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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莉  女士
休斯敦最好餐廳之一「小廚娘」的創始人

將於近期在「美南電視 」主持美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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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內瓦壹作曲家淩空演奏豎直的鋼琴瑞士日內瓦壹作曲家淩空演奏豎直的鋼琴

瑞士日內瓦瑞士日內瓦，，鋼琴家作曲家鋼琴家作曲家Alain RocheAlain Roche在瑞士日內瓦附近的卡魯在瑞士日內瓦附近的卡魯
日劇院建築工地舉行的開放日活動中淩空演奏了他的垂直鋼琴日劇院建築工地舉行的開放日活動中淩空演奏了他的垂直鋼琴。。

法國動物園法國動物園““明猩明猩””慶祝慶祝5050歲生日歲生日
收禮物吃蛋糕收禮物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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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0個大中城市
新房價格環比漲幅分化

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9年5月份70

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

況。數據顯示，5月份有67城新建商品

住宅價格環比上漲，與4月持平，壹二

三線城市新房價格環比漲幅出現分化，

同比漲幅均放緩。分析認為，各地堅持

“房住不炒”，壹城壹策調控定力不

變，房地產市場繼續保持穩定發展。

壹二三線城市新房價格環比漲幅現
分化

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從環比來看，5

月份，4個壹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

價格環比上漲0.3%，漲幅比上月回落0.3

個百分點；31個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銷售價格環比上漲0.8%，漲幅與上月相

同；35個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

格環比上漲0.8%，漲幅比上月擴大0.3個

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

建偉解讀稱，壹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銷售價格環比漲幅比上月有所回落，

二線城市漲幅與上月持平；三線城市

漲幅略升。

從具體城市看，5月份新建商品住

宅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達到67個，

與上月相同，最高漲幅為西安的2.0%；

下跌的城市為上海和嶽陽同，跌幅同為

0.1%。僅烏魯木齊壹城房價持平。

二手房市場上，壹二線城市二手住

宅銷售價格均出現環比漲幅小幅回落態

勢，三線城市則與上月漲幅相同。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稱，

今年以來，占全國住宅交易量七成以上

的三四線城市樓市正逐漸降溫。“雖然

房價環比漲幅暫未出現明顯收窄的態

勢，但住宅交易量已出現下跌。隨著

房貸政策日趨收緊，上漲城市數量將有

所減少。”

劉建偉認為，由於各地繼續落實壹

城壹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體責任

的長效調控機制，5月份房地產市場繼

續保持穩定。

壹二三線城市新房價格同比漲幅均
放緩

從同比來看，5月份70個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連續3個月出現普漲

態勢。西安、大理、呼和浩特、貴陽和

秦皇島均以超過20%的同比漲幅領漲全

國，其中，西安連續6個月領漲全國。

值得註意的是，5月份70個大中城

市同比房價漲幅全線放緩：壹線和三線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分別同比上

漲4.7%和 11.3%，漲幅均與上月相同；

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上漲12.1%，漲

幅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壹二三線城

市的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呈現回

落態勢。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說，5

月份房地產市場趨穩態勢明顯，各地因

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續調控，5月份各

地累計出臺數十次房地產調控措施。

5月18日，住建部再度發布房價預

警，對最近3個月新建商品房、二手房

價格指數累計漲幅較大的佛山、蘇州、

大連、南寧4座城市進行預警提示。

克而瑞研究中心副總經理馬千裏說

，房地產調控政策從4月中旬開始出現

了明顯的收緊趨勢。最近兩個月房地產

調控較為密集，各地政府對市場炒作保

持較高警惕。

堅持“房住不炒”促房地產市場穩
定發展

業內人士認為，中央壹直重申保持

房地產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始終堅持

“房住不炒”的定位，各地將把“穩地

價、穩房價、穩預期”全面貫穿始終，

落到實處，房地產市場將保持平穩健康

發展。

在地方層面，5月份“壹城壹策”

調控政策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如：北京

主要商業銀行收緊房貸政策，蘭州在限

購區域內實行差別化公積金貸款政策，

西安6月起調整住房公積金貸款首付比

例，江西暫停發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

款，濟南全面開展二手房交易資金監管

等。

張大偉說，部分城市政策針對市場

變化情況再次出現收緊，但政策力度沒

有超過市場預期，5月份全國市場繼續

分化，局部出現過熱苗頭受到有效抑

制。他預計今年樓市依然保持平穩。

嚴躍進說，從前壹段時間各地房

地產調控特點看，各地綜合施策，壹

方面保障基本需求，支持合理自住需

求，壹方面註重引導和穩定社會預期

，堅決遏制投機炒房。房地產政策保

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對保障房地產市

場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發揮了至關重

要的作用。

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為何“搶灘”東南亞？
綜合報導 處於世界前沿的中國金融科技企業

正走向海外，東南亞成為他們不約而同瞄準的目標

。從以BATJ（百度、阿裏巴巴、騰訊、京東）為

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到陸金所、宜信、恒昌等金融

科技公司，都將目光鎖定此處。

處於成長期且相對穩定的市場，是中國金融科

技企業“搶灘”東南亞的主要原因之壹。谷歌和淡

馬錫的壹項聯合研究顯示，預計到2025年東南亞互

聯網經濟規模將突破2400億美元。隨著互聯網經濟

發展，金融科技在東南亞市場亦愈加受到關註。

金融城與恒昌近日聯合發布的《東南亞金融科技

的現狀與發展報告》則指出，隨著“壹帶壹路”建設

推進，越來越多中資企業將東南亞地區作為出海首選

地。同時，地緣、人口、經濟發展潛力三大因素疊

加，使東南亞成為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的必爭之地。

“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出海東南亞是互惠互利的

事。”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

承惠表示，對東南亞各國來說，吸引中國企業既能提

升本國金融科技能力，也能提升其普惠金融服務水平

。對中企來說，利用前期積累的資金、人才和技術打

通“走出去”的渠道，則能獲得更廣闊發展空間。

值得壹提的是，由於東南亞各國歷史國情、營

商環境和市場競爭等差異較大，各地金融科技水平

參差不齊，該市場在遍地機遇的同時也存在風險。

分析指出，東南亞地區各國金融科技發展分化

明顯：新加坡表現最為亮眼，各領域發展全面領先

；印尼、菲律賓作為新興金融科技市場，人口基數

大、互聯網普及率高，發展潛力十足；越南、柬埔

寨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金融科技業務發展有限，

未來期待資本力量助推初創企業發展。

針對東南亞各國監管文化各異、國際型人才緊

缺、本土化融入不易、數據隱私保護等出海中國企

業面臨的挑戰，前述《報告》提出幾方面建議。

例如，東南亞各國在語言、政策、消費習慣及

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差異，出海中國

企業應因地制宜制定發展戰略。無論是機構合作還

是市場拓展，都須長期堅持、不斷融入，在業務開

展過程中不能照搬國內經驗。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應在充分了解目的地國家

政策和市場的情況下，積極加入當地行業自律協會

和交流平臺，開展同業交流與合作，做好合規合法

經營，並在團隊搭建和日常經營管理過程中大力招

聘本地員工，從而更快融入當地市場。

“中國企業到東南亞發展金融科技要吸取互金行業

發展教訓，少走彎路。”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

主任黃卓提醒，相關企業要把握金融業務風險本質，牢

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定位。他還建議，出海企業應構建

金融科技生態圈，重視跨境業務中不同國家間互聯互

通，以及金融科技發展技術標準制定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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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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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
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向中間靠攏 蔡英文耍什麽花招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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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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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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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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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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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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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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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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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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每年高考，全國（目前中國有34個省級行政區，即4個直轄市、23個省、5個自治
區、2個特別行政區）會產生68位省級高考狀元，如果考慮到縣級、市級的高考狀元，那簡直多如牛
毛。

雖然國家三令五申不准宣傳高考狀元，然而狀元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讓全國很多中
學、政府部門和新聞媒體都忍不住大力宣傳。的確，考出一個高考狀元本身就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
，試想如果幾萬人、幾十萬人的考生中才考出一兩個高考狀元，能不讓人感到興奮和驕傲嗎？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人開始質疑高考狀元。從很多統計資料說明高考狀元很難成為領軍
人物和頂尖人才，既沒有成為國家傑出的領導人、著名企業家，也沒成為現代科學的發現人和創新技
術的發明者。從2012年開始，中國對高考狀元的深入調查發現，中國的兩院院士和長江學者的名單中
，還沒有發現高考第一名的名字踪影。高考狀元在中學的時候學習成績是很優秀的，是頂尖的考試人
才，但是走到社會需要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和專業特長時，發現他們離普通人的期望相差甚遠，包括
被差點被推上神壇的哈弗女孩劉亦婷。絕大多數高考狀元最後都是一事無成、江郎才盡、默默無聞了
。

近日湖北省鍾祥市官方人士證實，考生常書傑今年高考語文132分、數學149分，英語144分，理
綜287分，總分712分，成為湖北省理科高考狀元。

有知情人士提供了2015年的一則《鍾祥一中2015年高考再續華章》的文章稱，“理科考生常書傑
以690分獲得鍾祥市理科狀元，位列荊門市第2名、湖北省第8名”。澎湃新聞在《北京大學2015年新
生獎學金評審結果公示名單》中，也找到了常書傑的名字。在2018年北京大學自主招生報名審核通過
名單公示中，常書傑的名字再次出現，顯示其為鍾祥的一名中學生。

鍾祥市官方人士介紹，此次湖北省理科高考狀元常書傑，就是2015年曾以690分考入北京大學的
常書傑，或是因為常書杰喜歡打遊戲放鬆學習多門功課不及格，大三時被北大勸退。此後他回到鍾祥
一中復讀，再次參加高考。

中國高考狀元 不要過分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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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推出推出:: 皇皇
家加勒比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海洋量子号""邮轮邮轮--海上海上
新马泰新马泰77天天，，海陸空新玩法海陸空新玩法！！

華美銀行推出華美銀行推出 「「健康一夏健康一夏」」 限時定存優惠計劃限時定存優惠計劃
贈夏季限量休閒好禮贈夏季限量休閒好禮

【洛杉磯
訊】健康
一夏，華

美銀行推出限時定存優惠計劃。即日起至2019
年8月31日止，客戶凡以2萬5千美元以上存
款額開立9個月以上定期存款帳戶，即可在輕
巧旅行背包、防滑玻璃水瓶、三層時尚休閒腰
包三款戶外休閒好禮中任選兩件，將優惠歡樂
一起帶回家！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您可前往華美銀行網站 eastwestbank.
com/trip 或致電 1-877-828-9313，瞭解更多優

惠詳情。您亦可蒞臨附近分行，索取全面優惠
資訊。華美銀行大華超市分行，七天營業，營
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週日上午11時至下
午5時。華美銀行始終致力於為客戶提供超越
一般銀行的卓越金融服務，資本穩健，連續九
年盈利創新紀錄。今年是華美銀行於納斯達克
（NASDAQ）上市20週年，該行憑藉強勁的營
運表現榮獲 「富比士全美百強銀行」 （Forbes
America’s Best Banks）第八名，並自2010年
起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
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
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
業銀行，現有總資產4百21億美元，在美國和
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
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
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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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88月月3131日截止日截止

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假期】特別
推出:

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號"郵輪
海上新馬泰7天，海陸空新玩

法！遊覽新加坡濱海灣花園，魚尾
獅像公園，馬來西亞地標吉隆坡雙
峰塔，品嘗南洋風味美食！

行程特色
★★ 皇家加勒比最新的郵輪

：【海洋量子號】，世界首艘量子
系列遊輪，可容納4180名乘客，
是世界上最大艘的遊輪之一.

★★ 新馬泰風情輕松遊：載
譽世界的園藝巨作-新加坡濱海灣

花園、魚尾獅像公園、全世界最高
雙棟大樓-馬來西亞地標吉隆坡雙
峰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的檳城、泰國的第一旅
遊目的地普吉島

★★ 南洋風味美食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號”郵輪
新馬泰7天新玩法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號”郵輪
新馬泰7天新玩法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號”郵輪
新馬泰7天新玩法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7 Days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7 Days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7 Days

 Arrive SingaporeDay 1

 Singapore
早餐後前往【濱海灣花園】（不進冷室,含OCBC空中走
道遊覽）。佔地101公頃，位於濱海灣親水黃金位置，是
整個濱海灣項目的組成部分之一。綠意盎然的花園內矗
立著兩座巨型未來主義建築，體現了新加坡这座花園城
的魅力。前往新加坡老字號藥油店和珠寶店，之後前往
新加坡濱海灣郵輪中心，辦理登船手續後登上皇家加勒
比郵輪精心打造的16.8萬噸豪華郵輪“海洋量子號”。
1. Gardens by the Bay

Day 2

下午15:00p在新加坡機場（SIN）集合，前往【魚尾獅
公園】，之後車覽其他新加坡著名的地標性建築：【國
會大廈】、【濱海藝術中心】、【聖安德烈教堂】、【
牛車水】、【烏節路】。前往【聖淘沙島名勝世界】，
後觀賞金沙水舞表演及入住酒店。
1. Merlion Park; 2. Parliament of Singapore, Esplanade, St 
Andrew's Cathedral, Chinatown Street Market(by coach);
3. Resorts World Sentosa

up499499$499
Tour Code: CSIN07

 Kuala Lumpur 
早餐後驅車前往吉隆坡，參觀歷史悠久及意義深長的【
獨立廣場】，【英雄紀念碑】世界最高的獨立青銅雕塑
品，外觀【國家皇宮】耗資8億令吉興建、佔地面積
97.65公頃，建築面積佔65公頃，其馀32.65公頃為綠化
區。遊覽【黑風洞】，參觀土特產店，午餐享用肉骨茶
風味，參觀巧克力廠，【雙子星塔】（不登塔）。之後
返回郵輪。
1. Merdeka Square; 2. National Monument; 3. Istana
Negara(Outside); 4. Batu Caves; 5. Petronas Twin Towers

Day 3

酒店：Hotel Boss 或
Bencoolen Hotel 或同級4*

Your Travel Agent

酒店：海洋量子號 Quantum of the Seas

餐食：B/L/D

餐食：B/L/D

酒店：海洋量子號 Quantum of the Seas 餐食：B/L/D

酒店：海洋量子號 Quantum of the Seas 餐食：B/L/D

餐食：D

 Sea Sailing 
今天將開啟愜意的海上巡航！登上北極星，升至距離海平
面88.6米的高空！享受無邊的蔚藍大海，把量子號甲板景
色盡收眼底！甲板跳傘，甲板衝浪，多功能運動館，這裡
有皇家碰碰車，Xbox、滑冰、籃球、足球、乒乓球等精彩
玩樂！夜幕降臨後的270°，上演量子號獨特大秀《星海傳
奇》！

Day 6

酒店：海洋量子號 Quantum of the Seas

 Phuket 
早餐後離船，乘快艇前往【皇帝島】，在沙灘附近享受
快樂的潛水時光，欣賞五顏六色的珊瑚礁和熱帶魚，在
海灣潛水，探索美麗的水下世界；享用泰式自助午餐，
之後自由活動，也可以游泳、浮潛、曬日光浴等，之後
離開皇帝島，回到郵輪碼頭，剩餘時間自由活動。
1. Raya Island

Day 5

餐食：B/L/D酒店：海洋量子號 Quantum of the Seas

 Depart Singapore
抵達新加坡，辦理離船手續，前往機場（SIN）。（請
訂13:00P以後的航班）
Transfer to airport or check out by self.

Day 7

餐食：B

 Penang 
作為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目的地之一，檳城一直以古老的店
屋，美妙的街頭美食及令人羨慕的海灘為遊客錦上添花。
早餐後參觀華人發跡源地【姓氏橋】，檳城文化古蹟遊—
檳城的首府喬治市為UNESCO世界文化遺產，英國人留下

Day 4

US$499 N/A

US$529 US$629

US$649

US$679

1、團費不含碼頭稅USD250/人，在報名時與團費
一同繳付，大小同價；

2、郵輪、導遊司機服務費7天共USD70/人；報名時與
團費一併繳付，大小同價。

3、團費不含指定項目費用(保證參加，報名時與團
費一併繳付，大小同價)：金沙水舞表演+濱海灣花
園（不含雲霧林+花穹門票）+吉隆坡觀光+檳城觀
光+普吉島“皇帝島”一日遊=US$320/位

4、請向travel agent購買旅遊保險。因船公司更改行
程導致的行程變更，與旅行社無責。

5、根據國際慣例郵輪公司將以遊客安全第一，有權
根據實際突發情況作出航線變更以及調整岸上觀光行
程。

來的【康華麗斯城堡】，咖啡專賣店，當地特色午餐，尋
寶街邊【3D 壁畫】，【百年觀音廟】，返回郵輪。
1. Chew Jetty;2. Fort Cornwallis;3. Kuan Yin Temple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號”郵輪
新馬泰7天新玩法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號”郵輪
新馬泰7天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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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在姚餐廳設宴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在姚餐廳設宴
歡迎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訪休歡迎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訪休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清華學院院長周懷清華學院院長周懷
樸博士向休士頓校友們分享學校軟硬體的樸博士向休士頓校友們分享學校軟硬體的

相關發展相關發展。。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致詞教育組周慧宜組長致詞。。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科技組李君浩組長致詞科技組李君浩組長致詞。。

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黃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黃
初平會長致歡迎詞初平會長致歡迎詞。。

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王海蒂副會長分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王海蒂副會長分
享在清大生活及在美工作經歷與心得享在清大生活及在美工作經歷與心得。。

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雷觀韶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雷觀韶（（左一左一））於於66月月
2020日在姚餐廳歡迎賀陳弘校長日在姚餐廳歡迎賀陳弘校長（（左二左二））蒞休蒞休
訪問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訪問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一右一））與會與會。。

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於休士頓清華大學校友會於66月月2020日下午日下午77時在姚餐廳設宴歡迎賀陳弘校長時在姚餐廳設宴歡迎賀陳弘校長（（一右三一右三），），副校長周副校長周
懷樸懷樸（（一右四一右四）、）、呂平江呂平江（（一右二一右二））到訪到訪，，和休士頓校友們說明清大近況與發展和休士頓校友們說明清大近況與發展。。僑教中心陳奕僑教中心陳奕
芳主任芳主任（（一右一一右一）、）、台北經文處科技組李君浩組長台北經文處科技組李君浩組長（（一左一一左一）、）、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到場歡迎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到場歡迎。。

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分享清大近期傑出成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分享清大近期傑出成
果和學校發展狀況果和學校發展狀況，，如清大學生首次獲得如清大學生首次獲得ASCASC
競賽總冠軍競賽總冠軍，，學校整建計畫學校整建計畫、、文物館籌備等文物館籌備等。。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暨醫學科國立清華大學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暨醫學科
學系教授兼副校長呂平江博士致詞學系教授兼副校長呂平江博士致詞，，如積極推動國如積極推動國

際產學聯盟計劃際產學聯盟計劃，，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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