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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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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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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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
中央電視台《等著我》國家力量全媒體公益尋人平台，是中國唯一一檔利用國家力量為普通大眾
實現“團圓夢”的大型服務類節目，央視網作為中央電視台獨家官網網站，搭建《等著我》唯一
官方網站，承擔尋人報名平台和線索提供平台，目前由倪萍和舒冬擔任主持。

播出時間：
每周六3點半至5點半首播，每周一同一時段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 等 著 我 》

【VOA】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為他開除聯邦
調查局局長科米的動機辯護。川普說， “他辦
事不力。就這麽簡單。”川普周三於橢圓形辦
公室裏做出這個評論，當時他坐在美國前國務
卿亨利.基辛格身旁。
早些時候，川普在社交媒體平台推特上面，宣
稱科米已經讓“每一位在華盛頓的人，不分共
和黨和民主黨”失去了信心。
川普周三早晨發出一系列推文說，科米 “將會
被更有能力勝任這份工作的人替換， 帶回聯邦
調查局的精神與聲望。”美國副總統彭斯也為
川普總統的決定辯護，稱川普將科米撤職是 “

在正確的時刻做了正確的決定”。
批評這項開除決定的人則認為，這項決定讓
人質疑聯邦調查局調查俄羅斯幹預美國總統
大選事件以及川普競選團隊人員和俄羅斯的
利益可能有的糾葛。
美國前司法部長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z)
告訴美國之音，聯邦調查局職業調查者和其
他美國司法部的人員 “將會很有興趣看著整

起事件發展到有證據顯示有錯誤的行為，有
與俄羅斯幹預相關。 如果總統以為這麼做能夠
阻止調查，那我要說，這是個愚蠢的行動。”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民主黨議員範斯坦(Dianne 
Feinstein)星期三說，川普的行動令人“生疑
”。
代表加州的範斯坦參議員說，把科米解職是否
適當以及選擇的時機可能會給川普政府惹來麻
煩，也是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川普周二的時候，給了科米一封毫不客氣的信
，告訴他， “你已被撤職，這個決定立即生效
。”川普還說，科米“沒有能力有效地領導聯
邦調查局。”
解除科米職務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長塞申斯和副
部長羅森斯坦分別寫的另外兩封信中。
羅森斯坦在信中說，科米在處理對川普的競選

對手希拉裏·克林頓電郵調
查結論時“犯了嚴重錯誤”
。信中寫到，科米做結論說
對前國務卿克林頓不予起訴

，這是篡奪司法部長的權力。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籍成員林賽
·格拉罕姆說：“鑒於最近關於這位
局長的爭議，我認為重新開始對聯調

局和國家都是有利的。”
但是國會其他一些共和黨議員認為，川普總統
的決定違反了規定。 美國參議院特別情報委員
會主席理查德·博爾表示，他對科米被解職的
“時間點和原因感到困惑”。他稱科米被解職
是“聯邦調查局和國家的損失”。
國土安全及政府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籍成員約
翰·麥凱恩在一份聲明中說：“雖然總統有權
力解除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職務，但是我對總統
解除科米局長的職務感到失望。”
保守的眾議院自由黨團成員共和黨議員阿馬什
(Justin Amash)在推特上說，他正在 “審閱設
立一個關於俄羅斯案獨立委員會的議案”
。阿馬什也用“奇怪得非比尋常”一詞指
稱川普在給科米的解職信中提到，聯邦調
查局局長曾經反覆向總統保證他不在調查
範圍之內。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批評說，
川普的決定是“尼克松式的手法”，他們
指的是1970年代初期水門醜聞期間尼克
松把調查他的官員解職一事。
民主黨參議員還要求任命一位特別檢察官
，負責繼續進行司法部對所稱的川普競選
班子同俄羅斯關系的調查。

在參議院的會議上，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籍成
員迪克·杜賓說，任何中斷或破壞聯調局對俄
羅斯幹預總統大選調查的企圖，都“會引起嚴
重的憲法問題”。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舒莫說，他對川普說，在與
2016年競選有關的各種調查進行期間把科米解
職，“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舒莫還說：“為什麽是現在呢？人們會懷疑是
在掩蓋真相嗎？絕對會。”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約納森·特雷對美
國之音說：“羅森斯坦寫的備忘錄是基於刑事
調查的長期規範，問題在於選擇的時機，這很
成問題，很令人不安。”
科米被解職幾小時之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報導聯邦檢察官最近發布了大陪審團傳票，尋
求邁克爾.弗林相關人士的商業紀錄來進一步調
查俄羅斯幹預大選事件。邁克爾.弗林是川普的
前國安顧問，因為對副總統彭斯說謊，沒有據
實以告自己與俄羅斯官員聯系的本質，而被川
普撤職。

精彩節目介紹
KVVV

︱2017年5月10日，美國總統川普在一場與前國
     務卿以及尼克松總統時期國安顧問亨利，季辛
     吉博士的會面中，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記者
     們講話。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2017年5月8日於華盛頓
      在反誹謗聯盟全國領導力高峰會上面發表講話。

川普捍衛解職FBI局長科米的決定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大型實現團圓夢尋人平台

星期五 2017年5月12日 Friday, May 12, 2017

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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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
頓 亞 裔 商 會 (Asian Chamber of Com-
merce, ACC)11日於The Hess俱樂部舉行
例行商務午餐月會，為歡慶 5 月亞裔傳
統月，此次特別邀請四名來自政壇、教
育、學術和企業領域中的亞裔傑出人士
天 野 哲 郎 、 Neeta Sane、 孫 月 萍 以 及
Charlie Yao 分享個人歷程和成功經驗談
。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表示，
亞裔商會一直以來致力於推動亞裔社區
的商務和經濟發展，透過每個月舉辦月
會平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士可有更深
一層的互動交流。今年由譚秋晴擔任活動策劃主席，適逢亞裔傳
統月，這次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分別是駐休士頓日本大使館總
領事天野哲郎(Tetsuro Amano)、休士頓社區學院學區委員Neeta
Sane、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與玉皇化工總裁和執行長Char-
lie Yao，藉由他們勵志的故事，激勵人心。

天野哲郎現為駐休士頓日本領事館總領事，有駐香港、挪威
、伊拉克、緬甸澳洲與菲律賓等駐外經歷，外交經驗豐富，他分
享自己如何走入外交道路與分享現今日本的經濟發展。

印度裔的Neeta Sane於休士頓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並致力
於各種社區服務和各領域任職，當她有機會在休士頓社區學院任
職時，她獲得國會認可，讚許她的社區貢獻和領導能力。Neeta
Sane說，當她入籍美國公民後，更加有了一份對國家的責任感，
更堅定為人民服務的志向。她於2007年當選休士頓社區學院的
董事會理事，2014年勝選學區委員。Neeta Sane表示，投身政治
生涯讓她理解，作為一名婦女也可以與眾不同。她也說， 「參與
(Participation)的重要性」，尤其亞裔如果要為自己權益發聲，就

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另外，被休士頓婦女雜誌票選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孫月

萍來自中國上海，早年取得普林士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之後在
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就讀法學院期間遇到了她現
在的丈夫David Leebron。2004年Leebron任萊斯大學校長，孫月
萍也開始在萊斯大學工作，協助校長開展各種社交和籌款活動，
她也積極推動中美民間教育交流，從事各種公益活動。

孫月萍分享人生有3P及3C，第一是做事要有熱情(Passion)，
要懂得事先準備(Preparation)以及做事的堅持不懈(Perseverance)，
3C則是，自信心(Confidence)，如果自己都不滿意自己，還有誰
會認同你；還要有同情心(Compassion)，多在社區內做好事，然
後投身社區(Community)，貢獻一己之力。她最後也鼓勵亞裔不
能忘本，她保留中國傳統和語言， 「越多的分享，就越多的文化
了解」。

最後，身為資產雄厚的玉皇化工開發總裁，Charlie Yao分享
他如何踏入這產業，以及自己的經商之道，獲得在場人士的認同
。

譚秋晴表示這些專家的故事發人深省，也感謝各位商會會員
到場聆聽。商會也代表贈送禮品，活動上舉辦抽獎，有多位幸運
兒抽到大獎。

歡慶亞裔傳統月歡慶亞裔傳統月 亞裔商會邀請傑出人士經驗談亞裔商會邀請傑出人士經驗談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左左))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右右))頒頒
獎給天野哲郎獎給天野哲郎((中中))。。((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左左))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右右))頒獎給孫月萍頒獎給孫月萍((中中))。。((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四位主講人日本領館總領事天野哲郎四位主講人日本領館總領事天野哲郎((左起左起))、、休士頓社區學院學區委員休士頓社區學院學區委員Neeta SaneNeeta Sane、、萊斯大萊斯大
學校長夫人孫月萍與玉皇化工總裁學校長夫人孫月萍與玉皇化工總裁Charlie YaoCharlie Yao。。((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1. 《蝴蝶夫人》芭蕾舞劇（Madame
Butterfly at Miller Outdoor Theatre）

Houston Ballet將於這周末連續三
天在米勒戶外中心上演經典芭蕾舞劇
《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
這部劇最早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創
作，主要講述了一位美國軍官與日本
藝妓的愛情故事。優美細膩的芭蕾舞
姿與動人的愛情故事相伴相融，定會
為你留下深刻的記憶。

時間：5 月 12 日（星期五）8:00
p.m.

5月13日（星期六）8:00 p.m.
5月14日（星期天）8:00 p.m.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2. DASH 早 春 市 場 （DASH Spring
Market）

這周末就是母親節了，還沒有想
好 送 什 麼 禮 物 的 小 夥 伴 們 不 如 來
downtown 逛逛早春市場，找找靈感
，挑選一些精美的手工藝品或是家庭
裝飾。屆時現場還會有現場音樂、特

調美食和園藝商品等。
時間：5月12日（星期五）10:00

a.m.- 5:00 p.m.
5 月 13 日（星期六）10:00 a.m.-

5:00 p.m.
5 月 14 日（星期天）10:00 a.m.-

5:00 p.m.
地址：Silver Street,2000 Edwards

St,Houston, TX 77007
票價：$10

3. 農場自行車騎行（Farmer’s Mar-
ket Bike Ride）

健康的體態離不開規律的運動和
營養均衡的飲食。在周六的早上，一
起從Onion Creek出發，騎行10到12
英裏，去到當地的農貿市場，挑選新

鮮的蔬果、手工奶酪
和有機肉類。既享受
了騎行的快樂，又買
到了新鮮的食物，何

樂而不為呢？
時間：5 月 13 日（星期六）8:30

a.m.
地 址 ： Onion Creek, Onion

Creek 3106 White Oak Dr, Houston,
TX 77007

票價：免費
4. Woodlands 兒童博物館母親節活動
（I Love You Berry Much）

在母親節來臨之際，除了為母親
送上最誠摯的鮮花與祝福外，一起享
受 一 天 親 子 時 間 也 是 不 錯 選 擇 ！
Woodlands 兒童博物館這周六將舉辦
母親節活動，家長與小朋友們可以共
同完成一份可以帶回家做紀念的藝術
作品，還有好喝的果飲和藍莓酥餅哦

。
時間：5月13日（星期六）10:00

a.m.- 2:00 p.m.
地 址 ： 4775 W Panther Creek,

The Woodlands, TX 77381
票價：$5/兒童；$6/成人

5. 海鮮派對（Houston Crawfish, Crab
& Grill Festival）

想要一次享夠美味海鮮的朋友不
要錯過這周六在 Hobby Event Center
舉辦的海鮮派對，屆時將有南方特調
麻辣小龍蝦、鮮嫩藍蟹及碳烤美食輪
番上板。此外，還有現場樂隊表演、
兒童娛樂區、藝術手工藝品集市等多
種活動。

時間：5 月 13 日（星期六）2:00
p.m.- 11:00 p.m.

地址：Hobby Event Center, 9906
Gulf Freeway, Houston , TX 77034

票價：$10

討母親歡心 周末吃海鮮看芭蕾舞劇騎車逛農場
（記者Sissi／休士頓報導）這周天就是母親節了，小編在這裡祝願天下

所有的母親們節日快樂，永遠美麗，為你們道一聲：辛苦了！本周活動除
了為了母親節特設的早春市場和兒童博物館親子活動外，還有海鮮派對、
芭蕾舞劇和騎車去農場哦！周末愉快！

(本報記者黃麗珊) 許勝弘院長表示,HTISC 星期一中午
(Monday, May 8, 2017 at 11:45-12:00noon )記者招待會在學院圖
書館(9720 Town Park # 103, Houston, Texas 77036) , 主要宣佈松
年學院春季學期結業典禮5/18及學員簡淑津將於5/20-21日在僑
教中心舉行個人畫展.

女畫家簡淑津強調,誠摯的邀請你於五月二十日星期六上午
十時,蒞臨僑教中心參加我個人繪畫展揭幕式。這是我第一次在
休士頓舉行畫展，展出28幅作品是最近幾年的創作,畫作風格寫
意與抽象兼具,並請不吝指教。
許勝弘院長介紹女畫家簡淑津:

來自台灣的女畫家簡淑津, 出生於台中書香世家. 自小受母親
影響, 展現對美術的天份與興趣. 小學二年級就代表學校參加台灣
美術展, 榮獲第二名, 其後屢經名師薰陶, 繪藝與日精進. 畢業於
靜宜大學後負笈美國, 先後在紐約州學生藝術學聯以及哥崙比亞
大學進修藝術課程,並在紐約市立學院研習建築, 美術與建築兼修,
堪稱多才多藝.

1996年她應邀前往中國瀋陽開個人繪展, 第二年又前往東北
巡迴個展, 由是展開了一連串在NY 和NJ的個人或聯合繪展, 深
刻的得到美術愛好者的讚賞. 她的畫風多樣, 擅長傳統與寫意的西
方水彩, 人物風景, 近年來更朝向抽象畫風發展, 此次展出的天堂
密碼, 即其一例.

除了積極作畫, 舉辦畫展, 她也活躍在大紐約地區(包括新澤

西北部) 華人美術界, 並在多所社區大學和中學教授美術,
如油畫,水彩畫, 水墨畫, 亞克力板畫. 她還不遺餘力的參與
社區公益活動, 是美東靜宜大學校友會召集人, 擔任過新州
北部台灣同鄉會長, 新州台美人藝術拹會會長. 這些場合都
看得到她亮麗的身影, 感受得到她服務的熱忱.

此次個人畫展是她在休士頓的第一次, 她以近期的作
品向美術的愛好者請益。
簡淑津在會上作部份畫作簡介
3. 女畫家生活

家庭瑣事, 社交生活, 教學, 出外交通等壓力, 錯綜複雜
6. 恩典世代

耶穌付出寶血來贖世人罪過, 又賞賜聖靈來引領世人. 紅
色代表聖血, 白色代表聖靈
10/11. 由飛機上向下看, 重重的山, 正如人生跋坡一山又一
山, 最後才到天的那一邊到達夢想
12. 快樂天堂

天堂裡不愁吃穿, 有光源供應能量, 大夥快樂在一起
14. 崇拜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講道, 眾人看見山上有大光就跋上山,
有五千多人去聽他講道
19. 上帝創作萬物, 第五天祂創造海洋生物
21. 天堂密碼

背景是寶石顏色, 有紅寶石, 綠寶石, 藍寶石, 還有鑽石以及黃
金. 白色是聖靈, 大方塊代表研讀並努力實行舊約, 中方塊則是新
約, 小方塊為時常禱告. 聖靈就會帶領,去天堂並不難.

松年學院學員簡淑津將於5/20-21日在僑教中心舉行個人畫展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
會於1986創立，王佑民教授是美
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創立者之一。
今年是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
分會創立 三十一周年。於四月
二十九日 在貝勒醫學院舉行科
學研討會與年會，德州分會特請
哈佛大學鄒力教授為大會主講人
。今年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
分會組織委員會的教授有金建平
，程曉東，甘波誼，楊峰。

四十一位學生分成七組，每
組有二位教授當評審，每位學生
演講十分鐘報告研究成果，由初
賽到決賽，最高分數者贏得王佑
民教授紀念獎學金，其他十多位
學生分別得第一、二、三名獎與
優勝獎。

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的目的是
為了紀念王佑民創立美洲華人生
物科學會，以確保他的遠見常存
。今年得主是劉洪，下午五時由
翁定台博士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

金。
安德森癌症中心醫院為表彰

王佑民教授在醫學研究傑出貢獻

，於他二十八年前過世時，安德
森醫院在教堂前種樹。如這株樹
，王佑民教授精神永存不朽 ，

不斷的發展壯大。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三十一周年慶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三十一周年慶
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於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於55月月88日記者會上介紹女畫家簡日記者會上介紹女畫家簡
淑津及其畫作淑津及其畫作。。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慈濟佛誕日、母親節
及全球慈濟日三節同慶
恭逢佛誕日、母親節及全
球慈濟日三節同慶，共創
淨土
慈濟基金會於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十時舉行浴佛
大典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舉行孝
親活動

翁定台博士翁定台博士（（右二右二））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給獲獎者劉洪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給獲獎者劉洪（（左二左二）。）。金建平會長金建平會長（（左一左一））和洪明奇和洪明奇
教授教授（（右一右一））陪同頒獎陪同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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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數十
個僑團聯合於5月10日下午在休士頓
僑教中心舉辦聲援台灣參與第70屆世
界衛生大會(WHA)聯合記者會，對台
灣今年未獲邀參加 WHA 發表嚴正抗
議，譴責中國以政治打壓醫療普世人
權 ， 並 籲 請 WHO 邀 請 臺 灣 參 與
WHA 會議，呼籲國際社會正視臺灣
人民之健康權益及健全全球防疫體系
。第 70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將
於5月22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世界
衛生組織(WHO)因受到中國片面政治
阻撓，迄今未對臺灣寄發邀請，休士
頓僑胞對於WHO違背 「照顧全世界
每一個人的健康」的宗旨與 「衛生防
疫無疆界」的理念表達強烈的不滿，
對中國政治阻撓，表達嚴重的抗議。
該場聯合記者會包含劉秀美僑務委員
、黎淑瑛僑務委員等多位僑務榮譽職
領袖，以及數十僑團包含休士頓中華
公所、林西河堂、龍岡親義公所、同
源會等傳統僑團，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休士頓松年學院、休士頓臺灣社等
臺籍僑團，以及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
會、美南國建會、美南大專校友聯合
會、榮光聯誼會、休士頓客家會、休
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等新興僑團，
北美洲臺灣旅館公會、世華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臺灣旅館公會、休士
頓臺灣商會等僑商僑團代表於記者會
上聯合發表聲明表示 「全球健康安全
，不能沒有臺灣」，呼籲世界衛生組

織（WHO）正視臺灣人民之健康權
益及健全全球防疫體系之重要性，以
及各區域國家與國際醫衛團體的共同
訴求，邀請臺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健全全球防疫體系。

劉秀美僑務委員表示，數十年來
，臺灣在全球醫療防疫以及援助醫療
衛生工作上從未缺席，與世界各國並
肩作戰，控制各種傳染疾病擴散，在
國際醫療作出貢獻，受到各國肯定。
美國國務院今年繼續支持台灣參加世
界衛生大會, 致力參與有意義的國際
機構, 尊重台灣為全球醫療衛生防疫
作出的重大貢獻!美國德州州眾議院更
於今年5月4日更以全院150位議員中
146票贊成、0票反對之壓倒性票數通
過第 HR1045 號決議案，支持台灣有
意義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WHA)」等
國際組織。駐休士頓辦事處林副處長
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別
到場支持，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
映佐表示臺灣過去8年均未缺席世界
衛生大會，今年卻遲遲未收到邀請函
，實在令人遺憾，政府已向WHO表
達強烈失望以及不滿；休士頓僑教中
心莊主任雅淑表示， 「健康是人權，
防疫不該有國界」，健康議題更不有
政治因素干擾，感謝休士頓僑界發起
這項聲援台灣加入WHA的活動。
台灣自2009年起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參
加世界衛生大會，過去8年向世界各
國貢獻寶貴的醫療經驗與技術，同時

藉由世界衛生組織
獲得的即時防疫資
訊，得以對抗從其
他地方爆發的嚴重
傳染病。與會僑胞
製 作 <Leave No
One Behind:World
Health Security
Needs Taiwan, Tai-
wan Needs the
WHO>標語，強調
任何將台灣排斥在
外，甚至打壓的做
法 ， 不 僅 違 背 了
WHO 的成立宗旨
，對台灣人民也不
公平，更對國際的
衛生防疫造成難以
預期的負面影響，台灣2300萬人不應
因為任何原因成為世界防疫體系缺口
，呼籲WHO實踐其宗旨與職責邀請
台灣出席WHA。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
也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八、九年來
，我們一直是WHA 的觀察員，我們
要為今天的待遇，表達最深的遺憾和
不滿，台灣在醫療上的貢獻和成就，
台灣參與國際醫療的援助，大家有目
共睹。這次國際社會，不論美國，日
本，歐洲都堅持支持台灣，我們是 「
全球防禦體系」 的一環。林副處長表
示： 台灣人民的健康人權不能忽視，

像 2003 年 SARS 病毒流行時，我們
台灣沒有在 WHA 裡面是何後果？
2300 萬人民的健康不容忽視，聯合國
「千禧年計劃 」第三項： 「確保健

康生活方式」，我們也是國際地球村
的一員，我們二千三百萬同胞衛生的
權益不應被忽視。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 目前
台灣仍未收到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出席
WHA 的邀請函，我們對於這樣的發
展深表遺憾與不滿。今天在座人士，
均能深刻瞭解，台灣的醫療成就，台
灣的醫療貢獻，絕不落人後，不論是
對友邦提供醫療合作計劃，提升友邦
人民的醫療福址，以及對國際社會提

供的醫療援助，參與全球防疫，如對
抗 EBOLA 及 ZIKA 傳染病，台灣的
貢獻，是國際社會所有目共睹的。

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社會如美國、
日本、加拿大、歐洲等理念相近國家
，仍持續堅定支持台灣參與第 70 屆
「世界衛生大會」（ WHA ),並採取

具體行動，要求 「世界衛生組織 」
（ W HO )應邀請台灣與會，持續為
國際醫療與公共衛生做出貢獻。我們
呼籲WHO 正視台灣對全球公共衛生
防疫及健康人權之貢獻，正視台灣人
民之健康權益及全球防疫體系不能有
缺口。

休士頓僑界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休士頓僑界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WHA)

（本報記者秦鴻鈞）第70屆世界
衛生大會（WHA）將於今年 5 月 22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世界衛生組織
(WHO)因受到中國片面政治阻撓，迄
今未對臺灣寄發邀請，違背 「照顧全
世界每一個人的健康」的宗旨與 「衛
生防疫無疆界」的理念，休士頓僑界
表達強烈的不滿與嚴重的抗議，並支

持臺灣應參與本年WHA大會。
數十年來，臺灣在全球醫療防疫

以及援助醫療衛生工作上從未缺席，
與世界各國並肩作戰，控制各種傳染
疾病擴散，在國際醫療作出貢獻，受
到各國肯定。美國國務院今年繼續支
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致力參與
有意義的國際機構，尊重台灣為全球

醫療衛生防疫作出的重大貢獻!美國德
州州眾議院更於5月4日以全院150位
議員中146票贊成、0票反對之壓倒性
票數通過第 HR1045 號決議案，支持
台 灣 有 意 義 參 與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等國際組織。

健康無國界，唯有攜手合作，才
能確保全球醫療防疫安全，在此我們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WHO）正視臺
灣人民之健康權益及健全全球防疫體
系之重要性，以及各區域國家與國際
醫衛團體的共同訴求，邀請臺灣參加
世界衛生大會(WHA) ，健全全球防疫
體系。
我方立場如下：
1. 臺灣 2 千 3 百萬同胞之衛生權益不

應被忽視。
2. 臺灣不應成為全球防疫缺口。
3. 臺灣醫療的貢獻足以成為WHA 會
員國
4. 中國不應以犠牲臺灣人民衛生權益
做為對我政治要脅之手段。

全球健康安全，不能沒有臺灣
休士頓僑界支持臺灣參與2017年世界衛生大會(WHA)聲明

圖為昨天參與支持台灣加入圖為昨天參與支持台灣加入WHAWHA 聯合記者會的所有社團代表在記者會上合影聯合記者會的所有社團代表在記者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對於要買車的人而
言，每個人著眼點不同，有人注重安全性，有人
喜歡車體的流線美感，也有人要求駕駛的樂趣，
BMW 汽車結合以上的優點，為大眾提供多種車
款。德國人以講究精確、遵守紀律而聞名於世，
而德製的汽車 BMW 正是這種精神下的產物，
BMW 在中國及香港等地稱為寶馬，總部位於德
國的慕尼黑。它最初是一家飛機引擎生產廠，經
過不斷創新與發展，在世界汽車公司中已名列前
茅。

BMW以 「最完美的駕駛工具」為其廠牌定
位，結合安全設計、動力與科技，塑造其“卓越
、活力”的形象，非常吸引尋求經濟和社會地位
成功的亞洲人。

BMW 的汽車以不同系列來設定它們的等級
，例如較小型、時髦的三系列，提供安全舒適空
間的五系列，還有適合高消費者的七系列房車，
及優雅的雙門跑車。

BMW採用Virgin Steel，素以車體的安全堅固
而聞名，對技術研究十分重視，在專業媒體測試
中其引擎的馬力輸出往往比同級車為高，同時能
保持精緻度與低噪音，底盤操控性專業評價也常
比同級車更出色。

每一輛 BMW 皆由超過四千個零件組合而成
，這些原廠零件都具有長久耐用、高品質及可靠

的特質。例如BMW原廠避震器必須通過一系列
的嚴格密集測試：包括賽車場上長達一萬公里的
競賽條件行駛測試、混合路段 100,000 到 150,
000km的連續行駛測試、低達-30℃的嚴寒氣候測
試、以及高達+40℃的酷熱氣候測試。

BMW 高效動力科技，目的在減少油耗與
CO2 排放量，同時提升動態表現與駕馭樂趣，引
擎可發揮強而有力的動能輸出，並在低轉速時提
供更迅速的反應。

而 BMW 提供的智能服務，更具備各式各樣
的實用功能與駕駛樂趣，就好像有一位貼身祕書
在身邊打理所有需要的項目，讓生活更加便利，
也讓每一趟行程更順利、更省心。

這套提供智能服務與智慧駕駛的科技，把車
子與車主周遭的一切生活緊密相連，讓人更輕鬆
愉快地完成任務。包括將手機與車子結合，旅程
可放心仰賴智慧駕駛系統，享受最佳行車能見度
，駕駛手機行事曆上的會議安排會預計抵達時間
，也會根據當時的交通情況計算建議的出發時間
。

而 BMW 的線上生活資訊更是重要的功能之
一，旅遊與導航功能提供所需的資訊，例如，可
以知道哪裡有最棒的景點、提供天氣預報，並介
紹沿途風景。如果要找附近的提款機，附近有沒
有牛排館，BMW 旅程諮詢秘書都將提供相關問

題的答案，讓每一趟旅程更加輕鬆自在。
此外，把車子停進狹窄的車位不再是難事了

，BMW 的智慧停車輔助，協助輕鬆停車，車頭
與車尾配備前後方停車警示系統，使用超音波測
量車身與障礙物之間的距離，並以音訊提醒，在
中央顯示幕上顯示。360度環景輔助攝影提供全方
位全景視圖，可以大幅改善視線，讓您在各種情
況下更容易把車輛停好。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能精準應對緊急情況，在
特殊的危急狀況下，主動安全防護系統會啟動一
系列措施來維護安全，例如束緊安全帶、立直座
椅、以及關閉所有車窗與天窗，確保您與乘客的
安全。萬一發生意外，車子則會自動煞車，使車
輛靜止，以防止或降低追撞的可能性。此外，若
有疲勞駕駛的跡象，注意力輔助系統也會建議駕
駛稍做休息，以免發生危險。
BMW 以其安全性和多功能性、使用年限長、創
新科技、舒適、與整體品質等在汽車市場傲視群
雄。有需要買車的民眾，若攜帶本報導至 Mo-
mentum BMW、或提到美南日報，找經理Capri-
sha Farr， 將 可 享 受 特 別 優 待 。 詳 情 可 洽:
713-596-3100, 713-596-3155。地址是 Momen-
tum BMW， 10002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探訪Momentum BMW 卓越與活力 創新與美感
體現駕駛樂趣的好車 讓人躍躍欲試

【本報訊】為回饋社會，安心理
財舉辦系列性講座，提供民眾更多有
關理財的知識。本周末的講座，安心
理財將聯手有著二十幾年經驗的前

IRS/州政府註冊查稅會計師、房地產
經紀人、和安心理財導師講師，一起
給我們休斯頓華人帶來一次多主題的
知識講座。

講座內容涵蓋了：
1. 在遇到被IRS查稅的
情況下，需要注意的事
項、和如何有效的解決
的相關問題。
2. 如何選擇投資房、

買房投資、房屋租賃需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如何預防和解決問題。
3. 如何利用不同的 tax code 省稅，保
險投資、保本鎖利的運作原理，如何

做到只漲不跌，保證終身受收入。
講師們將會結合一些實例，幫助

大家做深入淺出的介紹，使大家更好
的理解一些專業性的知識。

講座不收取任何費用，希望大家
可以踴躍報名，畢竟都是和我們生活
息息相關的知識和訊息。希望通過安
心理財、還有和我們合作的專業團隊
或個人的努力，能幫助到我們休斯頓
的華人朋友，為大家傳播正確的專業

知識理念和訊息，剔除大家對一些專
業性知識訊息的錯誤認知和誤導。
講座地點: 美南新聞大樓旁邊 二樓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二樓，樓前
面有個水池）。地址: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5, Houston，TX 77072
講座時間：5/13 週六下午2點。
聯 繫 人 ： 霓 娜 Nina。 電 話 ：
832-491-1191, 832-268-6688。 We-
Chat：nina981818。

安心理財 回饋社會
系列免費知識講座 省稅與投資

攜帶本報導至攜帶本報導至 Momentum BMWMomentum BMW 找經找經
理理Caprisha FarrCaprisha Farr，，將可享受特別優待將可享受特別優待

Momentum BMWMomentum BMW 總 經 理總 經 理 ThomasThomas
KuranoffKuranoff以其出眾的管理風格以其出眾的管理風格，，備受員備受員
工肯定工肯定

BMW XBMW X55外觀優雅外觀優雅，，非常受歡迎非常受歡迎33系列的車子價格好系列的車子價格好，，目前正在特惠中目前正在特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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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灣社午餐研討會5月20日(星期六)
介紹共和黨美國總統TRUMP新的政策

（本報訊）僑灣社敬邀華裔朋友參加免費輕便午餐研討會。
介紹德州共和黨美國總統TRUMP新的政策。華裔朋友可以互動
提出您的問題，並邀請朋友們參加，成為美國社區更有效的聲音
！

主題包括:
1.德州共和黨的結構介紹,華裔如何關注共和黨和華裔相同的

價值觀,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發出更有效的聲音
2.TRUMP當選總統後,關注美國新的政策: 經貿,移民,邊境,

醫改,槍支,…等影響華裔的未來.
日期,時間和地點:

5月20日(星期六),中午 12:00 Noon - 下午2:00 PM
At Big Conference Room, First Colony Branch Library

located at 2121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Texas 77479
Sponsored by (研討會贊助) Mr. Stephen Wong, Director of

Asian Engagement Republican Party Texas (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
浦浩德博士 (Dr. Howard Paul) 僑灣社會長 & 共和黨糖城市委員
President of FBCAA and Ford Bend Republican Precinct 4046 Chair

休士頓客家會活動 "寶石的鑑賞投資及能量探索"
5月27日(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

親愛的客家會理事, 顧問, 鄉親朋友大家好,
休士頓客家會顧問馮啟豐先生在五月繁忙的行程

抽空特別為休士頓客家會鄉親朋友提供及分享他對寶
石的研究收藏經驗!
講座風趣幽默又專業實用, 會場備有簡單茶水及點心,
歡迎大家前來參與!!

活動詳情如下:
時間:5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
地 點 ： Feng's Trading-6610 Harwin Dr. #118

Houston, TX 77036
題目：寶石的鑑賞投資及能量探索
主講人：馮啟豐, 從事半寶石批發生意已15年，

曾在世界日報的世界週刊撰寫發表介紹生日寶石的一
系列文章, 研究收藏寳石多年, 對寳石的能量探索及投
資收藏有一套特硃的見解及看法! 對寳石及水晶洞有興

趣進一步了解的朋友歡迎前來結伴聆聽!
主講大綱有
(一)基本寶石的介紹及認知
(二)如何挑選水晶洞
(三)寶石的能量及療效
(四)寶石的收藏及投資
(五)珠寶的保養及設計
(六)生日寶石的介紹
由於座位有限, 請鄉親朋友回覆此 e-mail 或電話

預約報名並告知參與人數, 謝謝大家!!
Sincerely,
Paul J. Liou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
(c)713-858-8988

5月 20日(週六)角聲主辦 「認識焦慮
憂鬱症」講座。

講員:劉小青醫師
時間:上午10:00-11:30am
歡迎社區朋友踴躍報名(免費)參加學

習。
6 月 17 日(週六)角聲主辦 「自殺預

防」講座。講員:林呂寧華
時間:上午10:00-11:30am
歡迎社區朋友踴躍報名(免費)參加學

習。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角聲主任
林呂寧華
Lily Lam
角聲社區中心在華埠大廈3樓 (美南

銀行的後面第二棟大樓)

從吸毒到戒毒 從黑道到傳道
劉民和牧師 5月14日糖城靈糧堂母親節特會

【本報訊】為慶祝母親節，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
糧堂」將於5月14日(週日)母親節當天邀請到劉民和牧師前來舉
行兩場特會，分別是上午10:00 和11:30，兩場聚會內容不同，國
語講座，機會難得，免費入場。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位於
4440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即 Lexington Blvd
與 Dulles Ave 交會處，Walgreens後方的教堂，歡迎各界踴躍參

加。
劉民和曾經

是黑道老大，也
是毒品成癮者。 青少年時期便翹家，加入幫派，並開始吸毒，
最終無法自拔，在毒海中沉溺十年，也曾被黑道追殺，差點送命
。這樣一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會邊緣人，如今卻成為一位助

人戒毒並傳揚福音的牧師。劉民和牧師生命奇蹟式的改
變，成為許多人的激勵，不但成功地幫助許多深陷毒癮
者重獲新生，也給因染毒而深陷痛苦的家庭帶來盼望。
劉民和牧師從小在香港長大，15歲開始翹家，和人殺雞

頭、拜關帝、滴血為盟，正式加入黑社會。在黑社會幫
派中，大哥若被人殺了，小弟就得去報仇；大哥殺了人
，小弟得去扛罪。年少時的劉民和一心想從小弟爬到大
哥的位子。在幫派中，不吸毒就不像老大，明知吸毒不
好，卻硬著頭皮去試，起初都認為自己一定不會上癮，
結果，一吸就被鉤住了，一鉤就是十年。
劉民和牧師說： 「吸毒不單身體受傷害，最可怕的是思

想和人格的扭曲，沒錢吸毒，就去偷、搶、騙，甚至販
賣毒品，朋友們紛紛避開我，自己也變得越來越自卑，
非常孤獨，沒有一絲盼望。父親把我趕出家門，母親跪
在地上求我，面對著親情，內心深感懊惱痛苦，發誓不
再吸了，可毒癮發作，那種可怕的痛苦讓我不得不再去

吸食，到最後整個人精神分裂，產生幻聽、幻覺，老覺得有人要
殺我，什麼都吃不下，身體越來越瘦，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吸毒的劉民和雖然使家人深受折磨，但母親從來沒有放棄他
，每天為他禱告，在母親的眼淚和聲聲呼喚下，劉民和決心到
「晨曦會戒毒中心」接受治療。晨曦會標榜不用藥物、不憑己力

、只靠耶穌的戒毒方式，改變了他的一生。在許多有著相同經歷
的過來人幫助下，一點一滴了解到人生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也因
此將毒癮完全地戒除。

根除了十年的毒癮，深深體會到耶穌的大愛與大能，劉民和
改頭換面從 「黑道老大」搖身一變成為 「牧師老大」。不吸毒之
後開始回頭去幫助吸毒的人重獲新生，如今是台灣 「晨曦會」福
音戒毒事工的總幹事，並在台灣、北美 、泰北多處設立戒毒村
，他說： 「這就是上帝給我的使命，為福音戒毒擺上一生，成為
我堅定不移的信念與堅持！」

此行專程從台灣來到美國的劉民和牧師，5月14日母親節特
會將在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舉行。分享主題如下：上午
10:00 「母親的禱告與眼淚」，上午11:30 「從吸毒到戒毒，從黑
道到傳道」，歡迎各界踴躍參加，詳情請洽281- 433-0517 莫思
危牧師，網址：www.rolcc-houston.net。

德州佛教會舉辦 「佛教入門」及 「佛門禮儀」課程

（本報訊）恆豐銀行自1998年開業以來,每一年行慶前都舉辦恆
豐銀行高爾夫球賽,2017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恆豐銀行在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再次成功舉辦了第19屆恆豐銀行行慶高爾夫球賽。

在當天賽前的採訪中,吳文龍董事長非常感慨的表示,每年的高爾
夫球賽都是一個非常高興,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這標誌著恆豐銀行又
非常圓滿地向前邁進了一年。 吳董事長感謝在過去十九年裡,所有客
戶對於恆豐銀行的支持與厚愛,感謝所有員工辛勤努力的敬業精神。
正是因著大家的齊心協力以及刻苦的經營,才使得恆豐銀行能夠在外
部環境不斷改變的今天,始終能夠持續穩步的不斷向前發展。吳董事
長表示2018年恆豐高爾夫球賽計畫將於2018年5月5舉行, 屆時期望
有更多的人來參加。

吳董事長表示， 2016年,恆豐銀行在南加州設立了兩家分行,將經
營版圖擴充到加州市場,從目前經營狀況來看,這一拓展策略是絕對正
確的。 吳董事長期望今年,將繼續加州市場的布建工作,預計再開設一
家分行,以更大範圍的服務加州地區的客戶。

今年,恆豐銀行高爾
夫球賽共有129位參賽者
,比賽在恆豐銀行吳文龍
董事長,台塑德州地區副
總裁吳堯明先生,以及長
榮航空資深機長林志勳
先生合力開球中拉開帷
幕,經過一天的激烈角逐,
A,B,C三組都取得了非常
優異的成績。

優勝者名單：
A 組第一名 (Gross):

James Wu ,

A組第一名(Net): Mutt Kidyoo
B 組第一名（Net ）: Jackie O Cheong
C組第一名（Gross）: Bruce Meyer ,
C 組第一名（Net）: Roy Wu
當晚抽獎，最大獎項$888.00得主： Mike Lian
在晚間的頒獎餐宴中,同往年一樣,除了每名獲獎參賽者非常高興

的領到了獎盃,獎金的同時,最激動人心的就是現金抽獎活動, 今年的
最高獎項為現金$888.00,整個活動賓主盡歡。

恆豐銀行成立於 1998年、 從臨時組合屋、 38位員工的開始、
經過19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 目前總資產超過十四億二千一百萬，
員工超過220人,擁有總行及分行18家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
並已成功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恆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
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恆豐銀行
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
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恆豐銀行第19屆高爾夫球賽圓滿成功

AA組第一名組第一名 (Gross): James Wu(Gross): James WuAA組第一名組第一名(Net): Mutt Kidyoo(Net): Mutt KidyooBB組第一名組第一名（（NetNet ））: Jackie O Cheong: Jackie O Cheong

最大獎項最大獎項$$888888..0000得主得主：： Mike LianMike Lian

(本報訊)德州佛教會於五月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假玉佛
寺大雄寶殿舉辦 「佛教入門及佛門禮儀」，以便新進義工和即將受持
三皈五戒的佛子能多了解佛教的基本常識和日常行儀。約二十名中外
會員參加。

課程由本會弘法處處長修慧法師為教授師，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堂課包含 皈依和受戒的意義。第二堂課則包括如何穿海青、搭
縵衣、禮佛，上香等進入佛寺的基本禮儀。

法師於第一堂課開示: 佛、法、僧在佛法的傳遞弘揚中甚為珍貴
重要，故名為三寶。 在無有出期的多生輪迴中，流轉的眾生希望能
找到一個能依靠庇護的場所，而三寶所代表的覺悟、正知和清淨正是
這樣的一個清靜依靠。

法師最後也提到，進一步的三皈是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
也就是真正的佛教修行是靠自己精進，靠佛法引導，除此之外不應依
靠其他的事物。

五戒的內容則是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毒品）。」行持五戒，不僅可以保持自己三業清淨， 更可保護與
布施他人，是皈依三寶的真正實踐。

海青源自漢服在佛教中本是一種 「禮服」，用於各種儀式及共修
，由莊重的外表來顯現內心的虔誠恭敬。

海青取意於 「海」洋浩瀚身廣，自在能容； 「青」則出於藍，
意在鼓勵策進後學，超越前人。縵衣則為受戒的在家居士所搭的戒衣
。

佛門的禮儀融入了佛教的文化、佛門的戒行，還有佛法修證安住
的方法。 學佛的人可以經由佛門禮儀提醒自己的言行舉止、應對進
退。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有修行的人，他們莊嚴的儀表，以戒為師，以
法為師，語默動靜體安然，令人一見就忍不住心生親近，這就是佛教
所講的威儀。

如 果 您 對 德 州 佛 教 會 的 活 動 有 興 趣 ， 請 電 玉 佛 寺 辦 公 室
281-4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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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松年學院第十三屆高球募款賽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頒發優勝獎給最近洞洪恭儀院長許勝弘頒發優勝獎給最近洞洪恭儀、、Peter HsuPeter Hsu、、楊朝詔楊朝詔、、呂精次呂精次

第第1313屆松年學院高爾夫球募款比賽榮獲總成績第一屆松年學院高爾夫球募款比賽榮獲總成績第一
名楊啟輝名楊啟輝

松年學院在珍寶樓舉行慶祝晚宴松年學院在珍寶樓舉行慶祝晚宴、、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
至歡迎詞至歡迎詞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應邀出席高球募款賽盛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應邀出席高球募款賽盛會

長木高爾夫球俱樂部為休士頓松年學院第十三屆高球募款賽作準備長木高爾夫球俱樂部為休士頓松年學院第十三屆高球募款賽作準備

55//1010((三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在長木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行第上午八時三十分在長木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行第1313屆松年屆松年
學院高爾夫球募款比賽學院高爾夫球募款比賽、、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主持開球院長許勝弘主持開球

主持人郭楓主持人郭楓（（ 右右 ），），訪問著名演員訪問著名演員，，京劇高手劉山川京劇高手劉山川（（ 左左））劉山川當天演劉山川當天演
唱京劇唱京劇---- 霸王別姫霸王別姫

有有 「「 小鄧麗君小鄧麗君 」」 之稱的葉麗華演唱之稱的葉麗華演唱 「「 愛愛
人人」」 ，，十分投入十分投入。。

文化中心慶祝母親節敦親睦鄰聯歡大會

圖為圖為 「「德州廣東總會藝術團德州廣東總會藝術團」」 表演舞蹈表演舞蹈 「「東方麗人東方麗人 」」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劉根明師父劉根明師父（（ 左左 ）） 率領高足史率領高足史
丹佛妮丹佛妮•• 韓韓（（右右））表演功夫後謝幕表演功夫後謝幕。。

（（左起左起））林天娜林天娜、、李穎彤演唱黃梅調李穎彤演唱黃梅調---- 十八相送十八相送 陳德新陳德新（（右右），），王姸霞王姸霞（（左左 )) 合唱台語歌曲合唱台語歌曲----雪中紅雪中紅

養生班養生班-- 太極班表演太極太極班表演太極------ 睡蓮睡蓮

「「德州高齡選美皇后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洪家鶴女士演唱兩首洪家鶴女士演唱兩首
懷念歌曲懷念歌曲------月圓花好月圓花好，，五月的風五月的風，，盡展歌藝盡展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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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 Images Show Resumption Of Activity At 
North Korea's Punggye-ri Nuclear Test Site

Why China Is'Urgently' Recruiting Korean-Chinese 
Interpreters For Town Near Nor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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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Nuclear Site
Recent satellite images reportedly reveal that there 
has been a resumption of activity in North Korea's 
Punggye-ri nuclear test facility, amid rising tensions. 
Images of the nuclear test facility captured on 25 April 
show workers pumping out water at the north portal of 
the facility, an area that the reclusive nation appears 

to be preparing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for yet 
another nuclear test.
Images also reveal 
what appear to be 
several mining carts, 
but there is reportedly 
no indication of new 
material having been 
dumped,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US-based 
think tank 38 North. 
Satellite images also 
spotted "numerous 
personnel" in bot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ourtyards of the main 
administrative area.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if the renewed 
activity at the fac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regime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could be preparing for 
yet another nuclear test 
in the near future.
Reports about the 
activity come even 
as fears mount of 
Pyongyang gearing up 
for a potential sixth 
nuclear test. Experts 
at the think tank 
also suggested that 
personnel spotted at 
the courtyard of the 
command central area 
of the guard barracks 
were "possibly engaged 
in volleyball games". 

However, the report said no vehicles appeared to be 
visible on the test site's main access road.
"It is unclear if this activity indicates that a nuclear test 
has been cancelled, the facility is in stand-by mode or 
that a test is imminent," the report sai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facility in the latest image, however, is unusual and 
almost assuredly a component of an overall North 
Korean deception and propaganda effort."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last nuclear test, the biggest 
yet, in 2016 which caused a 5.3 magnitude earthquake. 
The country has conducted dozens of missile tes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claiming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such tests 
every week, even as tensions rise 
internationally. However, its most recent 
missile test, according to US officials, 
was a failure, making it the nation's 
second such failure. (Courtesy https://
www.yahoo.com/news/)

Related
North Korea has 30 warheads and is 
quickly expanding its nuclear arsenal
North Korea’s nuclear arsenal has 
expanded to 30 warheads and will grow 
further as Pyongyangproduces increased 
quantities of weapons-grade uranium and 
plutonium, according to estimates.
In just three years, the North’s 
unpredictable leader, Kim Jong-un, 
will control sufficient fissile material 
to double that arsenal to as many as 60 
weapons, says th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Washington.

To underscore this alarming increase, the 
U.S. estimated that North Korea owned just 
one or two nuclear weapons in 1999 and 
would have 10 or more by 2020, according 
to a secret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report obtained by The Washington Times 
shortly after it had circulated privately last 
decade.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North Korea 
has an improving nuclear weapons 
arsenal,” said David Albright,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ast several 
years have witnessed a dramatic and overt 
buildup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
The numbers show that North Korea is 

becoming a true nuclear power with the ability to hit 
its neighbors and, one day, the U.S.
Analysts say the North’s objective is simple: Assure 
the communist state’s, and thus the Kim dynasty’s, 
survival and coerce U.S. alli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Courtesy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 

People in North Korea view TV screen showing location 
of 2016 nuclear test.

Years of failed efforts to stem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have followed a usual pattern.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ugher action from China, the North’s 
traditional ally. Beijing urges U.S. diplomatic engagement. 
(Photo/Associated Press/File) 

A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 ordering the 
town of Dandong to recruit Korean-Chinese 
interpreters. / (Photo/ured from the Oriental 
Daily 
A Chinese town near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is 
"urgently" recruiting Korean-Chinese interpreters, 
stirring speculation that China is bracing for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volving its nuclear-armed 
neighbor.
The Oriental Daily, a Hong Kong-based news outlet 
published the story on Apr. 27, including a photo of a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 ordering the town of 
Dandong to recruit an unspecified number of Korean-
Chinese interpreters to work at 10 departments in the 
town, including border security, public security, trade, 
customs and quarantine.
The document did not specify the reason for the 
unusual, large-scale recruiting. But experts and local 
citizens said the move indicated that China was bracing 
for a possible military clash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This might trigger a huge exodus of North Koreans to 
border towns in China.
Whether this dismal scenario will become a reality is 
largely up to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u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world's superpower will 
strike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if Kim 
proceeds with a sixth nuclear test or test fires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e Dandong administration also has ordered 
its officials to work rotating night shifts since 
April 25, according to South Korea's news 
agency Yonhap.
Meanwhile, China has dismissed reports 
that it has sent 150,000 additional troops to 
its border with the North. (Courtesy www.
koreatimes.co.kr/)

Related

China Urges Citizens In North 
Korea To Return Hom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North Korea has 
advised Korean-Chinese residents to return 
home amid concern that the North's military 
provocations may trigger a U.S. attack on the 
North, according to a source.
The embassy began sending the message on 
Apr. 20, five days before the North celebrated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with a show of military power, Radio 
Free Asia said Tuesday.
The U.S.-based station specializes in North 
Korea.
The station cited a Korean-Chinese living in 
the North's capital, who said he left for China 

late last month after the embassy contacted him.
He said he has been visiting China every two to three 
months but, after being told he should "stay in China 
for a while," left North Korea a month early.
"The embassy has never given such a warning. I was 
worried and left the country in a hurry," said the man, 
whose name was withheld.
But he said that most Korean-Chinese residents in 
Pyongyang were ignoring the message.
The city's "peaceful" atmosphere, despite the global 
crisis due to the state's threats involving missiles and 
nuclear tests, might have kept them unaware of the 
situation, he added.
The embassy's warning indicates that China is 
worried that the saber-rattling North and U.S. moves 
to destabilize the Kim Jong-un regime might affect 
Chinese citizens abroad.
The North was expected to conduct its sixth nuclear 
test around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te's founder 
Kim Il-sung's birth on Apr. 15 and/or on the national 
military anniversary on Apr. 25.
The test did not happen on either day, except a fizzled 
missile test on Apr. 29. (Courtesy www.koreatimes.
co.kr/) 

North Korean soldiers carry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flag as they walk past residential 
buildings along Ryomyong street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Apr. 13. / AP-Yon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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