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0月17日 星期三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8

BB11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门店地址/电话: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281)-201-8186

方太客服微信

现在只要 $699

鄭 家 晴 律 師鄭 家 晴 律 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專精各種移民相關案件專精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尋求最適當的方案尋求最適當的方案
電話電話:: 713713--627627--30003000
chengkate@ymail.comchengkate@ymail.com
地址地址:: 4151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60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2777027
((位於位於5959號公路號公路WeslayanWeslayan出口出口))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三 2018年10月17日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8

尼泊爾兒童玩轉竹竿秋千尼泊爾兒童玩轉竹竿秋千 喜迎德賽節喜迎德賽節

壹位少年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壹個空地上蕩秋千壹位少年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壹個空地上蕩秋千，，並做起了自並做起了自
己擅長的姿勢己擅長的姿勢。。德賽節的氛圍在尼泊爾已經逐漸濃厚德賽節的氛圍在尼泊爾已經逐漸濃厚，，人們會在空地上人們會在空地上
用竹竿架起高高的秋千用竹竿架起高高的秋千，，

葡萄牙鬥牛表演驚險刺激葡萄牙鬥牛表演驚險刺激
演員被牛撲倒在地演員被牛撲倒在地﹁﹁傳

統
傳
統++

科
技
科
技
﹂﹂
助
流
失
海
外

助
流
失
海
外

珍
貴
壁
畫
初
次

珍
貴
壁
畫
初
次

﹁﹁回
家
回
家
﹂﹂

山西太原美術館，民眾慘觀流失海外的千年永樂宮壁畫《朝元圖》，這幅巨型壁畫是借助
高科技手段按照1:1的比例還原制作，遊客可近距離欣賞。此次“千年壁畫百年滄桑壹壹古代
壁畫暨流失海外珍貴壁畫再現傳播與展示”展首次在中國展出，80余件流失海外至今未歸的古
代壁畫以新面貌初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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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眾多國家和地區精心組織

企業參展。來自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的

統計數據顯示，報名參加進口博覽會的

2800多家參展企業覆蓋了超過50個“壹

帶壹路”相關國家和地區。

塞內加爾：甄選優質企業赴華參展
塞內加爾從政府到民間高度重視首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希望利用此會

契機向中國廠商和顧客推薦塞內加爾，

促進兩國貿易持續發展。

塞總統馬基· 薩勒表示，塞與非洲將

全力支持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塞貿易部

長高度贊賞中國創辦進口博覽會，對中方

的邀請表示誠摯感謝，認為塞內加爾可以

借助這壹盛事展示其在出口領域特別是與

中國雙邊貿易方面取得的成就。塞貿易部

秘書長亦表示，塞方不會錯過這樣的盛

會，將高度重視、積極參展、高質組展。

為此，塞貿易部指定塞內加爾出口

促進署負責籌備政府及企業參展事宜。

現已有數家企業確認報名，參展商品主

要為農副產品、植物護膚品、手工藝品

等當地特色產品。促進署署長馬利克· 迪

奧普表示，促進署正在積極推進進口博

覽會參展工作，選擇塞內加爾優質企業

赴華參展。同時，塞內加爾政府部門也

將參加國家展區。

當前，塞正在積極推動振興計劃，

是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壹。此次

進口博覽會將是塞內加爾擴大對華出

口，增強兩國經貿合作的良好契機。迪

奧普還向廣大中國企業發出誠摯的邀請，

希望大家都能來塞內加爾展臺看看。塞

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消費水平正

在不斷提升。塞投資環境在非洲屬於上

乘，投資安全、回報率高。塞與世界各

國在農業、紡織業、手工業、漁業等都

有貿易往來，潛力無限，對此次參會充

滿期待。

匈牙利：用好主賓國身份吸引客商
匈牙利是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上中東歐地區唯壹的主賓國。匈牙利政

府把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視為繼續

擴大“壹帶壹路”合作的重要機會。

匈牙利外交和對外貿易部中國司司

長科瓦奇· 維多利亞對經濟日報記者說：

“匈牙利政府對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非常重視，對擔任主賓國感到非常榮

幸，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將親赴上海出席

有關活動。相信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

為參展國經濟合作帶來更多、更好的機

會。”

匈牙利國家貿易署負責博覽會匈牙

利國家館的參展工作。貿易署副首席執

行官高博說：“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雖

然是首次舉辦，但今後必將成為具有影

響力的常規展覽。我們的想法是與潛在

中國合作夥伴建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和

服務組合。中國組織國際進口博覽會表

明，中國願意擴大全球貿易合作，向世

界開放市場。我們希望匈牙利經濟以及匈

牙利中小企業能夠從這些努力中獲益，進

口博覽會將是壹個絕佳的合作機會。”

貿易署亞洲事務主管李夢依向經濟

日報記者介紹了目前匈牙利準備工作進

展情況。她說，匈牙利國家館將由5部

分內容組成，分別為文化、旅遊、投資

與貿易環境、科技創新和農業板塊，將

全面展示匈牙利獨特的文化旅遊資源，

優越的投資與貿易環境以及區域物流優

勢，希望能夠讓中國企業更多地了解和

認識匈牙利，吸引他們到匈牙利投資。

匈牙利希望借助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

巨大平臺，讓中國市場喜歡上匈牙利的

優質產品，為匈牙利找到更多的合作夥

伴。

保加利亞：企業將攜最好產品參展
保加利亞許多企業都對參加首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展現出濃厚興趣。從

保加利亞中小企業署（代）署長米內夫

的表述中就能感受到企業家們的熱情：

保加利亞企業將帶著最好的產品和服務

赴華參展。

據了解，保加利亞已有38家各類企

業報名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保加利亞企業屆時將展示他們最好的產

品，並積極開拓中國市場。

據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經濟商務

參贊處提供的信息，保中小企業署已與

中方正式簽署430平方米參展合同，其

中包括食品展位200平方米光地，化妝

品展位120平方米光地，服務貿易展位

110平方米光地。保加利亞參展企業涵

蓋了當地重要的知名品牌，其中包括17

家食品企業，知名玫瑰制品企業等11家

化妝品企業，圖像技術企業等9家服務

貿易企業，產品既有傳統的葡萄酒、乳

制品、蜂蜜、咖啡、玫瑰水、精油等，

也有旅遊服務、咨詢服務、IT技術服務、

會計服務、醫療服務等服務貿易企業。

此次具體負責組織企業赴華參展的

保加利亞中小企業署是保政府負責商業

咨詢及組展的專職部門，近年來積極參

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保中小

企業署經驗豐富，對此次組織參加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信心滿滿。

南非：展示國家形象和投資潛力
“如果南非企業家們需要為產品尋

找出口市場，那麽中國將是他們的不二

選擇。”南非知名媒體人士、獨立傳媒

外事新聞主編香農· 易蔔拉欣對首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充滿期待，“中國擁有

接近14億人口，未來5年還將進口超過

10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這對南非中

小企業來說是十分利好的消息”。

南非政府積極鼓勵本國企業把握此

次重要機遇，使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

為展示自己的絕佳平臺。南非小企業發

展部副部長馬特勒認為，中國擁有巨大

的市場，是南非產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

口。據不完全統計，南方屆時將有超過

20家企業參展，展位面積超過200平方

米。馬特勒還將率領壹個20人左右規模

的團隊前往上海參觀展覽，並在進口博

覽會結束後赴周邊城市與國內合作夥伴

開展商務對接。

作為南非負責此次參展事務的主管

部門，南非貿易與工業部對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高度重視。據貿工部出口促進

司副處長卡貝羅· 馬拉奇介紹，南非將充

分利用作為主賓國的身份，借此機會提

升本國企業和產品的知名度，同時全面

展示南非國家形象和投資潛力。貿工部

部長戴維斯將親自帶隊參展。對於符合

要求的參展企業，貿工部將提供多方面

資金支持，包括展位租金、展品物流費

用以及面向小微企業發放的國際旅費補

貼和夥食津貼等。

據了解，目前進口博覽會參展報名

工作已經截止。不過，南非企業的參會

熱情絲毫不減。不少南非工商界人士得

知錯過報名機會後，感到十分惋惜，希

望能夠申請參加下壹屆進口博覽會。為

滿足南非企業家們的訴求，目前中國駐

南使館已經開始為下壹屆進口博覽會做

準備。

新加坡：參展名額爆滿供不應求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新加坡當

地受到了政商各界的極大關註。新加坡政

府對此次博覽會高度重視，積極倡導本國

企業參與其中。目前，新加坡企業報名參

展積極踴躍，參展名額供不應求。

新加坡組展機構新加坡工商聯合總

會主席張松聲表示，首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是今年新中商貿合作的頭等大

事，是新加坡企業深入中國市場的良好

平臺。希望新加坡企業利用自身優勢積

極參展推介，把握住這個拓展中國市

場、實現企業國際化的契機。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兼文化、社區

及青年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對中國舉辦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也給予了高度

評價和期待。沈穎說，國際化是新加坡

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新加坡政府已推

出了壹系列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參加國際

展會。通過積極參與進口博覽會，新加

坡企業可以繼續拓展中國市場。新中也

可以借助進口博覽會的平臺進壹步深化

兩國“壹帶壹路”合作，推動“南向通

道”等項目取得新進展。

據了解，在新加坡政府的各項激勵

措施之下，當地企業紛紛踴躍報名參

展。早在今年5月底，已有逾百家新加

坡當地企業提交申請確定參展意向，致

使參展名額爆滿。經過新加坡工商聯合

總會的嚴格篩選，最終確定了涵蓋金

融、法律、物流、航運、醫療在內的服

貿、食品及農產品、智能和高端裝備等

諸多行業及領域的大型企業和具有代表

性的中小企業共約80家赴滬參展，展商

數量居東盟國家之首，參展面積超過

1400平方米。

新加坡館預計將向國際買家展示新

加坡在產品和服務方面的出口能力，包

括專業服務、本地生活產品和創新與高

科技器材等。

越南：期待優勢產品受到青睞
越南正積極準備參加首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有越南官員表示，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將促使越南企業積極拓展

中國和國際市場，進壹步推動越中貿易

穩定發展。

越南此次將作為主賓國參加此次博

覽會，並預計搭設256平方米的國家展

展位，209平方米農產區及36平方米服

務貿易區，重點宣傳越南國家形象，推

廣越南品牌和產品，加強優勢產品對華

出口。作為國家展的配套活動，中越雙

方還將共同舉辦中越企業對接會。

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胡鎖

錦表示，中越雙邊貿易繼續保持向好態

勢。根據中方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越

雙邊貿易總額已達911億美元，貿易不平

衡現象正在逐漸改善。目前已進入進博會

開始前的關鍵階段，相信越南作為主賓國

將在此次進博會上充分展示自身經濟社會

發展成就，同時這壹國家級平臺將不斷助

力中越經貿關系平衡穩定發展。

越南工貿部貿易促進局局長武伯富

表示，赴華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是2018年越南官方重要的貿易促進活

動，博覽會體現了中國政府擴大進口，

與周邊國家分享發展成果的良好意願，

越方對此予以高度評價。

攜最優質產品亮相 力促擴大對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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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市長特納執政團隊
的 前 新 聞 官 達 立 安. 沃 德
（Darian Ward）被指控利用其
職務之便，不當使用政府配置
的電腦、手機和郵件賬號進行
個人商業活動，最近被哈瑞斯
律師辦公室指控為二級犯罪。

達立安.沃德去年七月被
指控拒絕上交公共記錄，2014
年至 2017 年期間，“故意”
不當使用政府資源來獲得個人
利益，指控中的違規數額為
750美元至2500美元。

達立安.沃德今年一月份
已經辭去她的政府職務，並將
面臨輕罪指控，包括罰款1000
美元，入獄六個月的處罰。她
還被指控拒絕向記者公開涉及她個人商業活動的5000
頁的郵件內容。

達立安.沃德的律師對其當事人的做法給以肯定，
認為她的做法並沒有違犯法規。

特納市長前新聞官濫用公職謀私利遭指控

在最近的路透社“最具創
新大學”評比中，德州大學系
統在專利方面表現突出。

自 2011 至 2016 年期間，
德州大學系統一共申請了1023
個技術專利，並且有三分之一
的專利被專利辦公室接受，德
州大學系統在科學和新科技方
面的表現使之躋身於世界創新
前十名大學之列，超出杜克大
學和康納爾大學。

德州大學系統一共由 14
個教育機構組成，包括 UT

Austin, UT Dallas and UT San
Antonio。

在這項評比中，連續四年
排名第一的是斯坦福大學，其
中的項目包括Googled的聯合
創始人 Larry Page 以及 SpaceX
的創始人Elon Musk。

此項評比考慮的綜合因素
包括，大學專利的數量，專利
的成功比例，其他科學家引用
其專利的次數，以及這些專利
的商業化影響。

最有創意美國大學評比最有創意美國大學評比 德州大學系統表現突出德州大學系統表現突出

由於不敵網購競爭、債務龐大，西爾斯百貨母公司西爾斯控
股（Sears Holdings）週一依據《破產法》第11章聲請破產保護，
令這家過去稱霸美國零售業的百年老店未來命運陷入未知, 而最
後的一根稻草則來自1.34億美元即將到期的負債。

Seven Sears stores
remain in the Hous-
ton area: 目 前 在 休
斯頓繼續經營的西
爾斯店面一共有七
家 ， Willowbrook
Mall, North Shep-

herd, Deerbrook Mall, 位於 Pasadena 的 Plaza Paseo Mall, 德州城的
Mall of the Mainland ,位於Beaumont的Parkdale Mall 和Port Arthur
的Central Mall 。

休斯頓的多家西爾斯店面關閉後，被其他的商家所替代，包
括The Woodlands Mall關閉之後改為Nordstrom store，Westwood
Mall也被汽車銷售商等行業替代。

西爾斯控股Sears 的歷史，如同美國消費主義的歷史，是美
國19、20世紀快速擴張的寫照。這家大型零售業者不僅產品眾
多，還提供郵購服務和融資，有如“亞馬遜出現前的亞馬遜”。
1940年代，西爾斯的營收高達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
，但近年來財報不佳，最近一次仍有獲利是2011年，其後迄今
累計虧損達110億美元。西爾斯宣布將關閉150個門市，市場預
料這家有125年曆史的百貨公司可能聲請破產。

改變美國的百年老店西爾斯熄燈
休斯頓店面目前繼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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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高鐵的通車加速了區域內各生產要素的流

動和融合。灣區內多個城市成立了青年創業基地，鼓勵三地青年敢闖敢創。香港文

匯報記者近日隨新聞聯組織的傳媒考察團，走訪了暨南大學的“港澳台僑青年眾創

空間”，訪問了校內的3個創業團隊，不僅有港澳青年主動留在羊城創業追求理

想，也有內地學子與港府基金合作，助獨立音樂人北上發展。據了解，該眾創空間

共擁有70餘個項目，其中50多個項目有港澳學生參與其中，有6至7個項目由港澳

學生成立並運營。而後續仍有許多團隊在排隊申請中，希望進入眾創空間。再放眼

至全廣州、廣東、大灣區，不難想像區內的人才、創業交流和融合會變得更豐富多

彩。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廣州報道

日晞教育創辦人、碩士在讀生鄭汶珠十分願
意在內地創業生活，也很珍惜內地創業的機遇。內
地吸引學生創業的政策力度十分強大，提供的資源
也比較全面，她建議港澳學生應先定位清晰，思考
內地的環境是否配合自己未來的發展和規劃，再合
理匹配各類資源，實現創業。

鄭汶珠舉例，自己做的教育平台Apps後台需
IT專業學生支持，學校會幫忙配對尋找拍檔，一
系列的產業需求鏈也能在資源最大利用之下逐漸形
成；眾創空間提供相應的辦公場地，可以供團隊進
行交流和工作；資金不充裕，學校會幫助申請創業
資金補貼，或尋找融資，一些投資機構留意後就有
機會拋出橄欖枝。

內地設計需求高
以她的經驗來看，香港學生有創意固然好，

但內地學生會更靈活地將技術類和前瞻性的內容轉
變為實際的產品，投入市場。她建議，兩地人才可
通過這種強強聯合的方式有效融合。她還鼓勵，在
港學習平面和動態設計的學生可以北上闖一闖，內
地對這類的設計有很大的市場需求。

除了人才融合，鄭汶珠也呼籲兩地政府能加

快整合資源和信息，加大宣傳。她稱香港學生有時
難以獲得第一手資料，據她所知廣州天河區有一些
針對港澳學生的孵化機構，但入住率並不高，猜測
可能許多港澳學生都不知曉這類信息。

她還強調，辦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後，港澳
學生在內地創業的便捷性也會大大提高。當公司需要
在內地申請貸款時，居住證就能實現有效申請，在註
冊成立公司時的行政手續繁雜度也會大大降低。

因為從事教育行業，鄭汶珠還提醒，創業不
僅僅是賺錢，將理念帶入公司形成公司文化，承擔
社會責任，實現社會價值也很重要。平日的她是一
個背包客，喜歡做公益，她希望將來能通過教育平
台，幫助香港學生到內地發展，也會提供崗位給香
港學生去西部等偏遠地區支教，相信對落後的地區
建設亦有很大幫助。

正在攻讀廣告學博士的王悅，在2年前成立了
“不亦悅乎”，在線上、線下經營微信平台“民謠
故事”。雖無港澳背景，他卻從香港政府的“搶耳
音樂廠牌計劃”下，找到了延續音樂公司的商機。
公司會負責今年該計劃下篩選出來的6組音樂人，
在內地進行宣傳、發行、訪問、巡演等事宜，為期
一年，預計明年會正式啟動。

“搶耳”是為孵化及培養本港中小型音樂廠
牌而設立的，王悅直言，“這些年香港除了Be-
yond就沒有更出名的樂隊了”，香港樂隊在內地
的發展會比較緩慢，遠遠落後於台灣的樂隊，“香
港的獨立樂隊太需要被了解了”，在內地通過宣
傳，他們也能享受與內地樂隊一樣的媒體待遇。

不過在他看來，本港獨立音樂人的優勢也十

分明顯──專業水準高“愛較真”，真的把音樂當
作自己的事業來做。他們有能力創作粵語、普通話
和英文歌曲，比內地的樂隊擁有更廣闊的聽眾。而
內地音樂節文化流行，所有音樂節幾乎都需靠樂隊
來撐場，香港獨立樂隊的引進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
這類需求，並在市場上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

雖然在普通人看來，音樂領域尤其是獨立音
樂的發展難於上青天，王悅卻對內地的音樂發展前
景抱有很大的希望。他相信到了2020年，內地的
音樂市場也會如同現今的電影市場一樣，蓬勃發
展，趨向飽和，各類音樂的宣發機構也會層出不
窮。他感歎：“有些同行難以堅持，賺不到錢就提
前死掉了”，“不亦悅乎”創立近2年，公眾號、
推廣和線上銷售同步發展，已經實現了盈利。

內地孵化香港音樂內地孵化香港音樂““不亦悅乎不亦悅乎””王悅王悅：：

還有一群港澳青年，為了實現自己的影視夢
想，先從創辦薪傳文化傳播公司做起，為政府、警
局等企業機構製作宣傳片或微電影，不僅在業內樹
立起了口碑，也為將來實現目標儲蓄能量和經驗。

成立約2年，20人的團隊中，分別有5人來自
香港、2人來自澳門。作為創辦人之一，來自澳門
的龍嘉慧認為，澳門市場比較局限，留在廣州能尋
到自己的追求，很願意留下來工作。藉助學校的平
台開拓了團隊的視野和認知，對自己人生的規劃都
有重大影響。

來自香港的創始人陳穎坦言，在廣州生活工
作，薪酬的確無法與香港比較，“睇到有些朋友人
工高過自己好多”，生活似乎有些不對等，但最開
心就是付出有回報，大家都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團
隊的凝聚力很強，雖然工作上有爭執，但不影響大
家朝着同一個目標前行。

公司維持正常盈利的同時，團隊也會嘗試各類
合作。例如開設抖音號，創作原創視頻提升人氣，龍
嘉慧還透露，團隊正在接洽一個300萬元人民幣規模
的教育項目，嘗試各類不同的可能性。

微電影儲經驗建口碑微電影儲經驗建口碑港澳生創傳播公司港澳生創傳播公司：：

高鐵通車促人才交流高鐵通車促人才交流 暨南大學暨南大學““眾創空間眾創空間””助圓夢助圓夢

闖大灣區創業闖大灣區創業港澳青年港澳青年

■■圖為暨南大學的圖為暨南大學的““港澳台僑青年港澳台僑青年
眾創空間眾創空間”。”。

定位準確定位準確 善用資源善用資源
日晞教育創辦人鄭汶珠日晞教育創辦人鄭汶珠：：

■鄭汶珠建議，兩地人才可通過強強聯合的方式有
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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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盒．KUBIC”及“MLD台鋁”附
近，位於高雄亞洲新灣區裡，有座於去年年尾
才開幕的晶英國際行館（Silks Club），鄰近三
多商圈捷運站，交通方便。由開幕至今，酒店
致力通過建築設計、藝術精品及米芝蓮級餐飲
等，為旅客呈現台灣高端酒店住宿新體驗。酒
店以“藝術”為核心設計理念，通過簡約時尚
的設計，營造出悅動人心的藝術風韻，以世外
桃源的概念，設有147間精心佈置的客房。

當中最吸引筆者的，就是在酒店一樓大廳
的首創 4D 浮空動力藝術裝置“舞動的粒
子”，這是專為酒店設計的藝術品，由擅長糅

合科技與藝術的知名德國藝術團隊Art + Com
以“高雄”為靈感，充分詮釋了“海洋”主
題，當中的168顆金色金屬球隨悠揚音符曼妙
輕舞，不經意間拂過下方的鏡面不銹鋼水池，
漾起圈圈漣漪。這“舞動的粒子”在酒店大廳
每隔三十分鐘進行動態連續的主題式展演，由
金屬球組成幾何4D畫面，隨清脆韻致的音
樂躍動，勾勒出不同層次的線條起伏，演繹一
場虛實交錯的奇幻旅程。

加上，酒店攜手永添藝術推出“168計
劃”，旨在將藝術美學融入每一個角落。酒店
特邀近200名富有創意的傑出藝術家，將當代

藝術氛圍從酒店的公共空間延伸至客房，以匠
心獨運的原創藝術作品點綴房間，讓住客沉浸
於濃郁的藝術氛圍之中，並由此獲得靈感啟
發。

而且，辦理入住服務的櫃枱後方更設有一面
大型漣漪磚牆，採用4,000餘顆火山沉積岩，由
能工巧匠手工精砌而成，通過錯落有致的堆疊角
度，營造出漣漪波動蕩漾的視覺效果。而天花板
上則設有水波紋金屬板，每一片均由專業匠師花
費整整72小時精心雕琢……種種藝術元素匯聚交
融，令酒店大廳彷彿一座獨具匠心的藝術博物
館，將積澱其中的精彩故事娓娓道來。

住得
出色 晶英國際行館濃郁藝術氛圍

文、圖︰雨文 ■■舞動的粒子舞動的粒子

■■休息間休息間，，並有大型漣漪磚牆並有大型漣漪磚牆。。

來高雄之前，筆者得知這兒有個剛於去
年才正式啟用、以貨櫃搭成的文創區，佔地
7,000 坪，名為“集盒．KUBIC 貨櫃聚
落”，簡稱“集盒KUBIC”，位於高雄市
前鎮區，是一座結合藝術、創新技術、科
技、農業、產銷等多元、實驗性的城市創新
實踐聚落，是由33個大小貨櫃匯集而成。

其實，貨櫃承載高雄人的生活與記
憶，過去高雄曾引領全台改造貨櫃的風潮，
如今的“集盒．KUBIC”則以新創產業及都市再生作為策劃主
軸。“KUBIC”源自於立方體（Cubic），融合了高雄
（Kaohsiung） 、 城 市（Urban） 、 盒 箱（Boxes） 、 創 新
（Innovation）、創意（Creative）等理念，貨櫃如七彩寶石般繽
紛，有藍、黃、紫、橘紅等多種顏色組合，打造一座色彩鮮艷、
造型奇趣的貨櫃聚落，成為連結市民集體記憶與城市創新實踐行
動的跨界平台。

這兒雖然不算大，但也集合了多間店舖，如打狗啤酒、
DIZO自行車、玩藝工場、麗坊手藝、玩積木、三餘梭書等，有
些店舖外還畫滿了與店舖相關的圖畫，讓貨櫃更添色彩活力。筆
者沿一圈走，先往下層，走進玩藝工場裡，店裡有不少台灣創作
者的作品售賣，當中還有不少插畫設計的明信片，亦設有印章供
遊客蓋章留念，並提供代寄明信片服務，筆者也有買喔。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5號
交通︰捷運獅甲站4號出口，出站後復興三路左轉，步行約

5分鐘；輕軌軟體園區站，沿復興三路直行約3分鐘。

高雄高雄文創之旅文創之旅
感受文青氣息感受文青氣息

一向以來，大家去台灣旅遊，多是選擇

至台北，就算有選擇到高雄的，好像都只是

路經，今次筆者就特別選擇到高雄一遊，主

要是因為這兒近年打造了不少甚有特色的文

創區，如集盒KUBIC、MLD台鋁及哈瑪星鐵

道文化園區等，因此也特地選在這些文創區

附近的晶英國際行館住宿數天，方便走路遊

逛，從而身處其中感受不一樣的文青氣息。

文、攝︰吳綺雯

在西子灣站，你可以一次過逛兩個文
創園區。一出站就是哈瑪星鐵道文化園
區，放置了多架昔日的鐵道，小朋友急不
及待走在路軌上。這兒原為高雄港站，是
高雄第一個火車站，這邊的鐵道古蹟保存
狀況十分完整，是全台灣唯一可以進行動
態復駛的百年火車站。在打狗鐵道故事館
外，則有廣大綠地，全區面積達到12個足
球場大，綠地上放置了多個特色藝術裝
置，如行李箱最為明顯，像是在鐵路上行
駛。沿哈瑪星園區再往外走，便到達駁
二藝術特區，這兒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
現時已規劃成一個獨特的藝術開放空間，
如有時間，不妨走走。

與集合．KUBIC一街之隔，就來到台鋁生活廣場，這兒是由日據時代的鋁業基地改建成，見證台灣重工業的輝煌。在重要的歷史性工業建築內，保留了原有大Y字形的特色鋼樑，並留下“台鋁”之名，極為古色古香。這兒由老廠房改建，名為“MLD台
鋁”，是一座結合餐飲、影城、宴會、
書屋、展演廳等生活娛樂與創意文化的
大型商場，開放時間一般至晚上9時或9
時30分。在室外的整條街道上，則設有
台鋁市集，聚集了一些職人手作、風格
選物、友善小農及街頭表演等，如有以
紙做的帽子及錢包、即席製作皮具產
品，甚至售賣一些特色服裝等。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哈瑪星鐵道廣大綠地

MLD台鋁古色古香

集盒KUBIC 繽紛貨櫃

■■在另一邊入口在另一邊入口，，設有設有KUBICKUBIC燈箱燈箱，，
背後還可看到高雄地標背後還可看到高雄地標——8585大樓大樓。。

■■草地上設有木製桌草地上設有木製桌
椅椅，，與貨櫃形成一體與貨櫃形成一體。。

■■此柱清晰標此柱清晰標
示了示了KUBICKUBIC的的
含意含意

■■上下層均設有店上下層均設有店
舖舖，，此為玩藝工場此為玩藝工場，，
可寄明信片可寄明信片。。

■■台鋁中心位置
台鋁中心位置，，左邊為左邊為MLDMLD

ReadingReading，，右邊是戲院及美食街
右邊是戲院及美食街。。

■■台鋁市集台鋁市集，，該店銷售有關以紙製
該店銷售有關以紙製

作的作品作的作品。。

■■由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往外

由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往外走走，，可連接至駁二藝術特區
可連接至駁二藝術特區。。

■■““集盒集盒．．KUBICKUBIC””出入口出入口 ■■以老廠房改建的以老廠房改建的MLDMLD台鋁台鋁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小朋友走在鐵道路軌上小朋友走在鐵道路軌上。。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32號

■■美食街裡美食街裡，，食肆眾多食肆眾多。。

■■MLD Cinema
MLD Cinema

■■晶英國際行館外貌晶英國際行館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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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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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欄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
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
事，展現城市魅力。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星期三 2018年10月17日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8



BB88

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星期三 2018年10月17日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8

現代汽車榮獲業界最多現代汽車榮獲業界最多IIHSIIHS頂級安全首選殊榮頂級安全首選殊榮
20192019 Santa FeSanta Fe榮獲榮獲IIHSIIHS頂級安全首選頂級安全首選++殊榮殊榮
20192019 AccentAccent榮獲榮獲IIHSIIHS頂級安全首選殊榮頂級安全首選殊榮

• 在配備可選配的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定
的大燈之後，北美現代汽車總共有十臺全新車型
獲得頂級安全首選+或是頂級安全首選大獎，為
汽車業界第一。

• 在配備可選配的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定
的大燈之後，現代汽車的六臺全新車型獲得頂級
安全首選+的殊榮。

在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頒發頂級安全首
選+大獎給2019現代Santa Fe，以及頒發頂級安
全首選大獎給2019 Accent之後，北美現代汽車
現已擁有汽車業界中最多的頂級安全首選+和頂
級安全首選殊榮。IIHS在現代汽車位於阿拉巴馬
州，製造生產Santa Fe的工廠頒發了頂級安全首
選+的獎牌給Santa Fe。

榮獲IIHS頂級安全首選+的現代車型
1. 2019現代Santa Fe (配備特定大燈)
2. 2018現代Sonata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
定大燈；在2017年九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3. 2018現代Kona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
定大燈；在2018年八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4. 2018現代Santa Fe LWB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
系統和特定大燈)
5. 2018現代Santa Fe Sport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
系統和特定大燈；在2017年六月之後生產的車
款)
6. 2018現代Elantra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
定大燈；在2017年十二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榮獲IIHS頂級安全首選的現代車型
7. 2019現代Accent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
定大燈；在2017年九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8. 2018現代Elantra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
定大燈；在2017年九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9. 2018現代IONIQ Hybrid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
統和特定大燈；在2017年九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10. 2018現代Tucson (配備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
特定大燈；在2017年九月之後生產的車款)

2019 現代Santa Fe在駕駛人側前方、車輛
前方與側方、乘客前方，車頂強度，以及頭枕測
試中獲得良好的評級，因此擁有榮獲頂級安全首
選+大獎的資格。此外，Santa Fe在前方防碰撞
測試中獲得優越的評級，在大燈測試上則獲得了
良好的評級。

2019 Santa Fe和Accent的IIHS評級

2019 Accent在駕駛人側前方、車輛前方與
側方、車頂強度和頭枕測試中獲得良好的評級，
並且在乘客前方測試中獲得合格的評級，因此擁
有榮獲頂級安全首選大獎的資格。此外，2019
Accent在前方防碰撞測試中獲得優越的評級，在
大燈測試上則獲得了合格的評級。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總監Scott Margason
提到： 「現代Smart Sense科技有助於Santa Fe
車主在行駛時保持警覺、自信，和控制。車輛的
安全性在設計全新的現代汽車上是極為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2019 Santa Fe的許多安全功能為
標準配備的原因。」

包括Santa Fe和Accent獲得的殊榮在內，
現代汽車共有十款車型榮獲頂級安全首選和頂級
安全首選+的評級 (配備可選配的前方碰撞預防系
統和特定的大燈)，為業界最多。2018年的
Kona (2018年五月後建造車型)、Elantra (2017
年十二月後建造車型)、Sonata (2017年九月後
建造車型)、Santa Fe，以及Santa Fe Sport
(2017年六月後建造車型)皆獲得了IIHS的最高評

級。Elantra GT、Ioniq油電混合車型，以及
Tucson則獲得了頂級安全首選的評級 (配備可選
配的前方碰撞預防系統和特定的大燈)。

Smart Sense科技
2019 Santa Fe現已配備現代Smart Sense

科技，主要標配和選配功能如下：

2019 Santa Fe安全功能

現代標配的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警示 (RCCA)
為駕駛者身後的眼睛。當駕駛者倒車時，假如有
其他車輛從後方接近的話，Santa Fe的盲眼偵測
系統會給駕駛者提供警示，並且可能會自動幫駕
駛者煞車。

其他安全功能包含選配的後方乘客警示，這
是現代汽車藉由2019 Santa Fe首次推出的功能
。這個系統利用一個超音波感應器來監視後座，
以偵測兒童和寵物的一舉一動。當駕駛者準備下
車時，後方乘客警示系統首先會藉由中央控制屏
幕的訊息提醒駕駛者檢查後座。假如在駕駛者下
車，並且鎖門之後，系統在後座偵測到任何動作
的話，系統會鳴喇叭，並藉由現代汽車的Blue
Link系統發一個Blue Link警示到車主的智慧手機
。這個系統旨在預防兒童和寵物被遺留在車上，
但也有助於兒童意外將自己鎖在車內。

2019 Santa Fe的安全功能也包含了現代汽
車首次推出的安全離車輔助系統。為了加強現代
汽車乘客的安全，安全離車輔助系統使用雷達來
偵測後方接近的車輛，進而為下車的乘客提供警
示。假如有乘客在車輛從後方接近時嘗試開車門
的話，Santa Fe的中央儀表板會給駕駛者提供警
示。此外，假如駕駛者試圖關閉電子兒童安全鎖
功能的話，安全離車輔助系統會確保後車門在後
方沒有接近車輛之後才解鎖。當後方道路上沒有

行車之後，駕駛者才能關閉電子兒童安全鎖，並
成功打開後車門。

2019 Santa Fe 2.0T Limited
全方面安全與2019 Accent

2019 Accent Limited
Accent提供了各種先進的安全科技，為乘客

提供另一層保護。比如說，Accent提供可選配的
避免前方碰撞輔助系統，利用面相前方的雷達來
偵測其他車輛，並警告駕駛者避免可能會發生的
碰撞。假如駕駛者沒有做出反應的話，系統可能
會自動緊急煞車。

其他標配的安全功能包含六個安全氣囊、電
子穩定控制、車身穩定控管、循跡控制系統，以
及防煞車鎖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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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類別 功能簡稱 功能解釋 

能見度 HBA 遠光燈輔助 (標配) 

交通碰撞 

FCA 避免前方碰撞輔助 (標配) 

BCA 避免盲點碰撞輔助 (標配)  

SEA 安全離車輔助 (標配) 

LKA 線道保持輔助 (標配) 

駕駛者 DAW 駕駛人注意力警示 (標配) 

行駛便利 SCC with Stop & Go 智慧定速巡航附停止/啟動功能 (標配) 

停車安全  

RVM with PG 後視屏幕附停車導引、尾門安全開啟導引，和

高清攝影機 (標配) 

SVM 環繞視角屏幕 (選配) 

RCCA 避免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輔助 (標配) 

PDW 倒車停車距離警示 (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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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和福遍選民協會為鼓勵華
裔成為美國社會有效的聲音，特別在昨天（10月 16日）下
午五時半至七時半在 University Branch Library meeting room
舉行美國福遍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部分候選人介紹會，
會議由糖城市前市長Jimmy Thompson 的演講開場，鼓勵大
家要踴躍前往投票，關心國家未來政治的走向。

昨天將介紹的福遍兩黨候選人包括： 美國國會議員Sri
Preston Kulkarni( 民主黨），福遍郡 郡長Bob Hebert ( 共和黨
），KP George ( 民主黨）；福遍地區檢察官Cliff Vacek ( 共
和黨），Brian Middleton( 民主黨）褔遍第 268 區法院法官
John Hawkins( 共 和 黨 ） ； 福 遍 第 240 區 法 院 法 官 Chad
Bridges ( 共和黨）； 福遍第三法院法官Tricia Krenk (共和黨
），Juli Mathew( 民主黨）；福遍第4法院法官Amy Mitchell
( 共和黨），Toni Wallace( 民主黨）；福遍第 5 法院法官
Harold Kennedy( 共和黨），Teana Watson ( 民主黨）；福遍
第6 法院法官Dean Hrbacek ( 共和黨）。

以及福遍郡法院候選人十餘人，其中Kathy Cheng （鄭
佩玲）是當晚上台作自我介紹的唯一華裔，她來自台灣，她

出馬角逐德州第六最高法院的法官，她六年前曾出馬競選過
，不幸敗北，此次捲土重來，以爽利、敢言獲得全場觀眾的
注目和激賞，希望華人集中票源，推一個華人出來，在法院
為華人發聲。

雖然昨晚出席的華人不多（僅五、六位），但主辦該項
活動的僑灣社社長和福遍選民協會副會長浦浩德會後在接受
記者訪問時表示：華人要踴躍出來投票，成為美國社會有效
的聲音，尤其今年有一位華裔Kathy Cheng( 鄭佩玲）出來競
選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家更應該一致支持。過去 「一鍵到底
」的規定，今年是最後一次，老中過去投票怕麻煩，往往共
和黨或民主黨 「一鍵到底」，下次即無此限制。

這次2018 年美國中期選舉將選出36 位州長，33位參議
員，435 位眾議員及各級地方官員，影響深遠。您的一票將
決定美國未來政治版圖！

這次選舉，選民註冊截止日期：2018 年10 月9 日，提
前投票：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 日，正式選舉日：2018 年 11
月6 日。

僑灣社和福遍選民協會昨舉辦
福遍共和、民主兩黨部份候選人介紹會

（本報訊）因應高齡化社會之快速
變遷所引發的需要，而很多的人對老人
醫療保險一知半解，為了服務社區，我
們特別為社區老人舉辦一個老人醫療保
險的講座，將於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
10:30至12:30在恆豐銀行12樓舉行。
根據了解，在2016年11月30日，美國
九成退休老人都會預取社會安全金，由
此即知老人醫療保險的重要性。此次講

座純為教育性質。
主講內容如下，特別注意事項：

1. 介紹 Medicare，什麽是 Part A, Part
B及 Part C and D… 等等。
2. Medicare，不一定是老人才可以拿
，例如傷殘人士等等也可以拿。
3. 要了解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您現
在已擁有聯邦紅藍白卡雙重計劃嗎？
4. 您即將過65嵗生日了嗎？

5. 能幫助家中長輩了解Medicare的成
員。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Melida Liang 梁 家 倩 Tel:
832-382-4452
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無須報名。將
會提供現場問答。備有茶點招待，主講
人還備有抽獎助興 。

老人醫療保險講座，恆豐銀行贊助

（本報訊）還記得大學時
候的郊遊情景嗎？

在功課之餘的周末，相約
去爬山，去划船，去篝火，徹
夜回憶小時候的趣事，憧憬那
未來的美好，不知不覺時間悄
悄的飛逝，才戀戀不捨散去。

從郊遊回來，變得像是換
了一個人一樣，變得年輕，變
得活力無限，變得精神煥發，
變得意氣風發。

你期待逃離學習，逃離工
作，在周末有這樣的充電嗎？

休斯頓交大校友會金秋聚
會將為你提供這樣的機會。
活動地點
Trinity Pines Conference Center
4341 FM 356 • Trinity, Texas
75862

活動時間
2018 年 11 月 17 日週六 - 18 日
週日

活動安排
週六上午10:30 登記入住

週六下午集體活動（具體時間
安排隨後通知）
划船 pedal boat
攀岩，滑索 High course climb-
ing and zip lines ($20/每人）
大篷車Hayride

週六下午自由活動項目
釣 魚 ， 請 自 帶 漁 具 Fishing
(bring your own gears)
迷你高爾夫Miniature golf
飛盤高爾夫Disc golf
乒乓球Ping Pong

遊玩場Playground
徒 步 Hiking, jogging,
and walking trails
籃球Basket ball

週六晚上 6:30 晚會
週 六 晚 會 後 篝 火 Campfire (
bring marshmallow)
週日上午 自由活動 (沙灘排球
？)
週日上午11點前 退房

活動費用

報名費 Registration Fee:
Adult (13+) $10
住宿費用 motel room (per per-
son night):
Adult (13-61) $35
Children 6-12 $30
Senior 62+ $30
Children 0-5 Free
Day Guest (no overnight stay) $6
餐費Meal:
Adult $7
Children 3-5 $3

Children 0-2 Free

攀岩，滑索
High course climbing and ziplines
$20/每人

為減輕現場收費的負擔，
請 校 友 們 提 前 網 上 繳 費 ( 用
Chase QuickPay: wade-
zhao2000@yahoo.com )， 11/12
前取消退全費，否則扣 $10 手
續費.

2018年度休斯頓交大校友會金秋活動

圖為福遍共和圖為福遍共和、、民主兩黨部份候選人介紹會現場民主兩黨部份候選人介紹會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福遍選民協會福遍選民協會」」 會長會長Farah Ahmed (Farah Ahmed ( 右一右一），），副會長副會長、、僑灣社僑灣社
社長浦浩德社長浦浩德（（左二左二））與福遍郡唯一華裔候選人與福遍郡唯一華裔候選人，，競選高等法院法官競選高等法院法官
的的Kathy Cheng (Kathy Cheng (右二右二））合影合影。。旁為華裔代表陳韵梅旁為華裔代表陳韵梅（（左一左一）（）（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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