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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INC
思科網絡培訓中心

十萬年薪不是夢,Cisco互聯網專家!
地址: 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 77072
Phone: 832-539-3333/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Email: info@lanecert.com
www.lane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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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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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一位美國官員星期二告訴美國之音說
，俄羅斯一架武裝戰鬥機在波羅的海上空逼近
一架美軍軍用飛機，距離只有幾米遠。
美國五角大樓說，美軍RC-135偵察機星期一
在國際空域遭到了一家俄羅斯蘇-27戰鬥機非

專業的“攔截”。
美國國防部女發言
人，陸軍中校米歇
爾·巴爾丹紮星期
二告訴美國之音說
，“攔截過程中由
於接近速度太快，
而且飛機開得不穩
，所以這次互動被
認為是不安全的。
”
她補充說，這次行
動很可能對雙方所
有機組人員造成嚴
重的傷害。
五角大樓官員強調
說，美國偵察機沒
有任何挑釁俄羅斯
戰鬥機的行為。
美國國防部女發言
人巴爾丹紮說：“
俄羅斯軍隊在國際
空域可以行使自己
的權利，但是必須

尊重為確保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國際行
為標準。”
國際空域常會發生軍機近距離相遇的情況，但
是有關官員說，美國軍用飛機遇到的大多數這
類相遇的情況都是以安全的方式進行的。

特斯拉擬在
中國設廠生
產電動車
【VOA】據報，美國電動車制造廠商特斯拉公
司接近於與中國達成交易，在中國組裝生產電
動汽車。此舉將在需求量不斷增長的世界最大
的汽車市場中國占據市場份額，並減輕特斯拉
公司的稅務負擔。
接近談判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公司與中國
上海市政府達成的這項協議將允許特斯拉公司
在上海臨港開發區建設超級工廠，關於中國建
廠的公告最早本周就會公布。但該知情人士同
時表示，由於合作細節正在敲定，所以公告時
間可能會有出入。
根據中國的現行相關規定，特斯拉在中
國建廠需要與至少一家中方合作夥伴成
立合資公司。目前還不知道中方合作夥
伴會花落誰家。
在中國設廠是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繼續在中國擴大銷售的關鍵。特斯拉公
司在中國的收入去年增加了三倍，超過
10億美元。在中國設廠將使得特斯拉公
司避免百分之25的關稅。征收關稅使特
斯拉的S型轎車和X型SUV車型比美國的
售價更高。

中國已經把新能源車輛作為戰略新興產業在扶
持，並準備把插電混合動力汽車和全電動汽車
的年銷售量在下一個10年增加10倍。政府的支
持幫助中國在2015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零排放汽車的市場。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的騰訊公司斥資18億美元
買入特斯拉股票，成為特斯拉第五大股東。特
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對騰訊的投資表示歡迎
。上個月馬斯克訪華期間還會晤了中國副總理
汪洋，這些都是特斯拉高層對中國市場重視加
大的信號。
還有，從美國本土市場看，特斯拉已經面臨窘
境：一，早在去年，特斯拉S型這款車型的銷
量已經超過了奔馳、寶馬、奧迪、保時捷同級
車的銷量之和，也就是說，特斯拉在美的市場
份額上升遇到了天花板；二，不按套路出牌的
美國總統川普最近剛剛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這對於致力於“加速全世界向可持續能源轉
變”的馬斯克來說，美國逆勢擁抱化石能源是
無法接受的。

︱美軍RC-135偵察機 (資料照）。                                            

︱特斯拉電動汽車。

在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上表演。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功夫團隊。

俄戰機在波羅的海
上空逼近美軍飛機

節目介紹：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將於 6月24日(周六)晚間
8時播出「中國功夫」特別節目，邀請休士頓家喻戶曉的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釋行浩師傅，帶領優秀的武術冠
軍徒弟，分享他們參加第50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經驗，以及在影展上的量演表演，並介紹武術奧妙。精采內
容，敬請準時收看。

負責人釋行浩師傅團隊，今年有幸和成龍大弟子冀濤及小童星韓豐嶸

聯手在電影節上有不俗演出，堅強的實力和功夫套路，震撼全場，應
娟子之邀，釋行浩帶著徒弟上節目分享他的功夫之路。

播出時間：
節目將在6月 24日(周六)晚間8時至8時30分首播，6月28日(周三)上午
9時30分至10時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快樂童年》中國功夫特別節目

周六晚8時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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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22日中午召開董事會議，會上討論
例行會務議程，並討論許多提案；
這次會議對於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
亞裔文化遺產導覽(Asian Heritage
Tour)贊助提案和國際區路牌設置細
節規劃討論熱烈，與會人士都提出
自己不同的看法。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議，
會議一開始由社區居民反應國際區
越南路排的設置想法，大多不贊同
越南文路牌進駐，居民表示，儘管
國際區推廣多元文化，但不贊同路
牌設置得利於特定族群，希望能尊
重各族裔的權益。其他則照例就目
前董事會帳務說明、更新回報區內
商業經貿、治安維護等章程作討論
。

會議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
行長華啟梅尋求亞裔文化遺產導覽

提案贊助，她表示，每年都
固定在該中心舉辦亞裔文化
的宣傳，舉辦不同的工作坊
和座談會，增加主流社會對
亞裔及華裔文化的認識與了
解，受到廣大迴響。

為擴大文化推廣範圍，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與市政府
合作，舉辦文化導覽，藉由
遊覽車導覽(Bus Tour)方式，
與會者可以更了解中國城西
南區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觀光
熱點，參觀景點包括少林功
夫學院、木蘭禮品批發店、
香 港 城 、 Ten Yen Tea &
Herbs和中美寺等，目前共有
11個景點名單，會陸續增加更多的
文化景點和商家。董事會針對該提
案熱烈討論，並希望能持續更新導
覽狀況，再視情況討論預算編列。

至於該會議最令大家熱烈討論

的莫過於路牌設置，大家對於越南
社區支持的越南文路牌引起不滿聲
浪，隨著大家提出自己看法，李蔚
華宣布希望下次能邀請政府議員詳
細說明路牌設置的細節再做決定。

董事會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
中 午 12 時 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 國際
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下次會議將
在 7月27日(周四)舉行。

國際區6月董事會議 亞裔文化導覽及越南路牌設置引起不同聲浪

（高思/休斯頓報道）德州
正值颶風季，時常出現雷雨天
氣，小夥伴們在出門活動的時
候記得注意安全，常備雨具哦
。本周五個精選活動推薦：夏
季交響樂之夜、休斯頓驕傲節
遊行、“貓”藝術展、新奧爾
良美食音樂節和兒童博物館小
黃人活動。周末愉快!
1. 夏季交響樂之夜（Summer

Symphony Nights）
廣受歡迎的休斯頓交響樂

團將於這周五在米勒戶外中心
為大家帶來貝多芬的經典第三
交響曲《英雄》，點燃激情一
夏。《英雄》最早是貝多芬寫
給他所崇拜的將軍拿破侖的，
但後因拿破侖自己稱帝，貝多
芬一氣之下便將題目改成了寫
給一位英雄。這首交響曲氣勢

恢宏，情感豐富，是交響樂史
上的一次重要裏程碑。

時間：6 月 23 日（星期五
）8:30 p.m.

地 址 ： Miller Outdoor
Theatre,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2. 休 斯 頓 驕 傲 節 及 遊 行
（Houston Pride Festival and

Pride Parade）
這周末是休斯頓第 39 屆
年度驕傲節，屆時代表同
志驕傲的彩虹旗將會高高
掛起，預計超過 70 萬民
眾將會湧向市中心，宣揚
平權與愛，捍衛LGBT少
數族裔的自由。遊行開始
於中午 12 點，路線始於
Lamar Street 和 Smith
Street 交 界 處 ， 經 過
Warker Street，最後到達
Milam 街和 Jefferson 街的
交叉口。
時間：6 月 24 日（星期

六）12:00 p.m.- 11:00 p.m.
地 址 ： 2401 San Jacinto,

Houston, Texas
票價：免費--$200

3. “ 貓 ” 藝 術 展 （The Cat
Art Show）

藝術家的靈感常常來源
於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
落。這周末一場以“貓”為
主題的藝術展將在 Texas Art
Asylum盛大展出，屆時你將可
以看到萌寵貓以各種特別的方
式出現在大量的藝術作品中。
貓奴朋友們不要錯過啦。

時間：6 月 24 日（星期六
）4:00 p.m.-9:00 p.m.

6 月 25 日（星期天）1:00
p.m.- 5:00 p.m.

地 址 ： Texas Art Asylum,
1719 Live Oak, Unit L Houston,
TX 77003

票價：免費
4. 新奧爾良美食音樂節（3rd
Annual Taste of New Orleans）

熱愛新奧爾良美食與音樂

的朋友這周末一定要來 Jones
Plaza，讓你不出休斯頓也能真
實體會新奧爾良的文化魅力。
屆時將有正宗新奧爾良特色美
食、本地藝術展覽和數個精選
樂隊帶來好聽的現場音樂。

時間：6 月 24 日（星期六
）2:00 p.m.- 10:00 p.m.

地 址 ： Jones Plaza， 600
Louisiana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5--$10
5. 兒 童 博 物 館 活 動 （Minion
Dominion at the Children’ s
Museum）

還有十天，廣受喜愛的小

黃人《卑鄙的我》第三部就要
上映了，在此之際，休斯頓兒
童博物館特舉辦小黃人主題活
動。小寶貝們將會參加一系列
與小黃人相關的有趣活動，唱
響膾炙人口的 Go Bananas，還
可與電影中的經典角色拍照。
當天凡打扮成小黃人角色的，
可減免$2門票哦。

時間：6 月 24 日（星期六
）10:00 a.m.- 5:00 p.m.

地址：Children’s Muse-
um of Houston,1500 Binz St.
Houston, TX 77004

票價：$12

周末來去賞貓藝術展 玩美食音樂節

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討論各項政策討論各項政策。。((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針對亞裔文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針對亞裔文
化遺產導覽作提案化遺產導覽作提案。。((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斯頓驕傲節及遊行休斯頓驕傲節及遊行。。((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夏季交響樂之夜夏季交響樂之夜。。((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傳承團結 暢享三十
謝家鳳謝家鳳 20002000年任理事長年任理事長 會長會長20172017--20182018年年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
聯合校友會始創於1987年,是由
美南地區來自台灣之22個大學
校友會及北一女校友會組成.
本會為非營利組織,是不涉任何
政治、宗教及商業之團體. 主
要活動包括慈善公益、文化交
流、頒發獎學金、教育以及生
活相關活動.

1986 年 12 月 6 日台大、政
大、師大、成大、中興、清華
、東吳、東海、文化、中原、
淡江及銘傳等12個校友會會長
假佛光講堂開會,選出會長黃博
英,理事長陶海麟及 19 位幹事,
並訂名為休士頓中國大專院校
聯合校友會. 翌年開始研擬章
程、制定方向、舉辦聯誼活動
. 校聯會於 1987 年正式成立並
於1994年改名為美南中國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Southern USA).

1991年校聯會有鑑於在校
留學生流動性大且同學會時間
、人力、物力不足,難以妥善服
務台灣留學生,理事會通過正式

成立留學生服務工作委員會.
工作要點包括1.新生服務-成
立接待家庭, 協助新生扺達就
學前之準備事項,克服文化衝
擊適應新環境. 2.課外服務-
以座談會方式介紹必備常識
及有系統的介紹華人文教服
務組織、社團, 並協辦德州地
區學生間之交誼活動以及尋
求地方組織提供服務範圍. 3.
就業居留服務–訓練、準備
求職面談, 增進人際溝通技巧
, 並協助、指引申請永久居留
或回國就業.

同年成立青少年領導才能
訓練組織,策劃執行一系列的

領袖人物培訓課程； 後來青少
年領導才能研習會分了出去成
為一個獨立社團, 並由第二代
接手, 二十六年來已經培訓了
超過五千的亞裔青少年. 1991
年底校聯會首次頒發校友子女
獎學金, 對象為高中十一及十
二年級學生, 共五名, 每名三百
元. 今天,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頒
發對象逐漸擴展為華裔資優高
中應屆畢業生,共分四項,獎勵
他們在學業、領導才能、社會
服務、課外活動等各方面的成
就,同時又擴展至大學生、研究
生及台灣留學生,並陸續成立國
會及州議會實習獎學金、音樂
、物理獎學金及各項助學金.
2016年大專校聯會頒發獎學金
給予 34 名學生, 總數到達六萬
零七百美元.

1992 年校聯會開始發行會
員卡、年鑑及季刋,以增進校友
間的連繫,並成立華人參政工作
小組鼓勵華人參政,為亞裔爭取
政治上的平等權利,並積極鼓勵
選民參與選舉,顯示華人實力,

增進華人地位.
九十年代初期來美留學生

每年超過一萬人, 遍佈全美各
地,卻無一個有力的組織為其後
盾,1993年本會邀集美東、美西
及北美各聯合校友會於11 月7
日在休士頓成立全美大專校聯
會, 並在南加州震災及日皇訪
美事件中展示了全美華人之實
力.

1994年本會出面召集大休
士頓地區之華人社團、組織、
宗教團體以及企業成立“休士
頓華人愛心組織”,以團結僑社
回饋社會,打入主流社會,提昇
華人形象,宣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 每年與市政府、學區、慈善
以及教育機構合作,舉辦大型慈
善活動. 而後多年愛心組織一
直是校聯會的工作重心, 前六
屆召集人均為本會理事長或會
長,曾多次獲得市政府及州政府
之表揚, 並成為第一個獲得州
政府社區服務金獎之亞裔團體.

1999年校聯會邀集僑社其
它17 個學人社團推動華裔民權
認知運動,又與百人會及全美
80/20 促 進 會 結 合, 多 次 舉 辨
“團結就是力量”研討會，期
盼能以群體的力量為亞裔爭取
平等及權益,又促成休士頓 80/
20 促進會的成立, 並發起及主
導千禧年萬人簽名活動, 敦請
總統候選人承諾當選後採取積
極措施, 實現對亞裔之承諾,多
次致函各候選人, 得到正面回
應及承諾.
2000年校聯會有鑑於多年來在
外整合僑社以及為華人及亞裔
爭取權益, 並因而忽略了為會
員服務之宗旨, 同時理事會成
員更換太快難以傳承長期計劃,

決定成立多種長期工作委員,並
制定各項規章以鞏固根基. 同
年成立: 1.學金投管委員會-主
導獎學基金投資方向, 持續獎
學基金快速成長獎勵更多華裔
子弟. 2. 網站委員會-主管網業
設計、管理並成立會員資料庫,
訓練各校友會成立專屬網頁與
本會主頁連結, 取代舊有的年
鑑及季刋,使各種訊息都能很快
的傳達到會員手中. 3.長程計劃
委員會– 因時事變遷會員之需
將求不斷改變,長程計劃委員會
負責制定本會未來五至十年之
方向及計劃. 4.提名委員會–依
本會發展目標及需要,延攬與本
會理念相同之領導人才參與重
大工作項目,從而了解本會之架
構及工作執行方式,並融入組織
、 建立人脈進而成為真正的領
導人. 5.風雅–作為會員聯誼之
平台並定期舉辦生活、科技、
音樂、文學、藝術醫藥、保健
、娛樂、運動、旅遊等等各類
知識講座及活動.風雅集依會員
需要,曾先後成立投資、演說技
巧、高爾夫球、橋牌、桌球、
花藝、韻律等各類俱樂部. 長
期工作委員會之成員皆以卸任
會長、理事長及各項工作小組
召集人為主, 使大專校聯會的
架構更加穩固, 經驗得以傳承.
2005 年 Katrina 颱 風 摧 毀 了
New Orleans, 華裔難民不斷湧
入休士頓, 校聯會出面召集愛
心組織成員在文化中心成立振
災中心, 理事會當晚籌募一萬
元現款並徵集超過40位工作人
員, 次日與其它愛心組織成員
制定救災章程, 並於三日內設
計完成難民資料庫, 編寫義工
訓練手冊開展義工訓練, 並製

定救助及募款方案. 同時收集
政府救助資訊, 成立電腦中心,
協助難民輸入資料取得政府救
助,協助學生進入夲地學校寄讀
, 依需要提供或補助大學生、
研究生居住、教科書、電腦、
傢俱等需求. 又為難民尋找工
作, 提供幼兒醫藥及生活補助.
服務範圍及工作效率超過其它
慈善組織,救災結束後,政府評
估位列第三,僅次於United Way
、Red Cross.

2010年校聯會結合僑社各
大合唱團舉辨永遠的杜鵑花-
黃友棣教授作品發表會，為音
樂獎學金募款, 次年成立音樂
獎學金. 同年成立健康認知工
作委員會舉辦各類講座與活動,
為退休計劃委員會暖身.

2013 年基於多數會員多已
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齡， 理事會
決定成立退休計劃委員會, 旨
在提供資訊及培訓會員順利進
入退休生活.工作包括研究及收
集各類政府有關法令及福利資
訊,舉辦有關退休後之財務、生
活、居住、醫藥、社會福利等
各方面的講座,以及研究調查不
同階段性之生活須要及居住環
境, 提供資訊,期使會員能更順
利的適應及準備不同健康狀況
階段的生活. 同年開始成為唯
一參與美國主流社會囑目世界
之德州牛仔節遊行之亞裔社團
. 歷年來馬車上精心佈置著中
華民國國旗以臺灣之驕傲”為
名,在休士頓世界的能源之都大
街上遊行,我們將馬車以“臺灣
之驕傲”為名,沿途介紹中華民
國在台灣經濟及民主的成就,受
到觀眾熱烈的歡呼, 同時又有
電視實況轉播,直播對象達數十
萬人,對台灣國際形像的提升有
莫大的助益. 積極參與有萬馬
奔騰鮭魚計劃

本會成立以來,即以提昇音
樂普及、開拓音樂視野為使命,
多次聯合美南各大合唱團舉行
大型音樂演出,並經常邀請國內
外知名音樂家及團體舉辦音樂
相關演出及講座. 2015 年起,為

追求更精緻的合唱藝術,並因在
美及歸國巡演之需,”美南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正式
成立,團員均為休士頓及週邊城
市各中外合唱團之成員或音樂
專業人士. 2017 年4月22日的"
愛樂情深暢響三十" 音樂會演
出震驚了僑社, 高水準的演出,
完美的聲、光、視覺效果配合
，再度展現了校聯會的實力.
今年十月合唱團將代表美南地
區前往台灣參加海外僑團合唱
比賽, 並在台北、台中、台南
與台大、成大校友合唱團,台中
藝術家合唱團、韶音合唱團舉
行聯合演唱會,以促進海內外的
藝術交流.

海外學人心繫祖國,重視台
灣與美國間之教育相關活動,各
校友會對母校與本地大學之交
流均積極參與,並支持、參與策
劃僑委會、教育部之項目如國
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劃、鮭
魚返鄉臺灣教育展、台灣青年
海外搭僑計畫等等.

回顧校聯會三十年, 最令
我們感佩的是三十年如一日為
著共同目標、理想的奮戰精神
, 以及群體無私的奉獻. 校聯會
的特質在於固執的書生氣質,
有了理念就能夠集合各人所長
而將之實現. 這個組織最重要
的資源是會員們廣泛的專業知
識和群體精神,集中國固有文化
傳承與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薰
陶,匯集成如江河入海的力量；
會員涵蓋不同年齡階層, 既有
年青人的大無畏進取精神,又有
中年人的事理分析能力,更有長
者的沈著與睿智. 多年來我們
稟承宗旨,不分彼此共享資源,
承擔責任, 致力於校友會間的
聯繫與切磋,並以促進華人與其
它社會組織及族裔間之交流與
理解,集合華人及亞裔之力量爭
取及維護亞裔之權益為己任.是
這樣感人的信念、毅力、 勇氣
及智慧完成了許多旁人眼中不
可能的任務, 造就了今天的美
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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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民國(台灣)科技
部蘇芳慶政務次長及生命科學研究發
展司蔡少正司長於加州聖地牙哥參加
「2017 生 技 大 會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結束後，兼程來到德州
休士頓出席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舉辦之記者會，代表科技部陳
良基部長頒發感謝狀表彰本地區台灣
僑領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
培育之具體貢獻。

記者會於本(106)年6月22日下午
4時30分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舉行。駐處黃敏境處長首先致詞
感謝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等6位
僑領以私人捐款及對應基金(matching
funds)方式共募集 22 萬美元支持台美
合作培育台灣新型態產業發展所需高

階人才。隨後由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
長代表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頒發感謝狀
予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蕭素薰
女士、賴賢烈先生、方台生先生、徐
為椿女士及李敏翔先生等6位台灣僑
領，表彰他們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科
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蘇政務
次長並於致詞表示，感佩我台僑領袖
為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
所作之貢獻及努力。我政府刻正推動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包括亞洲•矽
谷、生技醫藥、智慧機械、國防航太
、綠色能源、新農業與循環經濟。科
技部在既有之國際合作計畫方案下另
於今年啟動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the
Leadership Entrepreneur Aspire Pioneer
Program, 簡稱 LEAP Program)」以及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the Leaders
in the Future Trend Program， 簡 稱
LIFT Program)」。而博士創新之星計
畫（LEAP Program）將媒合50位博士
生在科技部一年約5萬美元的補助赴
矽谷企業吸取創新創業的經驗，未來
能將最新技術與能量帶回台灣。期許
各界持續支持我政府為因應新型態經
濟發展所推動之攬才及人才培育各項
計畫為台灣振興經濟奠定基礎。

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代表與
會僑領致詞表示，他一直致力於台美
學術研究合作推動，舉凡促進互訪交
流，以及支持學生的研習。僑胞們十
分關注政府目前所推動之五加二產業
創新計畫、LEAP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
及LIFT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等計畫

，希望大家能出一份力量，共同為台
美科技研究合作推動及台灣高階人才
培育一起努力。

德州是生物科技與醫學領域群聚
重點，相關研究領先全球，人才眾多
。今年在多位僑領努力下，先在生物
科技領域募得三個計畫案經費，分別
為 「貝 勒 醫 學 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嚴來興教授與成功大學合
作支持來自台灣的博士生每年3萬美
元之 2 年期研究計畫共 6 萬美元、中
興大學楊長賢副校長與 「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Dr. Janet Braam 合
作支持楊長賢副校長指導之博士生赴
「萊斯大學」1年期計畫4萬美元、以

及 「貝勒醫學院」與成功大學基因體
醫 學 中 心 孫 孝 芳 主 任 以 對 應 基 金

(matching funds)模式搭配休士頓僑領
捐助之私人捐款支持孫孝芳教授實驗
室選送博士後赴美研究每年6萬美元
之2年期研究計畫共12萬美元。僑領
們希望在此基礎上，協助這些研究團
隊未來持續向台灣科技部與美國獎助
機構申請延續性計畫，而這些計畫都
有技轉可能性，德州奧斯汀最近被評
選 為 ” the world's number one Tech
City”，成為新創產業與科技產業矚
目號稱矽丘，也希望研究成果未來能
在地創新創業。此次藉由記者會向大
眾說明，希望在美南地區拋磚引玉，
盼獲更多僑領加入，以支持更多台美
合作研究領域與團隊並培育台灣下一
代明日之星。

中華民國(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訪問休士頓
表彰僑領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之具體貢獻

（本報訊）休士頓新竹交
大校友會2017年會員大會及聯
誼餐會，將於2017年7月8日(
星期六) 在Tracy Gee Commu-
nity Center 舉行。希望各位學
長, 會員屆時都能攜眷參加. 並
邀請親朋好友同來共襄盛舉.
計劃參加此次會員大會及聯誼
餐會的學長, 會員敬請事先報
名，聚餐的時間，地點，費用
及報名方式如下

時間: 2017 年 7 月 8 日, 星
期六, 中午12:00 至 下午 2:30

地點: Tracy Gee Commu-
nity Center (朱秀娟社區中心)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exas 77042

費用 : 凡已交2017年會費
之校友及直系親屬如預先報名
免費.

其他預先報名之親友每人
$7.00

(6/30前) / 現場報名每人
$10.00

報名方法 : 請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以電郵方式向王信
發財務長報名,王信發財務長之
電郵地址為 "sinfawang@gmail.
com". 報名時,請附下列資訊:

a. 中英文姓名
b. 人數
c. 連絡電話號碼
d. 連絡電郵地址,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2017年會員大會及聯誼餐會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 在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舉行

（本報訊）為服務居住在達福地區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7年7月29日
（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地址：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
）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事先填妥申請書及相關表格，並備妥相關證
件及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申請案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
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
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電話：972-480-0311）。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2017年7月29日
在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本報訊）為精準搭建好與全球
人才對接活動平台，吸引更多的海外

高層次人才智力服務我省創新發展，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今年將

舉辦“中國江蘇
海外留學人才創

新創業大賽”，現面向全球廣泛徵集
以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

代人工智能/信息技術領域為重點的
創新創業項目，根據項目報名情況在
6 月份進行項目審核及確定邀請回國
參賽入圍名單，9 月份在國內舉辦決

賽。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報名郵箱：FACPSU@163.com
報名截止日期：6月30日

中國江蘇海外留學人才創新創業大賽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三十年如一日，
默默地為休斯頓地區孕育古典音樂人才，休斯
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ert)是休斯頓、甚至全美獨一無二的機構，
已經為休斯頓地區培育出許多傑出的國際級音
樂家，而其中的靈魂人物，正是旅日華裔女鋼
琴家鮑許淑好，她是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
會的創始人，一直希望對青少年及兒童推動古
典音樂，這份對古典音樂的熱忱與愛好，也讓
她得到總統志工獎。

在2015年時，世界樂壇曾經把鎂光燈聚焦
在休斯頓，因為當時休斯頓交響樂團的首席小
提琴手黃欣(Frank Huang)，接任紐約愛樂樂團
首席小提琴手，而黃欣就是出身於休斯頓青少
年藝術家音樂會。此外，國際大賽常勝軍大提
琴家邵欣玲(Sophie Shao)、以及小提琴家許路加
( Luke Hsu)也都參加過這個團體。

鮑許淑好認為，古典音樂對小朋友有極大
的幫助，能發展他們想像的空間，穩定情緒，
讓他們更平靜、更細心、更敏銳、也更聰明。
相對當今處處可聞的重金屬音樂，鮑許淑好做
了一個生動鮮明的比喻，聽重金屬音樂會讓人
不自覺搖擺臀部，其方向是從臀部往下；而聽
古典音樂在於心的感受，其方向是從心往上的
，融合心、耳、腦，提升身心靈。從休斯頓青
少年藝術家音樂會出來的孩子，不少在國際樂
壇嶄露鋒芒，有些即使沒有繼續走音樂路線，
在各行業也都有很好的發展，成為醫師、律師
的比比皆是。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每二年甄選一
次，從三、四百位小朋友中，選出十分之一，
獲選的小朋友第二年會在休斯頓大學、米勒戶
外劇院等地公開演出，同時會到許多老人院、
育幼院做慈善義演，為這些小朋友安排諸多上
台表演的機會，教導他們舞台禮儀、如何與其
他樂器合作、如何與觀眾溝通等等。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不只有單一樂
器的獨奏，如鋼琴、小提琴、大提琴、薩克斯
風、長笛，也有室內樂協奏，青少年藝術家們
學習與不同的夥伴合作，這對鋼琴演奏者尤為
重要。許多看過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的
觀眾會非常讚嘆，很難相信這麼小的孩子能把
音樂詮釋的這麼好，有些小朋友看見台上的演
出，也曾向父母提出學音樂的要求，讓爸媽們
很驚喜，可見古典音樂動人的力量。

大提琴家邵欣玲的媽媽劉淑美老師，本身
也是鋼琴教育者，她表示，休斯頓青少年藝術
家音樂會鼓勵學音樂的孩子，給他們正式表演

的機會，被選中的孩子會感到很榮幸；另方面
也有機會觀摩其他優秀的小朋友表演，因為各
種曲目都有，小朋友可以看到其他樂器在做什
麼，這對學音樂的孩子非常重要，能夠彼此了
解、彼此學習。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盛邀對音樂有興趣
的人士參與，加入義工的行列，為休斯頓推動
古典音樂的風氣，詳情可連絡 hyacinfo@gmail.
com。
欣賞優異的青少年演出古典音樂不用到其他地
方，在休斯頓就有！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
會將於六月26 & 27兩日上午十一點，在米勒戶
外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re)演出，演出者年
齡從八歲到十八歲。免費觀賞。米勒戶外劇院
位於Herman Park中，歡迎民眾把握這場特別的
音樂機緣。更多資訊可上網瀏覽 www.HYAC.
org。
六月26日曲目及演出者如下:
1. Takaaki Suzuki (8), piano,
Beethoven: Six Variation on "Nel
cor piu non mi sento", WoO 70
2. Michelle Liu (9), violin, Mass-
enet: Thaïs Meditation
3. Sonia Zhang (12), piano, De-
bussy: ”Doctor Gradus ad Parnas-
sum” from Children's Corner Suite
4. Lydia Marshall (18), flute, Mo-
zart: Flute Concerto No.2 in D Ma-
jor, k.314 (I. Allegro)
5. Henry Li (10), piano, Mozart:
Twelve Variations on "Ah, Vous
Dirai-Je, Maman"
6. Jennifer Liu (10), violin, Monti:
Czardas
7. Trevor Fu (16), piano, Chopin:
Écossaises 1, 2, and 3 Op. 72-3
8. Kyle Husby (16), trombone, Jim
Williams, piano, Serocki: Sonatina
for trombone and piano (I. Allegro)
9. Nicholas Wong (8), cello, Henry
Li (10), piano, Robert Lopez: “Let
It Go” from Frozen
10. Mariachi Oro de mi Tierra,
Daniel Rodriguez (16), Isaias Serra-
no, Ossiel Mendoza, James Robles,
Faustino Vaquera, Jose A. Pecina,
Alexis Guzman (13)
六月27日曲目及演出者如下:

1. Viet Ha (10), piano, Chopin: Waltz in A Minor
2. Nicholas Wong (8), cello, Henry Li (10), piano,
Robert Lopez: “Let It Go” from Frozen
3. Christine Choi (9), piano solo, Spindler: Sonati-
na op. 157, no. 4 (I. Allegro and II. Presto)
4. Samuel McBurnett (16), saxophone, Jean-Bap-
tiste Singelêe: Solo de Concert for
Saxophone op.83
5. Tri Ha (12), piano, Gillock:
Sonatine (I. Moderately fast)
6. Lydia Marshall (18), flute, Mo-
zart: Flute Concerto No.2 in D Ma-
jor, k.314 (I. Allegro)
7. Tomás Jonsson (17), piano,
Rachmaninoff: Prelude op. 23 no. 4
8. Christine Choi (9), piano, Hope
Hoang (10), piano, Nakada: The
Train Running

9. Aditya Deshpande (17), piano, Barber: Sonata
Op. 26 (IV. Fuga: Allegro con spirito)
10. Mariachi Oro de mi Tierra, Daniel Rodriguez
(16), Isaias Serrano, Ossiel Mendoza, James Robles,
Faustino Vaquera, Jose A. Pecina, Alexis Guzman
(13)

見證音樂神童的天分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六月26 & 27日兩場演出

旅日華裔女鋼琴家鮑許淑好旅日華裔女鋼琴家鮑許淑好，，是休斯頓青少年藝術是休斯頓青少年藝術
家音樂會的創始人家音樂會的創始人，，希望對青少年及兒童推動古典音樂希望對青少年及兒童推動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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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週年回歸晚会--七月一日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少配合老青少配合」」
一年一度一年一度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活動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
少配合」，頗受歡迎一年一度 『長者樂活生涯諮詢』
活動，又將於本星期六上午十時在雅苑(6968 Howell
Sugarland Rd.,Houston, TX. 77083) 舉行。

此次活動得到主流公司、僑界工商名流的大力支
持與協助，每位買票且超過五十五歲的長者在聽完主
辦單位精心設計的主講課程後都可以領取價值超過三
十元以上，操作簡易的血壓計，或開車所需的急救箱
。

活動當天上午將有由光鹽社所提供免費C型肝癌
快速篩檢、乳房攝影檢驗登記、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
並發放糞便潛血篩檢包、家庭醫科趙耿偉醫生、Dr.
Yen Vu 、心理醫師Dr. Liz Tran, 及Dennis Dinh, PA將
於現場提供一般醫學問題解答、鄭帥帥先生提供
Medicare 及 Medicaid 的諮詢、賴清陽律師事務所義務
律師免費簡易遺囑書寫、園藝相關知識問答、鄭麗娟
老師倫巴活樂筋骨健康動活動，同時還提供免費遊樂

遊戲供您等待時不覺得無聊。午餐及下午課程需購票
參與，每張十五元，除供應午餐尚可參加下午精心安
排的演講，第一場將由宋建章牙醫博士主講，第二場
將由Centerpoint專家主講颶風安全的防範，第三場由
亞裔青商基金會會長主講年長者開車須注意事項。結
束後，每位五十五歲以上購票參加者將可獲取由德州
青商總會所捐贈價超過三十元以上，操作簡易的血壓
計，或開車所需的急救箱。歡迎踴躍參與，如有興趣
請電中華保健中心監事王秀姿713-975- 9888或亞裔青
商會副會長鄭雅如832-226- 7771。

該項活動除得到光鹽社的全力支持外，更有多位
亞裔醫師及醫學人士的協助。如僑界出名家庭醫科趙
耿偉醫生、Dr. Yen Vu、風濕關節專科Dr. Lina Ching
、骨科專家 P.A. Mr.Dennis Dinh 、腎臟專科 Dr. Chun
Xie、 精 神 專 科 Liz Tran M. Ed.、 糖 尿 病 專 科 Kim
Nguyen。

Houston Hong Kong Association
休 土 頓 香 港 會 館

請 柬
休士頓香港會館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

中華人民共和國20週年紀念晚宴
謹訂於 2017年7月1日(星期六)

晚間6時30分
假休士頓珍寶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晚宴

敬請 撥冗出席
此 致

香港會館 會長
及全體理監事仝人敬約

「以色列萬王之王彌賽亞事工」中
文部負責人也是我們所敬愛的張清泉牧
師本週末將從以色列再次來到我們當中
一方面協助 「休士頓新婦戰士號角隊」
的成立，並親自教導號角隊員如何吹角
宣告同時也將神放在他心中的負擔與主
內家人們分享讓屬神的兒女更加明白神
在末世的心意好獻上自己 同來為榮耀
的君王預備道路

張牧師兩場信息充滿了啓示性的恩
膏

機會難得，請千萬不要錯過！
時間：6月24日(六) 晚上7:30 「離

開希臘文化，進入希伯來文化」
6月25日(日)上午11:30 「進入與以

色列一同站立的實際」(主日崇拜上午
10:00舉行)

地點：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4440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Lexington Blvd 與 Dull-

es Ave 交會處，Walgreens 後方教堂)
(281) 433-0517 www.rolcc-houston.net
免費入場 歡迎踴躍參加！

好消息！張清泉牧師本週末精彩講座
6/24 (六) 晚上7:30 在靈糧堂舉行 歡迎參加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開業12 年半，位
於頂好廣場的 「松柏園素菜館」，不僅是老
客人的最愛，連美國人（ 白人，黑人） 及新
新人類也是其座上賓，每至午餐時間，該餐
館連續數小時客滿，一位難求，足見其受歡

迎的程度。
「松柏園素菜館 」 之所以大受各界歡

迎，在於謝老闆的求好心切，不僅用一流的
食材，還經常變換菜的式樣，令人如獲至寶
，百吃不厭。算算看，到松柏園素菜館吃一
個 Buffet 的價格，僅及一般餐館點一道菜的
價格，你在這裡可以吃到22 種菜，加上各種
中，越式春捲，日式壽司，麻糬，炸蔴團，
紅豆湯，各式水果等共30 多種品種，吃的人
大呼過癮，一個禮拜也吃不到這麼多的營養
。

「松柏園素菜館 」 還可根據客人的要求
製作菜式，或接受外賣，還接受現場點菜及
素席（ 有$228，$268 兩種等級）。如其$228
的素席，內容包括： 髮菜魚翅羮，五福拼盤
，生菜鴿鬆，翡翠豆腐，包容碧綠，清扣四

寶，松子全魚，寶黃奇燕，精美甜點，合時
水果。其$268 的素席，內容更為精彩，包括
：竹笙大補湯，七星轉盤，吉祥三寶，翡翠
齋捲，如意南瓜，法海藏珍，珍菇全魚，富
貴扒鷄，精美甜點，合時水果等等，非常精
緻。

「松柏園素菜館」 的精選素菜，如雙味
鮑魚菇，梅干菜素扣肉，三菇豆腐扒芥菜，
琵琶豆腐，素北京鴨，芋頭扣素難，鮮菇淮
山燴南瓜----- 等等都是該店叫座的名菜，
是外賣的明星。

松柏園素菜館推出七天Buffet , 及菜單點
菜，每天上午十時半至晚間九時半供應。該
店 地 址 ： 9108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2-2888

吃素依然可以盡享美食之美
「 松柏園素菜館」 中外皆愛，遠近馳名

【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餐】
$1/人（含國際機票,稅金,團費）
2017年7月14日後出發休斯敦出發
含：休斯敦-上海往返國際機票！ （兩人

成行，同去同回）
（注：美國其它城市出發請來電諮詢！也

有特價！）
含：機場稅！
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星級吃住玩！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最多可停留 180

天）
此價格未含：
簽證, 部分景點門票（$90），小費（$70)!
注：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成人享有此

特價！
速電：TEL:713-568-8889
【長榮航空團票】$399 (含稅,含機票,含旅

遊)
坐長榮，回台灣，遊大陸！
預定2017秋季 長榮回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

最多停留90天
只需$3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座

位有限, 欲購從速
3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頓機票 (含稅

金，可停留台北，90天往返）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南京，

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上海本幫

風味西湖魚頭宴+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
湖風味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
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及部分景點
門票（$90), 中國大陸簽證 ($170)***

帶您探訪三生三世四海八荒的美景勝地
2017年僅開兩團：10月19、11月10

★走訪神秘女兒國-瀘沽湖，走進
摩梭人納西族的母系社會。

★攝影家專業推薦路線，所到一地
均為絕美景色！

★《爸爸去哪兒》《三世三世十里
桃花》拍攝地--普者黑：普者黑喀斯
特地貌、萬畝荷花，具備了秀、奇、古
、純、幽的特點，是休閒遊和攝影愛好
者的天堂。

★河哈尼梯田--元陽梯田：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幾萬畝的梯田，在茫茫森
林的掩映中，在漫漫雲海的覆蓋下，構成了神
奇壯麗的景觀。

★歷史文化名城--建水古城：建水古城歷
經12個世紀的建設，至今保存有50多座古建築
，被譽為“古建築博物館”和“民居博物館”
。規模宏大的清代民居建築，有“西南邊陲大
觀園”之稱的朱家花園。

★最美攝影季節、彩虹與東川紅土地混為
一地，勾勒出自然與人文結合

的彩色畫卷。
★全程不進購物站，確保客人參觀遊覽品質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全旅假期暑期特價】30% off 美東/美西/黄石！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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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名菜名點多種名菜名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僅
別家餐館一道菜的價格別家餐館一道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可盡情享受三十
多種名菜名點多種名菜名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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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20172017年度年度““華夢計劃華夢計劃””啟動儀式已在洛杉磯舉辦啟動儀式已在洛杉磯舉辦
中國舞蹈大師七月將親赴休斯敦培訓點中國舞蹈大師七月將親赴休斯敦培訓點--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授課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授課

20162016 華夢培訓教學劇目華夢培訓教學劇目""知魚知魚""

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校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校
長傅晶老師長傅晶老師（（左一左一）、）、美中實美中實
驗學校理事長王耀輝老師驗學校理事長王耀輝老師（（左左
二二）、）、舊金山新世紀舞蹈學校舊金山新世紀舞蹈學校
校長陸芬華老師校長陸芬華老師、、洛杉磯亞藝洛杉磯亞藝
舞蹈學校校長章雅婧老師舞蹈學校校長章雅婧老師((右右
一一））

20162016""華夢之星華夢之星""獲得獲得
者者 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右右
））接受采訪接受采訪

““華夢華夢””京劇班小學員王美人現場表演京劇班小學員王美人現場表演""賣水賣水""

主辦方美國主辦方美國 SINOUSSINOUS 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嵐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嵐
女士介紹女士介紹””華夢計劃華夢計劃””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華夢計劃藝術顧問華夢計劃藝術顧問、、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
葉金森老師發言葉金森老師發言

高曉慧校長和高曉慧校長和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 參加參加20162016 華夢匯演華夢匯演..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電影女主角姚煒
周日上午在 「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演講

久違的明星姚煒，依然風采依舊。

姚煒的演講吸引
了各地的信徒前
往聽講。

「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 的白添成牧
師講道。

姚煒的小弟弟金偉明牧師介紹他所見的姚煒的小弟弟金偉明牧師介紹他所見的
姚煒的轉變姚煒的轉變。。

姚煒的經歷令姚煒的經歷令
全場觀眾目瞪全場觀眾目瞪
口呆口呆，，十分震十分震
驚驚。。

姚煒的演講姚煒的演講，，口才犀利口才犀利，，字字打動人心字字打動人心。。

姚煒女士出場姚煒女士出場，，向全場招手向全場招手。（。（ 右右 ））
為主辦這次三天四場演講的為主辦這次三天四場演講的 「「 德州藝人德州藝人
福音團契福音團契 」」 李水蓮牧師李水蓮牧師。。

全場起立全場起立，，一起唱聖歌讚美主一起唱聖歌讚美主，（，（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陳國安牧師陳國安牧師，，李水蓮牧師李水蓮牧師，，姚煒姚煒，，金偉明牧師金偉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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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Iran Hold Naval Exercises Amid 
Simmering Tens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After Three Chinese Activists Were Arrested Investigating
A Factory Where Trump’s Shoes Were Made, Her Brand

Claimed None Were Produced After March

Ivanka Trump Shoes Slated For Production       
At China Factory Despite Brand's De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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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Iran held a joint naval exercise near the 
strategic Strait of Hormuz in the Persian Gulf amid 
ris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last week.
The official IRNA news agency said the drill on 
Sunday included an Iranian warship and two Chinese 
destroyers, a logistics ship and one helicopter.
The Chinese flotilla went to Oman after the naval 
exercise, state-run Xinhua reported.
The Iranian Navy assigned its Alborz destroyer, a 
helicopter, and 700 personnel members to the exercise.
The Chinese flotilla berthed at Iranian port city of 
Bandar Abbas on Thursday after travelling there from 
the Pakistani port of Karachi, where it had docked on 
a training mission.
Iranian Rear Admiral Hossein Azad said the two 
navies had collaborated and exchanged information 
on combating piracy, defending trade fleets and rescue 
operatio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passes through strait.
The drill came amid heightened tension between 

Iranian and US warships in the Gulf. Washington has 
accused Iran of sending fast-attack boats to harass US 
warships pass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US Navy also held a drill with Qatar on Saturday.
Gulf nations led by Saudi Arabia have cut off 
diplomatic ties with Qatar, accusing it of supporting 
“Iranian-backed terrorist groups”. The move is 
seen as an attempt to isolate Iran, which has a bitte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China is expand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reading a balance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Beijing has signed lucrative trade deals with Riyadh. 
For Iran, it said it would support Tehran’s bid to ent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 a security 
bloc consisting of China, Pakistan, India and Central 
Asian nations — seen as a counterweight 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Xu Guangyu, a former Chinese general, said the latest 
drill was a sign of common and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Beijing and Tehran.
“Instead of taking sides over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Qatar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recently, China’s standpoint has always been 
neutral and conciliatory on the issue,” he said.
Xiao Xia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at Yunnan 
University, said China and Iran had kept up military 
exchanges and drill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ecent 
naval exercise was not targeting any country.

Chinese Sailors
Chinese Rear Admiral Shen Hao was quoted by IRNA 
as saying the drill would help develop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navies and strengthen confidence. 
(Courtesy www.businessinsi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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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Iran Carry Out Naval 
Exercise Near Strait of Hormuz As 

U.S. Holds Drill With Qatar
China and Iran held a joint naval exercise near the 
strategic Strait of Hormuz in the Persian Gulf amid 
ris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The official IRNA news agency said the drill on 
Sunday included an Iranian warship and two Chinese 
destroyers, a logistics ship and one helicopter.
The Chinese flotilla went to Oman after the naval 
exercise, state-run Xinhua reported.
The Iranian Navy assigned its Alborz destroyer, a 
helicopter, and 700 personnel members to the exercise.
The Chinese flotilla berthed at Iranian port city of 
Bandar Abbas on Thursday after travelling there from 
the Pakistani port of Karachi, where it had docked on 
a training mission.
Iranian Rear Admiral Hossein Azad said the two 
navies had collaborated and exchanged information 
on combating piracy, defending trade fleets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 Iranian Naval vessel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passes through strait.
The drill came amid heightened tension between 
Iranian and US warships in the Gulf. Washington has 
accused Iran of sending fast-attack boats to harass US 
warships pass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US Navy also held a drill with Qatar on Saturday.
Gulf nations led by Saudi Arabia have cut off 
diplomatic ties with Qatar, accusing it of supporting 

“Iranian-backed terrorist groups”. The move is 
seen as an attempt to isolate Iran, which has a bitte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China is expand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reading a balance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Beijing has signed lucrative trade deals with Riyadh. 
For Iran, it said it would support Tehran’s bid to ent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 a security 
bloc consisting of China, Pakistan, India and Central 
Asian nations – seen as a counterweight 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Xu Guangyu, a former Chinese general, said the latest 
drill was a sign of common and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Beijing and Tehran.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China 
have been marked with many commonalities 

and mutual interests. As a result,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both countries have been putting 
regular emphasis on the need to boost 
bilateral relations to a new level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stead of taking sides over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Qatar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recently, China’s standpoint has always been 
neutral and conciliatory on the issue,” he said.
Xiao Xia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at Yunnan 
University, said China and Iran had kept up military 
exchanges and drill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ecent 
naval exercise was not targeting any country.
Chinese Rear Admiral Shen Hao was quoted by IRNA 
as saying the drill would help develop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navies and strengthen confidence.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An Iranian Houdong guided-missile boat.

When three activists investigating labour abuses at 
a factory that makes Ivanka Trump shoes in China 
were arrested, the brand stayed silent for a week and 
then attempted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the controversy 
by saying it had been months since its products were 
manufactured there.
But production tables reviewed by the Guardian 
contradict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the brand 
owned by Ivanka Trump, the daughter of the US 
president,Donald Trump. They show that Ivanka 
Trump shoes were still scheduled to be made at the 
factory two months after the brand said they had 
stopped.
The case highlights the pitfalls of having a president 
and his relatives in the White House while maintaining 
business interests around the world. Trump herself has 
remained silent on the case but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id call for the activists to be released.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quickly rebuffed the US, 
saying, “other countries have no right to interfere”. The 
men, Hua Haifeng, Li Zhao and Su Heng, have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llegal use of eavesdropping 
and secret photography equipment” after they 
went undercover in factories making products for 
international fashion brands.
In the wake of the arrests, Hua’s wife has been 
interrogated by police and his lawyer has been told by 
the authorities not to speak to the media.
After the three men were arrested, the brand waited 
a week before releasing its only public statement, 
defending working standards and saying: “Ivanka 
Trump brand products have not been produced at the 
factory in question since March”.
But a 14 April production table from the factory in 
Ganzhou in southeast Chinashow nearly 1,000 shoes 
were slated to be manufactured between 23 and 25 
May. The order was set to be delivered by 30 May. 
Material for clothing and shoes is typically ordered 
months in advance.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from the Guardian, Ivanka 
Trump’s brand did not refut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duction tables.

“Ivanka Trump HQ is committed to only working with 
licensees who maintai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labor standards across their supply chains,” Abigail 
Klem, president of Ivanka Trump,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licensees and their manufacturers, sub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must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laws, and the legal and ethical 
practices set forth in our vendor code of conduct.”
Klem did not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previous 
statements contradicted by factory productions tables. 
She also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brand ensures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or about 
the fate of the three arrested labour activists.
Marc Fisher, the company that licenses the Ivanka 
Trump brand to make shoes,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factory in Ganzhou, owned by Huajian Group,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production timetables 
or arrested activists.
Ivanka Trump no longer leads the business that bears 
her name, turning over day to day operations to Kelm, 
but the first daughter maintains an ownership stake.
The three detained activists, who worked for New 
York-based NGO China Labor Watch, were preparing 
to release a report that showed a host a labor violations 
at the factory, which also makes shoes for brands such 
as Coach, Karl Lagerfeld and Kendall + Kylie.
Those abuses include paying below China’s legal 
minimum wage, managers verbally abusing workers 
and “violations of women’s rights”.
The arrests were the first for China Labor Watch in its 
17 years of investigating labour conditions in factories 
across China, including companies like Apple and 
Samsung.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wide-
ranging crackdown on civil society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in 2012, and foreign NGOs have also 
come under increased scrutiny. A new law requires 
them to register with police and find local NGOs as 
partners, with many Chinese organisations wary over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The three arrested activists’ ties to the New York-based 
NGO may now complicate their cases. Police have 
accused the men of “giving information to foreign 
organisations with the goal of receiving payment”, 
according to local news reports. (Courtesy https://
www.theguardian.com/us-news) 

Ivanka Trump and shoes from the brand that carries her family name.

Hua Haifeng is being accused of "illegal 
surveillance," according to his wife. (Photo/ AP)

Ivanka Trump listens during a speech in Washington. Her shoe brand has been embroiled in 
controversy over workers’ pay and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Indonesia.



中文教學 BB1111星期五 2017年6月23日 Friday, June 23, 2017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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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教學內容】
人教版2017新編小學語文一

年級下冊第八單元第19課第一課
時
【設計意圖】
1、通過形象直觀的多媒體課件
的合理運用，拉近文本和學生之
間的認知距離，激發學生主動學
習和探究的慾望。
2、及時地捕捉學生的好奇心，
激發學生的求知欲，使他們入情
入境地進行閱讀，適當的積累語
言。
3、充分利用兒童已有的生活經
驗和語文學習的特點，加深學生
對課文的感悟，有效地促進學生
對生字新詞的學習，提高課堂教
學的效率。
【教材分析】

《棉花姑娘》是人教版2017
新編小學語文一年級下冊第八單
元第19課。本課是一篇童話。通
過棉花姑娘請求小動物給自己治
病的故事，介紹了燕子、啄木鳥
、青蛙和七星瓢蟲分別吃不同種
類害蟲的科學常識。全文共有6
個自然段，配有5幅圖。課文角
色豐富，敘事完整，適合低年級
閱讀。
【學情分析】

一年級的學生，已經初步認
識了許多客觀事物，能說出他們
的名字和一些現象，還能簡單地
表達自己的意願。但是，那僅僅
是一些零碎的、不規範的語言。
由於低年級學生活潑、好動，注
意力持久性差，如果一味地讓學
生機械跟讀、仿寫，學生很快就
會覺得興味索然。為了使他們正
確理解和運用語言，在課堂上必
須聯繫他們的生活實際，創設他
們熟悉的生活情景，幫助他們學
習、積累、感悟語言。
【教學設想】

這節課，我採用“以讀為主
，以讀代講” 的教學方法。始
終以大朋友的身份參與學生中去
，並作適當的引導，學生通過各

種形式的讀，在讀中積累語言，
在說中訓練語言，培養學生自讀
、自疑、自悟的學習能力，從而
全面提高升學生語文素養，讓學
生在琅琅的書聲中學習運用語言
文字。同時， 根據教材內容和
學生的年齡特點，興趣愛好以及
認識水平，確立用“我會認——
我會讀——我會寫”三大步進行
教學的。
一是讓學生初讀課文，自己認讀
本節課要會認識的生字和詞語。
二是細讀課文時，讓學生自己讀
懂課文的內容。
三是在書寫生字時，我會引導學
生先觀察，再空書，後書寫。
【案例設計】
教學目標：

1、認識“棉、娘、病”等六
個字。會寫“病、醫、別、幹”
四個字。

2、能正確地朗讀課文，讀出
祈使句請求的語氣，讀好文中的
對話。

3、了解不同的動物能消滅不
同的害蟲這一科學常識。
教學重點：識字、寫字、朗讀
。
教學難點：讀好祈使句和文中
的對話。
課前準備：

1.、多媒體課件一份
2.、生字卡若干 、掛圖、生字

卡片、小動物圖片等。
一、激趣引題：
1、師：同學們，你們喜歡花

嗎？ （課件出示荷花、菊花）
這些花，你們認識嗎？大家一起
來叫他們的名字吧。這是什麼花
？ （課件出示棉花圖）

2、師：棉花是一種植物，可
課文中卻把它當作人來寫，親切
地稱它為——棉花姑娘，師：出
示課題，生：齊讀課題。

3、師：指著課題，寫出“棉
、娘”兩個字的拼音，請生認讀
。

(師：介紹“棉花”是植物，所

以左邊是“木”，棉花的顏色一
般是白色的，所以右上是“白”
，棉花可以製作毛巾，右下是巾
。“娘”是形聲字，左是偏旁，
都指女性，右邊是聲讀“良”的
音。）
（設計意圖：根據學生認知水平
，利用直觀形象的多媒體課件，
密切聯繫學生生活實際，把學生
帶入生動、有趣地童話世界。）
二、初讀課文，我會認。
1、師：出示課文錄音，學生邊

聽邊做。
生：（1）邊聽邊給課文標上

自然段序號。
（2）棉花姑娘有什麼煩惱？

請你選一選：（ ）
a.和小伙伴生氣了。 b、生病

了
2、生：借助漢語拼音自由讀

課文.
師：出示自學提示：
生：（1）、學生借助拼音，

自由讀課文1-4自然段。
（2）、對照課後生字表中

的生字，在課文中把要認的字
圈上“ ”，把會寫的字圈上“
”，多讀幾遍。注意：要讀準字
音，認清字形，讀準字音。
3、師：檢查自學情況。

生：（1）我會認生字，並說
說你是怎樣記住的?

棉別治燕
娘病醫幹
（2）我會認詞語。
棉花姑娘生病
醫生治病別人
燕子樹幹
（設計意圖：採用靈活多樣

的形式引導學生進行識字，力求
讓學生讀準字音，看清字形，積
累更多的識字方法。）
三、細讀課文，我會讀。
一》學習第一自然段。
1、生：一名學生讀第一自然

段。其他學生想一想棉花姑娘生
病的原因是什麼？ （學生自由
發言）

2、師：是啊，棉花姑娘生病
了。她身上長有許多蚜蟲，（結
合圖片）請你想一想，如果你是
棉 花 姑 娘 ， 你 有 什 麼 感 受 ？
（學生自由回答：癢、著急、難
受、不舒服）

3、師：我們一起看看課文第
一自然段中用怎樣的一句話來表
達棉花姑娘此時的心情。 （讀
最後一句：她多麼盼望有醫生來
給她治病啊！）
二》重點指導第2自然段。
1、生：請一名學生讀第2自然

段。其他學生想：誰來了?
2、師：身上長滿蚜蟲的棉花姑

娘看到小燕子時，心裡怎樣想的
？ （快來幫我捉蟲吧……）誰
來扮演一回棉花姑娘，讀一讀她
說的話？ （指導讀出急切、充
滿希望的語氣。）
3、生：請生1讀，生2讀：棉花
姑娘說：“請你幫我捉害蟲吧!
”
4、師：小燕子有沒有答應她?為
什麼？請你找出原因，並在書上
用“--”劃出來。自己讀一讀
。學生回答後，師板書：燕子只
會吃空中飛的害蟲。
5、師：播放錄音聽棉花姑娘和
燕子的對話。
6、生：指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
分別扮演棉花姑娘和燕子，對比
讀。 （注意讀出棉花姑娘請求
的語氣，小燕子無能為力的語氣
。）
7、師、生合作：讀第二自然段
。
（設計意圖：採用多種形式的

朗讀，引導學生讀中識字，讀中
理解，讀中感悟。）
三》學生用同樣的方法小組合作
學習第3、4自然段。
1、師：課件出示：

（1）想想棉花姑娘又盼望誰
來了？用“ ”圈出來。棉花姑
娘是怎樣請求他們的？棉花姑娘
說的話用“ ”劃出來。

（2）、他們又是怎麼說的？
啄木鳥、青蛙說的話用“ ”
劃出來。

2、生：在小組內說一說，分
角色讀一讀。

3、生：小組匯報展示。組 1
： 組2： 組3： 組4;

學生展示後，師相機板
書。

4 、師：小結：通過 2-4 自然
段的對話的學習，我們發現動物
說話很有禮貌，燕子、啄木鳥、
青蛙不是不想幫助棉花姑娘治病
，而是他們只會……課件出示：
我會填

生： 燕子 只會（ ）
啄木鳥 只會（ ）
青蛙 只會（ ）

（設計意圖：抓住重點詞語
“對不起、請”等詞語，感受動
物們的禮貌，從“只會”一詞體
會動物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
四、總結歸納，我會寫。
1、師：總結：棉花姑娘多麼希
望有人給她治病，可是燕子、啄
木鳥、青蛙不是不想幫助棉花姑
娘治病，而是他們心有餘而力不
足。小朋友，最後是誰把棉花姑
娘的病治好的呢？我們下一節課
再繼續學習。

2、我會寫。
（1）師：課件出示我會寫字：
病、醫、別、幹。
（2）師：重點指導“病、醫”
兩字。

（3）生：數控、描紅、練習
。

（4）師:檢查書寫情況，寫字
評價。
（設計意圖：指導書寫時，我

先引導學生觀察字的結構，師在
田字格範寫，學生跟著老師數空
筆順，最後先描後寫，力求把每
個筆劃寫正確，寫規範，寫美觀
。從而培養學生良好的書寫習慣
。）

板書設計
19、棉花姑娘 燕子 捉空中

飛的害蟲
啄木鳥 捉樹幹裡的害蟲
青蛙 捉田裡的害蟲
教學反思：

《棉花姑娘》是一篇童話。通過
棉花姑娘請求小動物給自己治病
的故事，介紹了燕子、啄木鳥、
青哇和七星瓢蟲分別吃不同種類
害蟲的科學常識。我依據教材編
寫意圖，在教學中，堅持“三個
貫穿”。
1、堅持把閱讀教學貫穿教學全
過程。

一年級閱讀教學，最重要的
是指導學生把課文讀正確、讀流
利。為達到這一要求，我指導學
生初讀課文時，借助拼音、借助
圖畫，讀準字音，讀順句子，讀
通全文；細讀課文，把讀好文中
的對話當作本課朗讀指導的重點
。因為課文的2-4自然段都是以
對話形式呈現，每段句子寫法基
本相同。依據教材這一編寫特點
，我堅持以讀為主，以讀代講的
方法，採取齊讀、指名讀、男女
生賽讀、小組賽讀、表演讀、分
角色讀等形式，來激發學生的朗
讀興趣，盡可能達到正確、流利

地朗讀課文。讀好文中的對話，
既是教學重點，又是教學難點。
而指導學生讀好第二自然段是教
學的關鍵。在指導學生讀書過程
中，我根據小學生模仿能力強的
特點，採取了聽錄音讀、教師範
讀等方法，這樣生動、形象、富
有表情的示範引領，起到了“隨
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雖然學生不知道祈使句這一術
語，但他們能感受到怎樣讀好祈
使句。怎麼讀好？我又在讀書方
法上給予具體指導。 “請你幫
我捉害蟲吧”這是一句表示請求
的祈使句，與表示命令的祈使句
相比，它的語氣更舒緩些。我讓
學生把自己當作棉花姑娘，讓他
們切身感受到棉花姑娘急切求助
和痛苦的心情，讀出棉花姑娘請
求的語調、語氣，加深了對文本
內容的理解、感悟。
2.堅持把識字教學貫穿教學全過
程。

《棉花姑娘》教學目標之一
，認識“棉、娘”等6個生字和
大字頭1個偏旁；會寫“病、醫
”等4個字。為達到目標，我在
教學中，一是讓學生借助漢語拼
音，讀準字音。一些較難讀準的
字音，請學生提出來，現場解決
。譬如“治、然”翹舌音，“燕
”前鼻音，“幹”多音字，我在
教學中讓學生反复拼讀，力求做
到人人讀得準、讀得好。二是堅
持隨課文識字。在指導學生讀課
文時，會認的字或者會寫的字在
哪一句出現，我就讓學生認真再
讀幾遍，並結合具體的語言環境
，引導學生理解字、詞的意思；
三是採取小組合作學習的形式，
讓學生利用各種方法識記字形。
如：去一去、加一加、添一添等
方法；四是堅持寫字訓練。每一
節語文課，凡是課文中要求會寫
的字，我都要求學生能正確書寫
，而且要求他們把字寫規範，寫
美觀。
3.堅持把立德樹人貫穿教學全過
程。

《棉花姑娘》是一篇童話，
寓生物常識於故事之中。教學中
，我深鑽了課文，正確把握教材
特點，通過指導學生正確、流利
地讀棉花姑娘與燕子、啄木鳥、
青蛙和七星瓢蟲的對話，使學生
了解到不同的動物能消滅不同害
蟲的科學常識。不僅如此，我還
在指導學生學習課文中，潛移默
化中對學生滲透愛的教育、保護
動物的教育。

培養學生語文核心素養
從走進學生的心靈開始
——《棉花姑娘》案例設計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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