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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汽車制造商間的激烈競爭促使他們不
斷尋找在不影響安全系數和其它標準的前提下
，削減成本的方式。其中一個有提升空間的領
域是車身的制造，可以減輕它的重量，但同時
確保它足夠堅固，能夠保護乘客。美國之音記
者來到位於華盛頓市外的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NIST），那裏正開始用新方法測試金屬薄板
。
所有在美國銷售的車輛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撞擊
測試。

打造車身零件的材料是金屬薄板，由機
器切割、壓模成特殊的樣式，再焊接成
型。
國家標準研究所(NIST)的研究員們說，
如果對材料的檢測更加嚴格的話，這些
汽車零件可以在不影響堅固程度的前提
下被造的更輕。
NIST汽車輕量化研究中心的蒂姆·佛艾
克說：“汽車公司進行的檢測相當簡單
，只有抗拉測試和其他一些測試。我們
設計了更新版本的測試，更覆雜也更現
實，來模擬材料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的

性質行為。”
國家標準研究所正在幫助美國的汽車行業選擇
和使用先進的輕型材料用於汽車制造，同時幫
他們節省成本，提高燃油效率。
在汽車輕量化研究實驗室，金屬薄板樣本被塗
上白色，再薄薄地噴上一層黑色的斑點。
佛艾克說：“我們在這裏可以用非常覆雜的方
式讓材料變形，就像壓模鑄型那樣，把材料拉
伸或擠壓成擋泥板或引擎蓋的式樣。我們也可
以讓它變形，如果這裏是一個焊接點或一個角

，我們可以觀察材料在更加覆雜的情況下如
何表現。”
用高分辨率攝像機觀測樣品被拉伸時，這些
黑色斑點是如何移動的。這種方法可以獲得
更多信息。與之相比，老辦法只觀測兩點間
的拉伸情況。
佛艾克說：“給你舉個他們正在研究的例子。
比如他們相信一種材料可以變形，被拉伸20%
，如果事實上可以被拉伸到22%，而他們就是
檢測不到，這實際上對他們非常非常重要，因
為這可以給他們省數百萬美元，讓一塊材料多
了一點點變形拉伸的空間。”
科學家們說，自從他們設計了一種新的測試機
器，越來越多的制造商和供應商來到這裏測試
金屬材料，甚至纖維增強聚合物覆合材料。

克魯茲籲勿
屈服中國經
濟脅迫而孤
立台灣
【VOA】今年1月曾經與過境美國的蔡英文總
統會面的德州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
(Ted Cruz)星期四就巴拿馬與台灣斷交一事發
表聲明說，他對巴拿馬決定與中國建交而切

斷與台灣的外交關系感到警惕。
克魯茲說，當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地區的
地位正受到威脅的時刻，這個舉措不僅孤立美
國在亞洲最緊密的盟友--台灣，更進一步給了
北京一個重大外交勝利。他說，美國致力於台
灣的繁榮與安全，對於確保台灣不受中國威脅
侵略的承諾更是不容置疑。台灣是美國第10大
貿易夥伴，也是一個在亞太地區同美國緊密合
作的國家。台灣是民主、法治和人權的堡壘，
而中國卻完全不尊重這些價值。
克魯茲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
迫，不要加入中國孤立台灣的行動，正如他在
與蔡總統見面時說過，德州與台灣站在一起，
他期盼與美國的盟友--台灣合作，加強彼此在
所有共同關心領域的合作關系。︱豐田汽車正在進行測試。                            

︱德州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

《北京青年》全新愛情考驗
生活洗禮勵志電視劇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劇照。

科學家們正在研究如何
減輕車重 降低成本

節目介紹：
《北京青年》是由北京鑫寶源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完美影視傳媒
有限責任公司出品的電視劇，趙寶剛和王迎共同執導，李晨、馬蘇、
杜淳、王麗坤、姚笛等領銜主演。該劇講述土生土長在北京的四個堂
兄弟，何東、何北、何西、何南，這四個北京青年，為了各自的理想
而努力工作，經歷愛情考驗和生活洗禮的勵志故事。

播出時間：
周二至周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三至周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請
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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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蒙郡華裔家長學生協會
(CAPSA) 於五月二十日(星期六)，假佛洛斯特初中
(Robert Frost Middle School) 舉行周年頒獎典禮，感
謝義工團隊並表揚學生進度和卓越的表現。

頒獎儀式由該會董事兼副主任簡妙妍女士聯合
三名組長張凌翔、毛憶蓉和晶晶分別以中英文聯合
主持。該會會長兼課業輔導主任梁偉根博士致詞
時，感謝大家對該會的支持，學生、輔導老師、義
工家長和贊助者們一起促成該會與社區互動。這一
年來，組長和小老師們在處事方面，也變得更成
熟，更有責任感，成為同學們的小模範。他並鼓勵
畢業的同學，傳承 CAPSA 的精神，繼續投入社區
服務。

當日由梁主任來頒發成人義工獎牌，獲獎者包
括現任副主任梁潔瑩、副主任簡妙妍和徐娟娟、課
業輔導秘書何杏芳、前董事會主席鮑怡、財務魏
茵，義工家長陳彥熹、劉孝蕾、Bill Dabbs、董征、
羅涑娟、王寶珠、余秀雯、施春玲以及謝慧儀。特
別一提的是今年人氣旺盛的受獎人，是美麗大方排
舞班(Line Dance)謝婉媖老師，幾年來的經營，週六
排舞班不但替CAPSA的家長們安排了一個鍛鍊美
姿陶冶性情的好去處，也因為謝老師認真仔細和耐

心的教學方式，招徠許多跨年齡、性別、國際的排
舞愛好者。

梁主任繼續頒發獎牌給予應屆畢業組長和小老
師們以及和其他組長。畢業組長計有徐介文、羅之
敏 和 張 凌 翔 ， 畢 業 小 老 師 有 James Gao、 Alex
Miao、Crystal Wang、Jenny Wu 和 Teresa Yen，其
他組長包括陳冠翰、陳蔚怡、劉安祖、晶晶、韓依
琳、毛憶蓉和王龍軒。

鮑怡老師頒發陳潘芳雲女士紀念服務獎給予於
服務該會五年或以上的同學，今年獲獎者共計八
位，可見小老師們回鍋率相當高，身體力行支持該
會。受獎同學有James Gao、徐介文、羅之敏、Al-
ex Miao、Brian Tran、Crystal Wang、Teresa Yen 和
張凌翔。

該會從2016年開始，以紀念創辦人鍾志明博士
命名優異小老師獎。鍾博士、梁麗珠老師和數位熱
心中華文化和華裔社區服務的家長，於一九八八年
創辦該會。自此，鍾博士積極發展會務，參與蒙郡
公立學校的雙語顧問委員會，反影華裔教育所需，
並開拓課業輔導等多項社區活動，不違餘力。他也
是國家標準和科技局的一位傑出研究學者和土木工
程師，著有七十多篇論文。可惜鍾博士於去年病

逝，但他的愛心、毅力、領導才
能和紳士風度，仍長留該會的回
憶，是大家的好典範。

鮑老師繼續頒發鍾志明博士
紀念優異小老師獎。獲獎小老師
包 括 高 中 組 的 柴 振 洲 、 James
Gao、 Alex Miao 和 Crystal
Wang，初中組的 Betsey Dong、

Allen Liu、Andrew Peng、Callie Xu、Tiffany Yen和
Justin Yixiang Zhang，高小組 (三至五年級）的
Kenny Cheung、 Riya Kohli、 Patrick Liu、 Maylee
Sun、Steven Tan 和 Evan Zheng以及初小組（幼兒
班至二年級）的 Cher Chen、Sarah Chen、Cathe-
rine Hsu 和 Christopher Yeh。此外還頒發各組學習
優異獎。

頒獎之後，每位學生都獲贈送小禮物一份。在
典禮完畢後，大家分享家長們攜帶的拿手好菜、甜
點和飲料，盡興而

蒙郡華裔家長學生協會乃一非營利服務華裔學
生及家長的義工社團，該會所辦理的 「學生課業輔
導」已邁入第二十九年。每年均由成績優秀的中學
生擔任義務小老師，採取一對一的輔導方式，協助
學生與新移民解決課業及日常英語問題。小老師必
須先行接受培訓，以了解輔導須知，並鼓勵小老師
採用新穎的引導方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
儘早提升英語能力和解決課業難題。小老師更是秉
持著 「親切的，耐心的，愛心的」溝通態度和接受
課業輔導的學生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互信，進而
提高學習效率。該會每年還選拔傑出的小老師當小
組組長，給予領導訓練，直接參與策劃和主持工
作。組長依每一位學生需求，安排小老師與學生配
對，選用輔導教材和維持秩序。

該會還設有排舞班，提供一個很好的運動機
會，讓家長和對排舞有興趣的舞友們隨著優美的旋
律動動筋骨，流流汗。鍛練身體，舒緩身心，讓自
己更健康，更有活力！溫馨提醒您們，排舞班今年
在暑假六月三日至八月二十六日，假TECRO 大禮
堂開班，上課時間為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至五時四十

五分，地址是
901 Wind Riv-
er Ln, Gaithers-
burg, MD

20878。歡迎舊雨新知來共襄勝舞!需要更多資料的
舞友們，請致電謝老師 240-418-5663 或電郵 ch-
sieh5678@yahoo.com 查詢。

該會下學年度課業輔導班和排舞班，將訂於本
年九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於佛
洛斯特初中辦理新生註冊手續。已優先註冊的現屆
同學和義工小老師不須在九月九日再辦理註冊手
續。九月十六日正式在佛洛斯特初中開始上課。每
周六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歡迎有興趣並需輔導
學生，愛心小老師，和家長們，到輔導班和排舞班
報名。詳情可到 www.capsa-mc.org 閱覽，或與梁
偉 根 老 師 聯 絡 ( 電 郵 info@capsa-mc.org 或
240-505-6988)。

蒙郡華裔家長學生協會周年頒獎典禮蒙郡華裔家長學生協會周年頒獎典禮

（（左起左起））當日主持群晶晶當日主持群晶晶、、毛憶蓉毛憶蓉、、張凌翔張凌翔、、簡妙妍以及簡妙妍以及
正在致詞的課業輔導主任梁偉根博士正在致詞的課業輔導主任梁偉根博士

該協會成人義工團隊該協會成人義工團隊:(:(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劉孝蕾劉孝蕾、、羅涑娟羅涑娟、、BillBill
DabbsDabbs、、陳彥熹陳彥熹、、梁偉根主任梁偉根主任。。((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梁瑩潔梁瑩潔、、簡妙簡妙
妍妍、、施春玲施春玲、、何杏芳何杏芳、、鮑怡和魏茵鮑怡和魏茵

排舞班老師謝婉媖與梁主任排舞班老師謝婉媖與梁主任

應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組長們及職員組長們及職員：（：（後排左起後排左起））王龍軒王龍軒、、劉安祖劉安祖、、
張凌翔張凌翔、、James GaoJames Gao、、Alex MiaoAlex Miao、、晶晶和梁主任晶晶和梁主任（（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梁瑩潔梁瑩潔、、韓依琳韓依琳、、陳蔚怡陳蔚怡、、Crystal WangCrystal Wang、、毛憶蓉和簡妙妍毛憶蓉和簡妙妍

陳潘芳雲女士紀念服務獎得獎者陳潘芳雲女士紀念服務獎得獎者::（（左起左起））梁瑩潔副主梁瑩潔副主
任任、、梁主任梁主任、、James GaoJames Gao、、Alex MiaoAlex Miao、、Brian TranBrian Tran、、張凌張凌
翔翔、、Crystal WangCrystal Wang和鮑怡老師和鮑怡老師

鍾志明博士紀念優異小老師初中和高中組得獎者與梁主任合影鍾志明博士紀念優異小老師初中和高中組得獎者與梁主任合影

鍾志明博士紀念優異小老師小學組得獎者鍾志明博士紀念優異小老師小學組得獎者
與嘉賓鮑怡老師和梁主任合影與嘉賓鮑怡老師和梁主任合影

學習優異得獎者與梁主任學習優異得獎者與梁主任、、梁瑩潔副主任以和何杏芳老師合影梁瑩潔副主任以和何杏芳老師合影

高中組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高中組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

初中組組長初中組組長、、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副主任梁瑩潔和劉孝蕾老師合影副主任梁瑩潔和劉孝蕾老師合影高小組的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高小組的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

初小組組長初小組組長、、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小老師們與梁主任合影

小朋友小老師以及家長們循序列隊領取美食佳餚小朋友小老師以及家長們循序列隊領取美食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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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
休士頓論壇，關注新聞時事與各類議題，6月15日(週四)由常中
政、馬健和休士頓大學城中分校(UHD)東亞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
李堅強主持，邀請來賓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一起評
論最近震盪台灣外交的 「巴拿馬斷交」議題，並就巴拿馬與中國
建交延伸至兩岸政策。

「巴拿馬斷交，台灣外交大崩盤？」，近日發生的 「台巴斷
交」，讓台灣外交面臨巨大挑戰。跟中華民國建交105年的巴拿
馬斷然決定跟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這件事延燒到海外來，美
南地區僑界台灣僑胞們、榮譽職人員和社團發表聯合聲明，感到
憤怒抗議，中國民間僑胞社團也組織座談會，討論中國與巴拿馬
建交事件。海外的僑胞們對此事非常關心。

巴拿馬等加勒比海國家重要性：
李堅強說，巴拿馬在中美州地區，有舉世聞名的巴拿馬運河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出產國，航道對中國來說是很重要。拉
丁美洲也宛
如美國後院
，外國要在
美州地區有
經貿關係，
對美國來說
都很敏感，
美國方面會
比較緊張。
他也說，從
中國大陸角
度來說，倒
不是從軍事
戰略角度，
而是從經濟
戰略地位上
，因為拉美
地區，包括
巴西、智利
、阿根廷中
國大陸都是
很大的貿易
國，拉丁美
洲也有潛在
發展，例如
，加工業問

題，如果可以在巴拿馬設加工廠，運輸到美洲都非常近
，對中國會很有幫助。

兩岸聲明及美國不表態？
常中政說，這次斷交事件，各方都作聲明，中華民

國總統蔡英文表示， 「絕對不會在威脅下妥協讓步，兩
岸關係上，台灣當局要作調整。她也批評中國操縱一中
，金錢外交。」；中國方面則說，與巴拿馬建交非常順
利，不存在金錢交易。

常中政則詢問在場來賓，中國與巴拿馬建交，美國
後院怎麼會讓中國長驅直入？這次美國沒完全表態，只
表達不樂見兩岸一方有作改變現狀的情況，比較是外交
詞令，沒有表態。

李堅強認為，台灣方面反應有點過急，有關一中論
述，外國跟中國建交，必須有選擇，邦交國就必須選邊
站，要大陸放棄政策是更不可能的，一中原則還是論調
。而他也分析，美國為何反應冷靜，因為這本來也就是
中國與巴拿馬的原本就存在的經濟關係，裡頭內含的商
業利益太大。

中國與巴拿馬建交，打壓台灣？
常中政說，蔡英文上任後，這是第二個斷交國家，過去17

年斷交12個國家，主要都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九個在陳水扁總
統任內，馬英九總統任內一個。但為何這次會造成這麼大的民怨
和不滿？

葉宏志表示，原因再於巴拿馬地理經濟地位與中華民國105
年的邦交情誼，可以想見巴拿馬重要性，不論國內或海外都是衝
擊。而政府本身和大陸上有不一致的論調，才會有連續一兩個國
家邦交國斷交。

葉宏志說，台灣跟大陸是否要永遠和平存在下去，在馬英九
時代，至少有一個默契，至少在國際上中華民國台灣有一個表現
空間，大陸現在一再打壓台灣，不只造成台灣人民反感，也傷害
人民感情。兩岸能夠何平相處，最重要要有互信基礎，現在互信
基礎微弱，要如何修補，不要再外交上打壓台灣，才可以處理兩
岸關係。

馬健表示，北京方面一開始就聲明：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蔡政府言論不支持中華民國外交人員，一直在煽動對方，把
台灣利益擺最後。這次斷交事件，台灣一直歸咎是外交人員辦事
不力，他也為外交人員叫屈。他說，身為海外僑胞，深知外交人
員之苦，不能這樣打擊前線努力的外交人員。

針對此話題，李堅強強調，用打壓詞是錯誤，台灣不是菲律
賓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從大陸角度來說，不能說台灣跟中國
大陸沒關係，打壓說法本身不適合。蔡政府一直不認同中國一中

論述，所以本質還是得回到解決兩岸關係。
針對此論點，葉宏志說，台灣跟中國分治已70幾年，畢竟

生活習慣、教育制度產生很大不同，這也是大家認為維持現狀比
較好，但久了也認為台灣應該要有主體性，無形中形成一股潮流
， 「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中國是中國」想法，就會造成中國大
陸方面這種打壓氛圍，到處在封殺。美國立場就只是希望兩岸最
好不要有任何紛爭。

為何大陸選在該時機與巴拿馬建交？
常中政說，馬英九時代，曾經巴拿馬提出要與大陸建交，但

大陸說不肯，因為從大陸角度來看，把情感因素撇開，台灣的戰
略利益，對於大陸整個國家利益，絕對高於這些邦交國，跟這個
國家建交，不會影響他自己的地位。

現實上，國際關係還是以實力來定論。馬健認為，台巴斷交
只是一開始，目前剩下的20國也會開始蠢蠢欲動。

至於站在巴拿馬角度，常中政說，每個國家都會顧自己國家
利益，這件事起源還是在於兩岸關係談不攏，如果自己家的事擺
不平，就不要為難外交國家。巴拿馬找對自己國家最有利益的事
情作， 「說人家無情無義」有點言過其實，人家也要對他的人民
作交代。

節目上，也利用一些其他時間，稍微討論 「陳水扁頻出招，
逼蔡英文特赦？」以及 「川普通俄門，能否全身而退？」等話題
。錯過本節目的觀眾，可鎖定本台節目預告，持續關注最新內容
。

《休士頓論壇》談台巴斷交 談不攏的兩岸關係演變外交戰

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

節目現場節目現場。。

葉宏志葉宏志((左左))與馬健與馬健((右右))。。

本報公告：商家名片收集 供休士頓黃頁用
【本報訊】非常感謝大家對本報新聞的關注，為方便黃頁名單(Listing)刊登，完整商家資訊更新，美南日報欲收集各商家名片，煩請各業主提供正確店家名片，供本報美工部門製作最

新黃頁列表資訊，感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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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六月
四日下午二時舉行法律講座，講題為 " 民事訴
訟簡介─在美國打官司須知 ".

地點在僑教中心，歡迎僑界人士前往聆聽
，增加對法律事件的了解，以免一旦面對，感

到一愁莫展，心力交瘁。
這次講座主題， 介紹美國民事訴訟的基本

面，把一件官司從開始到結束的 整個過程，分
析講解。

民事訴訟在美國十分多元且常見，從商業

訴訟到人身傷害，事
件大小不一. 可以是
捍衛自己的工具，也
可能只是被人利用的

一種公器。當你碰到被人告發的時候，要如何
去面對？要採取何種法律措施來保護自身利益
或名譽？當意識到自己權益受損時，也要知道
如何透過正確的法律途徑保護自己，讓權益不

受侵害. 這種基本人權法律常識，在這民主意
識日見抬頭的時代，顯得日益重要.

主講人常先群律師，擁有德州和新墨西哥
州律師執照，具有十五年 執業經驗。

講座最後有問答時間，聽眾可以提出相關
問題，請求解答。

請僑界人士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會長
鄧曉林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年中聯誼餐會，2017年6月
24日(星期六)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美南國建會2017 年年會暨科學工
程技術研討會，於昨天（6 月18 日 ） 上午九時起，在糖城的 「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 舉行。今年的會議主題為： 天然災
害防制與海洋科技 、能源、醫療及生化科技、環境保護、奈米
及 複合科技、煉油與石化科技、健康、會計、商 業管理等專業
領域。部分研討會如下列：（一） 天然災害防制和海洋科技討
論會， 由顧寶鼎介紹各演講主題及主講人： 「台灣學校鋼筋混
凝土建築地震評估與改造工程」︰ 主講者：國立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台大教授黃博士 「海上平台基於材料週期性的震基隔
離」︰ 休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休斯敦，TX，YL Mo，W.
Witarto和S. Huang 「地震區內海上平台分析設計的近期趨勢」
︰ Yashar Moslehy博士，Energo，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海上土
壤基礎數值模擬與離心試驗」︰ Richard Litton 博士，Energo，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二） 能源討論會海上油氣安全概況評論
︰ 張世曉（馬克 Chang）博士，Technip（原職） 2010 年，
“Mac Macon”事件和學習評估︰ 魯洪波（Hongbo Lu）博士,
Shell 在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能 源 行 業 納 入 防 火 措 施 ︰ Bernard
Weng-Keong Leong , Chevron Corporation 主動和被動防火措施,
主和被動防火措施 汪昌（Chang Wang）列出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首先在午餐會上致詞。他說
：歡迎各位, 和向ACAP 2017年度會議和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SETS）的代表們致意。特此，我要歡迎我們的主講嘉賓黃世
建主任，以及台灣科技園區（STSP）和由財政司司長程先生率
領的金屬工業研究開發中心（MIRDC）的代表團，一起來參與
和支持我們。

黃處長說：台灣海外科學家和專業人士一直是台灣科技發展
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1978年以來，ACAP多年來一
直保持舉辦各種專業學科技術研討會和研討會的優良傳統。其中
，SETS是提供專業進步和聯網機會平台重要的旗艦活動。有很
多傑出的演講嘉賓提供各種不同的主題演講，我相信這次聚會將
為大家帶來開明和富有成效。正如你所知，台灣政府推出了“五

加二”創新產業方案，旨在加強創新
，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這個方
案反映了台灣的經濟戰略，重點是資
源，人才和市場的合作，以實現更大
的繁榮。台灣強調，綠色能源技術，
生物醫藥，智能機械，國防和航空航
天等領域，以及新的農業模式和循環
經濟的發展，因為它們涉及不僅台灣
而且由世界各國所關注的問題。該計
劃已經擴大到包括數字經濟和文化創
新，甚至包括半導體和IC設計。在信
息通信技術定義的時代，亞洲矽谷的
發展不僅是智慧，對未來也是必需的
。

台灣科技部為了培育人才，支持
台灣產業的創新轉型，啟動了“領導
企業家願景先鋒計劃”（LEAP，博士
創新之星計畫）等支持性資助項目和
未來趨勢計劃（LIFT，海外人才歸國
橋接方案）。這些綱領讓台灣繼續奉
行自己的優秀傳統：招聘和發展高素
質的人力資源，融入台灣不懈創新的
創業精神。我們期待著您的投入並繼
續支持今後的發展。我們深感長期贊
助 ACAP 為榮幸，並祝賀 ACAP 每個
人取得圓滿成功。我要感謝顧主席, 黃
博士和會議主席的出色表現，以及所
有的指導委員們的巨大貢獻。您的交
流都可以提供豐富的信息，祝你們所
有的工作成功！

此外，午餐會上並頒發【傑出社
區服務獎】給: James Birney 和莊麗香;
【傑出成就獎】給獲獎人: 黃壽萱博士
; 【傑出服務獎】給：王琳博士。此外
，3 位優秀的海報獲獎者是: （第一
名) , 陳昭光，(第二名)閔譯立， (第三
名)丁偉倫，也在會上頒獎。

午餐主題演講由國立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台灣華 人工程學會會長
，台灣大學教授黃世建博士主講。他
說: 台灣國家地震工程中心近期研究活動。國家地震工程中心研
究項目目標包括地震前預報和預警; 地震報警和通知，有助於減
少人身傷亡事故; 並發生地震災害後救濟和恢復。黃世建主任他
廣泛報導了他們傑出，廣泛的研究工作和實驗測試數據，並在台
灣地震事件發生後得到了實際損害報告數據的反饋。基本上台灣
地震工程國家中心是在九年完成了理論分析和設計工作; 並將其
工作成果納入台灣建築規範和設計規範。根據他們的測試和現場
地震災害報告，他們對建築物的抗震設計和改進是非常好的。到
現在為止，他們已經加強了台灣校舍1/3的抗震設計和改進，幫

助減少地震對公共場所的破壞，保護學生免受地震的傷害; 他們
之前的地震事故抗震結果非常有效，非常令人鼓舞。他們使用許
多傳感器和大數據庫進行警報，報警，並在橋樑和建築物中安裝
各種傳感器，以防止和減少地震引發的損壞。他們還發明了地震
橋樑設置，在6小時內連接受損的橋樑區域，這將大大減少地震
造成的不便。台灣國家地震工程中心近期在台南建立另一個研究
中心，進一步推進技術研究工作，驗證其理論工作。國家地震工
程中心計劃系統地推動台灣公私行業的抗震加強工作，使台灣人
民免受地震造成的人和財產的破壞和傷害，他們的非凡工作值得
高度評價。

美南國建會2017 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昨舉行
台大黃世建博士帶來台灣在抗震加強工作的重大成就

共和黨亞裔主任共和黨亞裔主任Steve Wong (Steve Wong ( 左左 ），），共和黨糖城委員浦浩德共和黨糖城委員浦浩德（（ 右右）） 帶來德州州帶來德州州

長的祝賀文告長的祝賀文告，，由會長顧寶鼎由會長顧寶鼎（（ 中中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午餐會主席黃初平午餐會主席黃初平（（ 右右 ）） 頒獎給午餐會主講人頒獎給午餐會主講人--------「「 國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黃世建主任黃世建主任（（ 左左 ）。）。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午餐會上頒發午餐會上頒發「「 學生研究壁報比賽學生研究壁報比賽」」 前三名前三名，，第一名陳昭先第一名陳昭先（（ 右二右二）） ，，第二第二

名閔譯立名閔譯立（（ 右三右三），），第三名丁偉倫第三名丁偉倫（（ 左三左三），），旁為頒獎人國建會會長顧寶鼎旁為頒獎人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 左二左二），），候任會長黃初平候任會長黃初平（（ 左一左一）。）。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休斯頓有許多優秀的律
師，而筆者見過最棒的律師之一，就是方美娜律師，
除了她那清晰又冷靜的辦事風格、認真負責的作風，
還有她溫和友善的態度，讓與她接觸的人有一種放心
的感受，覺得事情交給她就成了! 她專
精於移民、房地產、刑事法、移民法、遺囑信託及其
他信託。

方律師是國際律師榮譽協會的成員(Phi Delta Phi
Honor Society)，這個協會的成員除了在學術上卓越
的表現之外，人品道德操守與對社會的服務精神都要
非常出眾，才會被邀請成為會員，一旦被接受，就被
認定是法律界的菁英，在學術能力與人格兩方面同時
被肯定，也被視為法律界的領導人物。

方美娜律師在2015年畢業於南德州法學院，獲
得法律博士(Juris Doctor)，同年順利考取德州律師執
照，表現不同凡響。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學生，她畢業於休斯頓大學，雙主修學位，修習財務
金融與會計，副修國際研究，名列院長嘉許名單
(Dean’s List)之中、並獲得院長獎學金。在2007年她
以優異的成績成為交換學生，到中國大陸參訪研習，
了解中國的文化與工商業發展狀況。

在就讀法學院期間，方律師參加位於加爾維斯敦
大主教管區的天主教慈善機構(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Archdiocese of Galveston)，協助移民尋求公民身份
，也就是 「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劃 DACA（De-
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這是奧巴馬政
府在2012年宣佈的一項移民改革計劃，希望讓符合
資格的非法移民的小孩可以獲得合法身份，他們其中
有很多來自中南美洲，父母均為貧苦出身，因為藉由
非法管道來到美國，孩子們也跟著受苦。 DACA計
畫讓這些小孩子們能夠安心就讀，免於被遣入監牢
的恐懼。方律師長期當義工協助這些窮人申請公民
身分，因為熟知條款，成功率極高。

方律師自小學習中文，念慈濟中文學校到高中
。方律師的母親本身是慈濟的會員，方媽媽表示，
美娜從小就喜歡幫助人，在念法學院之前，她就曾
經幫助一個難民中心，協助社工人員幫助因阿富汗
內戰而逃到美國的難民們，為這些家破人亡的難民
申請文件、找尋居住的地方，甚至為他們接機、找
工作、安排家具等，費過許多心力，也在這個過程
中，她體會專業知識可以發揮出巨大的力量。

在專業上，方律師的經驗非常豐富，曾在休斯
頓第一上訴法院，擔任法律文員，負責審查司法意
見、起草司法意見。也曾在德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德州休斯頓消費者保護部擔任法務書記，進行法律

研究、起草司法通知書、進行見證面試、協助選擇審
判證人、並準備調解法律文件。同時，她也曾任哈里
斯郡律師事務所“房地產和公法法律書記”，為哈里
斯郡修改消防法，研究商業平台限制、第三方受益人
賠償條款、和地役權免稅要求等相關事宜。

方律師對經手的每個案件，都會做深入的了解、
以及相當多的研究，她同時精通撰寫各種上述狀，成
功地為客戶爭取權益。她還是德州認證的調解員
(Certified Mediator in Texas)，為庭外和解的雙方做居
間協調，瞭解雙方的問題與需求所在，讓雙方同意互
相和解。

除了學業成績優異之外，方美娜律師也是鋼琴好
手，她自幼習琴、習畫，曾經得到州級比賽的鋼琴第
一名，也曾到過許多老人院、育幼院為老人及小朋友
彈奏鋼琴，藝術領域的薰陶，讓她待人特別溫和可親
。

方律師的母親來自台灣，父親來自伊朗，都是早
年來美國的留學生，在此成家立業，也因此，方律師
對移民法特別感興趣，知道每個移民案件都是關係著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夢想，也期待著幫助更多新移民
到美國的人成功取得綠卡。

方美娜律師事務所(Law office of Mina Amiry) (通
中文、英文、台語)，專精各種移民(申請綠卡、歸化
公民、家庭移民、投資移民等)、房地產(各類地產相
關合約/各式租約)、遺囑信託及其他(各類遺囑/授權
書/NFA 信託)、刑事法、移民法等。詳情可洽 Tel:
(832) 274-9262, (832) 768-0588，Fax: (281) 980-5893
。 Email: mina@amirylaw.com。

方美娜律師清晰冷靜認真負責溫和友善
專精移民、房地產、刑事法、移民法、遺囑信託等

方律師是國際律師榮譽協會的成員方律師是國際律師榮譽協會的成員(Phi Delta Phi Honor Society)(Phi Delta Phi Honor Society)，，在學術能力與人格在學術能力與人格
兩方面同時被肯定兩方面同時被肯定。。

方美娜律師自法學院畢業時方美娜律師自法學院畢業時，，與父母合照與父母合照 方律師畢業於南德州法學院方律師畢業於南德州法學院，，獲得法律博士獲得法律博士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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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星期日 2017年6月18日 Sunday, June 18, 2017



BB77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日 2017年6月18日 Sunday, June 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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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5月12日，中美雙方突然同時
宣布一條十分意外的消息：美國政府將派出
代表團，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在雙方的發布會上，兩國還公佈了《中美經濟合作百
日計劃早期收穫》及下一步目標。很顯然，這條來自北京
和華盛頓的突然消息，已經成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提交的一份新答卷。

對長期以“激烈抨擊中國貿易行為”等形象示人的美
國總統特朗普來說，這位美國政治家，一直是以對華嚴厲
而著稱的。但中美達成的這份成果清單顯示，美國已和中
國政府，就一系列廣泛措施，達成一致，還承諾對中國企
業家的直接投資表示歡迎。這種積極的態度，很容易讓外
界與其和多次表現出“對華友好”態度，卻無實際的前總

統奧巴馬（Barack Obama）產生對比。而特朗普做足姿態的表現，
就使他交出了一份似乎還可以令人接受的答卷。

對北京來說，華盛頓派要員前往“一帶一路”相關峰會論壇，
在奧巴馬時代，可能是個難以想像的局面。到了本屆上台的新政府
而言，曾多次展示對華強硬態度的特朗普政府時期，可能性恐怕會
更低。這種思維定勢，就讓很多分析家在5月12日的早些時候，瞠
目結舌。當此前曾展示過對華強硬態度的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
bur Ross），也表示自己意識到“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時，這一
消息就更為驚人。

據美方消息人士披露，美國原計劃派出一位低級別的商務部官
員來北京參加會議的。但如今就計劃派出白宮最高級別的亞洲事務
專家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出面，他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亞洲事務高級主管，也是特朗普團隊中一位“對華的鷹派強桿” 、
“知華人士”。這個消息，也讓羅斯此前談及的“中美關係目前達
到了一個新高度，尤其是在貿易領域”的發言，聽起來更加貨真價
實。

事實上，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美兩國而言，相比美方派
員參加“一帶一路”峰會，兩國間已經有更為突出的成績：也就在5
月12日，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商務部副部長俞建華，已舉行
了記者會，介紹了《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穫》的有關情況
。

根據這一文件，在中美元首會晤後約一個月之際，雙方就農產
品貿易、金融服務、投資和能源等領域的問題，達成共識。中美雙
方還明確了，在百日內爭取完成的事項和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事項，
並將繼續加強溝通協調，共同推動這些事項的延續，並儘快取得進
展。鑑於此文件是中美政界、財經界從4月21日到5月12日間馬拉
松談判磋商的最新結果，這兩份成果，對於希望在“一帶一路”問
題上，得到美國幫襯的背景來說，實在是很有價值的。

可以想像得到：特朗普時期的中美關係，同奧巴馬時期的中美
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分析人士來說，特朗普政府從一開始，可能不太容易讓外界
和他與“中美友好”聯繫起來。特朗普的閣僚裡，有很多“對华鷹
派”份子，他在上任前，就台海問題發表過令中國不快的言論，剛
上任後不久，還接過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電話。考慮到中國此
前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經歷，這種轉變，無疑令人瞠目結舌。但對
於在中美問題上具備行動力的特朗普政府來說，這點反倒不難理解
：而這種形成想法，就立即行動的態度，較之奧巴馬當局就形成了

鮮明的對照。看得出特朗普政府，是用行動來重新界定下新時代的
中美關係。

畢竟，新型大國關係，不能只靠語言來界定，而是應該由行動
來界定。相比在中美問題上及時展現姿態的特朗普政府，奧巴馬政
府就往往流於表態。以至於2013年“習奧會”後，儘管會後雙方一
致同意共同構建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然
而，對於中國的這個提法，美國方面，卻也一直是半推半就，並保
持警惕。直到奧巴馬下野前，這種局面都沒有得到改善。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就態度鮮明的在中美間迅速展開了行動
。譬如此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於3月中旬訪華期間
，就強調了“美方願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
神，來發展對華關係”的立場，在此後的“習特會”上，兩國元首
確定的“在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機制框架下推進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
劃”的方針，更在20余天內迅速解決。很顯然，特朗普政府雖然在
中美之間走過彎路，但他們也很快就修正了路線。

當然，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問題的動作，還是暫時的，這並不能
完全代表華盛頓政府，已經採取了一種中美親善的立場。但是，特
朗普認可了中國的大國實力和地位，美國將要同中國一道，重新制
定和確立兩國在雙邊、地區及全球事務領域的權利和義務，且就將
成為一種大概率的趨勢。而特朗普政府在“一帶一路”峰會前擺出
的姿態，也顯示了他在當前這一時間點上的誠意。這一點對於華盛
頓來看，就是一個難能可貴的轉變，就中美關係，更是一份令觀察
人士愉快的答卷。

特朗普奇招百出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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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豪賭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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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 ， 英 國 首
相特雷莎·梅

率領保守黨進行的一場豪賭： 提前進行的英國大
選，宣告失敗，這不僅被對手共和黨諷刺說，它
今次此舉，根本是“一場政治災難”，即使在保
守黨內，也出現了強烈的批評聲浪。因為保守黨
失去了十七議席。

事件引起是由特雷莎·梅在四月十八日要求
把二○二○年的英國大選，提前舉行。特雷莎·

梅之原本希望，可以擴大保守黨席次優勢，藉以
在下月之脫歐談判中，掌握更多話語權。想不到
「人算不如天算」，反而丟掉原本的十七席優勢

，失去在英國國會中多數黨的領導地位。
英國蘇格蘭民族黨黨魁斯特金表示，選舉結

果對梅來說堪稱“災難”，“這對梅是災難一場
，她提前大選，顯然傲慢地認為，她會重挫在野
黨，把所有人掃到一邊，然後贏得壓倒性勝利。
她的處境現在非常、非常艱困。”

工黨黨魁科爾賓說，“失去議席、失去選票

，失去支持，失去信心”，她應該是時候走人了
。

保守黨從選戰開跑初期的民調大幅領先，到
領先幅度不斷被收窄。艱難守住席次的保守黨議
員蘇柏利批評，梅打了一場“可怕的選戰”，應
該為此辭職。

蘇柏利表示，“梅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非
常有才能，也不害怕作出困難決定，但她現在顯
然得考慮一下自己的立場。”

蘇柏利清楚表明，選戰打得如此失敗，政綱

如此“漏洞百出”，梅要負起個人責任。 “這是
一個很緊密的團隊、是她的團隊打了這場選戰，
老天爺，看看現在我們的結果，真的是大出所料
”

個人主導選戰
保守黨中有不少議員也指責梅把這場選戰，

打得像美國總統選舉戰一樣，太過強調她個人
“強而穩定的領導力”，並指責她全然用個人小
圈子，主導今次選戰，包括政綱，但卻排除保守
黨內資深內閣成員的參與。

去年被梅開除的前財政大臣歐斯本，在出口
民調出爐時，就率先說，如果出口民調準確，這
對梅和保守黨來說，都是“徹底的災難”，並說
保守黨這次提出的政綱，堪稱是“英國大選歷史
上最糟”的一環！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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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徵聘辦公室雇員徵聘辦公室雇員

美國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美國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Tom CottonTom Cotton
針對巴拿馬曲從中國而與台灣斷交發佈書面聲明力挺台灣針對巴拿馬曲從中國而與台灣斷交發佈書面聲明力挺台灣

美國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Tom Cotton
針對巴拿馬曲從中國而與台灣斷交發佈書面聲明力挺台灣

（本報訊）美國阿肯色州共和黨
聯邦參議員 Tom Cotton 於本(6)月 13
日針對巴拿馬曲從中國而與我斷交事
發佈書面聲明表示，北京決心將台灣
逼入牆角的消息令人困擾。中國共產
黨政權企圖竊取台灣的外交夥伴並孤
立台灣之諸多舉動，已直接威脅台灣
海峽之現狀。

Tom Cotton參議員在聲明中強調
，此乃為何美國亟須在各層級加強與
台灣之關係，他將推動立法加強與台
灣的各層級關係。

Tom Cotton並表示，美國行政部
門同時應立即採取行動力挺台灣在世
界舞台上之地位，並應鼓勵其它國家
重申與台灣人民之友好關係，而非閃
躲並聽從好鬥政權的旨意。

2017 年6月13日，巴拿馬宣佈與
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交。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
是法理上與實質上都具有正當性的
「中國」政府。這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再一次嚴重的外交挫敗。此時中華民

國政府仍然不願承認外交政策需要改
弦易轍，一方面把焦點轉向指責中國
搞兩面手法，另一方面埋怨巴拿馬拿
了錢又賣乖不給面子，讓外交部措手
不及。只好再一次自我調侃地以 「我
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容威脅」來
掩飾自身的失職。

政府和外交部這樣的斷交聲明顯
然無法引起台灣人民敵慨同仇旳心理
，只有招來冷眼旁觀，也讓許多有心
人抓到空隙見縫插針，炮口對內強力
抨擊。連呼籲重新檢討外交政策的心
都已蕩然。

2006 年巴拿馬運河擴建計劃宣佈
以後，由於其經濟效應可觀，各國都
積極運作。中國更投注鉅額的資金，
除了希望在此投資先機卡位，也藉機
釋出許多與巴拿馬政府的合作善意。
全美第二大港 Port of Houston 也早就
蒙其利而積極擴港應變。中華民國政
府在這項正當的經濟外交行為上是否
不及格？連蔡英文在2016年6月25日
風光地参加了擴建巴拿馬運河的開幕

式，不到一年就與中華民國斷交。難
道中華民國政府只能與巴拿馬玩洗錢
生意？外交失利後，不檢討政策如何
失能却指責別人無情。此次斷交再次
證明中華民國這種靠金錢買感情的外
交戰略只有讓中華民國在國際戰場上
節節敗退。

巴拿馬與中國建交是非常令人痛
心，但可以確定的，中華民國已無法
代表中國，不管是法理上或是實質統
治上，這是不爭的事實。中華民國政
府不應該再打腫臉充胖子，對外聲稱
自己是與中國對等的政治實體，同時
對內憲法又明文領土上擁有 「固有之
疆域」。這樣荒謬的言論再不檢討改
正，外交挫敗的結果連小學生都猜得
到。

我建議蔡英文政府用 「台灣(中華
民國)」國名重新出發。在國際上使用
「台灣」作為名稱，對國內用 「中華

民國」政府。下列幾點理由加以詳述:
1. 在國際上用台灣名義對外交官員
具有挑戰性，也可以伸展他們長期以

來鬱鬱不得志的信心。新的突破，不
再為老舊思維背書，也不怕中國用一
中名號阻擾外交工作。
2. 海外台灣同鄉可以配合外交官員
，透過該國人民團體的管道一起以正
名台灣為施力點並向各國政府爭取實
際參與國際組織或民間組織以提昇台
灣國際地位。
3. 諸位應該暸解小英總統一直強調
維持現狀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中華民
國體制下選出的總統，怎能自廢武功
？在國內以中華民國體制施政，可以
穩住國內政治的洶濤，讓小英確保她
的政權。
4. 國內的高官權貴們長年受惠於中
華民國的體制成為有權有錢的高等華
人，靠著極優裕的退休年金，想要過
著高枕無憂、含飴弄孫的生活直到終
老，怎麽能忍受中華民國體制的改變
？凡有變動，他們一定帶頭反對，增
加社會的動盪紛擾。過去一年這些人
對年金改革的反應已呈現他們的心態
，大家有目共睹。以 「中華民國」治

理國內事務可以平緩這些高級的權貴
集體作怪，刻意破壞台灣社會的和諧
，甚至生變投共。
5. 若是小英確定她的領導地位可以
安全下莊，她就可以憑著她的良知良
能追查這些在威權體制下殘留的不公
不義的年金制度和黨產，實現轉型正
義的競選承諾，帶給台灣公平正義的
社會。
6. 同時可以加壓給民進黨的高官立
委，認清職務和責任。不是佔了位置
就樂不思台，墮落腐化，敷衍人民。
齊柏林先生的巨作 「看見台灣」呈現
了台灣的美麗和哀愁。可惜，他走得
太快，若他能繼續深入拍攝，說不定
他可以拍出台灣人內心的良善和醜惡
。

我們不應站在十字路口猶豫未決
，思考走向，如今政府與人民已經面
臨危機處理的紅燈警戒情態。口水戰
的時間已過，是使力戰鬥、共同把台
灣帶領到全世界的時候了。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提
升服務品質，將於近期進行現有倉

儲空間規劃及整繕工程，以期讓
僑界未來有更舒適寬敞之使

用空間。
請各僑團有暫借休士

頓僑教中心儲藏室寄放之物品，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洽該中心同仁
Kevin(713-789-4995#117)安排取回
，逾期未取回者將視同廢棄物品統
由僑教中心予以清除。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啟動倉儲修繕工程

7/31僑界借放物品限期取回 徵人啟事: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徵聘辦公室雇員乙名，具大專畢業以上學歷並持有

美國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者，需熟諳使用微軟辦公室軟體，會中文打字，中英文聽
、說、讀、寫可，需有駕照及實際開車經驗，具出納經驗者尤佳，應徵者請將中
英文學經簡歷及有關資料(含永久居留權證明文件如護照、駕照及學歷證明文件
等)於6月25日前送達該中心(郵寄者請務必於6月25日前寄達)，逾時不候，合者
面試。地址: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Houston,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
77042，電話:713-789-49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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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昨舉行美南國建會昨舉行20172017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由浦浩德由浦浩德（（左一左一）） 主持的主持的 「「奈米及複合科技奈米及複合科技」」 組當天的主講人合影組當天的主講人合影

國建會會長顧寶鼎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左七左七 ）） 候任會長黃初平候任會長黃初平（（ 右六右六），），前會長王國治前會長王國治（（ 左二左二 ））與與會貴賓與與會貴賓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黃敏境處長處長（（右七右七），），及及 「「科技組科技組 」」 組長游慧光組長游慧光（（左三左三 ））及各組負責人合影及各組負責人合影。。

國建會會長顧寶鼎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右三右三 ），），與貴賓與貴賓 「「 教育組教育組 」」 組長周慧宜組長周慧宜（（ 左二左二）） 與與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代表孫雪蓮代表孫雪蓮（（ 左三左三 ），），謝家鳳謝家鳳（（ 右二右二），），林恂林恂（（ 右一右一 ）） 等人等人
合影合影。。

「「 科技組科技組」」 組長游慧光組長游慧光（（ 左三左三 ）） ，，國建會前會長林國建會前會長林
欣慧欣慧（（ 右一右一 ）） 與來自台灣的與來自台灣的 「「 南科南科 」」 （（科技部南部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代表林秀貞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代表林秀貞，，鄭秀絨等人合影鄭秀絨等人合影（（
右右三三，，右二右二））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致詞表示黃敏境處長致詞表示：：台灣的經濟戰台灣的經濟戰
略略，，重點是資源重點是資源，，人才和巿場的合作人才和巿場的合作，，以實現更大的繁以實現更大的繁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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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會會長顧寶鼎國建會會長顧寶鼎（（ 左一左一 ））頒發頒發 「「 傑出服務獎傑出服務獎」」 給王琳給王琳
博士博士（（ 左二左二）） 旁為陳康元醫生旁為陳康元醫生（（ 右二右二 ）） 及頒獎主席王國及頒獎主席王國
治治（（右一右一）。）。

頒發頒發 「「 傑出社區服務獎傑出社區服務獎」」 給莊麗香女士給莊麗香女士（（ 左二左二 ）） 及及
James Birney (James Birney ( 右二右二）） 夫婦夫婦。（。（ 左一左一）） 為國建會會為國建會會
長顧寶鼎長顧寶鼎（（右一右一））為頒獎主席王國治為頒獎主席王國治。。

福遍縣共和黨主席福遍縣共和黨主席Jacey Jetton (Jacey Jetton ( 中中 ）） 代表美國參議員致贈祝代表美國參議員致贈祝
賀文告賀文告，，由國建會候任會長黃初平由國建會候任會長黃初平（（ 左左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右右
））為共和黨在糖城委員浦浩德為共和黨在糖城委員浦浩德。。

中國經濟還會再次探底嗎？

5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

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制造業

采購經理指數（PMI）均與上月持平。

工業增加值6.5%的超預期增長，更是好

於此前的市場預期。加之，表現強勁的

進出口，中國經濟似乎壹掃上月的下滑

態勢，開始“站穩”。

走出下墜慣性？
僅僅壹個月之前，由於多項指標沖

高回落，引發人們對經濟再次探底的擔

憂。4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增速回落1.1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

速回落0.3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增速回落0.2個百分點。

回落態勢似乎在5月份止步：

5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實際增長6.5%，增速與上月持平，

比上年同月加快0.5個百分點。

5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9459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7%，增速

與上月持平。

今年前5個月，中國城鎮新增就業

實現599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2萬

人。與年初政府工作報告制定的1100萬

的目標相比，已經完成了54.4%。

5 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為

51.2%，與上月持平，連續10個月處於

榮枯線以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4月份，多項經

濟數據出現回落，不少人擔心這意味著

壹季度經濟沖高之後，宏觀經濟會轉而

回落。不過，5月各項數據的企穩印證

了經濟觸底企穩的基礎比較穩固，經濟

轉穩回升態勢重新顯現出來。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指出，5

月份，盡管投資增速略微放緩，但中國

經濟的生產和需求依然保持穩定。加之，

就業向好，物價漲幅比較溫和（5月份

CPI同比上漲1.5%），進出口雙雙加快

且貿易保持順差，中國經濟保持穩定運

行態勢。

為何經濟能“站穩”？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

良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壹方面得益於

外需的改善。2016年下半年以來，世界

經濟復蘇動能增強，主要經濟體如美國

、歐盟、日本等經濟增速均好於預期。

全球市場需求好轉帶動我國出口復蘇，

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上升。

另壹方面是隨著大宗商品價格持續

上漲，企業進入庫存回補階段。庫存回

補不僅改善了市場預期，而且提高了生

產活躍程度，這也可以解釋工業生產形

勢的穩定向好。

經濟站穩意味著什麽？九州證券全

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指出，2017年以

來工業增加值“上臺階”（今年1-5月份

增長6.7%，高於去年6%的水平），加之

消費增速持續高位，並成為經濟走好的

關鍵動能，反映出中國經濟走勢良好，

再次驗證“宏觀經濟L型拐點已過，經

濟會‘二次探底’”的觀點並不成立。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

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L型底部，

在這個長期底部當中，有小周期的向上

或者向下的波動，因此並不會發生“二

次探底”的情況。“現在我們正處於壹

個小周期的向下調整階段，不過這個周

期非常短”，李慧勇對中新社記者說，

明年壹季度可能就會結束下行之勢，轉

而反彈。

投資是軟肋？
放緩的投資增速是5月份各項經濟

指標中，表現較弱的環節。

今年前 5個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20.37萬億元，同比增長

8.6%，增速比前4個月回落0.3個百分點。

投資回落主要受到基礎設施投資放

緩和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等影響。

張立群指出，盡管總體投資增速下

滑，但前5個月，固定資產投資中，制

造業投資增長加快，這部分投資是市場

自發形成的，又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

較大，能夠反映出未來投資的向好潛

力。而且，民間投資增速走勢依然良好

（增速僅下滑0.1個百分點）。

基礎設施投資確有放緩。不過，國家

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指出，因為去年

是“十三五”（2016年-2020年）開局第

壹年，大項目比較多，所以去年基礎設施

投資的基數較高，對當期的增速會有壹些

影響。今年基礎設施投資能保持在20%以

上的增長，也是多年少見的。鑒於資金

面和新開工項目情況在陸續好轉，總體來

說，延續投資平穩增長勢頭可期。

張立群也認為，今年項目儲備較多，

基礎設施投資的下滑態勢不會持續。

拖累投資的另壹因素，房地產投資下

滑主要受多輪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

連續多月的房地產成交的下滑、資

金成本上升逐漸傳導到房地產投資領域，

讓過去3個月連續加快的投資增速終於

出現下滑。

不過，鄧海清指出，壹方面，由於

目前房地產投資增速並未斷崖式下跌（前

5個月同比增8.8%，增速比前4個月回落

0.5個百分點）；另壹方面，目前三四線

城市房價走勢依然向好，再加本輪上房地

產調控重視增加土地供給，房價下跌向房

地產投資增速的傳導效應或被削弱。

二季度經濟是升是降？
祝寶良指出，目前經濟領域四大問

題依然不容忽視。

壹是，防控金融風險和降低企業融

資成本之間存在矛盾。穩健中性的貨幣

政策實際實施過程中可能略顯偏緊，變

相提高企業融資成本，加劇實體企業融

資難、融資貴問題。

二是，我國民間投資增速仍然低於全

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影響經濟活力。民

營企業成本高、利潤低等問題仍然存在。

三是，徹底化解過剩產能仍然任重道

遠。伴隨產能過剩化解不斷深入，政府和企

業需安置的職工數量、處置的債務規模持續

增加，這些都會抑制經濟的穩定增長。

四是，去年底以來防範資本大規模

外流的政策措施，在限制了部分企業的

不規範、不合理對外投資行為的同時，

也對部分企業已投資的海外項目後續資

金跟進形成制約。

祝寶良認為，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深入推進，補庫存、房地產投資等部

分推動經濟穩定增長的積極因素有望延

續，但是資金避實就虛、實體企業競爭

力不強、對房地產和基建依賴過大等問

題沒有根本解決。預計二季度經濟增速

會穩中微降。

綜合報導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批準總額約3.24億美元的三個新項目，其中包括向

印度基礎設施基金提供1.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這

也是亞投行首個股權投資項目。

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投資官潘店表示，開展首

個股權投資項目是亞投行的另壹裏程碑，將提高亞

投行獲得及資助高質量私營部門項目的潛力。他還

表示，當天通過的這三個新項目展示了亞投行跨地

區及部門為其成員提供支持的能力在不斷增強。

據悉，印度基礎設施基金計劃融資7.5億美

元，其中亞投行出資1.5億美元。該基金將致力於

投資印度的基建平臺及具有高成長潛力的基建公

司，並幫助地方基建項目吸引公共養老基金、捐贈

和保險公司等全球長線投資者出資，支持印度的基

礎設施建設。

當天批準的另兩個項目分別為1.14億美元貸款

用於格魯吉亞巴統繞城公路項目，以及6000萬美

元貸款用於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電改造項目壹期工

程。

格魯吉亞巴統繞城公路項目是亞投行對格魯吉

亞提供的首份貸款，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出資。該

項目目標是提高格魯吉亞東西高速公路沿線地區互

聯互通和公路交通的效率。

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電改造項目壹期工程是亞

投行與世界銀行共同出資。該項目致力於改造及恢

復努列克水電站的3套機組的發電能力，提高其效

率以及努列克大壩運營的安全性。

亞投行第二屆年會在韓國濟州島舉行。

亞投行宣布首個股權投資項目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ne 18,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North Korea Threatens 
To Strik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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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Leads Trend Away From Coal While China
Continues To Consume Less Of The Dirtiest Fossil Fuel

Global Demand For Coal Falls In                               
2016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Moscow [Russia], June 13 (ANI) North Korea 
has threatened United States saying, its 
nuclear weapons can hit New York, and such 
a strike "might be proven in practice."
Pyongyang responded to a January tweet fr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hich he stated that a 
North Korean strike on the U.S. "won't happen."
North Korea's delayed response came over a tweet in 
January by Trump.
"The DPRK is about 10,400km far away from New 
York. But this is just not a long distance for its strike 
today," Russia Today reported.
The article, titled 'US hostile policy is bound to go 
bankrupt', goes on to state that "the US is feeling 
uneasy as this might be proven in practice."
"This is because its hostile policy will end in futile 
when the DPRK conducts the test-fire of an ICBM 
capable of precisely striking any place on the US 
mainland," an opinion piece in the state-run Rodong 
Sinmun stated on Monday.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weet in which he acknowledged Pyongyang's 
announcement that it wa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developing a nuclear weapon striking parts of the US, 
but said that such a strike "won't happen."
The editorial comes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yongyang, with Trump repeatedly 
vowing to boost the US's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counter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n missiles. Trump 

even informed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 including 
military action - to address provocations by North 
Korea. He has also urged China to put pressure on 
Pyongyang, as its sole economic lifeline.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and ANI)

Related

North Korea Could Test Nuclear-
Tipped ICBM (That Can Hit America) 

This Year
North Korea may be close to test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tate media suggested Saturday.
In recent months, North Korea has been testing a 
variety of missiles at an unprecedented pace.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e North has tested four new systems.
North Korea has reliable short- and mid-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and its new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has a range just shor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and could comfortably hit Guam. The 
North also has successfully tested new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As these tests have been successful, the next step 

appears to be the development of an ICBM.
“The series of recent strategic weapons tests show 
that we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est-fir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e Rodong Sinmun, 
the official paper of the ruling party, said.
After the successful test of the Hwasong-12 IRBM, 
possibly the technological predecessor to, if not a stage 
of, an eventual liquid-fueled North Korean ICBM, 

the 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er declared that the 
North’s missile program is progressing much faster 
than initially expected.
North Korea is believed to have figured out how to 
mount a miniaturized nuclear bomb on a ballistic 
missile, the re-entry vehicle is suspected to have 
survived the IRBM test, and the North’s engine 
technology has improved. North Korea is likely still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a reliable ICBM, but it is 
checking off a number of key box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great success of test-fir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which we are sure to achieve, will 
mark a historic watershed moment in the failure of 
the U.S. hostile policy against us,”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claimed, asserting that a nuclear-armed 
long-range missile would guarantee a viable nuclear 
deterrence strateg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U.S. 
has never dared to go to war with a country that 
possesses nuclear weapons or ICBMs.”

North Korea now has the capability to launch 
ballistic missiles from naval vessels.
North Korea has tested 16 missiles this year, 17 if the 
recent surface-to-air missile test is also included, with 
only four test failures. Kim Jong Un has a clear plan 
he intends to carry out at all costs, and his country is 
rapidly moving in that direction.
“We have reached the final stage of preparations to 
test-launch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Kim 
said in his New Year’s address, adding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utting edge arms equipment is 
actively progressing.” (Courtesy The Daily Caller 
News Foundation)

Workers shovel coal at a storage 
depot in Hefei, China, where                                                      
consumption fell for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in 
2016. (Photo/Reuters)
Global demand for coal has fallen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according to a BP study, helped by 
the US and China burning less of the dirtiest fossil fuel.
The UK was described as the “most extreme example” 
of the trend away from coal, which has resulted in use 
of the fuel returning to levels not seen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1.7% fall in worldwide consumption in 2016 
marks a striking reversal of fortune for coal, which w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energy demand growth until four 
years ago, BP said.
Presenting the 66th edition of BP’s annual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the oil company’s chief economist, 
Spencer Dale, said: “It feels to me like we’re seeing a 
decisive break with coal, relative to the past. I think the 
big story here is coal getting squeezed.”
In the US, coal has been crowded out in power 
generation by cheaper, cleaner gas from the fracking 
boom and even US coal executivesbelieve Donald 
Trump’s promise to bring back jobs in the industry 
cannot succeed.
Coal consumption has now been declining for three 
years in China, as its economic boom and output has 
tailed off in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such as iron, steel 
and cement.
The country’s decreasing reliance on the fuel, large 
population and enormous investment in renewables 
mean it is increasingly being seen as a global leader on 
climate change, after the US withdre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earlier this month.

Coal Consumption Has Fallen Globally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In the UK, three major coal power stations were wound 
up last year after a carbon tax was introduced and the 

last three underground coal mines closed.
British coal consumption fell by 52.5% in 2016 and the 
trend away from the fuel has continued this year, with 
the first coal-free da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Dale said: “UK coal has gone through a complete cycle 
from the 1800s to now. I know it’s popular to criticise 
the UK [on energy policy] but part of this [decline in 
coal] is the rise in the carbon floor price introduced in 
2015 and continued in 2016. The message from that is 
prices work.”

Dr Jonathan Marshall, an analyst at the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a UK-based thinktank, said the 
shift away from coal was striking. “The US saw an 
astonishing 9% fall in demand, while Chinese hunger 
for energy is being tempered by moves to a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pathway an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renewables, which spells even further trouble for coal 
in the years to come,” he said.
Coal has also been squeezed globally in recent years 
by the rapid growth of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which BP found had continued apace last year.
Wind, solar and and other renewable power sources 
grew faster than any other fuel at more than 14% in 
2016, slightly below the 10-year average.
However, energy demand growth globally was weak, 
at only 1%, almost half the 10-year average. Nearly 
all the growth cam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China and India accounting for around half of new 
demand.

UK Coal Consumption Has Slumped Back 
To Levels Not Seen Since The 1800s

As a result,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flatlined for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BP called the stalled emissions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 from the past”, but acknowledged 
that they would need to fall if countries are to meet the 
Paris deal’s goal of keeping temperature rises in check.
Worldwide, oil consumption grew by 1.5%, driven 
by stronger-than-usual growth in rich countries, but 

production growth was weak in the face of low oil 
prices. As a result, oil supply and demand came closer 
into balance last year.

The economist said he believed the recent deal by 
members of the oil cartel Opecto continue cutting 
output would begin to make inroads into global oil 
stocks towards the end of 2017.
However, a new report by the major oil producers 
admitted that the rebalanc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had happened at “a slower pace” because the US was 
producing more oil on the back of higher prices.
Dale compared US oil production to a 1970s toy, the 
Weeble, whose slogan was “Weebles wobble but they 
don’t fall down”. While the American oil industry had 
cut back rapidly in the face of low oil prices last year, 
it was now also bouncing back fast, he said.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stood at $48.28 on Tuesday, 
compared to an average of $53 this year.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The long-range strategic ballistic rocket 
Hwasong-12 (Mars-12) is shown in                                              
this undated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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