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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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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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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通訊 metro PCS 專營店
免簽合約﹗保留原號碼﹗無雜費﹗
免費送手機促銷計劃﹐一年四季都有驚喜﹗
E-mail﹕Corporate@Bellaire / Dynasty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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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優步(Uber)公司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
·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星期二宣布，他
將休假一段時間，具體天數沒有公布。卡蘭尼
克是在給員工發出的電郵中通知他要休假的，
理由是他要悼念上月在遊艇事故中去世的母親
。他還表示，他需要學會改善領導方式。
與此同時， 前總統奧巴馬時期的聯邦司法部長
埃裏克·霍爾德公布了改善優步公司管理的建
議清單，其中包括解除卡蘭尼克的某些職權，
把他們移交給一位首席運營官。

霍爾德領導的科文頓·柏靈律
師事務所(Covington & Burling 
LLP)和另一家法律公司博欽律
師事務所(Perkins Coie)分別對
優步公司的企業文化展開了調
查。在此之前，優步公司前女
性職員蘇珊·福勒提出了性騷
擾指控。她聲稱，自己提出的
指控沒有被認真對待。
霍爾德領導的律師事務所還表
示，優步公司應該讓高層經理
承擔更多的問責，提高族裔多
樣化。
蘇珊·福勒提出指控之後，有

報道說，優步公司的確進行了改革，其中包括
開通24小時的雇員電話熱線。在科文頓·柏靈
律師事務所並對有關性騷擾、淩霸的投訴和其
它職場問題進行調查後，優步開除了20位員工
。
其他建議包括，公司派對限制提供酒精飲料，
禁止雇員與老板之間建立親密私情。
優步公司成立以來，顛覆了全美成千上萬個城
市的出租車市場，也因此糾紛不斷。公司發展
的巔峰時期，市值超過700億美元。

威瑞森電信
完成收購雅
虎核心互聯
網資產
【VOA】這是因特網時代的終結。雅虎作為萬
維網的一個標志性的先行者，現在加入了威瑞
森電信公司。星期二，雅虎將其核心互聯網資
產以40.48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威瑞森。
雅虎余下的部門將更名為“Altaba”，作
為一家控股公司管理雅虎持有的中國電商
巨頭阿裏巴巴的股份。
雅虎由兩名斯坦福畢業生於1994年創立
，很快發展成為一家領軍門戶網站。在互
聯網泡沫時期，它的估值在一千億美元。
如今在威瑞森公司旗下，雅虎將加入另一
家老網絡公司——美國在線。這兩家公司
將成為威瑞森公司的一個叫做“Oath”
的部門的一部分，由美國在線的CEO蒂
姆·阿姆斯特朗領導。
Oath稱其擁有13億的月度用戶， 並表示
希望雅虎能夠幫助他們培養用戶。

“現在這項交易結束了，我們非常興奮可以把
目光聚焦到如何成為最好的消費者媒體公司上
，成為我們廣告商、內容生產商和發行商的最
佳合作夥伴。”
在這個新的框架下，約有2100人將失去他們的
工作。Oath公司表示將采取措施控制成本。
爭議纏身的雅虎CEO瑪麗莎·梅耶將不會加入
Oath。紐約時報報道說，梅耶在雅虎工作的五
年中，每周的平均薪水是100萬美元。據報道
她還接受了一筆額度為2300百萬美元的離職補
償金。
 梅耶在一份致員工的郵件中寫道：“由於我的
固有角色的改變，我將離開公司。”她還說：
“然而，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明白，我的內心
是充滿留戀、感激和樂觀的。”
威瑞森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威瑞森祝願梅
耶的未來一切順利。”

︱優步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在孟買的印度理工學院對學生們  
   講話。（2016年1月19日）。         

︱雅虎CEO瑪麗莎·梅耶在紐約的一個記者會上講話。
  （2016年7月25日）。

《文人政事》台灣傑出藝文人士訪談

提升藝術政事層次

節目主持蔡詩萍(左)與僑務委員長吳新興(右)。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現場。

優步執行長請假避煩

節目介紹：《文人政事》以專訪臺灣傑出藝文人士為主，不論是傳統文化或現代藝術、西方
或是東方文化傳承和創作，都將透過節目的報導以及棚內訪談，讓全球華人了解臺灣多元文化藝
術發展，提升文化水平和形象；並藉由創作者經驗分享，激發民眾創意，培養兼具歷史傳統和現
代時尚感的藝術觀。
此外，為了服務廣大海外僑胞，《文人政
事》也將視情況邀請政府官員接受訪談，
做政治、經濟文化等政事方面的說明。

播出時間：周三晚間7時30分至8時30
分首播，周四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
時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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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俄羅斯迎來全當天俄羅斯迎來全
國性節日國性節日““俄羅斯日俄羅斯日””。。
在莫斯科紅場附近的特在莫斯科紅場附近的特
列維爾大街上列維爾大街上，，可以看可以看
到俄各個時期的武器裝到俄各個時期的武器裝
備以及當時的生活場備以及當時的生活場
景景。。民眾不僅可以自由民眾不僅可以自由
拍照拍照，，還可以近距離與還可以近距離與
演員互動演員互動。。

比利時慶祝蒙斯屠龍節比利時慶祝蒙斯屠龍節 人山人海搶人山人海搶““龍尾龍尾””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在比利時南部小城蒙斯在比利時南部小城蒙斯，，人們參加人們參加““屠龍屠龍

節節””的重頭戲的重頭戲———屠龍儀式—屠龍儀式。。當天當天，，本年度本年度
““屠龍節屠龍節””的兩個最重要的環節的兩個最重要的環節———盛裝巡遊—盛裝巡遊
和屠龍儀式在這裏上演和屠龍儀式在這裏上演，，將節日的氣氛推向高將節日的氣氛推向高
潮潮。。蒙斯蒙斯““屠龍節屠龍節””已有已有 600600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
20052005年年，，蒙斯這壹傳統節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蒙斯這壹傳統節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織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西班牙牲畜遷徒季西班牙牲畜遷徒季
綿羊當綿羊當““路霸路霸””汽車遭圍困汽車遭圍困

（綜合報導）率領企業領袖訪問團赴美國華府出
席2017年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的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
玥及訪問團一行於昨(14)日晚抵達休士頓，旋即於本(6
月15)日與此地企業界舉行座談會。此次座談會係由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大休士頓商會(GHP)共同
籌辦，邀請台美官方及企業界人士計70餘人出席，產
業類別涵蓋石化、電子製造、風力發電、工程及法律
顧問等行業。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首先致詞歡迎何國策
顧問率團到訪休士頓，並表示台美之間緊密的經貿及
投資關係，共創造及支撐33萬個美國就業機會。台美
企業在全球供應鍊中，特別是在資通訊技術產業部門
(ICT sector)無可取代的策略聯盟，提供了美國品牌與
產品行銷全世界的入口，從而支持川普總統 「買美國
貨(Buy America)」的施政主軸。

德州州長辦公室經濟發展暨觀光廳廳長 Bryan
Daniel亦特地自奧斯丁赴休士頓出席此一台美企業交流
盛會，除代表德州州長Greg Abbott歡迎台灣企業領袖
團訪問德州外，並說明德州優異的投資環境，鼓勵台
商赴德州進行全球營運佈局。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則指派副代理市長Jerry Davis代表出席並頒賀狀
宣布 2017 年 6 月 15 日為 「台灣貿易及投資日(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 Day)」。德州州眾議員Hubert Vo
亦均撥冗出席，代表德州議會及人民歡迎台灣企業領
袖訪美團到訪美國德州休士頓。

擔任此次企業團團長的何美玥國策顧問在致詞時
向與會人士說明台美產業鏈相互依賴的重要性以及台
商在德州投資對創造本地就業機會的貢獻。何團長一
開始即強調， 「今年1月蔡總統過境休士頓的時候曾明
確表示，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盟友與朋友，期盼增加

對美國的投資與貿易。今天率領臺灣企業界來訪，主
要目的就是要增進雙邊聯繫」。何團長提到德州是台
商在美的投資重鎮，台商在德州的直接投資，加上德
州貨品及服務出口到台灣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4萬個
。還有幾個正在進行投資評估的案子，正式啟動後將
進一步推動台灣與德州的雙邊經貿關係。但從另一方
面來看，台灣市場對德州業者也是充滿著商機，例如
規劃中的台灣離岸風力計畫，也吸引此地美商前往尋
找合作夥伴。

根據統計，2016年台灣自德州進口總值達42億8,
700萬美元，出口總值則為23億3,500萬美元，德州享
有順差達19億5,200萬美元。台灣是德州在全球的第9
大出口市場，德州出口產品以半導體及半導體製造設
備最多，合計占67%，化學品則是另一項重要出口產品
。工業產品之外，台灣也自德州進口不少農產品，棉
花金額達5,000 美元，冷凍牛肉及核果各有2,500 萬美
元。顯見台灣對於德州農產品出口有一定之貢獻。

何團長也特別強調， 「貿易順差、逆差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雙方的合作能否為對方在全球的市場競爭
上，拓展更多的商機，並為對方的勞動市場創造更多
更優質的工作機會。」

何團長期許與台商有長期合作關係的美國企業夥
伴，能夠在 「互補、互利」的基礎上，共同推動進一
步的雙邊經貿合作，並讓這樣的聲音從地方傳達到聯
邦政府。

今天出席座談會的台灣廠商有台灣中油公司、遠
東集團、長春集團、李長榮集團、華邦、友嘉集團、
中鋼、鴻海、漢翔、長榮航空及中鼎公司等，均利用
簡報時間向與會貴賓分享他們對美國市場的觀察，獲
得在場美商熱烈迴響

2017年6月15日SelectUSA投資高峰會台灣企業領袖團休士頓座談會
何美玥國策顧問出席休士頓企業座談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歡迎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歡迎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
玥及玥及Ted CruzTed Cruz參議員代表德州東南區主任參議員代表德州東南區主任Jessica HartJessica Hart於於66月月1515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3030分分
出席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大休士頓商會出席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大休士頓商會(GHP)(GHP)共同籌辦休士頓企業共同籌辦休士頓企業
座談會座談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會於六月三日在僑教中
心舉行的理事會中共同推選出2017- 2018年度
新任會長 謝家鳳、副會長顧寶鼎、徐冠中、 鍾
宜秀、李莉穎、王孟瑀、 鄧曉林，財務林恂，
公關何有靜，祕書鄭嘉慧，法律顧問趙偉宏。
全體理事通過
(1)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7年年會及獎學
金頒發:
年會召集人現任會長葉宏志及待任會長謝家鳳
報告:

A.今年適逢校聯會30週年慶，年會將於六
月二十四日晚六時在 Marriott hote盛大舉行。獎
學金及各項開支預估需要$125,000.其中,$60,000
來自各界對 31 名學生的獎學金捐助，不足的
$62,500需要校聯會自行募款。兩位召集人呼籲
每所院校至少贊助一桌，及各會員努力幫忙推
銷年會餐券以平衡整個活動開支。年會入場券
請 洽 謝 家 鳳 281-370-9404, 葉 宏 志
713-662-2788。

B.三十週年慶紀念刊已編排完畢待印。

C.旗隊， 每個學校需要一個
校友出來掌旗。

(2)僑委會的搭橋計劃,由大專
校聯會負責接待家庭的安排。此
事由有經驗的孫雪蓮和王孟瑀協
助辦理。6/11早上10:30已在203
室開會討論相關事宜。

(3)愛心組織將於七月四日於
中華文化中心舉行年度募款活動
，大專校聯會將協助募款 $200 .
需要義賣券者請與Janet Chung連

絡.
美 南 大 專 院 校 聯 合 校 友 會 （JCCAA)

（www.jccaa.net)始創於1987年，是全美會員最
多組織最完善的華人社團之一. 欣逢三十周年，
主題已定為傳承校聯會精神以及團結就是力量
(unity is Power).
大專校聯會自九十年代初期即以團結僑社打入
主流社會提昇華人形象爭取華人權益為已任,九
十年代初期引領僑社成立華人愛心組織,與市政

府合作,以大型慈善活動為方法打入主流社會, 後
又結合亞裔與百人會及全美 80/20 促進會合作
促成Houston80/20促進會之成立,並獲得政界對
亞裔及華人力量之重視.

校聯合唱團的成立即基於傳承團結,將不同
的聲音融成一體,以不同的語言從古典到民族、
民歌、校園歌曲，呈現出我們這一代一路走來
的心路歷程，也以聲音及曲目的結合呈現了力
量、諄樸、紓情、熱忱以及海外遊子對故鄉的
依戀情懷.

年會的節目由合唱團以及校友們組成的
fashionshow組成。 服裝秀結合舞蹈與fashion是
一種創新,也邀請了休士頓最好的舞蹈老師編舞,
以及前台灣 Shiseido 教育總監黃惠珠女士主持
Fashionshow，並由校友知名製作人張筱蘭女士
擔任晚會節目製作製作. 校聯會目前正極力邀請
黃敏境處長及夫人也能夠加入fashionshow作為
壓岫並與合唱團及全體佳賓合唱 Texas Medley
將年會推到最高潮,亦將三十周年的主題及校聯
會的團結精神發揮至極至.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
三十週年年會及獎學金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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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影迷們注意了，在今年第５
０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中大放異彩的影片《逆時營救》
(Reset)，將於6月30日在全美上映，與中國大陸同步播出
。此片是由成龍監製，深受觀眾喜愛的楊冪、霍建華領銜
主演，金士傑、劉暢、張藝瀚主演。

科幻動作電影《逆時營救》在今年四月休斯頓國際電
影節中獲最佳影片雷米大獎，楊冪在片中的演技備受肯定
，榮獲“最佳女主角”，這也是她演藝生涯中第一個國際
電影節影后獎座。電影中，楊冪為了救兒子必須逆轉時空
，和霍建華展開一場生死對決，因此也產生同一個時空出
現3個楊冪的奇異畫面。

在預告片中，2號楊冪雖被霍建華飾演的綁匪以槍恫
嚇、以重拳擊倒在地，但3號楊冪及時出現，讓這場決鬥
變得勝負難分。霍建華手持斧頭追殺楊冪的畫面，則令人
看得驚心動魄。電影中不僅有許多動作戲，楊冪在鏡頭前
挑戰吊鋼絲，同時不戴護具在垃圾場斜坡高速下滑，逼真
的演出呈現專業演員的高度敬業精神。

此外，片中的飛車追逐和槍戰戲，會讓人覺得楊冪簡
直是豁出去了，演對手戲的霍建華表示： 「我覺得楊冪膽
子真是越來越大了」，其實自己非常驚訝楊冪能夠嘗試這
樣的激烈的動作戲。對於過去大多主演宮廷古裝戲或是愛
情戲的楊冪而言，她正在爆發自己的演技能量。楊冪自己
也說： 「我覺得對一個演員來說，這是一個很爽的挑戰」
，楊冪努力突破自我限制，挑戰極限的精彩演出，獲得外
界激賞，奪得影后實至名歸。

楊冪在片中飾演單親媽媽夏天，她是物理研究所的高
級研究員，與所長共同研究出可讓生物體穿越蟲洞、進行

時間旅行的技術，當這項高科技研究有了突破性發展時，
兒子豆豆（張藝瀚飾）卻被神秘的綁匪崔琥（霍建華飾）
給綁架了。為了救回豆豆的生命，夏天冒險用未完成的粒
子技術返回1小時50分鐘之前，卻令事態變得更為複雜，
並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境，她得面對三個自己在時空旅行
中的變異互搏。而綁匪崔琥的背後故事也漸漸浮出台面…

劉暢飾演物理研究員大雄，是楊冪所飾演的夏天的同
事，戲中的他不僅默默 「陪伴夏天度過漫長歲月」，是十
足的暖男，更不管身負重傷，一次次幫助楊冪回到過去，
營救被霍建華綁架的兒子，堪稱是個 「神隊友」。特輯中
，有一幕劉暢被身著黑衣、眼神冷酷的楊冪狠狠推在牆上
，兩人本該是並肩作戰，卻似乎發生了衝突，令觀眾相當
好奇。劉暢也透露，拍攝時真的被楊冪那場入戲的狀態嚇
到了，坦白表示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楊冪」，讓人非常
期待他們這場對手戲。

《逆時營救》全北美院線詳情：http://www.wellgou-
sa.com/theatrical/reset。

Well Go USA引領，全北美6月30日最新鉅獻歡迎民
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達拉斯、首府華盛頓、紐約、洛
杉磯、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舊金山、亞特蘭大、聖地
牙哥、尤金(Eugene)、西雅圖、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
全北美同步上映。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電話:(713) 977-4431。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緊張刺激動作科幻鉅獻《逆時營救》
六月底北美上映 楊冪、霍建華領銜主演

緊張刺激動作科幻鉅獻緊張刺激動作科幻鉅獻《《逆時營救逆時營救》》
全北美全北美66月月3030日上映日上映 楊冪為救愛子逆轉時空楊冪為救愛子逆轉時空

楊冪在楊冪在《《逆時營救逆時營救》》中演技備受肯定中演技備受肯定，，榮獲第５０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影榮獲第５０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影
后后

為了兒子必須超越自己為了兒子必須超越自己，，楊冪與張藝瀚在片中有許多窩心演出楊冪與張藝瀚在片中有許多窩心演出

霍建華飾演綁匪霍建華飾演綁匪，，要要““活捉活捉””楊冪楊冪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透過 「德州藝人
福音團契」 牧師李水蓮（ 藝名康嘉欣） 的安
排，邀請資深藝人-----電影 「金大班的最後
一夜」 女主角姚煒女士，來美國作音樂- 生
命- 見證會。第一站洛杉磯，有五百多位姚煒
的影迷出席大會，第二站達拉斯，第三站休士
頓，從今晚起，在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正
式登場，除了獻唱多首懷舊金曲外，更向休士
頓僑胞分享她高低起伏的人生。讓大家知道這
位八十年代的著名影星，藝人，不為人知的另
一面，及她如何在約旦河受洗成為基督徒的經
歷。
自幼清貧養成堅強的性格

姚煒出生於五十年代的上海，經歷了中國
最動蕩的大躍進時代。姚煒憶述當時的情景：

“我們一家六口非常貧窮，連吃飯也成問題。
後來爸媽逃難到香港，把我和弟妹寄養在舅父
家裡。有一次我看到米缸沒有米，於是到舅母
的米缸拿，怎料舅母發現後把我抓到警局….那
時我們是窮到這個地步。”

後來因著這次事件，她和弟妹竟然很快獲
得批准到香港與父母團聚。姚煒就帶著三個弟
妹到香港與媽媽見面，媽媽帶他們到了一酒家
點了一碟面，他們四姊弟把麵很快吃完後，還
爭著去舔那隻碟。 “吃完後當我抬頭看到媽媽
時，才發現她在流淚,那時我還不知道媽媽為什
麼哭，後來到了香港，才知道我們的家只有一
百呎，而且就只有一張床。媽媽原想多點一碟
菜給我們吃，但她真的沒有錢。”

不久後，媽媽因病離世，臨終前把弟妹都
交託給姚煒照顧。於是姚煒小
小年紀就兼負母職，煮飯和照
顧弟妹們，漸漸養成了大家姐
的風範。
入行經過、攀上事業高峰
究竟姚煒是怎樣入行的呢？
她說，“我的爸爸是個裁縫，
小時候我會幫忙把珠片釘在衣
服上。後來想到如果我把衣服
拿到舞廳的後台賣給那些歌星
，或者可以賺到更多的錢。於
是，我就經常到那裡，去多了
又聽見這些歌手說跟老師學唱
歌，我又想，如果我也跟老師
學唱歌，說不定他可以介紹更
多的學生給我造衫。”
就這樣無心插柳柳成蔭，姚煒

就開始跟老師學唱歌。
一次有一位學生因病不
能上台，老師就推薦姚
煒代唱。在這次的演出
中姚煒得到經理的賞識
，從此就踏上舞台成了
歌星。及後她又有機會
拍電影，更憑著拍攝白
先勇的小說《金大班的
最後一夜》紅遍東南亞
，攀上了事業的最高峰
。在電影頒獎禮上，姚
煒原以為自己一定會得
到最佳女主角，但最終
竟然落敗。
“我還記得大家都離開
後，我獨自站在舞台上
，當時覺得好孤獨、失
落，成名後使我以為自
己很了不起，但一下子
卻跌到了最低點。”
後來她如何的走過來，她來到休士頓就是來告
訴您；她生命的故事.
以下是德州藝人福音團契牧師李水蓮（藝名康
嘉欣）安排的聚會如下：
休士頓的各界人仕歡迎踴躍參加。
1. 休士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日期：2017年6月16日週五 時間：晚 7點30分
地 址 ： 2401 S.Dairy Ashford Rd., Houston TX
77077
電話：713-303 2733 聯絡人：陳晉祿牧師
2. 休士頓信義教會 Faith Lutheran Church

日期：6/17 週六 晚上7時
地址： 4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TX 77401
電話： 832-540-6802 聯絡人：談俊峰牧師
3.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日期：2017年6月18日 週日 時間：上午 9點45
分
地址：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電話 : 281-879 8080 聯絡人 : 白添成牧師
4. 活泉基督教會
日期：6/18主日 上午 11點30分
地址：9917 Clodine Rd, Richmond, TX 77407
電話：281-923 3660 聯絡人：黃以法長老

（本報訊）美國德州共和
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Sen. Ted
Cruz)針對巴拿馬與我斷交事發
布標題為 「克魯茲參議員聲言
：德州與台灣站在一起--力促
各國抵抗孤立台灣之作為」書
面聲明

美國德州重量級共和黨聯
邦 參 議 員 克 魯 茲 (Sen. Ted

Cruz, R-TX) 於本(106)年 6 月
15日針對巴拿馬與我斷交事發
布書面聲明，標題為 「克魯茲
參議員聲言：德州與台灣站在
一起--力促各國抵抗孤立台灣
之 作 為 (Sen. Cruz: ‘Texas
Stands With Taiwan’ --Urges
nations resist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

該書面聲明內容如下：
「關於巴拿馬於本週稍早宣布

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事，美國
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本
日發表聲明如下： 『本人對於
巴拿馬為討好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與台灣斷交的決定深感憂慮
。當美國在全世界最重要區域
之一的地位受到威脅之時，給

予北京重大外交勝利之此一舉
動乃進一步孤立我們在亞太地
區最緊密的盟邦之一。美國對
於一個免於受中國威脅與侵略
之台灣的安全與繁榮之堅定承
諾，毫無妥協空間。台灣是美
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是與美
國緊密合作以維持亞太和平與
穩定的國家，也是在中國政府

毫不遵守的民主、法治與人權
方面的保壘，本人敦促其它國
家勿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迫，
並應抗拒參與孤立台灣之作為
。正如本人於今年 1 月告訴蔡
總統，德州與台灣站在一起，
本人期盼與美國的盟邦(台灣)
合作，在共同關切與互利的所
有領域強化關係。』」

上述聲明發布後，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
處長即於第一時間代表蔡英文
總統及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感
謝克魯茲聯邦參議員對台灣的
堅定支持。

美國德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書面聲明

「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電影女主角姚煒蒞臨休士頓
今晚起在四教會作三天四場演講，告訴您她生命的故事

圖為女星姚煒圖為女星姚煒（（ 左二左二 ）） 在胞弟金偉明牧師在胞弟金偉明牧師（（ 左一左一）） 及主辦人李水及主辦人李水
蓮牧師蓮牧師（（ 右二右二 ），），陳國安牧師陳國安牧師（（ 右一右一 ）） 的陪同下的陪同下，，出席休市媒體出席休市媒體
記者會記者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著名女星姚煒圖為著名女星姚煒（（ 左四左四 ）） 與出席記者會媒體代表合影與出席記者會媒體代表合影。（。（
左起左起 ）） 世界日報郭宗岳世界日報郭宗岳，，大紀元報孫玉玟大紀元報孫玉玟，，金偉明牧師金偉明牧師，，李李
水蓮牧師水蓮牧師，，陳國安牧師陳國安牧師，，美南日報秦鴻鈞美南日報秦鴻鈞，，僑報鄭直僑報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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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周典樂女士, 提子墨先
生

時間: 六月十八日下午二時
地點: 中華文化中心二樓251

室
周典樂講題 試談中國繪畫

之美
介紹中國繪畫之源流與基本

欣賞之概念，介紹各朝各代的名
畫家，及中國繪畫的畫派發展與
風格特色。

中國繪畫簡稱國畫，與西方
繪畫有很大的不同，無論從材料
，技法與購圖等都大不相同。為
什麼中國人這樣畫，西方人那樣
畫。如何去欣賞中國繪畫與與領
略中華繪畫之美。這可能要從歷
史文化的背景，與山川地理說起
。

了解中國繪畫之源流與欣賞
法則，對欣賞中國繪畫將有很大
的幫助。其實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繪畫還注重人品。谿山行旅圖
的氣勢，清明上河圖的精細，富
春山居圖的意境，如何去領會呢
？

演講將以Powerpoint幻燈形
式，賞析古代的傳世名畫，來欣
賞中國繪畫之美

提子墨 「追著太陽跑，一頭
栽進去用力戰勝自己！」

【講者簡介】
出生於台北，現定居加拿大

，溫哥華電影學院 3D 動畫與電
影視覺特效科系畢。2015年以本
格小說《熱層之密室》勇奪第四
屆 「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決選
前三強作家、台灣 「博客來」推
理藏書閣書評人、台灣推理作家
協會會員。

曾任舊金山《品》雜誌旅遊
專欄作家、紐約世界報系-世界
周刊 「墨眼看天下」專欄作家、
台灣 Mass-Age 「全球移民後遺
症」專欄作家。

已出版作品──
o 2015 年 8 月：皇冠出版社

《熱層之密室》繁體版
o 2016 年 7 月：秀威-釀出

版《火鳥宮行動》
o 2016年10月：中國百花文

藝《熱層之密室》簡體版
o 2016年12月：秀威-釀旅

遊《追著太陽跑，一頭栽進去用

力戰勝自己！》
o 2017 年 1 月：秀威-要有

光《水眼：微笑藥師探案系列》
【講座內容大綱】
「季節性情緒失調（Sea-

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 S. A. D.
）也稱為 「冬季憂鬱症」，是一
種感情或者情緒上的失調症狀。
S. A. D.患者在一年中大部分時
間都有良好的健康狀態，只有在
北半球的冬季或南半球的夏季會
感到憂鬱徵狀。雖然熱帶地區
S. A. D.存在的例子很少見，但
是在北緯三十度以北或者南緯三
十度以南的地區，S. A. D.顯著
存在。」─── 節錄自《維基
百科》我住在全球最適合人類居
住的都市──溫哥華，總是對生
命充滿熱忱，總是爽朗大笑，卻
成了 S. A. D.患者。那麼粗枝大
葉的我、那麼熱情開朗的我、那
麼樂於散播歡樂與笑聲的我……
怎麼會得那種怪病成了 S. A. D.
患者？

我有長達四、五年的冬季，
必須服食一種叫 St John&#39;s
Wort 的德國草本抗憂鬱草藥，
每日還要花至少半個小時，坐在
一盞特殊的 S. A. D.太陽燈底下
療癒，看起來活像一盆懶洋洋的
植物在行光合作用。我當時不斷
告訴自己，我必須尋找一個讓自
己快樂的方法，一種讓自己的心
靈電池重新滿格的充電途徑。我
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了一個有點陌
生的字眼── 「旅行」，一種如
植物趨光本能的。脫。逃。

我開始在秋末至初春期間，
為自己安排了大大小小逃離冬日
的旅程，一次次尋找心目中充滿
陽光燦爛的城市。我將每一次的
旅行以文字、相片記錄了下來，
因為那些旅程除了是我出逃冬日
、追著太陽而跑的紀行，也曾經
是我用來療癒冬日憂鬱的心靈歷
程。

那一段追著太陽跑的旅程，
從開車可抵達的小城小鎮，到搭
飛機航向北緯三十度以南的國度
。從一望無際的歐肯納根沙漠、
艷陽高照的奧索尤斯、壯麗驚豔
的哥倫比亞冰原、牛仔奔馳的卡
加利、充滿法語區風情的蒙特婁
、帶著濃濃英倫色彩的維多利亞

……一路尋訪到馬尼拉的西班牙
古城、花之島與神之島的峇厘島
……我跑遍陽光燦爛城市，在一
次次的旅行中反覆看到了萬物存
在的價值；逼迫自己咬緊牙關走
出大門，也要跨越自己的內心深
處！啟程吧！儘管再害怕也要勇
敢，為自己找到生命的太陽！

追著太陽跑：加拿大
第一次向某位洋同事聊到我

的 「冬季憂鬱症」時，她拍了拍
我的肩膀微笑地說： 「去吧，去
一趟歐肯納根沙漠！看看陽光普
照的河川與峽谷，在綠洲小鎮基
隆拿或奧索尤斯住一陣子，你會
沒事的！」原來，她也曾是個
S. A. D.的過來人。尋找加拿大
的陽光燦爛城市──

o 奧索尤斯紀行 ─ 探訪北
方雪國少有的歐肯納根沙漠、峽
谷與綠洲

o 咿哈！卡加利牛仔節 ─
加拿大也有牛仔！尋訪 「斷背山
」的拍攝景點

o 北美小巴黎浪漫行 ─ 跟
著我到蒙特婁，走訪城中之城的
「地下之城」

o 溫哥華超自然之旅 ─ 你
去過溫哥華，卻不見得聽聞過的
在地溫城鬼故事

o 千年冰川 萬年冰原 ─ 旅
遊加國沒見到雪山與冰原，只算
看了半個加拿大

o 水怪湖畔的婚禮 ─ 蘇格
蘭有尼斯湖水怪，歐肯納根也有
知名的歐戈波戈！

o 維多利亞沒有秘密 ─ 溫
哥華並不是卑斯省省會，離島的
維多利亞才是喔！

追著太陽跑：美國
小時候，從父母的老唱機上

聽過一首叫 「南加州從來不下雨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Cal-
ifornia）」的老歌，那時候還不
知道什麼叫做南加州，更無法想
像怎麼會有地方從來不下雨？

那幾年追逐陽光城市的旅行
中，造訪了洛杉磯、帕薩迪納、
聖瑪利諾…我才知道原來那裡就
是歌詞中的南加州！在我停留的
半個多月中，的確從來沒有下過
雨。

尋找美國的陽光燦爛城市─
─

o 亨廷頓藝術典藏之旅 ─
宛如亂世佳人的亨廷頓夫人，與
她珍愛的典藏品

o 華盛頓湖的翡翠之城 ─
西雅圖，一座很熟悉卻又變化萬
千的西岸城市

o 新英格蘭上的璞玉 ─ 在
美國的發源地細賞充滿歷史色彩
的思古幽情

o 奧斯特的生存旅館 ─ 在
布魯克林大橋另一端，尋找奧斯
特小說中的景點

追著太陽跑：東北亞
逃離溫哥華飛回亞洲的陽光

之旅，每次總需長途飛行十個多
小時。當大韓航空的班機終於降
落在首爾仁川國際機場時，心中
充滿了許許多多的好奇與悸動，
那座新穎的城市總能令我眼睛一
亮，細想它的歷史背景後，卻又
令我百感交集！

而東京則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奇想，無論是來自日本動漫的靈
感，或是源於日劇裡浪漫的偶像
情結，它在我心中一直是個充滿
神祕、科幻、鬼怪和美少女的未
來城市！彷彿走在東京的街頭，
隨時都有可能與 「航海王」的魯
夫、 「哆拉A夢」裡的大雄或靜
香擦身而過。長大後，去了幾趟
日本，才終於對那個曾是 「太陽
帝國」的國家改觀……

尋找東北亞的陽光燦爛城市
──

o FUN 眼看東京 ─ 不依靠
旅遊書上的指南，我試著用另一
種方法放眼東京

o 首爾。萬象之都 ─ 這個
光鮮亮麗的城市，我卻走進了它
的後街小巷尋訪

o 下 一 站 ， 朝 鮮 王 朝 ─
「五宮一廟一古城」探索世界文

化遺產的歷史遺跡
o 韓國美食吃透透 ─ 生吞

活章魚、Bulgogi、一隻雞、朝鮮
拌飯、韓式粥品

o 記憶中的葡萄牙瓷磚畫
─ 在古城中尋找童年時一抹藍
色的記憶片段

追著太陽跑：東南亞
假如，我從來沒有到過馬尼

拉，就不可能知道菲律賓曾被西
班牙統治過三百年。美西戰爭結
束後，還被美國接管了三十三年

、日本佔領過四年……而印尼的
峇里島則是另一個值得一去再去
的天堂島嶼，它比泰國的普吉島
乾淨清爽，又比關島、夏威夷或
馬爾地夫的價位低廉許多。島上
的居民與印尼本土所信奉的宗教
並不相同，大多是世代信仰印度
教的善男信女，他們的個性善良
純樸對華人非常友善！

如果人們稱那是一座花之島
、神之島或天堂之島，那麼那些
和藹可親的居民肯定就是島上的
天使！

尋找東南亞的陽光燦爛城市
──

o 花之島 神之島 峇里島 ─
令人神往的山光水色，人卻是最
美的風景

o 泡沫中的輝煌王城 ─ 在
西班牙的古城，看到了被殖民的
歲月歷史點燃心中的太陽

二○一三年秋末，我的家庭
醫師為我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今年冬季停止服用St John&#39;
s Wort吧！剛開始，我還有些抗
拒，甚至沒有信心能完成他的期
望，還不斷懷疑地問自己，我真
的可以不靠藥物撐過漫漫長冬嗎
？要是我的胸口又再浮起那種空
心的感覺，無力起床、沒有心思
創作、不想接觸人群、不在乎人
生的目標……那種 「內在能量危
機」又回來的話，我該怎麼辦？
留著一臉落腮鬍的他，淺淺地牽
了一下嘴角，然後認真地凝視著
我： 「這個冬季，試著去完成一
個人生計劃吧！一個你一直以來
都想追求的夢想，或是一個你曾
經未完成的目標。然後，一頭栽
進去用力朝著那個夢想與目標奔
跑。」

回到家之後，我一直捫心自
問，我曾經亟欲追求的夢想與目
標是什麼？我拉開書桌的抽屜，
翻閱著這些年來撰寫專欄與小說
時的幾本 「靈感記事本」，希望
能從過往手寫的筆記中尋找到什
麼蛛絲馬跡。然後，我無意間翻
到兩頁夾在記事本內對折的 A4
紙頭，上面信手抄著十多個關於
太空人、太空船和太空站的英文
專有名詞，旁邊還用紅筆寫著一
行中文字──海拔那麼高的太空
站，能不能發生什麼密室謀殺案

？？？
那行打了許多問號的中文字

，還被紅筆用力畫了好幾個圈。
我突然想到，那是年初觀賞加拿
大太空人 「克里斯‧哈德菲爾
（Chris Hadfield）」，在 ISS 國
際太空站直播艙房導覽的影片時
，我所隨手記下的一些航太名詞
。當時我還突發奇想，那麼酷的
太空站要是寫成推理小說的命案
場景，一定炫斃了吧！？可是看
完太空站的直播之後，我幾乎忘
記曾經有過那麼個靈光乍現的好
點子。

為什麼我沒有去實現？為什
麼沒有寫出那本發生在太空站的
密室命案？我重新將自己浸淫在
各種航太科技的紀錄片、六大太
空總署的資料、太空人訓練的培
訓影片、追看俄羅斯太空船飛射
時的轉播、瞭解 EMP 武器的構
造與原理……然後，很熱血地寫
出了小說的故事大綱，也逐步設
計出命案中的各種詭計與謎團！

一轉眼，那年的冬季就那樣
不知不覺飛逝了！我的心思卻沒
時間去惦記 S. A. D.會不會發病
。當下一個冬季再度來臨時，我
早已醉心於要完成那本推理小說
，並且在 「第四屆島田莊司推理
小說獎」截止前的十多天，將書
稿越洋快遞到主辦單位。

那本推理小說就是後來決選
入圍的前三強作品之一《熱層之
密室》，也許應該稱它是──終
結我冬季憂鬱症的臨門一腳吧？
當我站在頒獎典禮的舞台上，從
日本 「推理小說之神」島田莊司
老師的雙手，接下那一座水晶獎
座時，我的臉上雖然掛滿自信的
笑容，眼眶的背面卻有兩行淚不
斷往內心倒流著。

我真的戰勝了自己！
戰勝了折磨我近五年的 S.

A. D.！
戰勝了我認為是知心好友身

亡後無止盡的低潮期！
戰勝了我誤以為是累積多年

的思鄉病所爆發出來的抑鬱！
戰勝了那個讓朋友們誤會我

不合群、反社交、陰陽怪氣、足
不出戶的冬季憂鬱症！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秀威作家北美巡迴講座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成立於2002 年，有15 年歷史的 「康
樂活動中心」，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上，王朝商場的正後方，是
休士頓年長人士的樂園，著名的老人公寓 「晚晴公寓 」 就在旁
邊，多年來成為年長人士活動的天堂，大家白天來此打麻將，交
友，學習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學習英語，使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並 不 無 聊
， 寂 寞 ， 且
更 加 多 彩 多
姿。

「康 樂
活動中心 」
由 趙 醫 生 ，
Susan 夫婦主
持 ， 為 了 使
老 人 家 盡 享

口福，吃的美味又健康，Susan 於日前重金禮聘來自 「
鳳城」 ， 「姚餐廳」（ Downtown ) 退休元老名廚阿君
先生主理廚政，負責早，午餐，阿君先生是正宗粵菜名
廚，才來幾天，已令全 「康樂活動中心 」 的老輩們驚
喜不已，每天像吃餐廳，大享口福。阿君先生，不愧是
名廚，各種食材到他手中，就能變化出山珍海味來，連
一碗普通的豆腐湯，他也能煮成像宴席煲湯，這來自他
的豐富的烹調經驗，和對食材高明的掌控能力。像每位

老人家每人一份餐食，四菜一湯，有葷有素，連素菜的涼拌海帶
絲也調理的滋味十足，令人愛不忍釋，還有滑蛋蝦仁，紅燒肉配
上口感，養生的藕片，滋味無窮。阿君師傅加入 「康樂 」 令這
些一百五十位長輩，又重拾 「食 」 的樂趣。

「康樂活動中心」 凡有Medicaid 者即可申請，該中心每天

有專車接送，還可載您送醫及購物。該中心特設營養餐廳，供應
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並有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 負責人即為 「休士頓診所」 東主），老人家來此，可打麻將
，Bingo, 觀賞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並有專業教授歌唱、舞蹈
、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還有，來這裡還可交到
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使您的晚年並不寂寞。

「康樂活動中心 」 的地址：9630 Clarewood Suite A2 ,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 777- 5123

「康樂活動中心 聘名廚主理廚政
長輩們個個大享口福，驚喜不已

圖為圖為 「「 康樂活動中心康樂活動中心」」 負責人負責人Susan (Susan ( 右右 ）） 與新聘名廚阿君與新聘名廚阿君
先生先生（（ 左左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暑假將至，作為家長的您，一定想讓孩子度過一個愉快充實
的暑假而不是沉浸在遊戲中白白荒廢了時間。所以暑期課程的選
擇就要寓教於樂， 讓孩子學得開心，家長才能放心，2017年夏
天，智勝學院依舊不負眾望地推出眾多精品 課程，供家長、學
生們選擇。

去年暑期班的報名狀況熱烈非凡。許多家長表示，孩子參加
完智勝學院夏令營後都受益匪淺，不僅讓孩子學習有了很大的進
步，也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更何況為了減輕家長負擔，我們特
意在暑假為全天上課的孩子開設了班車接送和午飯服務，全面保
障孩子有個充實美妙的暑期時光，讓家長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給智
勝。

針對 3-6小年級的同學們，我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的全
天 camp。早上兩堂英文，全面提高孩子英文閱讀寫作能力，教
授英文部分的老師Ms. L 和Ms. K 都是具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
秀老師， 她們不僅運用聽、說、讀、寫各種靈活的授課方式讓

孩子理解掌握單詞語法中的難點，還在日常教學中運用講故事做
遊戲的等方法充分調動孩子的自主能動性。一堂數學課則繼續由
深受學生尊敬和喜愛的老師Ms.S 來為孩子們授課，她不僅可以
改變學生從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更激發學生的興趣，開發學
生的潛力，使孩子由接受性學習，變為探索性學習。

下午則是孩子們課外活動的時間，有社 會科學課為孩子們
開拓眼界，有繪畫課提升孩子們的藝術氣質，更有籃球，乒 乓
球，武術課讓孩子們強身健體。我們盡力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環境，讓孩子有機會跟著專業 人士學習，既讓他們發掘潛能，
一展才華，也培養業 余愛好，陶冶情操。
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智勝學院暑期班除了英文數學課程之外，也
增設了美術、象棋、西語、中文，時事政治、科學和工程等課程
，開發學生想像力，培養創造力，使孩子在調查實驗中調動積極
性，主動地分析和思考。西班牙語課程和中文課程帶領學生體驗
不同的語言文化。演講辯論課程能夠正確地與人溝通的，幫助孩

子能夠在眾人面前正確表達看法或意見；同時還提高寫作水平。
讓學生不只會死讀書，更要全面發展。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一 期，每星期週
一到週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
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日 結束。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
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諮詢。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
平台，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注。

智勝夏令營精彩課程充實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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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李席舟熱烈歡迎貿協研考委員魏光勛李席舟熱烈歡迎貿協研考委員魏光勛、、
董事黃欽勇蒞休與會董事黃欽勇蒞休與會

休士頓市長辦公室國際事務顧問李雄歡迎休士頓市長辦公室國際事務顧問李雄歡迎
何國策顧問率團到訪休士頓何國策顧問率團到訪休士頓

何美玥國策顧問率台灣企業領袖團出席休士頓企業座談會

長榮航空公司李彥霖長榮航空公司李彥霖、、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科技組長游慧光處科技組長游慧光、、長榮航空張申樺課長長榮航空張申樺課長、、漢翔漢翔
航空賴文沂總經理航空賴文沂總經理、、中鼎工程張國轅副總經理參中鼎工程張國轅副總經理參
加休士頓企業座談會加休士頓企業座談會

大休士頓商會國際投資貿易副總裁大休士頓商會國際投資貿易副總裁Horacio LiconHoracio Licon、、亞太區主任沈健生等亞太區主任沈健生等
與台塑副總裁吳堯明與台塑副總裁吳堯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徐炳勳在座談會前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徐炳勳在座談會前
和何美玥國策顧問交流和何美玥國策顧問交流

台 塑 副 總台 塑 副 總
裁 吳 堯 明裁 吳 堯 明
、、 長 榮 航長 榮 航
空 公 司 張空 公 司 張
申 樺 課 長申 樺 課 長
、、 李 彥 霖李 彥 霖
、、 和 何 美和 何 美
玥 國 策 顧玥 國 策 顧
問互動問互動

何美玥國策顧問何美玥國策顧問
率台灣企業領袖率台灣企業領袖
團出席休士頓企團出席休士頓企
業座談會業座談會、、台美台美
官方及企業界人官方及企業界人
士計士計 7070 餘人出席餘人出席
、、產業類別涵蓋產業類別涵蓋
石化石化、、電子製造電子製造
、、風力發電風力發電、、工工
程及法律顧問等程及法律顧問等
行業行業。。

副市長副市長Jerry DavisJerry Davis
代表出席並頒賀代表出席並頒賀
狀宣布狀宣布 20172017 年年 66
月月 1515 日為日為 「「台灣台灣
貿 易 及 投 資 日貿 易 及 投 資 日
(Taiwan Trade(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and Investment
Day)Day)」」 、、台北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觀禮敏境處長觀禮

德州州眾議員德州州眾議員 Hubert VoHubert Vo 亦均撥冗出席亦均撥冗出席，，
代表德州議會及人民歡迎台灣企業領袖訪代表德州議會及人民歡迎台灣企業領袖訪
美團到訪美國德州休士頓美團到訪美國德州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觀禮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觀禮。。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馬德五先生告別式本周二舉行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致悼詞。

玉佛寺淨海長老（
右一 ） 向馬先生家
屬致意。

告別式現場場面莊嚴，哀慟。

馬先生生前好
友向馬先生家
屬致意。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左左））帶帶
來國會議員來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致贈的美國國旗致贈的美國國旗
，，由馬先生長子由馬先生長子（（ 右右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玉佛寺淨海長老開示玉佛寺淨海長老開示，，介紹馬先生介紹馬先生
生前行誼及人生四相生前行誼及人生四相 「「 生生、、住住、、異異
、、滅滅」」 。。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二右二 ）） 向馬先向馬先
生家屬致意生家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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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ma's Business Chiefs Hope For
Big Return From New Ties To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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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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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Flying Bombers Abov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rks ‘Vigilant’ Beijing

PANAMA CITY - Panama's business community 
on Tuesday cheered the Central American country's 
decision to establish full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and ditch Taiwan, hoping to deepen links with a key 
customer of the nation's shipping canal.
Although there was regret at the cost to Taiwan, an ally 
of various Central American nations, there was broad 
support for President Juan Carlos Varela's decision 
to throw his lot in with China, whose growing global 
ambitions contrast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solationist rhetoric.
'I'm sure it wasn't an easy decision, given the long-term 
links we've had with Taiwan, but nonetheless, [China] 
is a global superpower, the world's No. 2 economy, 
the second biggest user of the canal - and so we think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hat will result in mor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n Panama,' said Inocencio 
Galindo, president of Panama's Trad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chamber.
The diplomatic U-turn comes as 
China attempts to position itself as a 
defender of free trade in the face of the 
'America First' policy of Trump, who 
was elected in November 2016.

Chinese Officials Also 
Celebrated The News
Wang Weihua,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Office of China-
Panama Trade Development and 
Beijing's top representative in the 
country, said various attempts had 
been made over the years without 
success to establish formal ties.
Late last year, more advanced 
talks began with Varela's team that 
concluded only this week, said Wang, 
who added he was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The Panama Canal
China is interested in Panama for its strategic location, 
and as a trade and logistics hub, he added.
'China has made a big bet on Latin America, where 

it has strategic investments, and Panama, which didn'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as losing out on those 
advantage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Now Panama will 
be able to enjoy what our country can offer it in various 
sectors.'
Almost a fifth of the cargo crossing the isthmus last 
year went to or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taking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Panama Canal.
FILE - A floating gate is opening to the Chinese COSCO 
container vessel named Andronikos navigating through 
the Agua Clara locks during the first ceremonial pass 
through the newly expanded Panama Canal in Agua 
Clara, on the outskirts of Colon City, Panama, June 26, 
2016.
In March, the canal's administrator, Jorge Quijano, said 
Chinese state firms were considering developing land 
around the waterway, which was recently expanded.
A spokesman for the canal said Quijano would 
addre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change for 
commerce on Thursday.

Bright Future
Taiwanese economic aid has helped support Central 
America, a re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yard that 
relies heavily on agriculture and struggles with law 
and order.
Its remaining allies were guard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held for their ties with Taiwan, which China considers 
a renegade province.
Panama's foreign minister, Isabel de Saint Malo, 
said Varela had expressed an interest a decade ago in 
establishing ties with China. She hoped the move would 
lead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tourism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for 'exporting more goods from Panama to 
China.'
According to Panamanian statistics, total trade between 
Panama and China was worth $1.1 billion in 2016 - 
roughly 12 times the value of the nation's commerce 

with Taiwan. Chinese exports accounted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it.

Panama City, Panama –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ub
Alvin Weeden, a former comptroller of Panama, 
said the decision to break ties with Taipei in favor of 
Beijing would boost business and should have been 
taken years ago, given Panama's reliance on global 
trade and Chinese shipping.
'Every day, Taiwan is more isolated,' he said, adding he 
did not expect the move to hurt Panama'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top canal customer. 'This is a reality 
that's happening, a geopolitical reality.'
Octavio Vallarino, a partner of Desarrollos Bahia, 
a local real estate firm, said he hoped direct flights 
would soo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at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arket would be 
bolstered by arriving Chinese firms.
Sara Pardo, president of Panama's hotel association, 
said the accord could help make trave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asier.
'This is definitely going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y,' 
she said.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U.S. Flying Bombers Abov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he U.S. military confirmed a military exercise by 
Air Force B-1B Lancer bomber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ursday, a move that prompted Beijing, which 
illegally claims most of the sea, to remind Washington 
that it remains “vigilant” before U.S. exercises.
“China always maintains vigilance and effective 
monitoring of the relevant country’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ursday. “China’s military will 
resolutely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ypically responds to 
American exercises in the region rapidly. China 
claims almost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including 
the sovereign territories of Brunei, Malaysia, Vietnam, 
Taiw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waters off the coast 
of Indonesia.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Hague 
ruled last year that China’s claims on the Spratly and 

Paracel Islands–sovereign territory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were not valid, and China must cease 
its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China vowedto ignore the ruling and any other such 
international legal re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participated in challenging these 
illegal territorial claims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sures, 
from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 
within 12 nautical miles of the territory China claims, 
and military exercises both unilateral and joint with 
allied nations in the region.
U.S. Pacific Command described the exercise on 
Thursday as part of a greater “continuous bomber 
presence” program, which includ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bombers and the USSSterett.
According to an extensive report in the Japan Times, 
the mission lasted ten hours and was launched out 
of U.S. territory in Guam. The goal of the operation 
was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hip and 
the bombers “by refining joint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while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ing their 

ability to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ir 
operations,” Pacific Command said. The 
statement explicitly did not refer to the 
operation as an FONOP.
The report also did not address recent 
reports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The 
Pentagon recently submitted a report 
to Congress detailing advances in the 
militarizing of the Spratly Island chain.
“China’s Spratly Islands outpost 
expansion effort is currently focused on 
building out the land-based capabilities 
of its three largest outposts–Fiery 
Cross, Subi and Mischief Reefs–after 
completion of its four smaller outposts 
early in 2016,” the report read,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ce 
all these facilities are complete, China 

will have the capacity to house up to three regiments 
of fighter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Among the new facilities are 24 
“fighter-sized hangars, fixed-
weapons positions and other military-
grade infrastructure” on the reefs 
mentioned.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rejected the report. “China pursue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a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China’s 
defense development is aimed at 
safeguarding state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this week,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Global Times.
As the report also mentioned potential 
Chinese expansion into Pakistan, 
Hua chid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laimed cooperation with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s not targeted at any third party.” 
(Courtesy 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

Chinese military monitor American air force exercises over 
South China Sea.

An island being developed by China in the Spratly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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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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