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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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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堅醫師糖城診所
地址﹕3524 Hwy 6 South ,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大華超市旁）﹐電話﹕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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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政府正擴
大對中國科技巨頭華為是否違反美國
對古巴﹑伊朗﹑蘇丹和敘利亞的出口管
制措施的調查﹒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美國財政部外國資
產管理辦公室去年12月向華為位於美
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總部寄送了一張
傳票﹒該辦公室負責監督數個美國制
裁項目的實施﹒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
曾於去年夏季向華為發送了傳票﹒美
國商務部負責執行美國政府的制裁措

施﹐同時還監督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
盡管美國財政部的傳票並不意味華為
有任何過失﹐也不意味華為被刑事調
查﹐但調查的擴大使華為處於一個尷尬
境地﹒川普政府一直給中國施壓﹐要求
中國采取行動減少對美貿易順差﹒而
此前﹐華為在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中興
3月份承認違反了美國制裁措施並被處
於11.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
目前還不清楚美國財政部為什麽對華
為進行調查﹒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華為

有可能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和敘利亞等
國家實施的大規模出口限制﹒
華為並沒有就被調查一事具體做出回
應﹐但在一份聲明中說﹐公司遵守了國
際條約和所在地的相關法律法規﹒
華為在中國扮演重要戰略角色﹐經常參
與中國在海外新興市場比如拉美和非
洲的貿易投資談判﹒華為在研發方面
投入巨大﹐在中國產業政策制定中也扮
演關鍵角色﹒

KVVV

《《傳說傳說》》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 中國指環王之稱中國指環王之稱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劇情介紹﹕《傳說》是一部描述上古時期華夏文明浪漫列傳的大型
神話電視連續劇﹐主要講的是盤古開天後﹐人間部落因爭鬥產生瘟
疫﹐為尋求戰勝瘟疫的辦法﹐玉帝之妹花神和炎帝經歷千難萬險﹐
遠走五岳天池﹐尋求凈土真水﹐最終用天庭的種子讓鮮花開滿人
間﹑解救蒼生的故事﹒全劇融合了中華民族的上古傳說﹐比如“女
媧補天”﹑“后羿射日”等神話融為一體﹒同時加入了大量電腦特
技﹐有中國版《指環王》之稱﹒

播出時間﹕每周五晚間8時半至9時半首播﹐每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VOA】對美國總統川普對大企業和個人減稅
計劃的預期促使華爾街星期二創下新高﹐亞洲
市場也隨之飆升﹒
川普將要求大幅度降低美國公司稅率﹐目前美
國的公司稅是全球工業化國家中最高的﹒
川普星期三計劃公布其稅收計劃﹒他的助手
說﹐川普將要求國會將目前35％的稅率降低至
15％﹒這是他去年總統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說﹐美國吸引新商家的競爭
力不敵其他國家﹐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公司稅
率﹒
美國議員多年來一直誓言要進行大規模稅收
改革﹐但是面對取消公司和個人的一些稅收減
免而同時增加其它方面稅收的難題﹐努力沒有
成功﹒
川普的稅收計劃可能會在國會面臨數月的聽
證和辯論﹐國會的共和黨議員對應該如何改革
謎團一般的美國稅法各有想法﹒一些議員表
示擔憂﹐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來提高政府收
入﹐特朗普的大幅減稅計劃將會導致美國近20

萬億美元長期債務的進一步增長﹒
美國財政部長姆欽周一表示﹐稅收改革將隨著
經濟增長帶來的總稅收增加﹐不會造成虧空﹒
姆欽還要求簡化稅收﹐表示美國的改革理想是
讓納稅人能用“大明信片”大小的表格報稅﹒
但是經濟學家幾乎都不支持減稅計劃會收支
相抵的說法﹒
全球最大的美國經濟體去年小幅增長1.6個百
分點﹐川普希望能夠提高到3％﹒美國自2005
年以來從未實現過這樣的增長率﹒
稅務專家說﹐美國企業 35％的稅率是全球 35
個工業化國家中最高的﹐不過美國公司很少交
大額稅款﹐因為他們從收入中扣除各種運營費
用﹐一些盈利的公司甚至分文不交聯邦稅﹒
如果35%的聯邦稅加上州的平均稅率﹐總稅率
可達38.9％﹐這在華盛頓的稅務基金組織所做
的調查中﹐排在全球188個國家的第三位﹐只低
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55％和美屬波多黎各
的39％﹒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一名消費者在上海的電子產品市場體驗華為手機﹒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川普減稅計劃刺激股市飆升創新高川普減稅計劃刺激股市飆升創新高

美國將擴大對華為的調查美國將擴大對華為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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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27日中午召開董事會議
，會上討論例行會務議程，也討論通過許多提案，包括路牌設置細節規劃、活動贊助經費、
治安巡邏服務、社區美化建設等議題，並針對商業經費作討論。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議，討論議題流程包括目前董事會帳務說明、更新回報區內商
業經貿、治安維護等章程。這次主要討論提案依然鎖定在討論路牌設置細節規劃、活動贊助
經費，以及與西南區的夜間治安巡邏服務和社區美化建設的細節討論。

會議上，針對路牌設置細節有許多不同聲音，因此，董事會決定將於5月時再做進一步
定案。其他，針對治安巡邏服務的項目，大家也積極討論雇用的警力和巡邏人員在夜間的執
行力度與花費開銷。

大家針對國際區的會務交換意見， S.E.A.L. Security也到場參與會議，希望能協助提升
社區治安。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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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周四)舉行。

國際區4月董事會議 關注路牌設置和治安巡邏服務

（Sissi／休士頓報導）時光飛逝，這周已
是四月的最後一個周末，希望讀者朋友們都度
過了美好的一周。迎接周末到來，這周活動有
自行車騎行、佛里達節、家庭日、Traders Vil-
lage漫展及休斯頓古建築之旅，豐富多彩，趁著
假日全家人到處走走逛逛吧。
1. 自行車騎行(Critical Mass Friday)

Critical Mass Houston於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
五都會舉辦盛大的自行車騎行活動，希望借助這
個方式呼籲更多的人對環保的重視。每個月的騎
行路線都不盡相同，參與者需自備自行車，提前
半小時在國家歷史地（Market Square Park）集合
。

時間：4月28日(星期五)7:00 p.m.
地 址 ： Market Square Park,301 Milam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免費

2. 佛里達節(Outdoor Frida Festival)
佛里達(Frida Kahlo)是墨西哥最受歡迎的現代

女畫家之一，她一生受盡病痛折磨，畫作以自畫
像為主，風格敏銳強烈，充滿濃烈的墨西哥傳統
文化要素。這周末的佛里達節將舉辦藝術市場和
畫展，共慶這位受人尊敬的女畫家。

時間：4 月 28 日(星期五)5:00 p.m.- 10:00 p.
m.

4月29日(星期六)5:00 p.m.- 10:00 p.m.
地址：Navigation Esplanade，2600 Navigation

Boulevard，Houston, TX 77003
票價：免費

3. 家庭日(Funomenal Family Festival)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將於這周六舉

辦第五屆年度Funomenal家庭日。屆時除了有現
場DJ炒熱氣氛，優秀音樂家帶來精彩歌舞，還有
寶貝奧林匹克賽、泡沫派對及動漫人物見面會等
。帶上全家一起出發吧！

時間：4月29日(星期六)1:00 p.m.- 6:00 p.m.
地址：1500 McKinney St,Houston, TX 77010
票價：免費

4. 第 二 屆 Traders Village 漫 展 (Traders Village
Houston Comicon)

喜歡動漫的朋友福利來啦。這周末 Traders
Village將舉辦第二屆休斯頓漫展，屆時將有各類
漫畫書和科幻作品出售，店家也會裝扮成動漫中
的人物，帶你進入神秘的二次元世界。

時間：4月29日(星期六)10:00 a.m.- 5:00 p.m.
4月30日(星期天)10:00 a.m.- 5:00 p.m.
地址：7979 N. Eldridge Rd., Houston, Texas

77041
票價：免費
停車：$4
溫馨提示：寵物不可入內。

5. 休斯頓古建築之旅(Preservation Houston’ s
Good Brick Tour)

對建築感興趣的朋友看過來！這周末將舉辦
的休斯頓古建築之旅將帶你探索那些休斯頓少為
人知卻富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古建築。其中包括那
些榮獲多獎但並未對公共開放的建築。線路眾多
，感興趣的朋友請查閱官網進行選擇。

時間：4 月 29 日(星期六)12:00 p.m.- 5:00 p.
m.

4月30日(星期天)12:00 p.m.- 5:00 p.m.
地址：多個地址，詳情請看官網
票價：$25
官 網 ： http://www.preservationhouston.org/

goodbricktour/

迎周末 騎自行車逛漫展看古蹟不無聊
圖圖：：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討論各項政策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佛里達節佛里達節。。((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自行車騎行活動自行車騎行活動。。((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家庭日家庭日。。((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本報訊）為讓世界體驗台灣文化之美，由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遴選 「當代樂坊」將代表臺灣遠赴北美12個城市巡迴表演13
場次，本年台灣傳統週以 「從故鄉的心弦響起」為主題，5月26
日晚上 7 時將於奧克拉荷馬 Edmond 市 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
homa（UCO）大學 Constitution Hall 禮演出，並由奧克拉荷馬台
灣同鄉會負責承辦，台灣傳統週屬於美國五月 「亞裔傳統月」活
動的一環，發展至今已成為北美地區僑社的年度盛事，希望藉此
讓僑胞和國外友人，看到台灣的好與熱情和分享台灣的音樂、心
靈的感動，承傳並宣揚優質的臺灣傳統、藝術和文化。 「當代樂
坊」此次演出內容包括： 「臺灣傳統樂曲」、 「臺灣經典歌謠」
、 「美國民歌與經典樂曲」及 「樂器獨奏曲」，曲目包含布袋幻

想序曲、望春風、小城故事、夜來香等懷念流行金曲、哦！蘇珊
娜、老鄉親、真善美編寫而成美國民謠組曲和莫札特小夜曲等世
界經典樂曲。為使本次演出更加豐富多元，訪團特別結合知名紙
雕以及樹皮編織民俗藝師共同展演，展現臺灣民俗藝術，並於現
場展示作品及互動教學，讓海外僑胞及外國友人能在欣賞傳統音
樂外亦感受民俗技藝的精湛展演。本次演出正好在端午佳節前的
週末，傳統週活動將進入最高潮，屆時歡迎僑界人士邀請您的親
朋好友踴躍前來共襄盛舉。活動免費入場！

活動地點：UCO Nigh Center Constitution Hall, ( 100 N. Uni-
versity Drive, Edmond, OK)

活動時間：5月26日晚上6:30開始。

美南地區台灣傳統週訪團--從故鄉的心弦響起
僑委會派團5/26奧克拉荷馬精采登場

6:30 PM
Taiwanese folk art

demonstrations
7:00 PM

Fifteen traditional
Taiwanese instruments’
musical performances

This performance
event is open and
free to the public

UCO - Constitution Hall
100 N. Univeristy Drive

Edmond, OK

Friday May 26, 2017

免費入場

（本報訊）時間： 2017 年 5 月 2 日星
期二；下午5:30 — 9:00

地點：珍寶樓海鮮餐廳 11215 百利大
道 D-01，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77072，電
話 281-988-8898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TX
77072, Tel 281-988-8898)

2017 年海域技術會議（OTC）將於 5
月1日至4日在休士頓舉行。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英文簡稱CAPA）藉此機會為來自中
國大陸和臺灣的與會代表團、協會贊助商
舉辦一個招待晚宴。歡迎 CAPA 所有的贊
助者、會員和朋友們踴躍出席，與來自海
內外各地的客人們一起共享一個輕鬆愉快

的夜晚。
招待會晚宴的程序如下：

5:30-6:20 pm：簽到和社交時段（備有
點心和飲料）

6:20-6:30 pm：致開幕辭和會場安全簡
介（副會長－張世曉主持）

6:30-7:00 pm：
致歡迎辭
CAPA主要活動的介紹
介紹各代表團的領導和團員（會長－

陳家傑博士和理事會主席－馬龍博士主持)
7:00-9:00 pm：晚餐
7:30-8:00 pm：答謝贊助者
9:00 pm：散會

費用：4 月 30 日之前在 CAPA 網站 http://
www.capaus.org上預先登記註冊，CAPA會
員$30, 非CAPA會員$40

現場登記參加晚宴，CAPA會員$40, 非
CAPA會員$50

請注意：有關 CAPA 會員的年費；正
式會員為$35，學生會員為$10。一旦成為
CAPA會員，就可以立刻開始享用在這一年
中參加所有 CAPA 活動登記註冊費用的折
扣。如有疑問，請上 capafinanceusa@gmail.
com網站與我們聯繫。

我們衷心期待能在晚宴上見到您。
CAPA2017年度會長陳家傑博士和理事會主
席馬龍博士敬邀

2017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CAPA）
海域技術會議（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簡稱OTC）招待會

（本報訊）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
專題講座。美國老年人經濟壓力越來
越大，醫療保健和基本開支不斷上升
。老人的退休金越來越少，社會保障
金的退休收入不足。此外，信用卡，

債務，信用報告的錯誤，身份盜竊等
，也可以迅速搞垮了美國老人幾十年
精心打造的信用評分。我們邀請到國
泰銀行的專業人士為大家講解年長者
如何保護好自己的財務。通過講座可

以使大家懂得保護好自己財務的重要
性，並了解相關的保護財務知識。這
是一個難逢的機會。歡迎僑社各界人
士踴躍參加。免費入場並備有茶點招
待 。 有 興 趣 者 請 電 關 毓 駿

713-818-2818 或 關 紫 紅
832-287-8885登記以便統計人數。

講座主題:年長者如何保護好自己
的財務

日 期 ： Saturday, 5 /6/2017( 星 期

六)
時間： 2:00 p.m.(備有茶點招待,)
地點：僑教中心 203 室（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將於5/6在僑教中心
舉辦"年長者如何保護好自己的財務"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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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本周末，適合
民眾參加的活動不少，在休士頓西北區的
伍德蘭市，星期六 (4 月 29 日 ) 將有第二屆
Thowdown 德州漢堡和音樂節，這個活動在
城市綠地公園 (Town Green Park) 舉行，現
場將有音樂、各式漢堡、兒童遊樂區、趣味
活動、購物、名人評選、美食餐車、以及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由安心理
財公司所舉辦的免費知識講座，在上周末推
出，受到許多民眾熱烈的反應，許多讀者因
為時間因素無法參加而頗有遺憾，為照顧更
多民眾，安心理財公司將擴大講座的規模，
於本周日，4 月 30 日晚間七點再舉行一場。

上周末的講座內容，都是與民眾生活息
息相關的，安心理財講師把如何在稅務方面
省錢、保險的運行原理等做了深入淺出的介
紹，讓民眾知道，自己所投入的資金是否值
得、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省稅。很多民眾都表
示，講座的內容是以前所不知道的，受益頗
多。

其實，美國政府在稅務上，有給民眾很
多的好處，但是，大部分華人因為不知道、
不了解這些優惠，所以白白浪費了許多機
會。例如，如何通過不同的 IRS Tax Code，
做到最有效、最大利益的省稅。講師為參與
民眾介紹不同的 IRS Tax Code，如何運用、

周末適合全家的活動 美食音樂大自然 舒暢身心
湯姆•佩蒂與傷心人搖滾樂隊 40 周年紀念巡演

漢堡大賽，輕鬆
娛樂為其特色，
歡迎民眾攜家偕
友參加活動，享
受愉快的時光。
門 票：$ 10.00 
( 包 括 4 個 漢 堡
樣 本 )。13 歲 以
下小孩免費。地
址 在 2099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

週 六 晚 間
七 點 半， 在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將 有 湯 姆• 佩 蒂（Tom Petty）
與 美 國 老 牌 搖 滾 樂 隊 傷 心 人 合 唱 團 (the 
Heartbreakers) 與喬•沃爾什（Joe Walsh）的
演出。從 70 年代以來，湯姆•佩蒂和他樂
隊始終是美國獨具特色的搖滾樂隊之一，受
到許多樂迷的喜愛，他們特殊的風格，在歌

以及這些方式的利與弊。
同時，還介紹了退休的三大難題，包括 : 

401k、IRA、基金能否保證只升不跌？存銀
行能否漲得比通貨膨脹快？ 401k、IRA、基
金、銀行能否保證只要活著，不管能活到多
少歲，都一定有錢拿？

對於人生所要面臨的四大難題生老病
死，講師也有所著墨，談到每個階段都有不
同的關注核心，要如何通過正確的理財方
式，一一化解大家所面臨的這些難題？

生——高利息、只升不降、助學金、免
稅免債、免官司。

老——誰來養你，如何保證一輩子有錢
花？

病——救命錢、輪椅錢、養病錢、事故
護理錢，怎麼準備？

死——如何規劃遺囑、遺產稅，做一個
有愛、有責任心的人。

講座並且提到基金、固定利息、保本鎖
利的不同運作，以及保本鎖利的運作原理。
同時詳細介紹了為何年金可以保證客戶的終
身收入。

安心理財推出系列講座，主要是希望給

壇有相當高的評價。喬•沃爾什則是老鷹樂
團的成員之一，他是其中的吉他手、主唱、
與鍵盤手。1998 年，老鷹樂團被迎入搖滾名
人堂，獲得許多樂迷的支持，這次將是他們
四十週年紀念的巡迴演出。門票請洽 : 281 
364-3010。

星期日 (4 月 30 日 ) 傍晚五點半到七點
半，在伍德蘭市 Northshore Park 將有免費鋼
琴音樂會現場演出，表演者為 Russel Boyd，
由 The Woodlands Township Recreation 
Center 主辦。這個活動呈現的是美國生活
中 讓 人 輕 鬆 開 懷 的 一 面， 結 合 音 樂 與 歡
樂，舒暢於大自然公園中，讓民眾闔家同
樂。這個公園鄰近伍德蘭湖，視野頗佳，
民眾可以帶著毯子、美食野餐、以及草坪
椅，一同享受現場的鋼琴旋律。地址 : 2505 
Lake Woodland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1。

星期日晚間，The Woodlands Symphony 
Orchestra 為對伍德蘭市的音樂家、作曲家、
和藝術家表示敬意而展現 HomeGrown 音樂

民眾傳播一個正確的理念知識，剔除大家以
往對理財的偏見、和一些錯誤的認知與訊
息。也希望民眾能提供建議，告訴安心理財
團隊，自己更想了解的理財省稅問題有哪
些，幫助安心理財提供華人社區更好的服
務。希望通過一起的努力，可以為華裔新老
移民在美國創業、安家的過程中，創造一個
更好的未來規劃。

由於前兩次講座，觀眾反應極佳，為了
照顧更多的民眾，安心理財在本週日 4/30
將舉辦一次規模更大的講座，講座內容包括
來美遊學計劃、房地產投資計劃、石油投資
計劃、以及省稅退休計劃等。

講座不收取任何費用，歡迎讀者踴躍
報 名 參 加， 講 座 時 間 是 4/30 週 日 晚 上 7
點。座位有限，請事先預約，先訂先得，
額 滿 為 止。 地 點 在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地 址 是 2930 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 TX 77042( 靠 近 8 号
公路和 Westheimer 交界處，在 Tokoyo One 
Restaurant 後 面 )。 詳 細 信 息 請 諮 詢 霓 娜
Nina，聯繫電話：832-268-6688。Wechat：
nina981818。

會。在藝術
總監 Darryl 
Darryl 指導
下，當晚將有
原創作品演
出、受歡迎
的古典樂曲、
獨奏、現場
表演藝術、
視頻 / 多媒體
強化等多樣
的呈現 。演
出地點在 The 
Woodlands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地址是 2200 Lake 
Woodlands Drive, The Woodlands。門
票可在網上購買，成人票 $ 20，學生
和老年人 10 美元。詳情可瀏覽 www.
woodlandssymphony.org 或 www.facebook.
com/woodlandssymphony。

週 六 晚 間 在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將有湯姆•佩蒂
（Tom Petty）與美國老牌搖滾樂隊
傷心人合唱團 (the Heartbreakers)
與喬•沃爾什（Joe Walsh）的演出。

星期日在伍德蘭市 Northshore Park 有免費鋼琴音
樂會現場演出，公園鄰近伍德蘭湖，視野頗佳。

The Woodlands Symphony Orchestra 週
日晚舉行 HomeGrown 音樂會。

安心理財舉辦免費知識講座 民眾受益頗豐
本周日擴大舉辦 涵蓋遊學投資省稅及退休

為銀髮族長者解決行的
問題 Family Tree

提供可靠的接送管道
【本報訊】銀髮族長者年紀大了，開車不
安全，有些長者因為獨居、或是子孫白天
上班忙碌，想要外出，卻沒有合適的交通
工具。由 Family Tree 家庭樹與 Uber 合作，
推出 RideWithFamilyTree™服務，共同為
休士頓地區的銀髮族長者提供安心的交通
服務，幫助老年民眾解決行的困擾。

老年人一般不習慣使用智慧型手機、
以及上面的行動軟體。在這個服務中，民
眾只需要用普通電話，打到家庭樹的服務
台，服務人員將會幫這些民眾們連絡妥當，
並且協助如何管理、和支付接送活動所產
生的費用。

這項創新服務，將為休士頓的老年人
提供安全的交通服務，為老年人的交通工
具建立更多可能性，提供點到點的服務，
方便他們進行醫療之約、餐會、購物、或
是任何郊遊活動等，完全不需要使用智
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讓老年人更方
便的使用交通工具。詳情請洽詢 1 (800) 

337-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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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山學
術研究會邀請台灣孫文學校校長張亞
中於本周四在休士頓Clarion Inn 會議
室舉辦一場發人深省的演講 ，釐清很
多似是而非的觀念，與會觀眾多為國
民黨員，以及部份來自中國大陸的媒
體與政治精英。

張亞中校長一開場即指出： 我們
討論這些政治問題， 「立場不必中立
，態度必須客觀」。如此才能以認真
的態度討論問題，並非要清算，鬥爭
！

作為政治學者，張亞中校長以宏
觀的眼光來審視兩岸---- 兩岸從
1949 年至今天這一刻，其實兩岸的政
治分歧並未解決。兩岸是否真的和諧
？兩岸是否還是敵對狀態？其間歷經
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以及李登輝時
代的
「九二共識」，1992 年台北 「海基

會」 寫信給 「海協會 」 追求對話，

才有了台灣主張的 「一中各表 」，一
個中國，內涵各自表述。 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謀求國家統一。而北京是 「
一中不表 」，當有一天我們進行政治
對話。真正的 「九二共識」，是馬英
九 時 代 的 「 一 中 各 表 」 ，
（1992-2017 ）。

張校長也提到了 「身為台灣人的
悲哀」--- 從1994 年的幾件大事：

（ 一） 傳統 「中國國民黨 」 不
容許討論團結。

（ 二） 從台胞在千島湖遭受殺害
，到進聯合國，北京對台北打壓，出
來塑造一個 「打壓 」 的實體。

（ 三） 李登輝利用兩岸之間的
矛盾性。

（ 四） 「一個中國」 ，從1994
年台北說法 「兩岸在歷史，地理，血
緣，文化」上的根源。

張校長說： 從1999 年的 「兩國
論 」 到2000 年陳水扁上台，國民黨

暫時退出舞台。
2008 年 ， 馬 英
九上台，國民黨
「浴火重生 」

。但國民黨也受
到很多指責。如
「二二八」 民

進黨把它說成是
「外省人欺負

台灣人」，還有
「白色恐怖 」

，變成國民黨的
「原罪 」。民

進黨的策略：把
蔣介石喊成元兇
。造成國民黨不
敢談自己的歷史
，包括三民主義
，歷史文化。另
一方面，兩岸關
係，馬英九主張
的 「一中各表
」 ，創造和平
現狀，如外交休
兵，軍事自制，
「九二共識」

大交流。北京不接受 「一中各表」
繼續交流。北京制定 「統一中國 」
大原則-- 「經濟決定論」，讓台
灣對大陸保持依賴， 「愈多交流，
台灣與大陸愈分不開 」。張校長指
出： 但兩岸之間敵意沒有化解，而
「政治對話」，也只及不統，不獨

，只經不改國民黨這幾年失去自己
的話語權，國民黨只搞 「經濟交流
」，但政治上停頓，軍事上對峙。
2014 年 「太陽花 」 運動，將國民
黨 「親中賣台」汚名化，國民黨這
八年來沒有想辦法解決兩岸的敵對
狀態。 「一中各表 」 不能解決敵
對狀態。其中的 「盲點 」，如北京
的邦交國173 國，台北僅21 國，國
民黨沒有辦法打破兩岸政治僵局，
政治敵意，而如此民進黨最喜歡，
造成2014 年太陽花運動及國民黨的
敗選。

張校長表示： 「兩岸經貿交流
」 不能改變大陸對台態度。對內，國
民黨沒有解決 「親中賣台 」的政治
難題。北京的 「底牌 」 是一國兩制
。而自1949 年至今，兩岸應是何關係
？父子關係，兄弟關係，不統不獨。
張校長認為： 台灣對大陸 「敵對
」 狀態，對台灣不好，因此，洪秀
柱提出 「一中同表」，兩岸共同表述
。

張校長認為：兩岸應是 「分治
不分裂 」 「兩岸兄弟一家親」 的兩
岸兄弟關係。這與香港與北京的 「分
治」， 「父子關係」， 「主從關係
」不同，這即是在中國土地上有兩個
政府，大家如何追求統一。

張校長說： 「統一 」的概念，
不是盲目追求統一，而是為了更美好
的生活。洪秀柱的 「一中同表 」，
即深化九二共識，兩岸和平發展，兩
岸關係分治不分裂，應在 「中華民國
憲法」基礎上，升化 「九二共識」。

張校長說： 「一中各表」 無法
為國民黨創造更好的未來，反而被民
進黨利用，不要以為國民黨還會拿回
政權，國民黨在種種嘲笑下，失去自
己的理想性，而去年成立的 「孫文學

校」 是幫國民黨找理念，找論述。
因此，張亞中校長說： 「孫文學

校」 的未來是：
（ 一 ） 生根中華文化。
（ 二） 孫文思想： 民族，民權

，民生，而民進黨用 「多元文化 」
來解構你。

（ 三 ） 兩岸和平。（ 在過程中
，有方法，有主張，有步驟）。

「孫文學校 」 的政治目標是：
（一） 拿回政權。
（ 二）簽和平協議。
（ 三 ）共同探討兩岸共求之道路

。
張校長說： 「孫文學校 」 與國

民黨不可分，是體制內的 「體制外」
。所有孫文信徒為其建構基礎，並拉
攏所有非黨員所認可思想堡壘。他們
在台灣共有七個分院，未來將發展至
21 個分院，包括文化，經濟學院，文
傳、歷史、道教學院，將來還有馬來
西亞，DC 分院，孫文學校分院。

張校長也提到民進黨主張：（
一 ）民主政治 （ 二 ） 分離主義：
台獨本質， 「台獨 」 已變成他的原
則，再加上他們贏太多，愈來愈走向
「台獨」 的不歸路。（ 三 ） 裂解國

民黨，抄國民黨的家，抄國民黨黨產
，並用 「轉型正義 」把國民黨鬥臭
。

張校長最後表示： 國民黨應更堅
定自己的價值和信仰。而非像 「民進
黨」 把 「政治戰略」 建立在非法暴
力上。但，我們有沒有建立自己的論
述？ 「國民黨 」 它是有理念的政黨
， 「黨」的發展策略，我們不要對
「國民黨」 放棄，我們要勇敢的把

正確的聲音講出來。
當天出席演講會的休大教授王曉

明表示：目前台灣學者，沒有聲音，
「士大夫無恥，謂之國恥」。 「教

育 」是一個國家的根本。 「孫文學
院」 展現了 「吾心信其可成，則移
山倒海之難，無不可克服」。目前台
灣是國民黨沒有論述權。國父說： 「
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
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來自中國大陸的休大教授李堅強
表示： 他 1987 年來美留學，當時中
國大陸買不到一本 「孫中山傳」，大
家對中國要有信心，國民黨自己要有
信心。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4 月 26 日在休巿演講
談國民黨如何敗？如何起？兩岸如何化解敵意，共建和平，振興中華

圖為圖為 「「 孫文學校孫文學校」」 總校長張亞中總校長張亞中（（ 中中 ）） 與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與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左左 ），），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會長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會長唐心琴（（ 右右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孫文學校孫文學校 」」 總校長張亞中本周三在休巿演講總校長張亞中本周三在休巿演講
「「 國民黨如何敗國民黨如何敗？？如何起如何起？？」」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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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工商

親愛的校友：
您好！校友總會為凝聚華岡人感情，每年

舉辦全球校友年會，邀請全球各地校友共襄盛
舉，迄今已舉辦七次年會，並受到廣大校友的
支持與肯定。2017 年全球校友年會由校友總會
主辦，並委由鳳凰旅行社規畫行程，即將在今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於世界音樂之都－維
也納舉行，我們將前往奧地利、捷克、匈牙利
三個國家，行程包含許多熱門觀光景點，如熊
布朗皇宮、莫札特出生地：薩爾茲堡…等，詳
細行程說明請您參閱附檔《2017 年全球校友年
會簡介》。我們極力邀請您、熱切期盼您，與
我們一同前往維也納，共享這個專屬於您、我
的華岡人盛大歡聚！ 

隨函謹附 2017 年全球校友年會暨旅遊活
動簡章及報名相關資料，行程共分為 10 天
(7/6-7/15)、15 天 (7/6-7/20) 兩種行程供您選
擇。我們由衷希望您不僅詳細地閱讀，更重要
的是：馬上提筆、上網、來電、傳真，以任何
您最方便、最迅速的方式，立即完成報名！校
友總會衷心獻上這難得的邀約與誠摯的企盼：

2017 中國文化大學全球校友年會，與您在
維也納，相聚！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 敬邀

《2017 全球校友年會行程簡介》 - 天數：10
天
07/06( 四 ) 第 1 天 ：台北桃園出發 台北桃園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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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夜宿機上。
07/07( 五 ) 第 2 天 維也納－薩爾茲卡默古特湖
區堡 【奧地利】：驅車沿著列名世界自然遺
產的的瓦荷河谷。首先沿著電影《真善美》之
路來到薩爾茲卡默古特湖區。續前往列名世界
文化遺產的湖畔小鎮哈斯達特 哈斯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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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茲堡 - 維也

納森林 維也納森林 - 維也納： 早餐後，前往
米拉貝爾宮花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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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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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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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聖史蒂芬大教堂為中心之繁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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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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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維也納【奧地
利】：早餐後，續越過匈奧邊界前往前有「世
界音樂之都」美譽的維也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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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4( 五 ) 第 9 天 維也納 - 維也納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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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整理行裝，背起裝滿回憶的行
囊前往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07/15( 六 )  第 10 天 抵達台北

2017年全球校友年會行程更豐富、價格更優惠，
最後一波報名囉∼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第九屆“豐田杯”
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錯過了報稅截止日期？
I R S 提供幫助

如何成為男人眼裏的女神

大多數納稅人的報稅截止日是 201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國稅局對於錯過申報截
止日期的納稅人有一些建議。

第一，盡快申報並繳納稅款。欠聯邦
所得稅的納稅人應盡快提交和支付稅款，
盡可能減少任何罰款和利息費用。對於要
退款的納稅人，申報遲交不會有罰款。

第二，可以使用 IRS 免費電子報稅系
統。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使用 IRS 免費報稅
軟件來遞交其聯邦稅表。收入為 64,000 美
元或以下的納稅人可以使用免費的指定品
牌的報稅軟件。超過 64,000 美元的人可以
使用免費的可填寫式報稅表格做稅單，但
遞交申請時，報稅軟件會收一定費用。該
軟件使用電子版的 IRS 報稅表格。這種可
填寫的表格最適合那些習慣於自己報稅的
人。即使他們錯過了截止日期，納稅人也
可以在 10 月 16 日延長期內使用 IRS.gov
上的免費軟件報稅。

第三，無論是誰填寫並準備好了稅單，
納稅人都可以在 10 月 16 日前使用 IRS 的
軟件遞交稅單 E-file。電子報稅 E-file 提
交稅單是最簡單、最安全、最準確的方式。
國稅局在收到納稅申報表後將發送電子確
認，並且 90% 的納稅人都會在不到 21 天
內收到退稅。

第四，盡可能多付稅。如果納稅人欠
稅但不能全額支付，他們應該在提交報稅
時盡可能多地付款。 IRS 電子支付選項是
最快、最簡單的稅款繳納方式。IRS Direct 
Pay 直接付款是一種免費、安全和簡單的
方法，可以直接從納稅人的支票或儲蓄賬
戶中支付所欠稅額。盡快支付所欠的稅款，
以盡量減少處罰和利息。

第五，通過分期付款協議每月付款。
那些需要更多時間繳稅的人可以通過 IRS
在線支付協議工具申請銀行分期付款同意

書，每月不需要寫支票並郵寄，而是使用
銀行直接付款計劃。不使用在線工具的納
稅人仍然可以填寫申請表格 9465（分期付
款協議申請），使用傳統的支票支付稅額。
請上國稅局網站 IRS.gov/forms 獲取相關表
格。

第六，稅單應盡快遞交以盡早獲得退
稅。那些不需要報稅的納稅人如果從工資
中扣除了稅款，或者符合獲得所得稅抵免
等某些退稅福利的，如果及時報稅，則可
能會獲得退稅。在三年內不報稅的人可能
會喪失獲得退稅的權利。

第七，納稅人應盡量保留其報稅單。
從 2017 年開始，首次使用報稅軟件的納稅
人可能需要從上一年的稅單中了解調整後
的總收入（AGI）來驗證其身份。如果納
稅人想了解如何驗證自己的身份、並在驗
證電子報稅表時以電子方式簽署納稅申報
表等相關信息，可以上國稅局網站了解詳
情。

微信號：cpatx100
關於報稅的任何問題，請聯絡以下會計師
事務所：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 華埠大樓內 )
辦公電話：832-308-0499
手機電話：713-256-8682
Email: cpatx100@gmail.com
或者 service@hwangcpallc.com
網址：http://hwangcpallc.com/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多年來
以其良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
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
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和服務團隊。他
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
耐用，質量上乘的各種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
客的面前。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
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還積極地
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
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九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
錦標賽將於 2017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9：
30 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辦。屆時將有眾多的
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賽的
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
平，培養孩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
強他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取長補
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將得到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的知
名診所許旭東及陳永芳二位醫生的鼎力相助。他

們多年來一直關註並積極支持和贊助大休斯頓地
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
    凡是年齡在 18 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
乓球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 25 美元。報名
截止日期為 2017 年月 5 月 14 日。超過規定時間
的報名者，報名費為 40 美元。所有參加比賽的運
動員請於 2017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00 以前到達比
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 A，B，C,  D  四
個組別。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
組別。比賽采取 3 局 2 勝，每局 11 分。比賽將使
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車公司將為
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 , 並為優勝者頒發獎金。
同時賽事中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
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 A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系人：王教
練，手機：832-287-6688 

女人無疑是這個星球上最
註重自己形象的生物，每個女
人都希望自己在愛人的眼中，
永遠是美麗的女神形象。不過，
要想擁有持久魅力，健康的身
體 是 基 礎。40 歲 左 右 雌 激 素
水平下降，不得不面對各項生
理功能的減退，尤其擔心臉上
皺紋越來越多。需要提醒這些
女性的是，與其把金錢花在美

容院或購買化妝品，不如加強內在調養。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你理想的選擇，讓你加入美麗女人行列，
成為男人眼裏的女神。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 viker 公司生產的
針對女性健康的產品，十五年來，紅人歸膠囊（sangel）
對女性健康的傾情奉獻，得到消費者的信賴，獲得國
際婦女聯合會的推薦；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對紅人歸膠
囊（sangel）進行了十四年質量療效追蹤，確認紅人歸
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有效、最
科學的產品；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唯一獲得加拿大
衛生部批準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其三大功效有
效改善更年期癥狀，讓女人散發迷人的風采！

營養卵巢活力再現
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分可以直接作

用於卵巢 , 為卵巢提供充足營養，恢復激素分泌。服
用後可明顯感覺到疲乏無力、月經不調等癥狀很快改
善，乳房萎縮下垂、皮膚粗糙松弛、面色灰暗、皺紋等
開始明顯改善，青春活力逐步恢復。

激活卵巢改善微循環

卵巢被激活，氣血兩虛得到改善，卵巢衰變的組
織被激活，微循環加快，卵巢恢復到發育狀態，性腺
激素自然分泌，月經逐漸規律，潮熱虛汗、頭暈失眠、
煩躁易怒等更年期癥狀消除。不僅能恢復青春狀態，
而且可以推遲絕經期 5-10 年；即使是 50 多歲的絕
經婦女，使用後可使月經再現，有效延緩機體衰老。

活化卵巢，有效對抗更年期綜合症
紅人歸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分使內

分泌系統紊亂狀況改善，促進性腺二次發育、使性
腺細胞再生，各臟腑機能也得到補充的動力和能量
逐步煥發出健康的活力。低垂的乳房開始變得圓潤
尖挺，皮膚光滑潤澤，充滿女性迷人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頭暈目眩、

註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症狀；潮熱、
出汗、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幹燥、彈性減退、
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脫發、色斑、老年斑等
症狀；性欲衰退，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
感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做個人人
羨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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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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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BB99

美國太板拳學會太板文化月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圖為張亞中校長（ 中 ） 在演說前與中國國民黨的中評委葉宏志（左），及主辦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會長唐心
琴（ 右） 合影。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 4 月26日在休市演講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出席演講會的貴賓（ 右起 ） 台灣孫文學校張亞中總校長，國民黨中評委葉

宏志，休大教授王曉明。 出席演講會的多為關心國民黨前途的忠貞黨員及部
份大陸媒體及貴賓。

休大王曉明教授在聽完張校長
演講後發表感想。

美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休
大李堅強教授從一位大陸人的
觀點發表感想。

演講會開始前，中山學術會會長唐心琴（ 右一，
立者） 致開場白。

圖為張亞中校長（ 右 ） 與當天最年長的聽眾 94 歲的許浦元隆女 士（左 ） 
合影。許女士當晚還為國民黨捐了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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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wanghae-bukto (also spelled bukdo) province 
just north of Seoul. The 620 Artillery Corps has over 
8,000 artillery systems, 500 of them heavy, long-
range pieces, hidden in more than 4,000 underground 
facilities.
The North Korean special forces field more than 
100,000 elite and 150,000 auxiliary forces, as well as 
ded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Pyongyang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turn Seoul 
into a “sea of fire” through conventional artillery 
and rocket barrages. Indeed, massive barrages by the 
620 Artillery Corps would be enough to inflict heavy 
civilian casualties in, and huge damage to, Seoul. The 
best U.S. estimates are that casualties in the larger 
Seoul metropolitan area alone would surpass 100,000 
within 48 hours.
Meanwhile, special forces would cause disruption of 
life throughout South Korea and, if necessary, also 
Japan. Detachments of special forces, many in RoK 
uniforms, would be rushing south through tunnels, on 
foot through mountain passes, as well as by hard-to-
detect semi-submersibles and An-2 bi-planes. Their 
main mission would be to create widespread chaos 
which would make the country ungovernable. There 
would be attempts at spectacular attacks on the Blue 
House and other key national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but the success of these is not considered by Pyongyang 
crucial to the overall outcome.

Official Pyongyang remains defiant and bellicose. 
On April 22, Pyongyang warned that a “great war is 
coming”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Such a war might 
escalate into a nuclear exchange. “Now that we 
possess mighty nuclear power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U.S. nuclear threat, we will respond without the 
slightest hesitation to full-out war with full-out war, 
and to nuclear war with our style of nuclear strike, and 
we will emerge victor in the final batt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test 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read.
The official newspaper, Nodong Sinmun, warned that 
the DPRK would not hesitate to launch a pre-emptive 
nuclear strike if threatened and provoked. “The U.S. has 
now gone seriously mad. It is mulling frightening the 
DPRK and achieving something with nuclear strategic 
bombers, nuclear carriers, etc. However, the army and 
people of the DPRK will never be browbeaten by such 
bluffing,” the April 22, 2017, Editorial read. “Under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U.S. hurts the DPRK by force 
of arms, we have nothing to be bound to. The DPRK 
will answer to such war moves and provocations with 
pre-emptive strike of its own style and a great war of 
justice for national reunification.”
Pyongyang means every word, and Beijing and 
Moscow dread the ramifications of both Pyongyang’s 
reckless bellicosity and Washington’s profound 
stubbornness and refusal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Courtesy World Tribune)

O Se-Won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2004. O 
Se-Uk, another child of 
O Kuk-Yol, was ensnared 
in economic criminality 
abroad and was convinced 
to defect to the U.S. as the 
sole substitute to lengthy 
and most unpleasant 
incarceration. The position 
at the top of both O Kuk-
Yol and O Se-Won was not 
affected. Nor was O Kuk-
Yol’s analysis of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the DPRK challenged.
According to the O Kuk-Yol doctrine, the virtually 
only casus belli as far as Pyongyang goes is a U.S.-
led attempt to impose a regime change in Pyongyang. 
Although Pyongyang repeatedly warns about 
impending U.S. and RoK attacks and invasions, the 
ruling Kims know this is not a viable threat. However, 
there is a fixation among the Pyongyang élite with 
threats to the Kims and their inner-most coterie, mainly 
from the U.S., but also from the PRC and Russia.
The anticipated threats include machinations with 
dissatisfied princelings, conspiracies with power-
hungr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elite to launch a 
military coup, all the way to assassination by the U.S. 
in order to bring in puppet-leaders from the outside 
(just as the Soviet Union brought in grandpa Kim Il-
Sung).
The DPRK’s national doctrine is based on attaining 
victory in the non-nuclear “initial period of war” (a 
Soviet term) under the umbrella of nuclear blackmail. 
The North Korean drive was designed to be reinforced 
by a comprehensive global cyberwarfare, and, should 
the need arise, “sub-nuclear demonstration [of 
resolve]” (a Chinese term) in the form of EMP strikes 
which would darken South Korea, Japan, and beyond 
(eg: Guam, Hawaii, and parts of mainland China and 
Russia).

EMP is the result of a nuclear burst on the edge of space 
which would fry all modern electronics, thus bringing 
the modern state into paralysis and devastation. In case 
of battlefield setbacks or unanticipated strong reaction 
by the world powers, the DPRK would launch surprise 
nuclear strikes in order to compel the U.S.-led West 
into ending the war. Pyongyang is convinced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RC and Russia would be able 
to contain the U.S. before the DPRK was destroyed by 
nuclear counter-attacks.
That said, the DPRK is presently focusing on a major 
brinkmanship and provocations escalating into a 
limited and self-constrained use of force across the 
DMZ. The real threat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South Korea) and the U.S. comes from old fashioned 
artillery and special forces. The main threat comes 
from the 620 Artillery Corps which is deployed in 

WASHINGTON — President Trump is stepping up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and military preparations are “underway” in the event 
that such action is necessary,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on Wednesday.
“What you’ve seen is a really integrated effort to 
prioritize diplomatic and informational aspects of 
national power, but also what you will see soon is 
us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national power,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s that are underway,” 
said the official,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But Sen. Chris Coons, D-Del., said after a closed-door 
North Korea briefing for senators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that “preemptive strike options were not 
presented” to those who attended.
“The briefing showed the thoroughness and the detail 
and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work that’s going into 
making our military appropriately postured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is some unexpected development by 

DPRK leader Kim Jong-Un, besieged by the U.S., 
continues to threaten all-out nuclear war against any 
who threaten North Korea. But this represents only 
part of the equation: the DPRK’s Korean People’s 
Army (KPA) also prepares for non-nuclear surprise 
attack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Whether the DPRK can be contained before an all-
out war is launched is the key unknown. Presently, 
not only the U.S. has no viable response to these KPA 
contingency plans short of a major escalation to an 
all-out war, but the U.S.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hubris of the U.S. Korean polic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consistently escalated 
the threat perception (and consequent response) by the 
DPRK leadership.
The DPRK is already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the 
bulk of its nuclear doctrine. The incomplete ability to 
hit the continental U.S. is an add-on for Pyongyang: 
lucrative, but not crucial.
The DPRK’s nuclear doctrine was originally adopted 
around 1990 under Kim Il-Su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ascent asc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North 
Korean doctrine is a direct evolution of the PRC’s early 
plans for a regional nuclear war drawn by Marshal Lin 
Biao in the late 1960s.

Lin Biao was one of the main professional mentors of 
the DPRK’s military elite during and after the Korean 
War. The PRC had a minuscule nuclear arsenal in 
the late 1960s, and Lin Biao sought to overcome this 
hurdle and still successfully confront the U.S.
The PRC identified three targets in Japan and one 
in South Korea, the destruction of which by nuclear 
weapons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numbers of U.S. 
military casualties. At a time of crisis, The PRC could 
serve the U.S. with an ultimatum. Beijing believed 
that “because America lacked nerve … any American 
President would choose to retreat in such a situation.”
Should the PRC decide to launch a surprise strike 

against these targets, a major worldwide pressure 
to avoid an escalation to a global nuclear war would 
further restrain the U.S. from launching massive 
retalia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Beijing 
believed, “a weaker China could conquer [triumph 
over] a stronger America” in a regional war.
The North Korean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nuclear 
warfare doctrine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missiles and warheads were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 master-plan prepared and continuously perfected 
by Gen. O Kuk-Yol (also spelled Ryol) since 1988. 
He was educated in the Air Force and Frunze Soviet 
military academies, and speaks English, Russian, and 
Chinese.
O Kuk-Yol rose in ranks to become the Chief of 
General Staff of the KPA. In 1988, he was removed 
from this position by Kim Il-Sung in order to educate 
and prepare Kim Jong-Il for his eventual succession 
as leader, as well as chart the course of North Korea’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Soviet era and particularly 
in lieu of the ascent of the PRC.
O Kuk-Yol is a military reformer and advocate of hi-
tech weaponry and the development military industries. 
He established the Mirim Electronic Warfare Institute 
and the North Korean electronic and cyber warfare 
capabilities. He also founded the DPRK’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nsist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elf-production of all weapons from small arms 
ammunition to ballistic missiles and nuclear weapons. 

In late-2000, O Kuk-Yol was nominated as the tutor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of Kim Jong-Un in order to 
prepare him for the eventual succession of his father.
O Kuk-Yol is now a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 and also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PK).
The enduring power and influence of O Kuk-Yol are 
also the result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Kim 
Jong-Un and O’s son O Se-Won. Officially, O Se-
Won is a special advisor to Kim Jong-Un on political-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In reality, O Se-Won is the leader of a small unofficial 
group known as “Ponghwajo” (“Torch Group”). 
Between 2000 and his ascent to power in December 
2011, Kim Jong-Un was an active membe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Ponghwajo” are North 
Korea’s princelings; that i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Communist Party, intelligence/security and military 
leaders who have amassed fortunes through the ruling 
system.
As well, O Se-Won and the “Ponghwajo” are runn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DPRK economy, from narcotics 
smuggling and counterfeit money (including 
counterfeit $100 notes) to acquiring hi-te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o handling the foreign currency 
stashes of the uppermost élite and the importation of 
luxury items for them.
The importance and strength of O Kuk-Yol and 

regime in 
Pyongyang.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images 
— right? — of 
the big parade 
there recently 
and look at the 
complexity of 
that equipment,” 
the official said, “those components, even the tires — 
right? — are not made in North Korea. So it’s clear that 
all of us have a lot more to do to isolate the regime from 
its access to the kind of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and 
components it needs to advance” its ballistic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A Republican senator who attended the briefing for 
lawmakers told Yahoo News that he emerged with 
“renewed confidence”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impose sanctions on “Chinese entities,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that flout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Nations. 
“North Korea is down to a handful of friends,” said 
the senator, who underlin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quired by law to impose economic retribution 
against any known violator of the sanctions or release 
a waiver explaining why.
Asked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military action, the 
senator said he felt confid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epared for potential actions by North Korea, but 
he played down the prospects of imminent military 
action, saying: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is a red line 
near.”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North Korea, and our diplomatic effort,” Coons told 
reporters.
“There was not specific conversation” about seeking 
congressional authorization for new sanctions or 
the use of force “or imminently needing any such 
authorization,” Coons said.
His comments came as senators emerged from a briefing 
by top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aides in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poke first, then Trump, th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before the actual briefing, which was 
run by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Gen. Joseph Dunford,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fter making a presentation, 
the briefers took questions from the chairpersons and 
ranking members of major committees, participants 
said. They later went to Congress for a briefing open 
to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president’s approach 
aims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into dismantling 
its 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 and proliferation 
programs by tightening 
economic sanctions 
and pursuing diplomatic measures with our allies 
and regional partners,” Coats, Mattis, Tillerson and 
Dunford said in a joint statement. “We are engaging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the DPRK (North Korea)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regime to de-escalate and return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Almost concurrent with the session for senators, the 
anonymous senior official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to mount a defense of Trump’s handl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including a broad review of his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Asked to flesh out what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s were, 
and whether they would include a visible show of force 
to North Korea, the official declined.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describe those in any detail,”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ployed missile defenses 
to South Korea and naval military assets to the Sea 
of Japan, and it is known to have used electronic 
intrusions to disrupt North Korean pla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vigilant” about watching for another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ballistic missile test or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and is “prepared 
to respond to any of those provocations,” the official 
said.
Coons told reporters in the White House driveway: 
“I do think there was an appropriate and thoughtful 
focus on how we would react if North Korea took a 
more aggressive posture.” He noted the deployment 
of an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to the region and 
the presence in the region of a ship “outfitt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Tomahawk [missile] strike if that were 
to happen.” And he said Trump has worked to “put us 
in a posture where we would be able to respond if there 
were an unexpected abrupt change in North Korea’s 
posture.”
On the economic front, the anonymous official pointed 
to a recent military parade in North Korea to highlight 
the need to tighten the vise on the secretive Stal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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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K leader Kim Jong-Un (center left) shown with North 
Korean military leader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 consider their options on North Korea.

Kim Jong-Un salutes his military from the top of a private                                                                                        
car as it drives through the parade. (Photo/Reuters)

Pyongyang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turn Seoul into a 
“sea of fire” 

O Kuk-Yol, Vice Chairman 
of North Korea's 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

U.S.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now installed in South Korea.

Military Preparations ‘Underway’ On North Korea, Trump Aide Says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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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Beijing Is Preparing For The Eventuality Of A Major And Protracted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Photo illustration/Photo/Reuters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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