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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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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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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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22體育圖片

新聞圖片

星期日 2017年6月25日 Sunday, June 25, 2017

隆多執教青年球隊隆多執教青年球隊99勝勝00負奪冠負奪冠 聯
合
會
杯

聯
合
會
杯

葡
萄
牙

葡
萄
牙11 --

00

俄
羅
斯

俄
羅
斯

哈雷賽蒂姆止步茲維列夫晉級哈雷賽蒂姆止步茲維列夫晉級

英國皇家阿斯科特賽馬會舉行英國皇家阿斯科特賽馬會舉行 眾女眾女““帽帽””美如花美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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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法國，，法國威龍法國威龍(Vaylon)(Vaylon)公公
司研發了壹款名為司研發了壹款名為““飛馬飛馬””
(Pegasus)(Pegasus)的飛行汽車的飛行汽車。。近日近日，，飛飛
行員布魯諾行員布魯諾··維佐利駕駛該汽車進維佐利駕駛該汽車進
行了試飛行了試飛，，並成功飛躍了英吉利並成功飛躍了英吉利
海峽海峽。。

國際瑜伽日國際瑜伽日 尼泊爾民眾雨中秀瑜伽尼泊爾民眾雨中秀瑜伽

國際瑜伽日國際瑜伽日，，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細雨蒙蒙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細雨蒙蒙，，但擋不住民眾練瑜伽但擋不住民眾練瑜伽
的熱情的熱情。。圖為尼泊爾民眾在練習瑜伽圖為尼泊爾民眾在練習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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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6強輕取日本名將松平健太
後，世界排名第7的黃鎮廷

24日在8強面對另一日本球手吉田
正樹未受太大考驗，直落4盤以
11：9、11：4、11：6及11：5取
勝躋身四強，不過其後在男單準決
賽，以2：4不敵德國球手奧恰洛夫
無緣決賽。由於賽事不設季軍戰，
故黃鎮廷為港增添一面銅牌。

丁寧發燒仍堅持上陣
女單方面，國乒則包攬全部4

強席位。其中，國家隊“一姐”丁
寧勢如破竹，8強面對日本超新星
平野美宇，打出一面倒的強勢，丁
寧首三局均贏得非常輕鬆幾乎未給
予對手任何機會，以11：2、11：4
及11：5連下三城。雖然平野其後
以11：6扳回一城，不過第五局經
過激戰後，丁寧以12：10再取一
局，以4：1淘汰對手晉身4強。

平野美宇早前在亞乒賽連勝三
員國乒大將、最終封后震驚乒壇，
丁寧今次以極具說服力的表現擊敗
平野可算是為國家隊女乒正名，前
國家隊隊友郭焱更透露丁寧是帶病
上陣：“丁寧比賽前一晚還發燒到
37度，24日身體還沒有好轉，不過

她還是堅持出場。”
至於女單另三場半準決賽，則

全部由國乒獲勝：陳夢以4：3淘汰
隊友朱雨玲。劉詩雯以4：1逆轉日
本的石川佳純，16歲小將孫穎莎以
4：0淘汰新加坡名將馮天薇。

16歲孫穎莎一鳴驚人
其中，孫穎莎更在短短一周

內，從模仿平野美
宇的四名陪
練 之 一
晉升為
人們眼
中的中國女
乒未來之星。一周
前的日本公開賽，她也曾以
4：1擊敗將滿30歲的馮天薇，
並最終在女單決賽中擊敗早已在國
乒女隊主力層站穩腳跟的隊友陳
夢，贏得其運動員生涯中的第一個
世巡賽單打冠軍。
“賽前我做了很充分的準備，

知道對手不好打，而且對方已經知
道我是什麼球了，”孫穎莎說，
“不過這次我發揮得比日本公開
賽對她那次要好，把平時訓練的

東西都打出來了， 今天狀態也不
錯。”
晉升國家一隊半年，儘管一再

謙虛地表示中國女乒主力層“現在
都很強”，但16歲的她仍忍不住表
露心跡：“肯定希望能盡快進入主
力層，但還是要一步一步走，要加
倍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身為

港乒男單“一哥”，黃鎮廷於國際乒聯世

界巡迴賽最高級別賽事的中國公開賽繼續

有良好表現，24日淘汰日本球手吉田正

樹闖入男單4強，加上早前杜凱琹／李皓

晴於女雙亦收穫一面銅牌，港隊

於今屆中國公開賽有兩面獎牌進

帳，成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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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乒名將張繼科先後傷
退中國公開賽男單及男雙賽事，
這已是這名29歲的大滿貫冠軍近
半年來的第三次公開退賽。
里約奧運會載譽歸來，張繼

科沒有像很多人預見的那樣選擇
退役，而是在休整多月後帶傷歸
隊，不過他的復出之路也同許多
功成名就但仍選擇堅守的老將一
樣充滿曲折。
由於去年10月底在錄製某網

絡綜藝時意外扭傷左腳腳踝，張
繼科的身體狀況長期未能達到競
技要求，年初恢復規律訓練後，

每當加量傷腳都會腫脹，2月間
參加卡塔爾公開賽時便因發燒退
賽，3月初的隊內“直通”選拔
賽時又因腳傷退賽。

永遠可以期待奇跡
半個月前的杜塞爾多夫世乒

賽上，張繼科雖未退賽，但單打
輸給了韓國隊選手李尚洙，世乒
賽止步男單第二輪，李尚洙更是
在賽後直言，張繼科的水準“大
不如前”。
事實上，作為從不以穩定著

稱的比賽型選手，張繼科早在

2016年奧運會之前便被屢次唱
衰，但就像前國乒總教練劉國梁
說的，“對於張繼科，你永遠可
以期待奇跡”。在里約，他不但
與馬龍“會師”男單決賽，男團
比賽也堅持到最後，決賽前夜傷
痛到無法入睡還不肯告訴教練，
唯恐不讓他上場。
然而激賞其堅韌之餘，“運

動規律”四字難免自動跳進話
題。當人的精力、體力不足以支
撐最高強度的輸出時，科學訓練
與尖端醫學能幫到的，並不是那
麼多。 ■新華社

張繼科接連傷退 走到十字路口？

香港
文匯報訊
（ 記 者
潘志南）
香港“跳
遠王子”
陳銘泰因
正處改跳
姿階段，
24日午在
香港將軍
澳城市田
徑聯賽首
日賽事，
只 跳 出
7.50 米屈
居亞軍，負於菲律賓選手。
內地代表廣東隊與菲律賓、韓

國、中華台北及澳門等多隊參加這
次城市田徑賽，但受天雨影響，原
定24日晨舉行的女子跳高，只得楊
文蔚一人到場，其餘三選手棄戰，
令比賽因人數不夠被迫取消。
陳銘泰在下午進行的跳遠賽

事，表現欠佳，六跳五犯，只能藉
第二跳的7.50米獲得銀牌。“泰
仔”承認與改變跳越動作有關，新
動作是初段慢最後5米加速，這會
在踏板起跳時跳得更高更有力。他
表示不滿意24日不穩定的表現，相
信下月印度世錦賽時會有改善。

■陳銘泰僅跳出7.50米
的成績。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 攝

■■丁寧淘汰平野美宇丁寧淘汰平野美宇，，一雪亞一雪亞
乒賽敗北之恥乒賽敗北之恥。。 ITTFITTF圖片圖片

■■張繼科因傷接連在男單及男雙退賽張繼科因傷接連在男單及男雙退賽。。 新華社新華社

■■黃鎮廷在中國賽表
現出色。 ITTF圖片

■■1616歲的孫穎莎歲的孫穎莎
殺入四強殺入四強。。新華社新華社

據接近英超曼聯的人
士透露，曼聯引進莫拉達
的努力最近取得進展，但
仍未同西甲皇家馬德里敲
定轉會金額。
據外電報道，伊巴謙

莫域因傷離開曼聯之後，
“紅魔”主帥摩連奴急需
一名鋒線射手，他選中了
莫拉達。曼聯同莫拉達的
個人談判應該問題不大，
因為後者希望能去曼聯。

現在有可能阻礙莫拉
達加盟曼聯的是C朗，這
位葡萄牙球星最近因為稅
務問題情緒欠佳，一直吵
嚷着要離開皇馬回曼聯。
如果他要去曼聯，那可能
意味莫拉達就要留下。不
過西班牙媒體認為C朗離
開皇馬的可能性不大。

朗尼傳下季無隊長做
另有傳言稱，朗尼目前在曼聯

的周薪高達30萬英鎊，他拒絕降
薪走人，而至今沒有一支球隊願意
為他支付這麼高的工資。在收入和
踢球之間，朗尼或選擇前者。另
外，據英國《太陽報》披露摩連奴
下季打算撤掉朗尼的隊長袖標。在
摩連奴的計劃中，曼聯下季的隊長
應該由以下三人擔任：卡域克、靴
里拉、保羅普巴。

卡域克考慮下季退休
此外，35歲中場卡域克雖然

早前和曼聯續約1年，但坦言有機
會在下季後退役。對於可能是自己
最後一個球季，卡域克希望曼聯可
以重返英超前4，以及贏得更多冠
軍：“像曼聯這樣的球隊，是需要
參加歐聯的，而且要爭標。”同
時，“紅魔”24日官方已經宣佈
小將夏洛普將離隊加盟英冠球隊普
雷斯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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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達傳想加莫拉達傳想加
盟曼聯盟曼聯。。法新社法新社

陳銘泰改跳姿
城市賽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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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訪問學生章瑩穎失蹤多天
芝加哥總領館及各界人士高度關注芝加哥總領館及各界人士高度關注 聯邦調查局已介入調查聯邦調查局已介入調查

（本報記者/劉潔媚/整理報導）
當地時間6月9日下午，伊利諾伊大
學香檳分校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
（Yingying Zhang, 27歲）外出辦事途

中失蹤，當地警方、學生學者、華僑
華人已全力投入搜索。據悉，頭戴一
頂深色帽子，戴眼鏡、身穿白色或淺
粉色的長袖襯衫及淺色牛仔褲，白

色運動鞋、棕色齊肩短髮的章瑩穎
於9日下午離開實驗室大樓前往位
於 林 肯 大 道 上 的 公 寓 單 位 One
North簽訂新合約時，坐上一輛深色
Saturn Astra汽車後失蹤，至今仍處
於失聯狀態中，引起了國內外媒體
和華人社區的極度關注，同時聯邦
調查局(FBI)及其他相關執法機構
已全面接手章瑩穎失聯案調查，採
取各種手段全力搜尋章瑩穎同學
失蹤前所乘車輛，此事件已上升為
國際事件。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對章瑩
穎同學失蹤一事高度關注。余鵬副
總領事、僑務組長盧曉輝及教育組
工作人員前往伊利諾伊大學香檳
分校瞭解情況，希望當地警方和校
方加大搜尋力度，盡早獲得實質進
展。6月13日上午，余鵬副總領事
與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校長
Robert Jones、學 校 警 察 局 長 Jeff
Christense及警方相關人員舉行了
電話會議，繼續深入討論搜尋章瑩
穎同學的工作，積極配合警方調查
交換了意見，同時對校方、當地警
方、學校師生及志願者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的感謝。總領館與章瑩穎
同學的家屬保持溝通，全力協助家
屬申辦加急來美簽證。

如有任何關於章瑩穎的消息或線索
，請致電911或伊利諾伊大學警察局
217-333-1216，或請聯繫事件相關
人員:
國內聯繫人：趙女士 18201544013；
吳 女 士 ：
18001376867；
美國聯繫人：警官
Sergeant Bradley
217-333-1216；管先
生：609-647-1368；
李 先 生 ：
301-256-6247。
留學生如何確保人
身安全，平安留學尤
其重要，建議外出時
盡量結伴同行，關注
當地治安情況，保持
與家人、同學溝通聯
繫，不要輕易上陌生
人的車，乘搭 Uber
前要核對司機信息
等。若遇到緊急事，
可致電外交部全球
領事保護 24 小時熱
線：+ 86-10-12308
或
＋ 86-10-59913991
（北京），芝加哥領區

：312-805-9838。
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出力，一起努力
找尋章瑩穎同學的下落，也祝願章
同學平安歸來！

余鵬副總領事余鵬副總領事((左二左二))、、僑務組長盧曉輝僑務組長盧曉輝((左三左三))及教育及教育
組工作人員前往組工作人員前往UIUCUIUC與校方瞭解案情與校方瞭解案情

芝加哥總領館高度關注章瑩穎失蹤一案芝加哥總領館高度關注章瑩穎失蹤一案,,與美警與美警
局保持密聯絡局保持密聯絡,(,(右一為右一為))余鵬副總領事余鵬副總領事

可疑車輛可疑車輛：：黑色土星雅特黑色土星雅特

失蹤的章瑩穎同學照片失蹤的章瑩穎同學照片,,請大家關注請大家關注
失蹤前的章瑩穎同學最後身影失蹤前的章瑩穎同學最後身影

僑社要聞僑社要聞

你的房屋有任何問題你的房屋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絡歡迎與我們聯絡

我們提供我們提供((免費估價免費估價))服務服務！！

NuvohausNuvohaus
Home Improvement, Inc.Home Improvement, Inc.

我們有專業經驗的團隊為您服務我們有專業經驗的團隊為您服務,,到你滿意為止到你滿意為止!!
歡迎來電歡迎來電：：224224--717717--14871487((中文中文))

847847--808808--02340234((英文英文))
www.Nuvohaus.comwww.Nuvohaus.com

＊颶風、冰雹受損 ＊龍捲風受損
＊室內霉菌去除 ＊房屋損害重新修復

服務項目: 世界獎杯獎牌公司

★特別水晶制品
★獎牌．獎杯．獎座．獎章
★運動紀念牌．紀念品．名牌

特別當日取件服務

4322 W. Lawrence Ave., Chicago, IL 60630
Tel: (773) 777-1392 Fax: (773) 777-1276

Toll-Free:877-777-3993 E-Mail: worldtrophy@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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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李克勤、JW（王灝兒）及 Dear
Jane 24日到香港旺角出席《太陽計
劃2017》揭幕禮，其中克勤更聯同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及一眾主禮嘉
賓主持“同行抗毒強者本色”儀
式。

快將舉行個唱的克勤，表示演
唱會已加開至七場，他很多謝大家
支持，不知會否再加場，因之後還
有其他歌手，公司仍在斟洽中，機
會是五十五十。問到是否已打破個
人個唱紀錄？克勤笑說：“不記得
啦，沒認真計過。”他直言因試過
1995年演唱會銷情欠佳，所以之後

每次開個唱都感到壓力：“我由構
思開個唱到賣票都很擔心，因試過
（成績）不好。雖然1995年後都開
過很多場，和阿倫、祖兒也開過，
都想過別累到人。”他又笑謂現時
集中火力搞《舊歡如夢》的問題，
要對症下藥。

怕仔煩擾放寬打機
問到暑假豈非沒時間陪兩個兒

子旅行？克勤指之前也去了東京五
天，出席活動前又買了籃球給兒
子。“小朋友多點戶外活動較好，
不應躲起來打遊戲。打遊戲和毒品
一樣，我都喜歡打遊戲，打遊戲不
是不好，但要適可而止。”又透露
兩兒都有手機，他會限制兒子每日
只可玩半個小時，但有時出街為了
有餐安樂茶飯吃，都會放寬讓他們
玩多一會。問到可擔心兒子胡亂上
網？克勤直言都會，也有叫他們別
上載私人東西。

JW蜜運身形發福
23日晚克勤與太太盧淑儀出席

補祝李嘉欣生日的飯局，他表示一
班朋友每隔個多月就會有一次聚
會。問到送什麼禮物給嘉欣？克勤
說不用送，“什麼都沒有，都是吃
餐飯，閒聊一下。”除忙於綵排演
唱會外，克勤透露稍後還有份演出
回歸騷，他形容今次很大陣仗，未
知到時會否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

身形發福了一點的JW，被問到
是否因有愛情滋潤所致？她笑着承
認：“都有點關係，還有大會件衫

太細件。我們都有做Gym，吃得好
Clean，不過每個月都有幾餐吃好
些。”她透露下月將推出新專輯，
問到可有信心打破《矛盾一生》的
成績？“很難，因《矛盾一生》是
上天賜的禮物，不知有否那麼幸運
會有第二首。”又指下半年將與吳
業坤合作舉行一個免費音樂會，主
要是跟歌迷聚會，希望明年有機會
開個唱。

個唱備受追捧 克勤有望再加場

■李克勤的演唱會已加至七場。

■JW得到愛情滋潤，身形也圓潤起
來。 ■■Dear JaneDear Jane四子也來支持活動四子也來支持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氣勢如虹的電影
《原諒他77次》不僅在香港創出近千萬
（港元）佳績，即使在勁敵《變形金剛》力

壓之下，在內地上映首日也成為華語片票房
冠軍，無論場均人次及評分皆成為首位，對
於邱禮濤導演及劇組上下實在是一大鼓舞。

除了各演員連日來在香港四出謝票之
外，主創蔡卓妍（阿Sa）及衛詩雅亦忙於
內地走路演，實行兵分兩路。阿Sa率先到
廣州及東莞走路演，第三站與衛詩雅一同來
到深圳，24日衛詩雅到珠海成為路演的最
後一站。連日來影迷及粉絲都非常熱情，更
有粉絲連走4天為主創打氣。阿Sa對於電影
有好成績表示興奮及高興，笑言有否續集就
靠大家繼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趙勁皓（King）跟盧頌
之（DaDa）23日晚為女兒踢踢舉行百日
宴，其經理人公司老闆王祖藍亦有百忙中抽
空到場恭賀二人，可惜因中途遇上大塞車，
結果在開席前一刻才趕到現場。

阿King見老闆風塵僕僕仍趕到自然相
當感動，除了介紹自己及DaDa家人予祖藍
認識外，更與祖藍大談未來工作大計，其間
祖藍大讚DaDa與父母長像一模一樣，逗得
DaDa雙親十分開心。問到祖藍送了什麼厚
禮賀阿King時，他笑言：“我今日（23
日）兩手空空呀，我都怕有點不好意思。我
遲點會送張嬰兒床給他們，因為他們說趕緊

搬入新家。”
而向來不

善 言 辭 的 阿
King23 日晚鼓
起勇氣上台致
辭，不過由於
半帶醉意及有
些不自在，最
後要“急Call”
DaDa上台“營救”，成功掀起全場高潮。
DaDa則被另一半的失驚無神求救舉動逗到
漲紅了臉，二人更在台上笑個不停，十分可
愛。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連續下了十幾日
雨，令到黎明（Leon）心情忐忑不安，皆
因他將於下月1日與張智霖、陳小春在中環
海濱活動空間開戶外秀。24日Leon以“明

福俠”現身facebook，留言：“太陽叔叔，
我們愛死你”，又拍片大唱：“祈求7月1
號太陽叔叔非常愛…我們，太陽叔叔愛我
們，就會陽光普照，我們愛死你。”

《原諒他77次》內地上映成黑馬

趙勁皓趙勁皓女兒百日宴祖藍兩手空空到賀空到賀

黎明化身明福俠“呼喚”太陽

■■阿阿SaSa、、衛詩雅跟內地影迷自拍衛詩雅跟內地影迷自拍。。

■■祖藍祖藍（（右右））
賀趙勁皓弄瓦賀趙勁皓弄瓦
之喜之喜。。

■■成員教粉成員教粉
絲擺出絲擺出““可可
愛愛””甫士甫士。。

■■成員們模仿粉絲的舞步成員們模仿粉絲的舞步。。

■■粉絲迫滿商場幾層樓粉絲迫滿商場幾層樓。。

■Morning娘全員24日
現身銅鑼灣。

日本組合Morning娘24日出席“皇室
堡×《Morning Musume。'17 Live

Concert in Hong Kong》記者會”，引來
大批粉絲到場支持，粉絲們手持熒光棒及
高舉印有Morning娘全員的扇子，在場歡
呼迎接偶像，場面熱鬧。

雖說記者會遲了近40分鐘才開始，
但一眾粉絲仍耐心等待，現場更有不少日
本粉絲特意到港支持偶像，粉絲們更不時
練習口號和自拍。13位身穿紅色閃片套
裝裙的Morning娘終於出場！一出場，全
場粉絲即尖叫歡呼。這次是Morning娘首
次訪港，有粉絲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偶像後
感動得眼濕濕。

讚港迷夠大聲更熱情
Morning娘出場後，成員們隨即進行

祝酒儀式，預祝25日晚舉行的演唱會成
功。其後，全體成員即用廣東話跟大家打
招呼：“大家好，我們是Morning Mu-

sume！”隨即歡呼四起。被問到首次在
港開唱有何感覺？她們指十分高興在新成
員加入後以新形式在港開秀，更透露已為
25日晚的演唱會特別選擇歌曲送給港
迷，Morning娘更表示香港的粉絲“夠大
聲”，與日本粉絲相比顯得較熱情，更有
成員指希望可到女人街和海洋公園拍照和
玩樂，以及品嚐香港的地道美食蛋撻、平
安包、蝦餃等。

在與粉絲互動的環節中，有幸運粉
絲在台上即席表演跳舞，然後Morning娘
再模仿粉絲的舞步，更由現場觀眾選出表
現最好的粉絲後與偶像共舞，有粉絲一上
台望見偶像後更不禁感動落淚。而在粉絲
跳舞期間，Morning娘更不斷讚歎粉絲們
十分厲害。

最後，Morning娘成員更向粉絲傳授
“擺姿勢”的秘技，教粉絲擺出性感、可
愛和高傲的姿勢，逗得全場粉絲十分高
興。

成立成立2020年首襲港年首襲港 粉絲迫爆商場粉絲迫爆商場
MorningMorning娘娘
搞哭搞哭粉絲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張美婷）成立了二十周年

的日本人氣女子組合早安少

女組（Morning娘）24日現

身香港銅鑼灣皇室堡，吸引

大批粉絲站滿商場幾層樓支

持。首次訪港的Morning 娘

跟港迷大玩遊戲，有粉絲第

一次近距離看到偶像後感動

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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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以軒臺北場婚禮在 23

日晚間於文華東方酒店登場，

圈內擁有好人緣的她，除了邀

來大咖，如任賢齊、韓星安宰

賢、房祖民、大小S、林依晨

、陳研希、明道等人，現場星

光熠熠。而工作室曝光豪氣伴

手禮，市值約12萬（約合2.7

萬人民幣），背後寓意更是甜

翻天。結束夏威夷婚禮，安以

軒臺北場婚禮將於23日晚間

舉行。小倆口替賓客貼心準備

的伴手禮也隨之曝光，有甜蜜

蜜的馬卡龍、手機、香水、品

牌抗老膠囊，還有杯子，分別

有不同浪漫寓意。安以軒工作

室表示，由於伴手禮很多都是

特別量身訂制，比

較難估市價，總價

大約超過 12 萬。

而在 23 日的今天

，“小倆口許下

‘新願’（新願雅

頓精華），‘勾起

’（黑枸杞）‘壹

杯子’（miss tang

杯子）美好的回憶

，今生‘以’妳為

‘榮’（以妳為榮

香水），三生不負

‘韶華’（韶華飾

品）。”

離婚後隔天就載校花回家
袁惟仁見到記者很尷尬

據臺灣媒體報道，“小胖”袁

惟仁2016年年底與前妻陸元琪離

婚，簽字隔天就被曝載23歲校花

陳葳返家。

6月22日，袁惟仁出席“年度

十大專輯暨十大單曲”頒獎典禮，

並擔任頒獎人，下臺時見到媒體落

荒而逃。被問及感情狀態，他急著

說：“單身單身”，否認與校花之

戀，至於跟前妻有可能復合嗎？他

說：“沒想過這個事，好討厭妳們

這個問題。”6月22日，袁惟仁巧

遇記者，他急忙跑到電梯口按電梯

，可惜電梯遲遲未來，只好壹臉尷

尬的面對記者提問，不停驚慌說：

“謝謝妳們啦，沒問題了啦，我愛

妳們。”記者不顧他的示愛，繼續

追問財務及感情狀況，小胖說目前

經濟狀況好，正忙於新的音樂專案

，跟前妻和小孩都有聯絡，也會定

期探望。至於小孩學費，他說：

“當然，當然是我付。”

小胖去年年底被拍到載校花回

家，小胖馬上說現在自己單身，與

前妻沒有復合打算。袁惟仁面對問

題壹臉尷尬，嘴裏念說：“這電梯

怎麽這麽慢”，回答完壹輪問題後

終於等到電梯，他大呼：“救兵來

了！”而這匆忙的訪問，也是他離

婚後首次受訪。細節暴露個性細節暴露個性
陳建州雙胞胎兒子陳建州雙胞胎兒子22歲就會穿搭歲就會穿搭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陳建州與

範瑋琪婚後育有壹對雙胞胎，分別叫

飛飛和翔翔。兩個小朋友目前已經滿

2歲，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及主見。

陳建州6月23日透露，兒子現在

都自己挑衣服和鞋子穿搭，從壹些穿

衣上的小細節，就能看出孩子們個性

的不同。比如照片中的飛飛穿著印有

披薩的T恤，下半身條紋短褲配上白

色球鞋，上衣同時紮進褲子裏，給人

第壹眼印象就是斯文書生。翔翔則是

藍綠色T恤加上藍色系的Nike短褲及

球鞋，兩手同時各抓了

壹臺玩具車模型，走壹

個比較休閑的風格。

其實兩個孩子在剛

出生不久時，範瑋琪曾

透露如何分辨這對雙胞

胎兄弟，包括飛飛比較

活潑也比較霸氣，翔翔

相對淡定又愛笑。不過

隨著孩子漸漸長大，飛

飛雖然偶爾調皮，但變

得文靜了壹點，翔翔則

像陳建州壹樣喜歡搞怪

，兩個孩子正好壹個像

媽媽壹個像爸爸，而這

樣的個性也體現在了穿

搭選擇上，讓粉絲直呼

基因真的很神奇。

陳意涵與發型師男友分手
曾因吵架被鄰居投訴

據臺灣媒體報道，35歲女星陳意涵和33歲發型師男友Tom

相戀3年多，剛交往就被曝出陳意涵傻傻當小三的風波，但陳

意涵傻愛成金，還是回頭復合被她形容“處女座渣男”的Tom

，壹路風風雨雨走來，臺灣媒體日前接獲讀者爆料，陳意涵忙

著當導演，小倆口聚少離多，近期已經和平分手。

熱愛運動的陳意涵經常在臉書、微博秀出運動照，她曾po

文：“我想，人就是過的太舒服，所以找罪受，其實談戀愛也

是，人生啊，總是不能太順遂。”陳意涵把戀愛說成找罪受，

感情變化似有跡可尋。

臺灣媒體接獲讀者爆料，陳意涵和Tom已經和平分手，原

因是聚少離多，包括Tom經常跟著藝人工作，出國到處飛，陳

意涵自己也有多部戲要忙，即使都在臺北，也不壹定有時間見

面，感情難免變淡。

2014年底，陳意涵和Tom在釜山影展壹張公主抱的照片，

讓戀情曝光，陳意涵也大方認愛。但陳意涵前腳踏出國工作，

男方就帶另壹名設計師女友Eva進門過夜，因此爆出男方早有

交往5年的女友，讓陳意涵成了最傻小三。陳意涵當時在微博

接受網友訪談時，被問為甚麽單身？陳意涵說：“因為我不會

剪頭發。”網友問她處女座還是雙魚座男孩是渣男？陳意涵回

：“都渣。”正巧Tom就是9月3日出生的處女座，令人聯想她

是否暗諷劈腿的Tom是“渣男”？酸度滿點，看得出陳意涵恨

得牙癢癢的。

但劈腿事發不到半年，陳意涵和Tom在2015年甜蜜赴美看

NBA比賽，穿著情侶裝的合照，2人復合不言可喻。隨後陳意

涵多次被媒體直擊，和Tom在臺北街頭約會，不管是甜蜜牽手

，還是臭臉冷戰，都看得出兩人愛到情濃。卻可惜脫離不了

“小三魔咒”，Tom和前女友Eva還是生意夥伴，讓陳意涵經

常醋勁大發，2015年8月，就傳出因為2人經常吵架，被鄰居投

訴，甚至Tom還因控制不住情緒，出手爆捶鐵門，導致手受傷

。沒想到走過這壹路的風風雨雨，近日2人還是因為陳意涵工

作和聚少離多，而真的分手了。

陳意涵曾自曝是個很需要戀愛的人，甚至沒有空窗期，交

過的男友可以組壹支籃球隊，個性直爽大方的她，也宛如發電

機壹般，幾乎每拍壹部戲就有新的緋聞傳出。

陳意涵也是個敢愛敢恨的女子，與Tom復合時， “敢奮

不顧身的去愛去流汗，敢被討厭，敢接受事實，敢壹個人很快

活，敢2個人不怕受傷。”是陳意涵撼動天地的戀愛宣言。

但隨著年齡增長，陳意涵將重心轉向事業，也因此走向單

身女強人之路，她4月8日曾在臉書發文，半夜傳工作簡訊給同

事，同事竟然秒回，讓她“有壹種我們兩個這輩子都嫁不出去

的覺悟”，原來這也是陳意涵對自己感情狀態的感嘆。

針對陳意涵已經恢復單身，陳意涵的經紀人向臺媒表示：

“私人狀況無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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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節Day6：楊冪又憑《逆時營救》拿影後
“七小福”聚首成龍動作電影周 特技人工會成立

6月22日，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進行

到第6天，《變形金剛5》搶走了眾多觀眾的

註意力，電影節上熱鬧的發布會和論壇開始

明顯減少，上影節開始逐漸進入評獎頒獎模

式。

“成龍動作電影周”是每年上海電影節

的固定節目，今年頒獎禮上，《非凡任務》

拿下最佳特技、最佳動作指導、最佳動作新

人三項大獎，成為當晚最大贏家。楊冪憑借

電影《逆時營救》拿下了最佳動作女演員獎

。成龍監制，楊冪主演的科幻動作電影《逆

時營救》要等到6月30日才會和內觀眾見面

，但楊冪已經憑借這部電影中的表演拿下了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和成龍電影

周最佳動作女演員獎兩個表演獎，“文戲”

、“武戲”皆受到表彰。

頒獎現場，楊冪感慨獎杯握在手裏特別

沈重，“我從小到大合作了很多好的動作演

員和導演，也壹直在用動作演員激勵自己，

無論吃再多的苦，流再多的淚都不算什麽。

”除了獎項， 今年“成龍動作電影周之夜”

最大的亮點就是“七小福”聚首：洪金寶、

成龍、元彪、元奎、元華、元武、元泰壹同

亮相。七小福是京劇名武生於占元20世紀60

年代在香港開辦中國戲劇研究學院時所收的7

位門生的總稱。七小福由來源於於占元在壹

次京劇表演中，選了元龍（洪金寶當時的藝

名）、元樓（成龍當時的藝名）、元彪、元

奎、元華、元武（本名周元俊）、元泰七人

擔任《七小福》的主角。後來因為演出非常

成功，於占元借此組成七小福戲班。

進入電影屆後，七小福多年來壹直是香

港動作電影的中堅力量。

七小福成名58年後重聚，大家都很感慨

。成龍表示，師父師娘都已不在，洪金寶長

兄如父。洪金寶也說，這麽多年了大家還能

健健康康地相聚，真的是福氣。

當晚，中國電影家協會特技人工作委員

會在“成龍動作電影周之夜”宣布成立。成

龍表示，希望再不會有武行受傷沒人理的情

況，“我們已經不需要這個協會了，這是給

妳們後壹輩成立的。”

伍仕賢《反轉人生》發“三五得幾”MV
王祖藍魔性獻聲 男主角人生難題被曝光

今日，都市奇幻喜劇《反轉人生》發布原創宣傳曲

《三五得幾》MV，王祖藍與師弟陳子由聯袂開嗓，助

陣伍式喜劇最新力作，自帶魔性的超喜感曲風與劇情完

美呼應。《反轉人生》是伍仕賢導演繼《獨自等待》之

後再度推出的喜劇作品，在此之前，該片已經陸續曝光

了“百變土地婆”“我叫馬奮鬥”“原來妳是這樣的吳

彥祖”等多支制作特輯，男神、女神、笑匠齊聚的強大

陣容，奇幻感爆棚的逗趣故事，令人對伍式喜劇的爆笑

歸來期待不已。

在《三五得幾》MV中，王祖藍、陳子由鬼馬出鏡

，面對三五得幾的考問，兩人競相大呼：“三五得幾？

是不是四十壹？難道是七十七？幹嘛逼我做這道難題！

”魔性的歌詞配合朗朗上口的rap節奏。同樣被此題逼

到險些崩潰的還有影片的男壹號夏雨。夏雨飾演的保險

業務員馬奮鬥意外得到有求必應的土地婆閆妮的神奇點

撥，19個不靠譜的願望被壹壹實現。豈料，願望成真

的過程堪稱壹半是驚喜，壹半是驚嚇，馬奮鬥智商瞬間

離線，驚呼“三和五長什麽樣？”這壹爆笑橋段也被呈

現在了MV中，歌詞與劇情無縫對接，喜感爆棚。

除夏雨、閆妮、潘斌龍、宋茜之外，吳大維、郭凱

敏、李勤勤，寧靜、包貝爾、李靜、雷佳音、景崗山、

田雷、英達、肖劍等多位知名演員也在MV中悉數亮相

，更加全面的人物關系反而引發了更大的猜想，劇情懸

念陡增：本該和馬奮鬥是壹對兒的姍姍（宋茜 飾）為

何會與神秘男子（吳大維飾）親密同框？任性的土地娘

究竟幫馬奮鬥實現了多麽離譜的願望，才會讓他瞬間石

化，驚詫不已？

6月30日，《反轉人生》將在全國公映。

“逆時營救”曝主題曲MV《歲月神偷》
周筆暢獻唱戳淚點 楊冪為救兒子和霍建華拼命

由成龍監制，楊冪、霍建華領

銜主演，金士傑、劉暢、張藝瀚主

演的科幻動作電影《逆時營救》將

於6月30日全國公映。

除了三個楊冪鬥霍建華的科幻

劇情，緊張過癮的動作戲份外，楊

冪和張藝瀚的“母子情”也讓許多

觀眾感動不已。因此，電影也力邀

到楊冪多年的閨蜜周筆暢，為《逆

時營救》傾情獻唱主題曲《歲月神

偷》。今日，《歲月神偷》暖心MV

重磅發布。

電影中，楊冪為了營救被霍建

華綁架的兒子，逆轉時間回到過去

。MV開端，楊冪與張藝瀚的對話

“時間，抓住就好了”也暗含電影

“珍惜時間”的願望。周筆暢細膩

動人的聲線，配合著電影溫馨又虐

心的電影片段，令人對電影中這對

母子的境遇十分揪心。

電影中，楊冪飾演壹位單親媽

媽，為了營救被霍建華綁架的兒子

，冒著生命危險不斷逆轉時空。今

日曝光的MV也悉數出現了電影中

母子二人的溫馨鏡頭

，睡前講故事、看人

工彩虹，畫面十分溫

馨。同時，MV中也

出現了此前路演中最

令觀眾戳淚的鏡頭

——2號楊冪與張藝

瀚打電話告別，楊冪

強忍淚水對張藝瀚說

：“媽媽愛妳，媽媽

永遠都愛妳”，楊冪

的淚目，張藝瀚的天

真無邪，暖心又虐心

。

此前，楊冪曾表

示這場戲是積攢了足

夠的情緒才拍的，並

且壹條就拍過了，楊

冪也坦言，“情緒到

位了，需要壹次爆發，如果當時要

再來壹條，就可能演不了了。”從

映後觀眾的反饋來看，楊冪的情緒

也感染到了大家，“女子本弱為母

則剛，媽媽能為孩子付出的，永遠

超出妳的想象。”

據悉，今日曝光的《歲月神偷

》這首歌曲改編自金玟岐的經典之

作，並進行了重新編曲。周筆暢的

淺唱低吟，以溫柔又細膩的聲線戳

中人心。而《歲月神偷》這首歌，

放在楊冪周筆暢這對閨蜜身上也同

樣適合。楊冪和周筆暢是圈內大家

所熟知的好閨蜜，兩人多年的友情

也壹直為網友津津樂道，此次周筆

暢為楊冪主演的電影獻唱主題曲也

引來不少網友圍觀，還有觀眾調侃

這次在MV裏兩人“神同框”了。

楊冪周筆暢這對閨蜜的相處模

式，也可以用“互黑互懟”來概括

，楊冪前不久曬出與周筆暢的聊天

記錄也引來許多網友的討論——楊

冪要去演唱會掀裙子，筆筆則放言

要抓胸，兩人無論是在節目上還是

生活裏都互相吐槽毫不留情，不過

也足以看得出兩人深厚的友情，十

分有愛。

據悉，電影《逆時營救》由成

龍監制，楊冪、霍建華領銜主演，

金士傑、劉暢、張藝瀚主演，將於6

月30日全國上映。

攝影大師李屏賓推新作《在流放地》
中力影業亮相上海電影節曝光片單

6月22日晚，中力影業舉辦戰略發布會並
曝光2018片單，中力影業創始人兼CEO韓天，
青年導演、編劇張琦、新銳編劇林夢等到場。
發布會上，中力影業發布了 2018 年主打電影
《在流放地》、網劇《M公館》等項目計劃，
還包含《最佳劇本》、《無名之聲》等儲備項
目。

其中，由張琦執導、攝影大師李屏賓加盟
的電影《在流放地》成為最大看點。電影將於
2018年1月開機，年末上映。

《在流放地》作為壹部藝術電影，是中力
影業原創電影作品的開山之作。故事講述了壹
個生活在單親家庭中的女孩，在父母離婚之後

跟隨母親從銀川來到重慶生活。隨著女孩的日
漸長大，她見證了母親的壹段戀情，也有了自
己的第壹次情竇初開，她開始想去找尋她的父
親，踏上了去往銀川的路程。卻在最後放棄了
這個選擇，留在重慶繼續生活。

張琦表示，電影創作的初衷是要表達壹種
屬於當代人的“孤獨感”，他說“我感覺人生
來是殘缺的，有的人生性孤僻，這種孤獨的情
感讓我好奇”，公司CEO韓天也表示，公司之
所以從市場相對小眾的藝術電影類型著手，更
重要的也是為了孵化更多優質內容，為中國電
影註入更多新生力量。

用導演的話說，文藝片是有情懷的電影，

如今的電影市場已逐漸趨於穩定，也為文藝片
提供了相對平和的土壤。值得壹提的是，該片
還吸引了著名制片人柯峰、美術指導黃文英、
剪輯指導廖慶松等業內大咖加盟。

中力影業CEO韓天表達了對公司未來的期
許和對行業形態的認識，他表示，中力影業在
內容產出方面，角度更加倚重於當下表達，旨
在通過年輕人的視角表達當下。

中力影業是由中力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孵化的青年影視公司，運營團隊以90後新生代
電影人為主，主要成員均畢業於清華大學、中
國傳媒大學、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
紐約電影學院等院校。

吳京吳京：：為了為了““戰狼戰狼22””主動要求被打臉主動要求被打臉
《《戰狼戰狼22》》曝搏命特輯曝搏命特輯 打造拳拳到肉動作戲打造拳拳到肉動作戲

被碎石擦傷眼睛，在高空管道

上不慎摔倒，被鋼板砸傷手臂，手

腕被卷進鐵鏈……拍攝《戰狼2》，

吳京全程拿出玩命的精神在拍戲。

《美國隊長3》的動作指導薩姆· 哈

格裏夫說：“這是壹部動作電影，

無論妳做多少防護，受傷肯定會發

生的”，但拳拳到肉還不夠，吳京

直接要求對方打自己的臉，“當重

拳落到妳的臉上，那種真實的痛感

，能更刺激觀眾的情緒。”

除了動作，吳京在武器的運用

上也十分大膽，不僅讓坦克近距離

追逐自己，還堅持使用真槍和空包

彈拍攝。考慮到安全問題，最開始

美方動作團隊是拒絕的，直到吳京

現場通過實驗向大家證明已控制在

安全範圍內，專業程度令人佩服。

電影《戰狼2》將於7月28日與全國

觀眾見面。

“動作戲的部分都會拳拳到肉

，每個動作都是百分之百真實”，

為了讓場面動作更加國際化，這次

還請到了《美國隊長3》的動作指導

團隊，與香港團隊壹起完成《戰狼2

》的拍攝。

經過短時間的磨合，雙方配合

十分默契，但當吳京要求動作指導

薩姆· 哈格裏夫用拳頭打自己的臉時

，對方驚呆了，“好萊塢演員是很

少允許被打臉的，當我做這個要求

時，對方說No，他們不理解為什麽

要真打。”吳京卻認為，當重拳落

在妳的臉上，那種真實的痛感，能

更刺激到觀眾的情緒，“我想讓觀

眾看完電影覺得值回票價”。《戰

狼2》中每壹場戲吳京都親力親為，

他認為，“使用替身的時候，很容

易穿幫，也會給攝影師帶來不便。

替身可以幫妳完成動作，但不能幫

妳完成情緒，我帶著冷鋒的情緒去

完成的動作，才是最真實的東西，

才能打動觀眾。”

有壹場戲，吳京要在十幾米高

的鋼管上跑，但是因為天太冷，綁

上威亞之後大腿抽筋了，“管子就

那麽大，抽著筋跑的時候，就滑下

去了。”被重撞壹下，只是簡單處

理了傷口，吳京就繼續跑，壹口氣

跑了10次，直到所有細節達到要求

才停止。

為營造槍戰真實感，吳京堅持

使用真槍，但流程規範嚴格的美方

團隊考慮到安全問題曾不敢讓他使

用。

即使是空包彈，近距離威力還

是很大，在特種部隊專業訓練過18

個月的吳京，對槍支有著專業的把

控，他拿了壹張紙和白板對著開槍

，從5米試到半米，通過紙的破壞

程度和白板上的火藥殘渣測試殺傷

範圍，向大家證明槍支距離全部被

控制在了安全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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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訪問休士頓表彰僑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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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之具體貢獻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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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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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台生先生等台灣僑方台生先生等台灣僑
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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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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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嚴來興博士與嚴來興博士、、王敦正夫人王敦正夫人、、方台生夫人方台生夫人、、南科鄭南科鄭
秀絨主秘秀絨主秘、、洪明奇院士洪明奇院士、、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南科林秀貞南科林秀貞
組長合影組長合影。。

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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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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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台灣僑領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等台灣僑領，，表彰他們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科技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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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洪明奇院士洪明奇院士、、王敦正夫人王敦正夫人、、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見證科技組游慧光組長見證。。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頒發感謝狀予前台商會長方台生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頒發感謝狀予前台商會長方台生、、
表彰他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表彰他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洪明奇院士洪明奇院士、、
陳姍姍陳姍姍、、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科技科技
組游慧光組長觀禮組游慧光組長觀禮。。

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代表與會僑領致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代表與會僑領致
詞表示詞表示，，他一直致力於台美學術研究合作他一直致力於台美學術研究合作
推動推動，，舉凡促進互訪交流舉凡促進互訪交流，，以及支持學生以及支持學生
的研習的研習。。僑胞們十分關注政府目前所推動僑胞們十分關注政府目前所推動
之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之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LEAPLEAP博士創新博士創新
之星計畫及之星計畫及LIFTLIFT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等計畫等計畫，，希望希望
大家能出一份大家能出一份
力量力量，，共同為共同為
台美科技研究台美科技研究
合作推動及台合作推動及台
灣高階人才培灣高階人才培
育一起努力育一起努力。。

嚴來興博士嚴來興博士、、科技組游慧光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洪明月洪明月、、南科南科
林秀貞組長林秀貞組長、、曾女士參加記者會曾女士參加記者會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首先致詞感謝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等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首先致詞感謝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等66位僑領位僑領
以私人捐款及對應基金以私人捐款及對應基金(matching funds)(matching funds)方式共募集方式共募集2222萬美元支持台美合萬美元支持台美合
作培育台灣新型態產業發展所需高階人才作培育台灣新型態產業發展所需高階人才、、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蘇芳慶科技部蘇芳慶
政務次長及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出席政務次長及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蔡少正司長出席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表彰僑領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表彰僑領
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不遺餘力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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