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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中華牙醫學會年會
時間:6月11日(週日)2:00pm-9:30pm  地點:法拉盛喜來登飯店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2:00pm-3:00pm  Registration
3:000pm-4:30pm  CE course
4:30pm-5:30pm  General meeting
                             (All members)
5:30pm-6:30pm  Cocktail hour
6:30pm-9:30pm  Dinner & Speakers

活
動
時
間

新任會長和理事就職典禮;雞尾酒會; 精美
晚餐,學術演講及摸彩活動, 歡迎牙醫同行
及在牙醫學院就讀的學生踴躍參加。
網上報名: www.cadany.org       cadany.org@gmail.com

President  Dr. Mailin Mimi Lai 賴美玲
                  Dr. Darryl Wu 伍偉
Secretary  Dr. Grace Yi-Ying Su 蘇逸瑛
Treasure   Dr. Ruohong Jiang 蔣若虹

Dr. Shiuann Rong Chen 陳絢容
Dr. Lei Raymond Huang 黃磊
Dr. Hsi-Lin Spencer Feng 馮希麟
Dr. Samuel T. Jung 戎天賜
Dr. Chia-Hung Yuan 袁嘉宏

Dr. Glenn H. Ngan 顏浩然
Dr. Henry Chiu 趙川接
Dr. ToYei Choy 蔡杜野
Dr. Yon H. Lai 賴榮欽
Dr. Linda Huang 黄凌華

Dr. Grace E. Lee 李慧倩
Dr. Jeffrey P. Ziar 謝宇鵬
Dr. Kenneth Liao 廖敬興
Dr. Eric M. Huang 黃敏
Dr. Ivy Wang 王向誼

Board Member

President
Vice/Elect

LM236288-1

2020和2021學生獲國際化學奧林匹克金獎
學生考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麻省理工斯坦福
等。暑假基礎化學AP化學奧林匹克化學 

微信 DrSunNewYork

Dr Sun 奧林匹克化學
Dr Sun 康奈爾大學博士後，36 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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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廣島出席G7峰會的拜登總統，20日在會見各國領袖時，保證美
國可度過債限危機。 (美聯社)(相關報導見A2)

編譯茅毅、記者廖士鋒／綜合報導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廣島峰會

21日落幕，聯合公報提前於20日發

布，除了表達G7將團結因應來自中

國大陸的「經濟脅迫」，另對東海

及南海的局勢表達嚴重關切，並重

申堅決反對任何藉由武力片面改變

現狀的作為，表明維持台海和平與

穩定的重要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表示，美國

慣於指責別國以大國地位、脅迫性政策、經

濟脅迫方式要挾他國服從，搞脅迫外交，這

是在用自身的「黑歷史」鏡像他國。「事實

上，美國才是脅迫外交的始作俑者。脅迫外

交的發明權、專利權、知識產權都非美國莫

屬」。

中反擊 美才是脅迫者
由於G7廣島峰會發布的聯合公報中多處

指涉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日晚表示，

已經向日本等提出嚴正交涉，並提到G7絕

口不提反對「台獨」，是對「台獨」勢力的

縱容支持，只會對台海和平穩定造成嚴重衝

擊。發言人還強調G7應停止在香港、新疆

、西藏問題上指手畫腳，「深刻反省自身歷

史和人權劣跡」。

該發言人並點名美國才是把經貿關係政治

化、武器化的「脅迫者」，明言決不接受「

家法幫規」，「西方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肆意

干涉別國內政、操縱全球事務的時代已經一

去不復返了」。

聯合公報表示，G7在與中國的關係方面保

持一致立場，準備與中國建立「有建設性且

穩定的關係」，並且和中國坦誠接觸時亦能

表達關切，此外還表示在國際問題上，需要

與中國合作。G7將繼續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

的關注，包括在西藏和新疆的人權狀況。

美強調 非與中國為敵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強調，G7針對北京

的政策作法「並非與中國為敵」，而是想和

北京建立具建設性又穩定的關係，希望「去

風險」、而非「脫鉤」，以減少對北京的依

賴，降低由於遭中方各種「經濟脅迫」而受

傷害的風險。

蘇利文指稱，該聲明有關中國的措詞完全

「直截了當」，「既無敵意、亦非平白無故

，是直接又坦率」。

由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共組的「四方

安全對話」(Quad)，20日也在G7峰會場邊舉

行，這是四國領導人第三次面對面會談，討

論印太安全局勢，也是跟北京有關。

公報指   將提供烏援助
針對烏克蘭局勢，公報指出「將為烏克蘭

提供所需的財政、人道、軍事和外交支援」

，並強調從作為和平象徵的廣島，「發出

G7將盡一切努力實現烏克蘭長久和平的誓

言」。公報還表示將為恢復基礎設施和清理

地雷、斷垣殘壁等重建工作提供援助。

按照慣例，聯合公報通常在峰會閉幕當天

發布，這次提前發布，共同社報導，與烏克

蘭總統澤倫斯基20日抵達廣島有關。

日本外務省在澤倫斯基抵達後不久隨即發

布公報，希望和澤倫斯基與會發揮新聞加乘

效果。 (相關報導見A3)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G7廣島峰會20日發布聯合公報。東道主日相岸田文雄在七國之外，又邀請了八個國家和七個國
際組織的代表出席，以擴大會議對抗中俄架構。圖為與會各國領袖合影。 (美聯社)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20日抵達廣島後不久，G7發表公報指「將為烏克蘭提供支援」。 (美聯社)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G7
公報

「團結因應中國經濟脅迫」

澤倫斯基抵廣島

債限談判緩慢 麥卡錫暗示 總統返國前不會有進展

向世界領袖保證 拜登：美國不會違約
編譯潘勛／綜合20日電
目前在日本參加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峰會的拜登總統20日向世界領袖

保證，美國不會違約，不履行其償債

義務，但白宮與眾院共和黨人的債限

談判周末時開時停，拜登及各國領袖

只能由遠處觀望，希望這項關係極大

的談判能有進展；6月1日倒債大限步

步進逼，整個華府悄然無聲，眾院議

長麥卡錫20日暗示，拜登返國前談判

恐不會有進展。

美聯社報導，美國倒債將動搖全球

經濟，對中國倒是大禮，拜登盼望別

發生這種事；他展開此次日本之行的

第三天，頭一件事便是聽取幕僚簡報

，了解談談停停的債限談判。

▊Quad提前 拜登21日返國
美 日 印 澳 的 「 四 方 安 全 對 話 」

(Quad)本安排在下周於澳洲雪梨舉行

，因美國債限談判，改排在東京G7峰

會場邊舉行，拜登百忙之中還抽空參

加Quad會議，以便21日能提早趕回華

府，盼能與共和黨敲定協議，調升債

限，以免政府用光現金無法償債。

要求匿名的官員表示，府會本出現

恢復談判跡象，連早餐都送進國會的

會議室，但在幾小時後端走，20日根

本不可能開會。

▊拜登形容 談判遇到逆風
拜登在東京與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Anthony Albanese)會晤前表示，感覺

與共和黨議人的談判遇到逆風；第一

輪協商沒什麼進展，第二輪及第三輪

協商倒是有。

美國國債現逾31兆元，共和黨要求

大砍聯邦政府開支，但民主黨反對。

參與債限談判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麥亨利(Patrick McHenry)表示，20日沒

排定開會，共和黨高層「抱團評估」

事態如何，21日是否加開會議，他未

發一語。

▊僵局難解 兩黨互推責任
國會山莊報(The Hill)報導，麥卡

錫帶著同黨首席談判議員格雷夫斯

(Garret Graves)以及麥亨利離開國會山

莊時表示，很不幸，白宮開倒車，除

非總統能回國，不然他不認為府會談

判能有進展。

麥卡錫隨後補刀，發推文表示，現

如今掌權的顯然是民主黨社會主義那

一派，尤其是拜登總統沒在國內坐鎮

的時候。

白宮回敬以聲明，想把談判不順的

責任歸給麥卡錫，指麥卡錫團隊「擺

上談判桌的提案，根本退一大步，內

容是一套共和黨極端派的要求，絕對

無法由國會參、眾兩院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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