令尊令
堂設立了紀念獎學金。
2017華裔醫師協會得獎名單如下：
毛培年醫師及夫人潘醫師獎學金 一 吳美玲 德州醫學院
金張琤女士獎學金 一 林偉杰 貝勒醫學院

Mr. Ming Tzu Ko 獎學金 一 孔嘉㦤 貝勒醫學
院
Mr. & Mrs. Yoe Yu Lee 一 Jiwen Li 貝勒醫學
院
華裔醫師協會獎學金 一王大鈞 貝勒醫學院
華裔醫師協會獎學金 一范志勇 德州牙醫學
院
華裔醫師協會獎學金 一李淑莹 德州醫學院
華裔醫師協會獎學金 一陳思明 德州A&M學院 華
裔醫師協會獎學金一 顧良 德州醫學院

頒獎儀式由李家訓醫師主持，對每位獲獎者本人都做詳細介
紹， 及對來參加的家屬一並表揚.

2017年年會會員出席非常踴躍，由趙醫師會長主持。先請到
哈里斯郡醫師總會會長Dr. Lisa Ehrlich 演講及報告，後來又請到
醫療保健服務專家Rita Cheikhali

詳細說明在往後一年在新總統的領導下Medicare Payment 的變數
。

趙會長在會中感謝過去一年中的支持，並對各位工作人員致
謝及頒發獎牌。並介紹下屆新會長蘇東風醫師及新的理事會成員
，包括黃博文醫師，宋裘文牙醫，紀嘉甄牙醫， 張勤壯醫師，
侯大任醫師，彭鶯鶯醫師，蘇燕萍牙醫，Dr. Elizabeth Tang, 范
伽玲博士，Dr. Betty Lee 等理事。

年會在新會長蘇東風醫師致詞之後圓滿結束！

圖為黨代表當選人唐心琴圖為黨代表當選人唐心琴（（ 左四左四 ），），陳煥澤陳煥澤（（ 左三左三 ），），與國民與國民
黨中評委葉宏志黨中評委葉宏志（（ 右三右三 ）） 等人在選舉後合影等人在選舉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昨晚舉行頒獎儀式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昨晚舉行頒獎儀式
楊冪獲最佳女演員獎楊冪獲最佳女演員獎，，影片獲雷米大獎影片獲雷米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影片

圖為中國名演員楊冪圖為中國名演員楊冪（（ 右右 ）） 昨晚昨晚
出席休斯敦國際電影節頒獎典禮出席休斯敦國際電影節頒獎典禮，，
她與霍建華主演的她與霍建華主演的 「「 逆時營救逆時營救 」」
一片一片，，獲雷米大獎獲雷米大獎------ 即休斯敦國即休斯敦國
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楊冪個人獲楊冪個人獲
得今年電影節的得今年電影節的 「「最佳女演員獎最佳女演員獎」」
。。旁為著名影星陳燁旁為著名影星陳燁。。

台灣三部影片獲金獎台灣三部影片獲金獎

台灣三部影片獲金獎後與台灣三部影片獲金獎後與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夫婦黃敏境夫婦（（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中中）） 合影合影。。他們是他們是 「「 心靈時鐘心靈時鐘」」 導演蔡銀娟導演蔡銀娟（（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
「「 海豬仔海豬仔」」 導演黄建樺導演黄建樺（（ 後排右一後排右一 ），），及及 「「 小貓巴克裡小貓巴克裡 」」 導導

演邱立偉演邱立偉（（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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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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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多次持械行劫
、曾是香港頭號通緝犯的 「賊王」
葉繼歡，惡有惡報，近年被確診患

上癌症，多次進出醫院，接受治療，至上週五凌晨1時
02分，在香港瑪麗醫院羈留病房病逝，終年55歲。據
港府透露，葉繼歡雖然被判刑三十多年，但在扣減假期
及近年在獄中表現良好後，原可於2019年第3季刑滿出
獄，惟最終不敵病魔所困，終於逝世於監獄之內。
查葉繼歡生於1961年，是廣東海豐人，17歲偷渡來港

。由於只有小三學歷，他曾做過風扇廠、電子廠及當水
電學徒，後來遇上一名舊同事，跟對方的親戚 「撈偏門
」，被香港警方反黑組逮捕，而首次入獄。出獄後，他
於1984年10月，持械行劫尖沙咀景福金行及中環置地
廸生錶行，打算變賣賊贓償還賭債；警方喬裝買家來接

贓，葉繼歡不知就裡，當場被捕，被判入獄18年，經上訴後，
減刑至16年。

不過葉繼歡可稱詭計多端。於1989年8月服刑期間，訛稱
腹痛，要求到瑪麗醫院接受檢查，到了醫院後，他在洗手間內

，以玻璃瓶作武器，指嚇看守的懲教員，奪門而去，並強
行登上一輛貨車，成功逃獄。哄動省港澳地區， 「賊王」
之名，由此產生。他匿藏兩年後，再度出山犯案，於1991
年伙同另外數人，手持AK47自動步槍及手槍，連環行劫觀
塘物華街一口氣5間珠寶金行，掠去逾千萬元金飾，其間與

警方爆發激烈槍戰。葉之後再打劫彌敦道謝瑞麟金行及大埔道
兩間金行，掠去逾700萬元金飾，再次與警槍戰，一名女途人中
流彈身亡。警方將他列為頭號通緝犯，懸紅100萬元緝捕。但一
直沒有任何線索 將他繩之歸案。

及至1996年5月，葉繼歡與兩名同黨，攜同大批槍械, 由大
陸潛逃回港，但於香港西環上岸途中，被軍裝警員截查，葉逃
走時，遭警員開槍擊中就擒，自此半身不遂，餘生需在輪椅上
度過。葉繼歡經審訊後，被判入獄30年，連同早年逃獄前的刑
期，共需服刑41年3個月，上訴後改判36年3個月。不過，他
於2009年，又以原子筆，襲擊獄中一名懲教人員，被控傷人罪
成，需加監6個月。

據了解，葉繼歡在獄中被囚期間，接受宗教教訓，成為基
督徒，並於2004年受洗。他曾親筆撰文基督教刊物《天使心》
，承認因金錢而犯下嚴重罪行，但指自己雖有做壞事，但從沒
殺人，直言綁匪更令人感到可怕， 「我不是說我做壞事情係啱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目標，好多事情都係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的，況且我亦已得到應得的懲罰」。他於2003年申請與女友
結婚，獲懲教署批准。據悉，葉妻每月來港探望他一次，遇上

假期女兒亦會到來。不過，葉妻有感近年與丈夫關係轉差，並
於2014年提出離婚；雙方於2015年初，向家事法庭呈交分居協
議，但男方事後反悔，並親自致函家事法庭，要求推翻協議。

因撰寫罪案書籍《危險人物》而與葉繼歡相識的香港律師
翁靜晶向傳媒透露，葉繼歡妻子修讀室內設計課程，正經營一
些小生意，女兒亦已大學畢業。翁形容，葉繼歡對自己犯案感
後悔，特別對錯過女兒成長時刻感到遺憾。一直探望及協助葉
繼歡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透露，大半年前曾探望對方，討論有
關爭取看中醫的司法覆核案件，當時葉未有提及患癌，對其離
世感突然。梁耀忠形容對方談吐斯文，間中會說笑話， 「如果
唔知佢背景，唔會覺得佢係大賊」。

在剛剛結束的香港36 屆金像獎的頒獎典禮上， 「樹大招風
」一片一口氣奪走5 項獎項。該片中就是以 「賊王」葉繼歡一
生充滿的傳奇人生，作為片中故事的立斡。在這之前，曾有不
少電影以此作為取材的藍本。1996年由任達華主演的電影《悍
匪》，重現葉繼歡手持AK47在旺角街頭對峙一幕；1998年電影
《驚天大賊王》及2010年電影《最危險人物》，均以葉繼歡的
生平改編。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樹大招風》，正由
任賢齊飾演 「葉國歡」一角，同樣借鏡葉繼歡的故事來作為賣
點。現今葉繼歡已魂斷獄中，但望他的生平故事，可以警戒有
犯罪意圖之人，做人要奉公守法，切勿以私心歪念而害人傷人
！

賊王終歸獄中亡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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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應更改為十四年抗戰
楊楚楓楊楚楓

中國教育部最近宣布，從2017年春季開始
，將在中小學歷史教材中，把“8 年抗日戰爭
（1937-1945）”改為“14年抗戰”，這個講法
，引起了海內外，民間各國政府的不同反響，
這是為什麼呢？作為中國歷史文學的愛好者，
有很大必要去思考，去查根問底！

首先看一下國外的反應日本“外交學者”
網站1月29日報導稱，針對中國官方的這一舉
動，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卡爾涅
耶夫，就重新劃分歷史時期的原因，做出了以
下評述。

從中國官方公佈的資料來看，中國人民政
府之所以重新解釋上世紀70年前的中國抗日戰
爭人歷史事件，是為了讓中國年輕一代，“更
好地了解歷史”次重新劃分抗戰時期，是與以
鄰近平為首的中國當代領導人對待那個時代事
件的觀點，有著直接關係。

大家均知道，見到，中國政府在每年的9月
18日，都要舉行大規模“九一八”紀念活動

中國現今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15年
9 月紀念抗戰勝利70 週年閱兵式上講話時，就
曾提到需要把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在
那之前，2015 年 8 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25次集體學習時也曾強調，中國人上上下
下，有必要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研究
和學習。

這裡先要指出，有關中日抗戰何時開始的
討論，由來已久。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把1931
年9月18日所謂的“柳條湖事變”發生後日本
軍隊佔領滿洲里作為抗戰的開端，比一直認為
的1937年7月7日的北京“盧溝橋事變”更合理
。

俄國歷史專家卡爾涅耶夫表示，然而就在
不久前持這種觀點的人還只佔少數，而大部分
歷史學家仍堅持傳統看法。更何況無論是毛澤
東，還是他的主要對手戰時國民政府領導人蔣
介石，都對八年抗戰的正確性不存疑義。主流

看法的支持者們認為，日本佔領滿洲里以及後
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只能被看成是局部抗戰
，而抗日戰爭只在盧溝橋事變後，才具有了全
國性意義。

因此，抗戰結束70年後，多少有點出人意
料地改變抗戰始端，今天無疑會引起人們的大
興興趣。專家們注意到，大約在10 - 15年前，
就開始了一場旨在提高中國戰區在二戰歷史地
位的史學運動，而通過為慶祝抗戰勝利70週年
舉辦研討會，展覽，閱兵式等的各類活動，以
及媒體發表的眾多文章，則把這場運動推向了
高潮。

把抗戰延長6年，按著國內政治邏輯，也是
為了強調中國人民所付出的犧牲和遭受災難的
規模，強調中國是所有國家中，第一個遭遇法
西斯和軍國主義力量公開侵略的國家，以及中
國嚮往都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眾所周知，8年抗戰的主力是國民黨，而中
國共產黨，在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們看來，主要
是在敵人後方打的游擊戰。

就從1931年至1937年這段歷史而言，蔣介
石奉行的是“犧牲領土爭取時間”表面上比較
被動的戰術。這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還提出
了著名的“АA”口號（意思是先要打共產黨和
各種地方軍軍閥，才展開正式的抗日戰爭）

而這時抵抗日軍的，恰好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
力量。也就是說，若能把抗戰“延長”到14年
，或許是因為可藉此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抗
戰的參加者，遠比以前認為的要求積極得多。
無論抗日戰爭是八年也好，是十四年也好，都
是中國人民浴血奮鬥的光輝歷史！中國人民為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出最多人力，物力，
財力。中國人民也是犧牲奉獻最大！作為後代
的我們這一輩，要銘記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們的
傷害。我們反對戰爭。但當軍國主義的魔鬼再
次伸向我們的國土上時，我們一定會馬上起來
，迎頭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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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四) 第 1 天 台北桃園出發 (
參考航班 BR61 TPEVIE 2340/0950+
1)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長榮航空豪華客機飛往世界音樂之
都－維也納，中歐地區饒富傳奇色彩
的哈布斯堡王朝帝國，輝煌的 建築、
迷人的音樂、經典的文學、曠世的電
影與戲劇，街頭藝人的 即興表演與藝
術創作，推薦您細細品味奧地利、捷
克與匈牙利的浪 漫風情，今晚夜宿機
上。

07/07(五) 第 2 天 維也納－薩爾
茲卡默古特湖區－薩爾茲堡 SALZ-
BURG【奧地利】

驅車沿著列名世界自然遺產的的
瓦荷河谷，亦為多瑙河岸最美麗之風
景區，遠眺矗立山丘上古堡，還可見
葡 萄園點綴於兩岸綠野平疇間。首先
沿著電影《真善美》之路來到薩爾茲
卡默古特湖區，千萬年前因冰河侵蝕
而產生的湖泊、宛如藍寶石般灑落、
群山環繞的湖區宛如仙境，拜訪湖畔
最享盛名之聖沃夫崗小鎮，因輕歌 劇
《白馬亭》而聞名於世，雖是人潮不
斷的度假勝地，卻仍保有古樸鄉村建
築，精緻小巧的商店，均令人流 連忘
返。續前往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湖畔
小鎮哈斯達特，秀麗湖面宛如玻璃般
晶瑩剔透，不時穿梭湖面的小 船，劃
破粼粼波光，散發大自然的魅力色彩
。

07/08(六) 第 3 天 薩爾茲堡-維也
納森林-維也納

中古世紀以鹽礦交易而富甲一方
的薩爾斯堡，因 1965 年推出的電影
《真善美》而聞名於世，這個集優美
街道、阿爾卑斯自然風景與音樂 文化
於一身的古都，一直是全世界遊客嚮
往之地。早餐後，前往米拉 貝爾宮花
園，精心設計的歐式庭園及雕像造景
，也是電影 『真善美』 中的拍攝場景
之一；續跨越薩爾河、漫步於老城區
，巴洛克樣式的主 教皇宮、氣勢恢宏
的大教堂，每年的音樂節就在教堂廣
場前揭開序 幕；莫札特廣場上紀念雕
像更是旅人最愛的拍攝景點、蓋特萊
德街兩 旁商家掛滿精緻的鍛鐵招牌，
瀰漫濃厚中世紀氣息，而蓋特萊德街
9 號的莫札特之家正是莫札特的出生

地； 自由漫步於薩爾河畔欣賞街頭藝
人獻藝、或瀏覽古城內各式特色商店
、找個露天咖啡座、甚或登高俯瞰古
城，薩爾斯堡的美將讓您永難忘懷。
午後，前往維也納森林是一片保持原
始風貌的天然林，森林旁倚美倫河 谷
，水清林碧，給這座古城增添了無比
的嫵媚。同時，維也納森林還對淨化
空氣起了重要作用，擁有 「城市 的肺
」的美譽。

07/09(日) 第 4 天 維也納全日深
度之旅 (熊布朗宮)-國會大廈

今日走訪維也納皇城大道的皇室
風華，品飲一杯香醇獨特的維也納 咖
啡，聆賞優雅而渾圓的古典樂章，藍
色多瑙河畔的維也納，數百 年來傳唱
永恆不朽的藝術史詩。早餐後，驅車
參觀奧國女皇瑪麗 亞．泰瑞莎極盛時
代所改建的★熊布朗皇宮，金碧輝煌
的廳房、氣勢 壯闊的庭園，除顯現雍
容華貴的榮光外，更享有 『美泉宮』
的稱 譽；後續前往-維也納國會大廈(
外面拍照)興建這座建築是為了容納
奧地利帝國議會的兩院，奧匈帝國奧
地利部分（內萊塔尼亞）的立 法機關
。今天，奧地利國會大廈是眾議院
（Nationalrat）和參議院 （Bundesrat
）的所在地。國會大廈有 100 多個房
間，其中最重要的是眾議院、參議院
和原帝國下議院。 這座建築還設有圖
書館、餐廳、酒吧和健身房。這是重
要的國家典禮場地，最引人注目的是
奧地利總統宣誓 就職儀式和每年 10
月 26 日國慶節發表國會演講。國會
有些辦公室也設在附近的愛潑斯坦宮
等處。續安排市 區遊覽活動：曾為哈
布斯堡王朝駐在地、現為總理官邸之
霍夫堡皇宮區。以聖史蒂芬大教堂為
中心之繁華大 街，擠滿了高級精品店
、露天咖啡座，把握購物或休閒時光
。

07/10(一) 第 5 天 全球校友年會-
費爾斯特皇宮晚上音樂會 19:30

於飯店內舉辦全球校友年會，並
於晚餐後至費爾斯特皇宮欣賞音樂會
。

07/11(二) 第 6 天 維也納-布達佩
斯【匈牙利】

上午前往有 「藍色多瑙河珍珠」
美譽的布達佩斯；濱臨多瑙河之布達

及佩斯雙城，遠自羅馬帝國起即已
發 跡，1873 年的雙城統合，更使今
日的布達佩斯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前
往遊覽昔日城寨之★漁人碉堡，特別
安 排登上塔頂一望市街美景，外觀
裝飾精美之馬提亞斯教堂、雕琢精細
之三位一體雕像，續步行前往歷代國
王 居所之布達皇宮。

07/12(三) 第 7 天 布達佩斯
早餐後，安排★多瑙河遊船；雙

子城布達與佩斯，隔著藍色多瑙河像
是戀人般深情對望，伴著涼風徐徐，
著 名的國會大廈、城堡山、鎖鏈橋、
伊莉莎白橋...等建築，再次展現獨特
的馬札兒風情。駐足於多瑙河畔、欣
賞新哥德式建築宏偉的◎國會大廈、
連結布達與佩斯之多瑙河上第一座橋
樑鎖鏈橋，漫步於馬札兒人聯盟英 雄
廣場、市立公園；午後前往布達佩斯
北方的藝術小鎮聖坦德，多瑙河從小
鎮旁靜靜流過，古樸的石板街 道、幽
靜的小教堂、兩旁色彩繽紛的古老房
舍，寧靜悠閒的氣息吸引許多藝術家
定居於此。

07/13(四) 第 8 天 布達佩斯-布爾
諾【捷克】

早餐後，驅車前往古摩拉維亞王
國首都－布爾諾，古蹟與現代建築兼
容並存的 布爾諾，是古摩拉維亞國首
都，也是目前捷克的第二大都市，古
色古香的城 區，處處仍瀰漫中古世紀
風情，拜訪布爾諾市區內之聖彼得與
聖保羅大教堂， 聆聽一段英雄式的傳
說；漫步於包心菜市集、自由廣場熙
來攘往的人潮，正展 現古城另類活力
。

07/14(五) 第 9 天 布爾諾-布拉格
今日前往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布拉格舊城區，漫步於布拉格，彷彿
進入時光隧道，舉目所望無一不是歷
史 悠久的建築，而充耳所聞亦皆是悠
揚樂聲；舊城廣場上令人目不暇給的
各式建築，泰恩教堂的雙塔更是廣場
上的焦點、雄偉的火藥塔、新藝術風
格的市民會館、拜訪舊市政廳，牆上
整點報時的天文古鐘最是受遊客歡 迎
，漫步老城廣場，為布拉格的優閒時
光留下最美的印記。

07/15(六) 第 10 天 布拉格
邂逅布拉格就從★布拉格古堡皇

宮開始，於九世紀即創建之布拉格古
堡區，亦是現今捷克總統府所在地，
腹 地廣大的教堂、宮殿及庭園，雖歷
經千年歲月洗禮，亦不改其原有風采
，更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拜訪昔時
王室加冕及長眠之所的★聖維特教堂
，高聳的哥德式建築、細緻的玫瑰花
窗及彩繪玻璃皆令人嘆為觀止；漫 步
於城堡區、鳥瞰舊城色彩繽紛的房舍
，宛如置身歐洲中古世紀。 來到中歐
最古老之石橋查理大橋，橋上眾多街
頭藝人當街秀才藝，沿途欣賞街頭藝
術家的繪畫作品、研究古 橋上之雕塑
藝術，讓您完全投入布拉格的人文氣
息中；續來到猶太區、猶太人集會所
、舊新猶太人教堂，為 布拉格歷史留
下另一種印記。 【特別推薦】布拉格
的米其林初體驗 ：米其林輪胎公司早
期在法國各地設有更換輪胎和保養的
服務站；西元 1900 年創刊的米其林
指南，除了標明其服務站的位置，更
順帶介紹了周遭值得拜訪的美食餐廳
，至 1926 年 起開始刊登法國優良的
餐廳名單，1931 年起設計了交叉的湯
匙和叉子的符號來標示其推薦的餐廳
，並以一至 三顆星星做為美食評鑑的
等級，只要是米其林推薦餐廳不管是
星星或叉叉都是極具水準的餐廳，鳳
凰旅遊誠 摯邀請您一同體驗。

07/16(日) 第 11 天 布拉格
安排搭乘★伏爾他瓦河遊船，蜿

蜒貫穿，恣意悠游，欣賞河岸美麗風
光。隨後 享有自由活動時間、也可步
行前往瓦次拉夫大道或小城區，文學
、藝術、音 樂、建築、古堡、街頭藝
人和美麗的傳說，成就完美的布拉格
，你永遠不會忘 記今日與布拉格的相
遇！

07/17(一) 第 12 天 布拉格－庫倫
諾夫 CESKY KRUMLOV(捷克布傑約
維採 CESKE BUDEJOVICE)

早上驅車沿秀麗景色抵達另一列
名為世界遺產之古城庫倫諾夫；中古
世 紀古堡、青石街道、紅瓦房舍散發
出濃濃的中古氣息，令人發思古之幽

情。漫步於中古世紀的玫瑰之城契斯
積庫倫諾夫，蜿蜒盤據於伏爾塔瓦 河
上游，中古世紀古堡、青石街道、滿
城的紅瓦房舍，時光彷彿凍結在 中古
世紀，沿著古城階梯漫步到山坡上的
古堡，五彩刮畫的城塔是全程 最耀眼
的地標，從城堡的橋廊鳥瞰古城，經
典的紅屋頂海就在您眼前。

07/18(二) 第 13 天 庫倫諾夫(捷克
布傑約維採)－黛絲 TELC－維也納
WIEN

早餐後，驅車前往三面湖水圍繞
的黛絲小鎮，16 世紀起之文藝復 興
、巴洛克、洛可可式……等原貌建築
，仍完整齊聚於市區廣場， 多樣的風
貌除亦列名世界文化遺產外，如童話
般的小鎮景致，更是 另遊客流連忘返
。午後續越過捷奧邊界前往前有 「世
界音樂之都」 美譽的維也納，車行於
著名之維也納環城大道，欣賞道路兩
旁國立 歌劇院、市立公園、維也納大
學、城堡劇院、感恩教堂、國會、市
政廳等繁華建築；駐足於瑪利亞泰瑞
莎廣場上，也可到皇宮花園裡 與莫札
特雕像合影。隨後亦可利用時間前往
選購施華洛世奇等奧地 利知名紀念品
，為旅程畫下美好句點。

07/19(三) 第 14 天 維也納-維也
納 機 場 ( 參 考 航 班 BR62 VIETPE
1935/1705+1)

早餐後，驅車前往維也納近郊，
具有 900 年歷史的★克羅斯特內堡修
道院，同時也是奥地利最古老也是最
大 的葡萄酒酒莊之一，特別安排於修
道院內 ★品酒。午後前往歐根親王的
貝維第爾宮，欣賞美麗的水池與法式
庭園； 續走訪百水公寓，欣賞奧地利
建築大師百水先生《自然界裡沒有直
線的理念》。隨後整理行裝，背起裝
滿回 憶的行囊前往國際機場，搭機返
回臺灣。

07/20(四) 第 15 天 抵達台北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

愉快難忘的歐洲之旅。

2017年中國文化大學全球校友年會行程更豐富
最後一波報名最後一波報名名額有限名額有限，，額滿為止額滿為止！！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天后聖母寶旦

本頭公廟慶祝天后聖母寶旦本頭公廟慶祝天后聖母寶旦，，法師帶領信眾誦經祈法師帶領信眾誦經祈
福福。。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44月月1616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林林
國雄秘書長主持國雄秘書長主持。。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44月月1616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
信徒上香祈福信徒上香祈福。。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44月月1616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
歡迎十方信徒齊聚歡迎十方信徒齊聚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44月月1616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善男信女善男信女
上香致敬上香致敬。。

本頭公廟許益明副會長本頭公廟許益明副會長、、婦女婦女
組馬太太副組長為參加天后聖組馬太太副組長為參加天后聖
母寶旦善男信女親切服務母寶旦善男信女親切服務。。

本頭公廟於本頭公廟於44月月1616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日在廟內舉行天后聖母寶旦，，信女上信女上
香祈福香祈福。。

本頭公廟慶祝天后聖母寶旦本頭公廟慶祝天后聖母寶旦，，法師帶領信眾齊聚焚香誦經祈福法師帶領信眾齊聚焚香誦經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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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

（2016—2020年）》指出，“十三五”期間

我國鋼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呈雙下降走勢，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鋼鐵去產能

目標為5000萬噸左右，行業形勢嚴峻。

“鋼鐵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原材料

產業，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在當

前背景下要以變應變、科學去產能，最終

實現企業的降本增效和行業的健康發展。”

江蘇沙鋼集團董事局主席沈文榮說。

發展環境面臨巨變，鋼企轉型勢在必行
“當前鋼鐵行業正處於‘化解產能’

和‘轉型升級’破立並舉的艱難進程中，

惟有以新應新、以變應變，才能打破原有

格局，實現去產能與轉型升級的雙重發展。”

沈文榮說。

目前我國鋼鐵行業發展的環境，與此

前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具體表現為：

第壹，當前我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

是供求雙側問題的集中體現。從需求側來

看，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外需萎縮，再

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已從高速向中高速過渡，

導致鋼鐵需求增速放緩。從供給側來看，

我國鋼鐵產品創新能力、研發能力等方面

尚無法滿足市場對高端產品的需求。

第二，中國制造業強國、創新型國家

建設迫切需要鋼鐵行業轉型升級。目前市場對鋼鐵品種、

質量和服務需求不斷升級，而我國鋼鐵行業自主創新投入

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壹定的差距，創新驅動鋼鐵行業轉型

發展勢在必行。

第三，新常態下適當發展多元產業是鋼鐵企業的戰略

選擇。現階段鋼鐵產能嚴重過剩，買方市場占主導地位，

布局多元化產業可以滿足終端需求的選擇多樣性，避免同

質化惡性競爭。從國際經驗來看，蒂森克虜伯、新日鐵、

韓國浦項等鋼鐵巨頭的非鋼產業均占有較大比重，是其發

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找準市場提前布局，鋼企也能多點開花
鋼鐵行業去產能已是大勢所趨，如何在調整陣痛間，

將劣勢化解，並轉化為轉型升級的巨大機遇呢？

沈文榮介紹說，將去產能與降成本緊密結合起來，是

鋼鐵企業提質增效的最直接手段。沙鋼積極推動負面清單

降損攻關，提升成本優勢。截至去年底，僅沙鋼集團本部

累計降本金額便高達29.4億元。同時，沙鋼在集團內部實

施鋼鐵工業4.0規劃，將節約的大量資源應用到產品質量管

控與高端新品開發中，競爭優勢不斷增強，並使沙鋼在行

業受挫時損失較小，在行業回暖中受益較大。

推動實現鋼鐵主業與非鋼產業協同藕合發展，能夠讓鋼鐵

企業“多條腿走路”。沙鋼10年前就開始學習借鑒國外知名鋼

鐵企業從事非鋼產業的經驗，特別在新能源、新材料、IDC互

聯網大數據等領域積極布局，於2016年末以最大投資者身份參

與收購了全球批發數據中心第二大供應商GLOBAL SWITCH

的股份，通過該數據中心遍布歐洲大陸、英國、亞太地區的各

項業務，在非鋼產業方面壹舉進入全球市場。

目前有不少像沙鋼壹樣的鋼鐵企業，正在化解產能與

轉型升級之間形成新聯動，促進效益和水平提升。

內蒙古二連浩特聚集“正能量”

擴容中蒙對外“新空間”

綜合報導 整個4月，位於中

國正北方的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

都在聚集“正能量”，試圖在對外

道路上作出不同以往的成績。

“口岸號”旅遊列車的正式開

通，恰成為這壹中國邊境口岸城市

最生動的註腳。

當天，由呼和浩特鐵路局與烏

蘭巴托鐵路部門合作開行的“口岸

號”旅遊列車正式運行。該趟列車

從呼和浩特出發，沿集二鐵路壹路

向北，到達二連浩特口岸。

但這只是“口岸號”旅遊列車

的國內部分，在抵達二連浩特口岸

後，眾多遊客可以通過簽證，過境

到達二連浩特口岸僅隔9公裏的蒙

古國紮門烏德口岸，感受口岸的異

域風情。

中國遊客乘火車跨境抵達紮門

烏德口岸只是官方的初步打算。呼

和浩特鐵路局消息指，未來“口岸

號”旅遊列車還將壹路向北，讓國

內遊客感受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

獨特魅力。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漫

步在邊境小城二連浩特，目之所

及不僅可看到極具異域特色的

“哥特式建築”，在當地的壹

些商場超市內，更可看到來自蒙

古國的客商經營著店面和攤位，

而在當地的高等院校壹些留學生

則在認真地學習著漢語、剪紙、

書法繪畫等。

在當地生活已有十年的李鵬遠

更是將“中蒙兩國民相親”做到了

精致，他分別在二連浩特和烏蘭巴

托開設了電商平臺“城市商店”，

讓兩國的商品有了更快捷的出口渠

道。

1956年 1月，隨著北京--烏蘭

巴托--莫斯科國際聯運列車的正式

開通，二連浩特正式建城。

當地壹些上了年紀的人回憶，

這座城被外界稱為“火車拉來的城

市”，當時只有兩條街，生活在這

裏的民眾來自四面八方，完全是

“大雜燴”。

然而，當1992年這座邊城被國

務院批準為中國13個沿邊開放城

市之壹，壹切瞬間發生了變化。

作為中國正北方的貿易集散

地，這裏最多時有20多個國家的

客商逗留，精明的浙商建起了義烏

商城和溫州國際商貿城，並學會了

蒙語，壹時傳為佳話。當地民眾認

為，那時的二連浩特，是世界商人

的天堂。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在當時

並不規範的市場環境下，二連浩特

的“中蒙空間”並沒有擴容，反而

壹度呈現萎縮。

火熱的市場轉機出現在2010年

至今的七年中，當地官方不僅舉辦

了聲勢浩大的“重走茶葉之路”活

動，還與蒙俄在跨境經濟上有了突

破。

呼和浩特鐵路局二連站最新消

息表明，近年中蒙經貿往來持續升

溫。隨著國家深化“壹帶壹路”戰

略，中蒙兩國經貿交流逐年升溫，

鐵路口岸運量持續走高。今年壹

季度，二連浩特鐵路口岸進出口

運量實現285.93萬噸，同比增長了

20%。

官方的另壹組數據事實上更能

說明問題：1956年到 1988年的 32

年間，二連浩特鐵路口岸進出口貨

物運量為3000萬噸；而僅2016年

壹年，鐵路口岸進出口貨物運量完

成983萬噸，是口岸開通前32年總

量的1/3，創口岸開通以來歷史之

最。

2017年，呼和浩特鐵路局將啟

動集二鐵路電氣化擴能改造工程，

將進壹步打通中國向北開放、連通

蒙俄、輻射歐洲的戰略通道。

與口岸的進出口貨物相對應的

是，今年前三個月，經由二連浩特

鐵路口岸出入境的中歐班列達89

列，發站主要為鄭州、長沙、蘇州

等地，去向包括德國漢堡、波蘭馬

拉舍維奇、白俄羅斯布列斯特等歐

洲國家和地區，出口商品涵蓋輕紡

產品、機器配件、通信設備等，回

程（進口）商品多為工業機械及其

配件等。

在二連浩特鐵路口岸提速對外

的情形下，二連浩特官方也加快了

“跨境旅遊合作區”的步伐。

二連浩特政府網日前刊登消息

顯示，日前中蒙雙方在二連浩特正

式簽訂了《二連浩特—紮門烏德中

蒙跨境旅遊合作區建設框架協議》，

雙方確定了跨境旅遊合作區範圍與

規模、發展目標、合作內容和權利

義務。協議約定，跨境旅遊合作區

位於二連浩特和蒙古國紮門烏德邊

境口岸相鄰兩側，總面積31.99平

方公裏。

其中，中方壹側區域包括跨境

經濟合作區、邊民互市貿易區、公

路口岸旅檢和貨檢通道、國門景

區，面積合計13.63平方公裏；蒙

方壹側區域包括紮門烏德自由經濟

區和公路口岸通道，面積合計

18.36平方公裏。

在合作區內，雙方將實現人

員、商品、交通、投資、金融等全

要素的國際自由流動。聯合開展旅

遊市場宣傳，共同完善接待體系，

聯合開發雙方周邊旅遊資源，創新

旅遊線路、產品，共同建設大交通

線路，共同建立市場監管機制，強

化旅遊行業監督。

《框架協議》的簽署對推動

雙方口岸旅遊業轉型升級，提升

口岸旅遊競爭力，共同實現邊境

旅遊通道向旅遊目的地轉變，推

進地區睦鄰友好共同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

二連浩特市長田永在接受媒體

采訪時表示，隨著國家“壹帶壹

路”的深入實施，二連浩特口岸已

成為中歐班列中線通道的唯壹出境

口岸，在解決了回程貨源組織困難

的瓶頸後，中歐班列將會以其運營

規模帶動口岸的對外貿易增長。

田永表示，下壹步二連浩特

口岸還將在中蒙跨境經濟合作區

建設引擎下，發展跨境旅遊、跨

境電商，真正“擴容”中蒙對外

新空間。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台灣四部新電影入圍第50屆休士頓國際影展

圖為休大教授王曉明夫婦圖為休大教授王曉明夫婦（（ 右二右二，，右一右一），），與本報記者秦鴻鈞與本報記者秦鴻鈞（（ 左一左一
），），梅路村博士梅路村博士（（ 左二左二 ）） 攝於休士頓影展會現場攝於休士頓影展會現場。。

圖為圖為 「「 心靈時鐘心靈時鐘 」」 電影放映電影放映
會現場會現場。。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左左
一一 ））在在 「「 海豬仔海豬仔 」」 電影放映會上電影放映會上
致詞致詞。（。（ 後左一後左一）） 為休士頓電影為休士頓電影
節主席節主席Hunter ToddHunter Todd 。。

圖為圖為 「「 海豬仔海豬仔 」」 電影導演黃建樺電影導演黃建樺（（ 左左 ）） 在電影放映在電影放映
會現場致詞會現場致詞。（。（ 右右 ）） 為英文翻譯陳逸玲為英文翻譯陳逸玲。。

圖為圖為 「「 心靈時鐘心靈時鐘 」」 電影導演電影導演，，編劇蔡銀娟編劇蔡銀娟
攝於電影放映會現場攝於電影放映會現場。。圖為蔡銀娟導演圖為蔡銀娟導演（（右右 ））回答觀眾的提回答觀眾的提 問問，（，（ 左左））

為中英文翻譯陳逸玲為中英文翻譯陳逸玲。。

（（ 左起左起 ）） 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與與 「「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 黄敏境處長夫婦黄敏境處長夫婦，，休大教授休大教授
王嘵明夫婦在休士頓影展現場合影王嘵明夫婦在休士頓影展現場合影。。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夫黃敏境處長夫
婦婦（（ 左一左一，，左二左二 ）） 與休大教授王曉與休大教授王曉
明夫婦明夫婦（（ 右一右一，，右二右二 ））攝於休士頓攝於休士頓
影展會現場影展會現場。。



On Wednesday, North Korea said it would "hit the U.S. 
first" with a nuclear weapon should there be any signs 
of U.S. strikes.
On Thursday, North Korea warned of a "merciless 
retaliatory strike" should the U.S. take any action.
"By relentlessly bringing in a number of strategic 
nuclear asset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U.S. is 
gravely threatening the peace and safety and driving 
the situation to the brink of a nuclear war," said North 
Korea's statement.
North Korea is not believed to have a deliverable long-
range nuclear weapon, according to U.S. experts, nor 
does it yet possess an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
South Korea's top diplomat said today that the U.S. 
would consult with Seoul before taking any serious 
measures. "U.S. officials, mindful of such concerns 
here, repeatedly reaffirmed that (the U.S.) will closely 
discuss with South Korea its North Korea-related 
measures,"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told a 
special parliamentary meeting. "In fact, the U.S. is 
working to reassure us that it will not, just in case that 
we might hold such concerns."
U.S. Officials Are Aware of the Risk
"Two things are coming together this weekend," said 
retired Adm. James Stavridis,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and an NBC analyst. "One is the distinct 
possibility of a sixth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s 
detonation and the other is an American carrier strike 
group, a great deal of firepower headed right at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U.S. is aware that simply preparing an attack, even 
if it will only be launched if there is an "imminent" 
North Korean action, increases the danger of provoking 
a large conflict, multiple sources told NBC News.
"It's high stakes,"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told NBC News. "We are 
trying to communicate our level of concer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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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ther country can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comes to projection of power. Should Washington 
decide to carry out a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North 
Korea, even a limited one, the immediate impac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Pyongyang. When 
considering military action,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e variables and intelligence gaps that 
inevitably complicat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Eve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dvantage in 
training, coordination and equipment, complicating 
factors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exact locations and 
dispositions of North Korean assets make complete 
mission success far from assured.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parameters of any 
operation; in this case, we are basing our assumptions 
on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s 
a limited, stealthy attack using a small number of 
specialized platforms and weapons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ormous force projection and 
deep-strike capabilities. In a surprise attack scenario, 
the primary tools for the task would be stealth aircraft 
and standoff cruise missiles launched from ships and 
submarines.

The North Koreans have a dense and interlocked air 
defense network, but the force is obsolete and largely 
incapable of adequately defending against or even 
detecting full-spectrum stealth aircraft such as the 
U.S. B-2 bomber and F-22 tactical fighter.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properties, these expensive, stealthy 
platforms would form the backbone of any anti-nuclear 
operations. Given enough tim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assemble upward of 10 B-2 bombers for a deep-
strike mission into North Korea. The shorter combat 
radius of the F-22 would limit the number of aircraft 
available for the task, necess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the fighter to regional airfields. This in turn could alert 
Pyongyang to upcoming offensive operations. Using 
airfield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operating under 
a highly restrictive oper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U.S. Air Force could probably deploy 24 F-22 
aircraft for the mission, remaining fairly confident that 
undue suspicions were not raised in the process.

This ventral perspective of a U.S. Air Force 
F-22 Raptor shows the aircraft's three internal 
weapons bays. Storing ordnance internally 
improves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nd 
reduces the F-22's radar cross section.
Each F-22 can be equipped with two 450-kilogram 
(1,000 pounds) GBU-32 JDAM bombs. The F-22 
can actually carry a larger number of small diameter 
bombs instead of the bigger GBU-32, but the nature 
of the mission calls for more explosive heft. Unlike 
the multipurpose F-22, the B-2 Spirit is a designated 
bomber and can carry a lot more explosive weight 
per plane. Each B-2 would deploy with either 16 
900-kilogram GBU-31 JDAMs or a pair of massive 
13,600-kilogram GBU-57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s to reach deep underground bunkers.
The 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 (JDAM) kit turns 
unguided bombs weighing up to 900 kilograms 
into smart munitions. An inertial guidance system 
uses GPS for targeting purposes, while a tail section 
controls flight.
In addition to the guided bombs dropped by U.S. stealth 
aircraft,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ly on large numbers 
of venerable BGM-109 Tomahawk 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s to fly in on the heels of the stealth aircraft and 
strike remaining targets. For the mission, the U.S. Navy 
(with enough time to prepare) can surreptitiously park 

two of its four Ohio-class cruise missile submarines 
off the North Korean coast. Together, these submarines 
can deploy more than 300 BGM-109 missiles. When 
combined with destroyers and cruisers from the 7th 
Fleet already in the area,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use 
more than 600 cruise missiles for the mission.
The Strike
With a force of 10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s 
and 80 900-kilogram GBU-31 JDAMs, the U.S. B-2 
bombers alone are more than enough to dismantle or 
at least severely damage North Korea's known nuclear 
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associated nuclear 
weapons storage si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2 first wave would enable 
the 24 F-22 fighters — and the wave of 600 or so cruise 
missiles sharing the skies — to focus on destroying 
North Korea's delivery vehicles. A single good hit 
from a JDAM or cruise missile is enough to knock out 
the nascent sea-based leg of North Korea's defensive 
triad. Hammering the Uiju and Changjin-up air bases, 
where North Korean H-5 bombers are based, would 
further reduce Pyongyang's most likely air delivery 
force for a nuclear weapon.
The most difficult target to eliminate when it comes 
to delivery vehicles is the missile forces. North Korea 
has a fleet of approximately 200 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s (TEL) of varying size and type sprea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so the intelligence picture would 
have to be very accurate. With enough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s more than enough 
firepower in a single strike to severely reduce North 
Korea's TEL inventory.
Complications
In a world of perfect intellige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tools to dismantl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along with associated components, in a 
single, massive surprise strike.
There are two huge unknowns, however, that prevent 
a tru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likelihood of a strike. 
First, we simply do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or 
precise picture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number of weapons 
and delivery vehicles — we do not know for sure 
where they are located or how well they are protected. 

Second, we have no way of knowing just how good 
the U.S. intelligence picture really is when it comes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Predicting the 
likelihood of a U.S. strike is difficult to do when the 
decision to carry out an attack would depend heavily 
on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in 
its intelligence.

Even with a severely restricted intelligence picture, 
we can still make some pertinent observations. 
Most significant is that, unlike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the North Koreans in this evaluation are 
already known to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or at least 
weaponized devices. The destruction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infrastructure is hardly enough to remove the 
deterrent. Therefore,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reasonably certain of its ability to destroy the nuclear 
infrastructure in a single strike, it would require an 
extremely accurate intelligence picture — far beyond 
what is likely — for Washington to be reasonably 
certain of having hit and destroyed all available 
weapons and delivery vehicles. The longer the North 
Korean program evolves, the more this becomes a 
reality. Realistically, absent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or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Nor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re already at a point where 
they cannot guarantee the complete removal of the 
threat of a North Korean nuclear attack. (Courtesy 
https://www.stratfor.com/analysis) 

An airman inspects a JDAM being loaded onto 
an F-22 Raptor.

A B-2 Spirit from the 509th Bomb Wing at 
Whiteman Air Force Base, Mo., is part of a 
continuous U.S. bomber presen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U.S. is prepared to launch a preemptive strike with 
conventional weapons against North Korea should 
officials become convinced that North Korea is about 
to follow through with a nuclear weapons test, multiple 
senior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old NBC News.
North Korea has warned that a "big event" is near, and 
U.S. officials say signs point to a nuclear test that could 
come as early as this weekend.
The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old NBC News that the U.S. 
has positioned two destroyers capable of shooting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in the region, one just 300 
miles from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site.
American heavy bombers are also positioned in Guam 
to attack North Koreashould it be necessary, and earlier 
this week, the Pentagon announced that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was being diverted 
to the area.
The U.S. strike could include missiles and bombs, 
cyber and special operations on the ground.
The danger of such an attack by the U.S. is that it 
could provoke the volatile and unpredictable North 
Korean regime to launch its own blistering attack on 
its southern neighbor.
"The leadership in North Korea has shown absolutely 
no sign or interest in diplomacy or dialogue with 
any of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is issue," Victor 
Cha, the Korea Chai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NBC News Thursday.

U.S. May Launch Strike If North
Korea Reaches For “Nuclear Trigger”

existence of many military options to dissuade the 
North first."
"It's a feat that we've never achieved before but there is 
a new sense of resolve here," the official said, referring 
to the White House.
The threat of a preemptive strike comes on the same 
day the U.S. announced the use of its MOAB — or 
Mother of All Bombs — in Afghanistan, attacking 
underground facilities, and on the heels of U.S. missile 
strikes on a Syrian airbase last week, a strike that 
took place while President Trump was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Multiple government officials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say President Trump has talked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twice about North Korea since their 
Florida summit.
China has since sent its top nuclear negotiators to 
Pyongyang to communicate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to the North, officials say. On Wednesday, President 
Xi called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to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Moscow has weighed in as well: "We are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Washington's plans regarding North 
Korea, considering hints about the unilateral use of a 
military scenario" the Putin government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issued on Tuesday.

Hundreds of flag-bearing soldiers salute as 
they stand next to their weapons. 
South Korea Must Sign Of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emptive U.S. plans, 
according to multiple U.S. officials, depends centrally 
on consent of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he 
sources stress that Seoul has got to be persuaded that 
action is worth the risk, as there is universal concern 
that any military move might provoke a North Korean 
attack, even a conventional attack across the DMZ.
Tensions have escalat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this Saturday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nation's founder — Kim il-Sung, grandfather of the 
current leader, Kim Jong-un. At the highest level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S., sources told NBC News, 

there are fears North Korea could mark the "Day of 
the Sun" by testing a nuclear device.
"North Korea in the past has used these major 
national holidays to celebrate the strengths of the 
regime and to reinforce 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their 
independence," says Cha.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as reported with "moderate confidence" 
that North Korea is preparing for its sixth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though the U.S. is also in the dark 
regarding the specific tim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mboldened by their 
punishing strike on Syria, and by a successful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hopes that the Chinese will 
use their considerable leverage to dissuade Kim Jong 
UN and his government from moving ahead with 
their nuclear program.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he thinks Xi "wants to 
help us with North Korea," He credited China during 

Thursday's White 
House news 
conference with Xi 
with taking a "big 
step" by turning 
back boats of coal 
that North Korea 
sells to China.
"I think that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getting trying to 
get the Chinese to 
do," said Cha. "[It] 
would impose real 
pain and force real 

choices on North 
Korea — whether the costs are worth it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is program if they no longer have 
any suste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coal ships, the Chinese made an 
important gesture at the UN Thursday: A surprising 
abstention on 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ondemning a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ttack. 
China didn't stand with the Russians on Syria, as it 
has in the past.
The president also made clear that if the Chinese 
were unable to defuse the situation, the U.S. would 
go to alone. On Thursday, he tweeted: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that China will properly deal with North 
Korea. If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the U.S., and its 
allies will!" (Courtesy www.nbcnews.com/news/
world)

North Korea has publicly displayed its nuclear 
arsenal.

North Korean Nuclear Facility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tired Adm. James Stavridis,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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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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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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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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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