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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Family Foot Relax
按摩專營店（新開張）

足部按摩˙全身按摩˙消除疲勞酸痛
七天營業﹕10am - 10pm
電話﹕832-768-2523

地址﹕8278 Bellaire Blvd. #B,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123footrelax.com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上周末
發生致命的暴力衝突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上
周六在推特上發的一張照片，今已成為推特有
史以來點讚最多的一條推文。
照片上的奧巴馬一只手扶在窗台上，西裝上衣
隨意地搭在肩頭，仰頭看向開著的窗戶裡不同
種族的小孩子。
奧巴馬在照片下引述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話寫
道：“沒有人生來就因為膚色、背景或是宗教
信仰而憎恨別人。
奧巴馬發推前，白人民族主義者聚集在夏洛茨

維爾市，抗議夏洛茨維爾市政府移除美國南北
戰爭期間南方邦聯軍隊主將羅伯特·E·李將
軍塑像的計劃。反對抗議者的人也聚集在那裏

，聲討這些團體，一名男子開車衝進人群，造
成一名女性喪生。
截止到星期三淩晨，奧巴馬的這則推文已被點
讚約280萬次，超過了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流行
歌手愛莉安娜·格蘭德在倫敦開演唱會受到恐
怖分子襲擊後格蘭德發出的一則推文。
奧巴馬的繼任者，美國總統川普目前因其對夏
洛茨維爾事件所做出的反應而受到批評。

美日空軍
聯合演習 
B-1B戰略
轟炸機出陣
【VOA】日本空軍和美國空軍星期三在東中國
海舉行聯合空軍演習。演習地點在朝鮮半島西
南部。
日本自衛隊空軍的新聞稿說，日方派出兩架
F-15戰鬥機參加演習，美方參演的是從關島安

德森空軍基地起飛的兩架美國空軍B-1B槍騎
兵戰略轟炸機。
美國空軍說，“與日本一起進行訓練飛行，目
的是展示我們與盟友維護印度洋-亞洲-太平洋
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團結和決心。”
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原本是為攜帶核炸彈
而設計的，但是，路透社說，在執行這次演習
任務時，這兩架轟炸機改裝常規炸彈。日前，
該機還與韓國軍機一起進行了空中演習。
與此同時，美日還在日本北海道舉行規模最大
的一次被稱為“北方毒蛇2017”的實彈軍事演
習。演習共持續18天，有3500名部隊參加。
這次演習是在朝鮮揚言要用核導彈攻擊美國在
太平洋的屬地關島的時候進行的。朝鮮並不掩
飾此舉的目的是遏制美國入侵朝鮮。

︱奧巴馬推文。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米蘭召開的全球食品創新峰會
   上講話 (2017年5月9日)。

 ︱美國空軍提供的這張相片顯示一架部署在關島安德
    森空軍基地的B-1B轟炸機在太平洋上空從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機接收燃油。（2017年3月10日）。

節目花絮。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片頭。

維州暴力衝突事件
奧巴馬推文刷新最多點讚記錄

節目介紹：
《中國詩詞大會》是中央電視台繼《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謎語大會》之後，由中央電
視台科教頻道（CCTV-10）自主研發的一檔大型演播室文化益智節目。《中國詩詞大會》是央視首檔全民參
與的詩詞節目，節目以“賞中華詩詞、尋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為
基本宗旨，力求通過對詩詞知識的比拼及賞析，帶動全民重溫那些曾
經學過的古詩詞，分享詩詞之美，感受詩詞之趣，從古人的智慧和情
懷中汲取營養，涵養心靈。

播出時間：
每周六下午3時30分至4時30分首播，敬請準時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中國詩詞大會》 帶動全民
重溫古詩詞 分享詩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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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四川九寨溝
日前發生7.0級大地震，造成嚴重傷亡，美南僑
胞心繫家園，休士頓川渝同鄉會13日在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ITC)舉辦四川九寨溝地震祈福會，
由該會秘書長方一川主持，榮譽會長卿梅致詞
致謝，說明地震災情更新和救災重建相關事宜
，並且呼籲民眾為九寨溝受災戶捐款出力，協
助賑災。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
群、領事易川及各同鄉會僑領代表皆參與出席
。

會上先由圖片、影片和資料數據投影片播
放等方式向與會者說明九寨溝地震最新情況，
災前災後巨大變化，呼籲大家協助救災，幫助
災區重建。

休士頓川渝同鄉會榮譽會長卿梅致詞先是
感謝各社團愛心奉獻，在短時間之內動員對家
鄉的支持，她鞠躬致謝。她也說明，在地震發
生的那刻起，地震災情就一直牽動海外華人的
心。她也更新截至8月11日晚間9時，九寨溝已
造成 24 人死亡、493 人受傷，累積災情受災民
眾逾4萬4000人。

卿梅也呼籲，大家都心繫家園， 「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希望用雙手
和心意給同鄉災民支持，她代
表同鄉會向休士頓華僑華人提
出倡議，希望民眾能攜手為災
區伸出援手，一起祈福。川渝
同鄉會也會秉著公開公正且透
明化的原則，將所有捐助款項
救助受災人民。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
組組長房振群及領事易川也出
席活動，易川上台致詞同樣引
用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表
示這是中華民族擁有的傳統美
德，大家集會一起聲援災區，
代表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的情
懷。易川代表慰問僑胞，祝願
災區早日重建，人民能盡快恢
復正常生活。

其他包括美南山東同鄉會
、上海同鄉會及廣動同鄉會等
僑領代表也出席表支持，他們說，九寨溝風景
優美，如今不幸遭地震摧殘，讓他們十分痛心

，但他們會一起為九寨溝祈福，讓災民能早日
完成重建工作，恢復昔日風貌。

「地震無情，人間有愛」，大家一起點燃

蠟燭祈福，並設置捐款箱，同鄉會將捐助500元
，其他人也慷慨解囊，為災區民眾獻愛心。

川渝同鄉會四川九寨溝地震祈福會

休士頓川渝同鄉會榮譽會長卿梅休士頓川渝同鄉會榮譽會長卿梅((前左五前左五))、、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中國駐休士頓總領
館領事易川館領事易川((前左三前左三))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前左四前左四))及國際貿易中心執及國際貿易中心執
行長鄧潤京行長鄧潤京((後左五後左五))等人合影等人合影。。((記者珊娜／攝影記者珊娜／攝影))

（休斯頓/高思）時光荏苒，周
末總是在繁忙中悄然而至，不如趁著
周末好好放鬆放鬆，重拾元氣。這周
的活動看點有：經典專輯再現之夜、
跳蚤市場、日落乘船環湖之旅、啤酒

廠騎行之旅等。大家周末愉快。
1. 經典專輯再現之夜（Classic Albums
Live）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老歌的人就千
萬不要錯過這周五將在米勒戶外中心

上演的經典專輯再現之夜。
屆時休斯敦最優秀的一批音
樂家們將會根據各自的聲線
和特點扮成 60 至 70 年代最
具影響力的歌星，精彩再現
當年萬人傳唱的經典專輯。
翻唱作品包括但不限於曾十
次取得白金唱片銷量的專輯
《Chronicles》。

時間：8 月 18 日（星期
五）8:30 p.m.

地 址 ： 6000 Hermann
Park Drive,Houston, TX
77030

門票：免費
2. 跳蚤市場（Flea at Silver
Street）

在Silver Street舉辦的夏季跳蚤市
場因其商品種類繁多及質量上等長年
受到眾人的喜愛。屆時超過 100 個展
攤將展出及售賣本地藝術家的原創設
計、藝術手工制品、珠寶、室內裝潢
飾品、紅酒相關用品等。還有數個食
物餐車提供美味小吃，好物等你來淘
~

時間：8月19日（星期六）10:00
a.m.- 6:00 p.m.

8 月 20 日（星期天）10:00 a.m.-
6:00 p.m.

地 址 ： Silver Street， 2000 Ed-
wards St，Houston, TX 77007

門票：$5/成人；免費/12歲及以
下
3. 日落乘船環湖之旅（Twilight Tour
Along Buffalo Bayou）

休斯頓 Buffalo Bayou Park 位於城
市的中心地帶，風景迷人，文化匯聚
。在日落時分與家人好友一起乘船沿
湖遊覽，在兩岸蔥郁的樹木和涼爽微

風的環繞下，觀看優雅的蒼鷺、河中
跳躍的魚群及偶爾浮現一隅的墨西哥
短尾鱷。不需要預定，先到先上船，
每半小時一班船。

時間：8 月 19 日（星期六）6:00
p.m.- 8:30 p.m.

每30分鐘一趟，最晚一班8:00 p.
m. 出發

地址：Buffalo Bayou Park，4500
Memorial Dr，Houston, TX 77007

門票：$7/成人；$5/4-12歲
溫馨提示：只接受現金哦

4. 啤 酒 廠 騎 行 之 旅 （Heights Bike
Trail Brewery Tour）

騎車在數個啤酒廠之間穿梭，在
特定的自行車道路上奔騰，享用新鮮
出爐的手工啤酒，何樂而不為。參加
者 需 自 備 自 行 車 ， 可 以 在 Eureka
Heights Brewing、 Holler Brewing、
Platypus Brewing三個啤酒廠中的任何
一家出發或結束，每到一個地方可以
獲得紀念郵章一枚，集齊三枚可以領

獎。
時間：8月20日（星期天）12:00

p.m.- 8:00 p.m.
地址：Heights Hike & Bike Path,

1525 Tulane St .,Houston , TX 77008
門票：免費，喝啤酒另算

5. Lambert Hall 開 放 參 觀 日 （Open
House at Lambert Hall）

這周六，Opera in the Heights 將
舉辦Lamber Hall的開幕式，屆時將有
許多免費贈送的小禮物、臉繪活動、
社交媒體競賽、歌劇服裝展示等，每
隔20分鐘還有現場短劇的表演。參觀
者將有機會近距離和優秀的歌劇演唱
家對話，了解歌劇文化及表演背後的
故事，還可以拿到一些接下來演出的
折扣券。

時間：8 月 19 日（星期六）9:00
a.m.- 11:30 a.m.

地址：Lambert Hall,1703 Heights
Boulevard,Houston, TX 77008

門票：免費

周末休閒放鬆周末休閒放鬆 55活動重拾生活元氣活動重拾生活元氣

經典專輯再現之夜經典專輯再現之夜。。((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綜合報導）謝家鳳會長表示,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將於八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點開始，至下午五
點 ,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舉行全天的座談會。大專校聯會
為了慶祝三十週年年慶，特地精心打造了這項活動。此次的
座談會別開生面, 設計多元化！資訊全方位！知識價值高！
函蓋各個年齡層的需求！所有講員都是專業中之精英，內容
精霹無比，並且可以回答在場的個案疑問！

整個講座分成三組, 詳情請參閱網站 www. jccaa.com
第一組的青年專業資訊，由顧寶鼎和薛若梅負責。專業

主講人鄭帥帥主講投資理財及保險、邱淑蓉主講購屋需知、
畢鋻明主講如何選擇房屋貸款、施明志主講如何網上購物、
林思德主講信用卡和福利的常識。

第二組的家庭財經及投資，由葉宏誌及王孟瑀負責。專
業主講人蕭雲祥主講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
退休計劃、陳灝主講投資指南、宋嘉年主講發展子女的社交
能力的重要性、姚鳳北主講旅遊之樂。

第三組的長者退休計劃及長期照顧，由周宏、范增璞、
週禧共同負責。專業主講人周宏主講長輩服務、Carmen
Castro 和 Marion Schoeffield 主講年長病患者的長期照顧、
Jane Seger 主講家庭看護、李兆瓊和Anna Wang主講祥瑞花
園-- 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鄭貞主講房地產投資。
以上專業主講人的背景介紹如下：

鄭帥帥： 畢業於奧絲丁德州大學， 現為 Drewstar In-
surance 的業主，擅長於人壽保險，健康保險，以及年金債
卷，有八年經驗。邱淑蓉：畢業於台灣大學和夏威夷大學，
現今是 the Rea Estate Experts 的業主。畢鋻明：Top One
Mortgage 的創始者，有十五年的經驗。過去五年，榮獲全美
最佳貸款專業榮譽。施明志：休士頓大學電腦科學系的博士

，網購專家。林思德：台大電子工程系畢業，主修於休士頓
大學原料工程科系，目前做雷射光束製作金屬混合物的研究
。蕭雲祥: 成功大學化學系畢業，獲得舊金山大學MBA, 從
事房地產開發投資、証卷投資、退休計劃、資產配置、風險
管理。陳灝：成功大學學士、台灣大學碩士、Oklahoma 大
學化學系博士，現任 Larmar 大學教授。宋嘉年：物理學碩
士，哈佛大學公共事務系碩士，休士頓學區第一位亞裔董事
。姚鳳北：台大機械工程糸學士，普渡大學博士，從事石油
工作三十多年，喜好史地，遊遍七大洲，百餘國，發表了山
海探穹等多本著作。周宏：台大法學院社會系學士，Rice
大學社會系碩士，獲得 UT, Baylor, UH 聯合專案培訓執照
。現任 Houston Geront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

Dr.Carmen Castro 是 Local Ombudsman of the Harris
County 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 的 經 理 。
Marion Schoeffield 是協調人。 Jane Seger 是 Pin Oak Care-
givers 的創始人 專門提供醫療服務給年長者和殘疾人士。李
兆瓊是STOA 建築事物所的總裁。

Anna Wang 是 AW Real Estate Group 的總裁。鄭貞: 德
州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科系學士，營養學系碩士。負責陽光活
動中心、Sundhine Village, 家居照顧、籌建永春莊 Everspring
Estate.

全天的座談會資訊無限，附合現今世界的實際需求，僅
象徵性地收費十元, 包括中餐，是僑社大眾的福利。報名請
用電子郵件去信 conference@jccaa.org 註明聯絡姓名，電話
，並將支票台頭“JCCAA” 寄給Bessy Wang, 4823 Florence,
Bellaire, TX 77401 訊問請洽Bessy Wang 281-217-6446, Ch-
uping Huang 832-876-9069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座談會精彩可期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本月26日
，星期六，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將會舉辦一年一度的《麥當勞升
學教育展》。與去年相比，本屆內容相
當豐富。

本次教育展的講演題目與往年不同
。從上午9點開始，精彩講演一個接一
個。有請到哈佛大學的在校生 Karen
Yang 講《如何進入常春藤盟校》。常
春藤盟校是美國教育的金字塔，能爬到
塔尖是很多高中生的夢想，而站在塔尖
上的人會講些什麼？

有請到專門輔導升學的洪仁鼎老師
講《高中期間的規劃與進入大學的面試
》。為了爬到塔尖，中學階段就需要做
出有針對性的努力。同時這些頂尖的學
校還另外設置面試的環節。

有請到 Rice 大學招生部副主任談
《高校如何挑選人才》。有時候，我們
的自我感覺已經足夠好了，我們不知道
的是，他們憑什麼就錄取了比我們還差
的考生。

有請到 J.P. Morgan 公司的理財顧
問談談《上大學期間的儲蓄與投資》。
上大學期間，不僅僅是消費，還有生財

之道。
有請到德克薩斯州高校委員會主任

來談談《如何設計大學入學考試SAT》
。大學入學考試是每個考生必須邁過去
的一道坎。這個坎是怎樣被做出來的？

最後，請到安徽同鄉會的方盛會長
和電腦工程師鄭秀耘女士根據自己的體
驗來談談《如何與你的孩子一起度過申
請大學的這段美好時光》。與會的家長
可以現場提問。

本次升學展涉及題目廣泛，專家學
者云集。想升大學的高中生和家長，都
歡迎免費與會。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即將舉行 （一）

慈濟基金會將於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舉行農曆
七月吉祥月祈福會，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到靜思堂祈福。

七月是歡喜、吉祥、孝親月， 2017年七月吉祥月主題：修福粒米
藏日月 持慧毫芒有乾坤。活動目標與主軸仍持續推動、呼籲與邀約各
社區響應蔬食推動 ，以長期勸素為目標，呼籲全球111萬人響應茹素
。邀請您和我們一起關心社區，盡一己之力並集合大眾力量，讓社會
更加祥和。

2017/8/26(六） 10:00am-11:30am 

茹素宣導、虔誠供花、 經藏演驛、 孝親
音樂劇。 

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 l :713-981-8966 

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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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山東
同鄉會會長房文清，上周日代表山東同鄉
會出席上周日由 「川渝同鄉會」 所舉辦
的 「四川九寨溝地震祈福會」 並代表山
東同鄉會當場捐了美金五百元，代表山東
老鄉對四川九寨溝災民的關切和慰問之情
，當天出席祈福會的還有各同鄉會及社團
代表僑社義工，中領館派出了僑務組組長
房振群及易川領事出席祈福會。

川渝同鄉會並成立了九寨溝地震祈
福倡議書如下：

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再次將四川帶入
所有人視線。從8 月 8 日 21 時 19 分起，
四川九寨溝地震災情就一直牽動著我們華

人的情緒。截至 11 日 21 時，九寨溝 7.0
級地震已造成24 人死亡，493 人受傷，九
寨溝全縣17 個鄉鎮120 個村不同程度受災
，受災群眾10910 戶，共計44129 人。

地震發生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席近平高度重視。立
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緊了解核實九寨
溝7.0 級地震災情，迅速組織力量救災，
全力以赴搶救傷員。疏散安置好遊客和受
災群眾，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四川省
，阿埧州已啓動 I 級地震應急響應。目前
，抗震救災及災後重建各項工作正在緊張
有序進行。

地震無情人有情，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休士頓川渝同鄉會心繫家園，關切受
災同鄉。在此，我們向大休士頓地區華僑
華人發出倡議： 讓我們發揚中華民族扶
貧濟困傳統美德，緊急行動起來，為災區
祈福，為災區伸出援手，奉獻愛心，共渡
難關。休士頓川渝同鄉會鄭重承諾，將秉
持公開、公正、透明、規範原則，將所接
受捐款捐物及時用於救助災區人民，並接
受社會監督。

「祈福捐款帳戶」為：1，支票帳戶
： HCYA ( Houston Chuan Tu Association
) 2, Chase Quick Pay : HARRYHL 1 @
gmail.com ( 請注明： 九寨溝地震捐款）
收款人： 李海濤（ 川渝同鄉會會長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參加四川九寨溝地震祈福會參加四川九寨溝地震祈福會

（本報訊）青島市政協副主席楊宏鈞、僑辦主任尹明琴等
將率領訪問團（包括青島建設集團，青島怡瑞豐集團等）一行
九人於8月20日抵達休斯頓進行考察訪問。代表團擬於20日下
午4-6點在美南新聞-休斯敦國貿中心舉行華僑華人見面會，
同時宣傳青島市近期將要設立的“僑夢苑”項目。特邀請旅居

休斯頓地區的專家、學者、教授、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參與此次
會議！欲參加者請點擊鏈接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
PnKY8lB8GSflhRtuc0eOHAOv9hVrlvCUXCdEQveFeHOSNLg/
viewform?usp=sf_link

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20日專家學者見面會

泰州地處江蘇中部、長江北岸，
是長三角地區重要的工貿港口城市和
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全國首
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區域集聚發展試點
城市、長江經濟帶大健康產業集聚發
展試點城市、國家級金融支持產業轉
型升級改革創新試驗區、海峽兩岸
（泰州）醫藥產業合作示範區、國家
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驗區和康養旅遊示
範基地。為進一步吸引、集聚更多的
海內外高層次人才攜項目來泰創新創
業創富，特舉辦第四屆中國（泰州）
國際醫藥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大賽。
現發佈公告如下：
一、大賽主題
大賽主題為：“才富泰州 智創未來”
。聚焦生物技術與新醫藥及高性能醫
療器械產業，聚合海內外創新創業資

源，為譜寫“兩聚一高”泰州新篇章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撐。
二、大賽組織
（一）主辦單位
中共泰州市委、泰州市人民政府
（二）支持單位

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江蘇省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三）承辦單位
中共泰州市委組織部、泰州市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局、中國醫藥城
三、大賽時間
2017年6月—9月。
四、參賽條件及要求
大賽分創業組和創新組。創業組參賽
對像是指投資創（領）辦企業的高層
次人才（團隊），創新組參賽對像是
指從事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經營管

理等高層次人才（團隊）。參賽對象
年齡一般不超過55周歲（1962年1月
1 日以後出生），特別優秀的，年齡
可適當放寬。
（一）創業人才（團隊）條件
1.一般應取得碩士以上學位或副高級
以上職稱。
2.在生物技術與新醫藥及其他相關領
域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或使用權（授權
），帶有成熟的創業項目和商業計劃
，技術成果或者商業模式國內領先，
具有較好的市場前景並能實施產業化
。
3.具有自主創業經驗或在國內外知名
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擔任中高級管
理職務或技術職務2年以上，熟悉生
物技術與新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產
業領域和國際規則，有較強的經營管

理能力。
4.創業人才投入企業的實
際資本不少於 100 萬元
（不含技術入股），創
業團隊投入企業的實際
資本不少於300萬元（不
含技術入股）。

（二）創新人才（團隊）條件
1.一般應取得博士學位。
2.在國內外知名企業、高校、科研院
所擔任中高級管理職務或技術職務 2
年以上，熟悉生物技術與新醫藥及高
性能醫療器械產業領域和國際規則。
3.學術（技術）水平或經營管理創新
能力受到業界公認，擁有產權明晰的
核心技術成果，參與過重大項目建設
或創新成果處於生物技術與新醫藥及
高性能醫療器械產業領域前沿。
（三）參賽要求
1.參賽者可以以個人或團隊形式參加
。團隊要求成員間的專業結構合理，
具有關聯性和互補性，可穩定合作 3
年以上。
2.創業人才（團隊）在報名截止日期

前尚未在泰州市範圍內註冊成立企業
。
3.每個參賽個人或團隊只能申報一個
參賽項目。
4.已獲得泰州地方人才引進計劃資助
的人才（團隊）、落戶的項目，不再
作為參賽對象。
五、賽事流程
（一）報名（2017 年 6 月 30 日—8 月
19日）
大賽採取網上報名的方式，分別提交
《第四屆中國（泰州）國際醫藥高層
次人才創新創業大賽創業申報書》
（附件 1）或《第四屆中國（泰州）
國際醫藥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大賽創
新申報書》（附件 2），提供身份證
或護照、最高學歷學位證書、職稱、
專利證書以及反映人才（團隊）能力
、業績等其他相關證明材料掃描件。
申報材料合成電子文檔（PDF或word
格式），發送至：
電子郵箱：FACPSU@163.com

第四屆中國（泰州）國際醫藥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大賽8月19日截止

所有出席救炎祈福會各社團代表合影於大會現場所有出席救炎祈福會各社團代表合影於大會現場。。

圖為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圖為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右右 ）） 向捐款箱捐款向捐款箱捐款，（，（ 左左
）） 為為 「「 川渝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方一川方一川。。

(本報休斯頓報導) 今夏， 休斯頓社區學院
(HCC)佳訊頻傳，繼 Acres Homes校區之後，位
於 Missouri City的新校區也嶄新開放，8月15日
上午十點舉行開幕剪綵儀式，當日豔陽高照，嘉
賓政要雲集，聯邦眾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
密蘇里市長 Allen Owen、市議會議員Jerry Wyatt
等，以及諸多教育界人士均蒞臨盛會。

聯邦眾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稱讚新校區
的建築造型頗為新穎，而與之匹配的是HCC的
工作人員，美的建築還要有好的人員來彰顯功能
，HCC的員工在全美是數一數二的，感謝HCC
於此興建校區，促進地方的發展，HCC正在建
設一個新的創業、技術和健康中心。

Missouri City 校區，就位於密蘇里市市政廳
旁，HCC校長凱撒馬爾多納多(Cesar Maldonado)
表示“感謝所有嘉賓熱情出席，我們趁今日的機
會，與密蘇里市民、HCC的所有成員一同慶祝
，這個校區將把更好的教育帶入社區，藉由大家
的努力，確保學生邁向成功之路。這個校區初期
將提供健康照護教育、小型企業創業、計算機編
碼、和信息技術等，未來還將擴大課程。

休斯頓社區學院西南學院院長Madeline Bu-
rillo-Hopkins 表示，今年秋天，將有 1000 到 1,
100名學生會進入這個校園就讀，預計在未來會

增加到約3000名學生。
這個校園包括教室、實驗室、展覽空間、學

生休息室、行政與教師辦公室、會議室、伺服器
室、多功能教室、停車場等等，提供 Missouri
City地區的學子更多接受新知識、新科技的機會
。

HCC Missouri City 新校區地址 1600 Texas
Parkway, Missouri City, TX 77489。 電 話
713.718.2000。 歡 迎 上 網 瀏 覽 http://www.hccs.
edu/missouricity/

各界熱烈慶祝HCC Missouri City新校區開放
嘉賓政要雲集嘉賓政要雲集 協助推動密蘇里市高教協助推動密蘇里市高教

(本報休斯頓報導) 電影《俠盜聯
盟 The Adventurers》一直備受影迷的
期待，除了是劉德華傷後復出的第一
部電影，還有讓•雷諾的鐵漢俠義，
舒淇與楊佑寧的剛柔並濟，同時導演
是馮德倫，這一切都充滿了無限的新
鮮感覺。演員角色趣味十足，劇情緊
湊波折，異域風光無限美好，還有高
科技加入，使得動作戲呈現新穎，北
美的影迷們必定大飽眼福！

電影《俠盜聯盟》於8月18日美
國、加拿大同步上映。導演馮德倫曾
執導華語電影“太極”系列、及美劇
“荒原”等優秀作品，將在這部由劉
德華、舒淇、張靜初、楊佑寧、沙溢
、王姬、曾志偉、及法國著名影星讓
•雷諾主演的新作中，策劃一場兼顧
科技與詭計的終極盜竊大案。

影片開篇，並未察覺出“俠”
的影子，但隨著每個人物的心跡袒露
，恍然明白，或許俠即是盜，盜便是
俠。片中的“盜賊”有放浪形骸的凜
冽姿態，亦有“盜亦有道”的錚錚俠
氣。在這一場華麗的逃亡與追捕中，
心有靈犀的拍檔之間也產生了惺惺相
惜的情感，曖昧的情愫就這樣悄然地
滋長。

電影有“縱橫四海”的豪情，在
這部冒險動作片“俠盜聯盟”中也顯
得誠意十足，從選角的考究上便可窺
見一般：劉德華飾演的江洋大盜張丹
，低調而散發危險氣質;楊佑寧飾演的
搭檔小寶精力充沛，活力爆棚;舒淇飾
演的女盜賊葉紅放浪不羈、風情萬種
......甚至在影片中擔任配角的沙溢，
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笑點擔當，有接地

氣不做作的討喜調調。
楊祐寧在大陸首映會時現場爆料

，原本自己飾演的小寶與舒淇飾演的
葉紅是一對歡喜冤家，小寶暗戀女神
葉紅，卻一直得不到女神青睞，終於
苦盡甘來，最後二人有一場吻戲。但
是開拍之前，卻突然得到噩耗，吻戲
臨時換成被女神打耳光，而舒淇掌摑
，也使出了渾身力氣，楊祐寧假裝生
氣地說: 「聲音大到連旁邊攝影師都驚
呆了。」
劇情簡介

偷天大盜張丹時隔數年終於出獄
，重獲自由的他決定再次大展身手，
他與搭檔葉紅、小寶堪稱最潮最酷的
神偷天團，高技能的偷竊技巧讓警方
超級頭痛。大膽的他們這回決定在坎

城影展趁勢偷取貴重珠寶，追捕張丹
許久的法國警探皮埃爾早已盯上他們
的行蹤，誓言不讓這些盜賊在歐洲霸
道橫行，在緊張的追擊之下，張丹等
人陷入危機，只好冒風險使出終極B
計畫……。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 8月18日
在美國與加拿大上演。查詢上映城市
及電影院: http://www.wellgousa.com/
theatrical/the-adventurers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
way, Plano, TX 75025。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
dio 30 , 2949 Dunvale, Houston, TX
77063。 (713) 977-4431。

勁爆火熱的華語動作鉅制
電影《俠盜聯盟》北美8月18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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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院長 許勝弘表示, 休士頓
台灣松年 學院能順利推行長輩教育。首先感謝
社會賢達們，企業界的朋友們支持。感謝老師
們的獻身，全體董事們在董事長陳美芬的帶領
下才有今日的松年學院來服務社區長輩們。

院長 許勝弘說明,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於
2003年創立，今年秋季學期進入第15年，學院
特為高齡者提供 「活到老，學到老」的優良學
習場所和機會、德州政府立案非營利教育機構
捐款可獲減稅。學院的信念和宗旨是透過 「活
與學」的融合追求豐盛及健康的靈魂體生命。

院長 許勝弘介紹，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

院 的 課程包括益智的、興趣的及實用的類別
。啟發性多語(普通話、台語、英語等) 教學。
一學年兩學期制（上課採用選課制度、不受時
間限制、隨時可以入學）、每星期一、二、三
、四上課。師資優良。

院長 許勝弘強調 ,我們誠摯的歡迎凡認同
本院宗旨不分族裔的長輩走出自己的巢穴、進
入一個融洽活躍愛的大家庭。松年學院歡迎您
加入 「學在樂中、活得好」的團隊和您行善捐
贈嘉惠長輩的義舉。院長許勝弘宣佈,休士頓台
灣松年學院有關秋季學期消息如下:

1) 今年暑期學校開設有樂器長笛班，合唱

團，池坊流插花班，橋牌及西畫班等，將於8/
10結束。暑期中由本學院西班牙文老師孟達博
及草月流插花老師夫婦率團前往 Ecuador(07/
4-13)旅遊已平安回來。

2)秋季學期將於8/24星期四上午10時舉行
開學典禮，歡迎舊雨新知及各位長輩們撥駕前
來參加。報名註冊即日起9720 Town Park Dr. #
104，Houston, Texas 77036，Tel 713-272-8989
。

3)秋季學期教師會議將於8/19 星期六上午
9:30 在學院Daily Hall 舉行，會中介紹老師的教
學及彼此探討教學方案，嘉惠長輩學習。會後

將於東海海鮮餐廳宴請老師感謝他們的辛勞。
4)秋季學期已進入第15年、學院音樂老師

們及合唱團，訂於9月29日 (星期五) 下午7:00
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HBU教堂，舉行一場 「松
年樂享-秋藝琴聲」音樂餐宴來感謝各位的愛心
與支持。歡迎各位參加學院音樂會。

5)8/14 星期一上午學院舉辦 「一日遊」將
前往 Wharton and Needville 參觀 20th Century
Technology Museum and Brazors Bend State Park,
9:30am 出發，歡迎參加報名713-272-8989 報名
至8/11星期五12:00截止。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腸保健康，遠離大腸癌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秋季學期
將於8月24日舉行開學典禮

（ 本報訊）生命之道【創世
記】國語查經 ─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主辦，福遍中國教會協辦。

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植根香
港、委身中國；旨在孕育整全牧
人、塑造屬靈領袖、與廣大華人
教會同行。 「生命之道」乃中神
創辦的讀經運動, 透過有規
範及有效的教與學模式，以
具質素的釋經，令讀經成為
一種愉快而又滿有得着、更
能化為生命行動的經歷, 以
鼓勵信徒”愛聖經, 愛讀經
”。

「生命之道」事工自
2007 年開始, 現在每年在全
球有超過80個聚會點, 超過1
萬五千位華人信徒參與, 廣
受好評.

秋季 「生命之道」國語
查經聚會將於 9/28 - 11/16
每週四晚上 8:00 - 10:00 舉
行。地點在福遍中國教會。
內容是【創世記】。每次聚
會包括敬拜、小組查經和經
文講解。費用全免。現已接

受報名，至 8/29 截止。 8/24(週
四)晚上八時在小禮堂舉行一堂體
驗課，歡迎參加。

報名請至網頁: http://www.
cgstus.org/fbcc_tx/

查 詢 請 聯 絡 John Ji :
713-306- 1602

（ 本報訊）大腸癌是世界範圍內
最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佔胃
腸道腫瘤第 3 位，以 40～50 歲年齡組
發病率最高，而結腸癌的復發率為
30%～50%。世界流行病學調查發現，
結腸癌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新
西蘭等地發病率最高，居惡性腫瘤的
前二位，且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中國
人的大腸癌發病率明顯低於北美地區
，而移民到北美地區的第一代即可見
到大腸癌發病率上升，第二代基本接
近北美地區的發病率。大腸癌的發病
和環境，生活習慣、尤其是飲食方式
有關。一般認為高脂肪飲食和纖維素
不足是其中主要病因。

綠蜂膠是大自然進化中賜予人類
的天然抑癌因子：矛和盾的鬥爭貫穿
了整個自然進化過程，癌基因與抑癌

基因、致癌因子與
抑癌因子調節生物
進化。大自然中的
植物為了防病，會
分泌出珍貴的抗病
免疫物質，聰明的
蜜蜂能夠分辨出其
好壞，將之採集回
來，精心釀成蜂膠
，作為自己唯一的
“藥品”。蜜蜂在
五千萬年的進化長
河中，憑藉神奇的
蜂膠抗擊了細胞變

異和癌變，從而生生不息。綠蜂膠是
蜜蜂的抑癌基因產物，是本世紀人類
發現的最好的天然抑癌因子。

綠蜂膠對結腸癌細胞有直接殺傷
的作用：歐美和日本等國的科學家發
現綠蜂膠中的CAPE、ArtepillinC、ter-
penoids 等活性物質對結腸癌細胞具有
直接的抑殺作用，其抗腫瘤效果不亞
於常規的化療藥物5-氟尿嘧啶，而同
時沒有後者的副作用，從而有效協助
治療腫瘤,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發。

綠蜂膠使腸癌患者生存時間顯著
延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日本和歐
洲的實驗均發現，綠蜂膠可使實驗性
移植結腸癌鼠的生存時間顯著延長達
47%—130%。巴西、中國的臨床研究發
現，綠蜂膠能延長晚期結腸癌患者的
生存期達24%以上。同時，綠蜂膠減輕

了大腸癌患者疼痛、消瘦、衰弱、食
慾不振、貧血等徵候，顯著提高了患
者的生活質量。

綠蜂膠是一種癌基因抑制劑：人
類大腸癌表現COX-2基因過度表達引
起大腸癌的出現。紐約大學 Gaynor 博
士發現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COX-2酶
抑制劑，能夠抑制大腸癌組織中癌基
因的表達，起到防治大腸癌的作用，
而同時它沒有藥物COX-2抑制劑的不
良反應。作為天然COX-2酶抑制劑，
綠蜂膠成為藥物治療的最佳輔助品，
倍受醫學界的重視和歡迎。

近幾年，大腸直腸癌已躍升為十
大癌症死因的第3位，這與國人飲食習
慣西化，飲食內容趨於高蛋白、高脂
肪、低纖維有關；許多人談癌色變，
但事實上有六至七成癌癥是可預防的
，只要平常在飲食控制方面多下點功
夫，癌症就不容易找上你！

加拿大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國
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 球
HACCP質量認證BR13/7429野花牌綠
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
理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 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
迎訪問，祝您健康！

中國神學研究院
生命之道生命之道 國語查經國語查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田方中律師榮獲
美國法律顧問協會評選為德州“最佳十大移
民律師”，下面列出的是美國法律顧問協會
向田方中律師的致賀信: 恭喜！ 我們很高興
地宣布，您被選為德克薩斯州的“最佳十大
移 民 律 師 ” 之 一 。 美 國 法 律 顧 問 協 會
（AIOLC）是一個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律師評
級機構，專門為在該領域法律組織認可從業

人員的卓越表現。 您已獲得德克薩斯州十
位特別譽的最佳律師頭銜，在實踐區移民
法中獲得客戶滿意的評級。 要獲得這個榮
譽，每個律師必須符合以下要求：1) 律師
必須獲得以前律師事務所，客戶和/或任何
律師提名; 在他/她的法律實踐領域取得了
最高的專業成就; 和無可挑剔的客戶滿意度
評級。

美國研究所於 2014 年成立，具有一個
項目創新的理念，我們的組織可以為那些
在他們感興趣的服務區內消費者不花錢，
節省尋找最有資格的律師的時間，精力和
努力。我們的評級系統幫助美國各地的客
戶在選擇最好的律師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會員資格是獨家的，只提供給那些真正展
示他們非凡的表現與擁有最好的客戶滿意

度的那些律師。 我們很高興地通知您，您
是擁有此特別榮譽稱號的非凡律師。

田方中律師為美國法學博士，精辦政治
庇護及各類移民。其出人意料的辦案和勝訴
紀錄歸功於他的知識素養、技能、經驗、和
責任心。他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
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類上訴狀，為客戶爭
取最大權益。

他表示： 已經成為美國律師並不能改
變他生長在中國的事實。在他心底，他永遠
是中國人。現在他的主要業務是移民、家庭
法、財產法、信託等，他的目的就是儘量幫
助中國同胞移民美國、在美國札根，在美國
安居樂業，興旺發達。田律師表示，現在中
國國內霧霾深重，生存環境惡劣，所以每移
民一個家庭，就造福一個家庭，同時也減輕
國內的生存環境壓力。另外，美國是個移民
大國，還大量需要高素質的移民。田律師立
志於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友好、互助、和
互惠。

現田方中律師在達拉斯，休士頓和紐約
都設有辦公室，其地址分別為： 「達拉斯
總部辦公室 」地址：11333 N. Central Expy,
Ste. 201, Dallas, TX 75243, 「休士頓分部辦
公室」 地址： 6161 Savoy Dr. Ste 400
Houston ,TX 77036, 以及今年新成立的 「紐
約 分 部 辦 公 室 」 地 址 ： 135-11， 40Rd.,
Ste.4B Flushing , NY 11354 , 電話： （972）
978-2961， （214） 646-8776， （832）
789- 1997，（718） 886-8711，，Fax:(817)
977-6831, 微信：841273765，田律師網站
： www.tianlawcffice.com, E-Mail:alextianat-

田方中榮獲美國法律顧問協會評選為德州最佳移民律師

（ 本報記者秦鴻鈞）雖然 「
治安」 的陰影成為中國城家家
戶戶見面的熱門話題，而大家也
很驚喜的發現，無論惠康廣場、

黃金廣場，王朝商場，無論白天晚上，都可看到駕著車的巡
警巡邏，一刻也不敢鬆懈。因為如此，位於 「黃金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開出滿堂彩，週一中

午，全店客滿，因為中國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平均六塊錢一道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吃

的大夥人仰馬翻，意猶未盡。景況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
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味、健康，該店東
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自掌舵，嚴格控制師傅們每一道出爐
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論是
小炒或麵食，總會令人驚艷不已，而大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色烤魚、八珍豆
腐、黑蒜子牛肉粒、冰糖肘子、麻婆茄子龍、麻辣香鍋、尖
椒肥腸、乾扁尤魚絲、鹹蛋黃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
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令人吃來齒頰留香。而且他們極懂食
材與調味，火候的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焗南
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一般人只知蒸煮，而它們配
以鹹蛋黃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口感或食物的營養

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腸更是該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
這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洗滌，不留一絲肥油，再加上尖椒的
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 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如親人，為了慶祝在中國城黃金廣場
新張，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顧客消費滿三十元者，送鹵鳳
爪壹份； 凡消費滿四十元者，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
者，送孜然雞架或肝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送鹹蛋黃
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特價乾鍋鴨頭，每份才8.99
元，讓大家吃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價午餐，從週一至
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三十道名菜饗客，除了
紅燒吳郭魚，豆瓣吳郭魚、蔥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6.99 外
，其它菜色一律5.99 元，如尖椒肉絲、左宗鷄、尖椒肥腸、
火爆腰花、溜肝尖、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等二
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他們的紅燒吳郭魚更值得一
提，無論中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才6.99 元，實在是物
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十時至晚間九時半
，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純正美味健康純正美味健康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小瀋陽小瀋陽 」」舊址的舊址的，，新開張餐館新開張餐館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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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達黎加打造機艙酒店哥斯達黎加打造機艙酒店 坐落於叢林之巔坐落於叢林之巔

哥斯達黎加安東尼奧哥斯達黎加安東尼奧，，哥斯達黎加的壹家酒店集團將壹架哥斯達黎加的壹家酒店集團將壹架19651965年的波音年的波音727727機架改裝成兩間臥室機架改裝成兩間臥室
的酒店套房的酒店套房。。這架這架727727機身設施完善機身設施完善，，飛機被架設在的叢林樹冠飛機被架設在的叢林樹冠，，從裏面向外看是整個叢林的美景從裏面向外看是整個叢林的美景，，會會
讓妳感覺像是在飛行的感覺讓妳感覺像是在飛行的感覺。。這架經典的飛機曾屬於南非航空這架經典的飛機曾屬於南非航空(South Africa Air)(South Africa Air)和阿維卡航空和阿維卡航空(Avian(Avian--
ca Airlines)ca Airlines)穿梭在天際之間穿梭在天際之間，，而現在它坐落於在馬努埃爾而現在它坐落於在馬努埃爾··安東尼奧國家公園安東尼奧國家公園(Manuel Antonio Na(Manuel Antonio Na--
tional Park)tional Park)的邊緣的邊緣，，坐落在壹個坐落在壹個5050英尺高的基座上英尺高的基座上，，從那裏妳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海洋和叢林從那裏妳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海洋和叢林。。

愛爾蘭慶祝帕克節愛爾蘭慶祝帕克節
““山羊王山羊王”“”“迎娶迎娶””女學生女學生

愛爾蘭基洛格林民眾慶祝帕克節愛爾蘭基洛格林民眾慶祝帕克節。。帕克節是愛爾蘭最古老帕克節是愛爾蘭最古老、、最原始最原始
的節日的節日，，也是也是400400年來世界上最離奇的節日之壹年來世界上最離奇的節日之壹。。

工
作
鍛
煉
兩
不
誤

工
作
鍛
煉
兩
不
誤
！！

德
國
男
子
沿
河
遊
泳
去
上
班

德
國
男
子
沿
河
遊
泳
去
上
班

休士頓長春會休士頓長春會88月月55日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辦八月份月會日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辦八月份月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長休士頓長
春會副會春會副會
長許碧珠長許碧珠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並作會務並作會務
報告報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
映佐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休士頓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休士頓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休士頓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主持人何主持人何
麗珍理事祝賀八月壽星張月眉麗珍理事祝賀八月壽星張月眉、、邱綉鸞邱綉鸞
、、廖文豪廖文豪、、鄭乃榮鄭乃榮、、鄧玉庭鄧玉庭、、杜惠玉杜惠玉、、
曾色惠等曾色惠等[[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福如東海福如東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偉玲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偉玲
秘書撥空參加秘書撥空參加,,並兼做行動領務並兼做行動領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時全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時全程
使用閩南話使用閩南話。。林映佐副處長表示林映佐副處長表示，，來到休士頓剛滿一年來到休士頓剛滿一年
，，常常來到長春會和長者們相處不僅感到溫馨常常來到長春會和長者們相處不僅感到溫馨，，還可以還可以
藉著機會多多練習家鄉藉著機會多多練習家鄉 「「台灣話台灣話」」 ；；而近來中國城不太而近來中國城不太
平靜平靜，，治安事件較多治安事件較多，，他也提醒長者們外出時要多留意他也提醒長者們外出時要多留意
，，保護自身安全保護自身安全。。

休士頓僑教中心副休士頓僑教中心副
主任李美姿介紹即主任李美姿介紹即
將要到來的國慶活將要到來的國慶活
動動，，並提到九天民並提到九天民
俗技藝團要在俗技藝團要在 99 月月
1616日來休士頓演出日來休士頓演出
，，歡迎長者能前往歡迎長者能前往
觀賞觀賞。。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僑休士頓僑
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於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於88月月55下午下午33時在台灣人活動中時在台灣人活動中
心應邀參加休士頓長春會心應邀參加休士頓長春會88月月會月月會。。

律師鄭佩伶女士主講律師鄭佩伶女士主講[[ 台美人對於美國法律關於台美人對於美國法律關於
婚姻制度的認知和處理機制婚姻制度的認知和處理機制]]。。

柯嫚妮柯嫚妮、、廖碧廖碧
玉玉、、張闕桃張闕桃、、
鄧玉庭鄧玉庭、、林恩林恩
義等休士頓長義等休士頓長
春會會員們春會會員們,,參參
加長春會加長春會,,輕鬆輕鬆
愉快愉快，，元氣活元氣活
潑潑。。老朋友相老朋友相
見敘歡見敘歡，，認識認識
新朋友益喜樂新朋友益喜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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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Aug. 15, 2017 — The top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gned an 
agreement here today that they said will 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ir militaries and re-
duce the chances of miscalculations.
Marine Corps Gen. Joe Dunford,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Gen. Fang Feng-
hui of the Chinese army, chief of China’s joint 
staff, signed the joint strategic dialogue mecha-
nism at the Ba Yi,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adquarters. Dunford is visiting China to further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between the two Pacific 
powers.

Crisis Mitigation
The agreement is intended for crisis mitigation, 
U.S. Joint Staff officials said, noting that direct 
communication at the three-star level in the Pen-
tagon and the Ba Yi will “enable us to communi-
cate to reduc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Army 
Lt. Gen. Richard D. Clarke, the Joint Staff’s di-
rector for strategic plans and policy, will lead the 
effort for the American military. The first meeting 
to set up the framework is set for November.
These communications are especially crucial 
now, as the region and world are facing the dan-
gers of a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officials 
said.
The joint strategic dialogue mechanism grew out 
of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talks in Washington 
earlier this year. Those talks grew out of a Florida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April.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hake 
hands during their meeting last April in 
Florida.

Difficult Issues
The mechanism is a concrete result of the mili-
tary-to-military discussions the chairman is en-
gaged in. Dunford will spend three days in China 
and will visit PLA units training, Fang said.
“To be honest, we have many difficult issues 
where we will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same per-
spectives,” Dunford said at the opening of the 
military-to-military talks. “But from the meeting 
we had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 meeting we 
just had, I know we share one thing: we share a 
commitment to work through these difficulties. 
With the guidance from our presidents and the 
areas of our cooperation, I know we will make 
progress over the next few days.”

Need for Candor
But the two countries must make tangible prog-
ress, the chairman said. “As we start these meet-
ings, having the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these 
difficult issues is different than making progress 
on them,” he said. “I think our collective chal-
lenge is to sincerely and with candor attack these 

issues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The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nford said, adding that military 
contacts will lessen the chances of a miscalcula-
tion.
The chairman stressed that lessening miscal-
culation is “the minimum standard” for mili-
tary-to-military contacts. “We should also try to 
see areas to cooperate,” he said. (Courtesy http://
www.jcs.mil/Media/News/News-Display/Arti-
cle/)

Related

Report: North Korea Backs Off Guam 
Missile Threa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nd 
military advisor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has reportedly 
dropped plans to launch a missile at Guam- for 
now. Kim was pictu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eks 
last night, examining plans for a strike on Ameri-
can military targets in Guam.
North Korea is backing off a threat to fire missiles 
at the U.S. Pacific territory of Guam,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aid he had 
decided not to launch an attack but warned he 
could change his mind.
“If the Yankees persist in their extremely dan-
gerous reckless act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
la and in its vicinity, testing the restraint of the 
DPRK [North Korea], the [North] will make an 
important decision as it already declared,” Kim 
said,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state media and 
as report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statement could help reduce tensions in the 
region.

President Trump ratcheted up his rhetoric after 
North Korea carried out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warning the country that it would face “fire and 
fury” if it continued to threaten the U.S. and its 
allies.
North Korea responded by threatening an attack 
on Guam, saying an attack plan could be in place 
by mid-August.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on Monday 
warned Pyongyang that if a missile were to hit 
the U.S. territory it would be treated as an act of 
war.
“If they shoot at the United States, I’m assum-
ing they hit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y do that, it’s 
game on,” he said.
North Korean media reportedly said Kim had 
made the decision not to fire missiles at Guam af-
ter being briefed by his top commanders. (Cour-
tesy http://thehill.com/policy/defense/) 

Related

U.S. Struggles To Break North Korea 
Impasse 

WASHINGTON -- Whil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has suggested an eventual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and stressed that Washington 
is neither an enemy nor a threat to Pyongya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rowing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a lack of progress on containing 
the North’s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
“We do not seek a regime change; we do not seek 
the collapse of the regime; we do not seek an ac-
celerated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do not seek an excuse to send our military 
north of the 38th parallel,” Tillerson said at a rare 
news conference here Tuesday, which marked six 
months since he took the job.
“At some point .. we would like to sit and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m,” he added, echoing a briefing 
he gave internally to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in 
May amid a series of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front,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tend a summit with China on April 7. 
(Photo/AP)
But a sterner approach also might be gaining 
traction within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Sen. 
Lindsey Graham, a Republican, said on televi-
sion Tuesday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ld 
him there will be a war with North Korea “if they 

continue to try to hit America” with an intercon-
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IA Director Mike Pompeo has hinted at poten-
tially remov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from power, while several high-ranking mil-
itary officials have commented on possible alter-
natives involving force.
Meanwhile, Tillerson said Tuesday that options 
“are limited,” and the secretary seems to be stick-
ing to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pressure toward 
bringing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three factors could stand in the way of his 
plans.
Pyongyang has greatly advanced its missile 
technology, making the threat more severe than 
ever before. The country succeeded in firing two 
ICBMs last month and is suspected now to have 
Chicago within its striking range.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The North also knows that the Trump adminis-
tration does not really want an armed clash. The 
USS Carl Vinson nuclear carrier and a nuclear 
submarine had been stationed in waters near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May. But despite displaying 
its overwhelming might, the U.S. stopped short 
of actual military action. Pyongyang no longer 
considers the American forces to be an immedi-
ate threat.
Finally, China remains reluctant to intervene, de-
spite repeated calls by Trump to use its economic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Beijing is more in-
terested in the stability of its neighboring regime, 
and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o 
contain the situation are falling apart.
Tillerson’s remarks on a potential dialogue show 
that the U.S. is running out of options. But North 
Korea at this point is unlikely to agree to talk, 
since it can gain further leverage in any future 
negotiations by continuing to advance its missile 
technology. (Courtesy https://asia.nikkei.com/
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

Marine Corps Gen. Joseph F. Dunford Jr.,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igns 
the Joint Staff Dialogue Mechanism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Gen. Fang Fenghui 
following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at the Ba Yi, Aug. 15, 2017. (Photo by U.S. Navy 
Petty Officer 1st Class Dominique A. Pin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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