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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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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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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Texas Tai-
wanese BiotechnologyAssociation,TTBA)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科技組主辦的第五屆 「通過人工智能加速生物醫學創新」
、以AI為主題的研討會在台灣科技部經費補助及德州各僑、學
界支持下，於 7 月 13 日、7 月 14 日在休士頓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Center舉行，來自美國各州與台灣生技產官學研專業人
士約150多位出席盛會。

台灣科技部陳良基部長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
組李君浩組長陪同下，於7月14日早上8時30分到達會場，受到
與會人士熱烈歡迎。 陳良基部長說明，此次行程有科技部五位
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共十位團員同行，主要目的是台美年度合作方
案洽談，順便分別於休士頓、華府和波士頓展開為期一週的訪視

，TTBA是五年前，陳良基連絡台大生技中心搭建創辦的台美生
物醫藥科技交流平台，以積極推動國際科研創新合作與年輕學者
培育計畫為目的，至今成果顯著，讓更多年輕學子透過平台找到
定位，所以訪美行程必定安排參與年度研討盛會，在會中與年輕
學人分享專業。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林之昫會長談到，今年的研討會由
中國醫藥大學院長洪明奇專題演講揭開序幕，洪明奇院長在基礎
科學和分子細胞腫瘤發生的分子機制研究享譽國際，同時也致力
打造世界級跨國合作的癌症研究中心而努力，他鼓勵海外學子要
活用所學，並將所學回饋國家，他全力支援回國服務學術界的學
子。

免疫學專家蕭世嘉博士鼓勵學生要勇於追求自己的目標，大

膽築夢並且實現它，夢想就是創業成功的基石。神經病理學專家
傅嫈惠和AI人工智能部份則有UII America ,Inc.的Terrence Chen
總裁介紹AI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影像掃瞄和醫療保健智能機器
等。

這次研討會是北美東西岸各名校教授自掏腰包遠道而來全力
支援，專業演講分享，同時也安排座談會、小組討論和互動問答
方式。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劉軒辰副會長強調，歡迎所有學生
前往TTBA官網或是臉書查詢，並加入該社團。劉軒辰副會長分
享在平台中不僅是學業，同時在人生和職涯規劃都受益良多，同
時也期望能有企業商界結合讓TTBA更推向高峰。

2019年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圓滿成功舉辦
第五屆 「通過人工智能加速生物醫學創新」 研討會

（本報訊）2019 年 9 月 14 日、9 月 15 日兩
天，中華民國台北新劇團，將蒞臨休士頓，在
休士頓表演中心HobbyCenter的Zilkha Hall，分
別推出全本【寶蓮神燈】、以及【鍘美案】
【擋馬】【大鬧天宮】三本精彩折子戲。此次
演出，是由台北新劇團團長李寶春老師親自帶
領主演；同時也邀請了中國北京軍區國劇團國
家一級演員，素以鐵嗓鋼喉著稱的花臉演員楊
燕毅老師同台演出。此次演出劇團陣容堅強，
帶來最完整的劇務、演員、文武場、服裝、化
妝等，總共46人，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這兩
天的戲都是由李寶春老師親自主演。

第1天， 李寶春老師前演【秦香蓮】的老
丞相，後演【美猴王】的孫悟空。

第2天， 李寶春老師在【寶蓮神燈】裡，
一人分飾兩個角色；前演書生劉彥昌，後演二
郎神。

兩天精彩好戲，跨海而來，請大家千萬不
要錯過。

李寶春，出身名門，祖父李桂春，父親李
少春，母親侯玉蘭，都是當代梨園響叮噹的人
物。李寶春九歲就由祖父親自指導練功，十歲
進入北京市戲曲學校，承襲父親風格，專攻文
武老生。又曾受馬連良及王少樓等老師教導，
打下了紮實的文武技藝功底，是京劇界頂尖的
演員，享有極好的聲譽。

1990年李寶春加入了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的
京劇推展小組，從此不獨積極推創新戲，更致
力傳統劇目之整理，所有曾經推出的作品，在
國內外京劇界，均獲得各界一致的好評。1997
年李寶春有鑑於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當有傳承
的責任，成立了台北新劇團，致力於培養年輕
優秀的京劇演員。22年來果然成績斐然；曾多
次率團赴歐美日等地成功演出，在全球各地為

中華傳統藝術文化留下美譽。
李寶春1983年榮獲義大利北方戲劇學院榮

譽博士1987年榮獲美國紐約林肯中心亞洲傑出
藝人。1995年年受邀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
際戲劇協會”第26屆年會擔任專題演講。現任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台灣
大學戲劇系兼職教師，台北新劇團團長。

『送人玫瑰，手留餘香』。休士頓佛光會
將把這次的演出全部的所得，全數捐給休士頓
【麥當勞中途之家】。我們期許大家在欣賞京
劇之餘，與我們一起將小愛傳播成大愛；藉此
機會，引起社會大眾，對公益事業的同理慈悲
心。目前活動已經開始網路售票，歡迎大眾儘
速利用上網或電話方式，及早訂購。如有任何
疑問，敬請撥打281-495-3100詢問 ，我們將儘
快為您解答。非常感謝。

敬邀：【中美文化講壇】九月份李寶春台

北新劇團京劇
第一場：【鍘美案】【擋馬】【大鬧天宮

】
時間：九月14日（星期六）7:30pm
地點：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Box Office 713-315-2525
http://www.thehobbycenter.org/?q-node/

2600
800 Bagby Street Ste.300 ; Houston, Tx77002
第二場:寶蓮神燈
時間：九月15日（星期日） 3:00pm
800 Bagby Street Ste.300 ; Houston, Tx77002
地點：Hobby Center-Zilkha Hall
Box Office 713-315-2525
http://www.thehobbycenter.org/?q-node/

2602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暨FCCH基金會邀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台北新劇團美國演出

台灣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台灣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前排一左七前排一左七））於於77月月1414日在德州台灣人生物日在德州台灣人生物
科技協會科技協會20192019年研討會中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年研討會中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
李君浩李君浩（（前排一右三前排一右三））及全體與會人士合影及全體與會人士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林之昫會長林之昫會長（（左左））代表代表TTBATTBA贈送感謝狀給台灣科技部陳贈送感謝狀給台灣科技部陳
良基部長良基部長（（右右）。（）。（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林之昫會長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林之昫會長（（右右））和劉軒辰副會和劉軒辰副會
長長（（左左））合影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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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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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顧問委員會授證典禮在希爾頓酒店舉行

【泉深/圖文】2019年7月14日下午，國際
領袖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 ILF) 休斯頓顧問委員會 (Houston Advisory
Board) 授證典禮在中國城希爾頓酒店舉行。國
際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休斯頓國際區區
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休斯頓顧問
委員會主席Shelley Ding，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業協會總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美國拉雷多自
由貿易城董事長高龍，以及休斯頓金融界、商
務界、地產界、教育界、藝術界代表和媒體界
人士四十餘人出席。

授證典禮由休斯頓顧問委員會主席 Shelley
Ding主持。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作了
基金會的介紹。

國際領袖基金會於1994年在加州以現任美
國交通部助理部長杰龍先生創立的沙加緬度教
育夥伴計劃PIE 為基礎，開展亞裔青年領袖的
培訓工作；進而由創會會長及現任執行長董繼

玲（美國聯邦商務部前副助理部長）於2000年
起，聯合全美亞裔企業家及社區領袖，在華府
增設了全美 “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而建立
。

基金會自創立以來，一直積極鼓勵亞裔新
移民進入美國主流社會，並在政治、經濟、科
學、文化等方面培訓下一代亞裔青年，為成為
未來領袖做好準備。國際領袖基金會每年舉辦
表彰全球亞裔傑出楷模的獎項，並結合來自全
球及美國各地區的顧問，組成代表團參訪國會
，聽取簡報。同時，還拜會聯邦政府各部會及
部會首長、聯邦高級官員，聽取聯邦政府各部
門的施政方針，了解亞裔族群應該擁有的政府
資源，為亞裔爭取最大的權益，並擴大亞裔參
與公共行政。

基金會每年舉辦各項活動，包括：
1. 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 (Civic Fellowship

Program)：每年遴選約 30 名亞裔大學生，除了

頒贈獎學金並舉辦講習外，還
在暑期安排他們到美國首府華
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的聯邦政府各行政部門正式實
習八週，參觀與了解美國國會
和白宮的實際運作，並安排各
項領袖訓練課程。
2. 青 年 領 導 研 討 會 (Youth
Leadership Academy)：由公民
、商業和社區領袖組成全美顧
問團及全球顧問團和委員會，
每個顧問團和委員會每年都會
舉辦當地商業和領袖會議以及
政策討論會。
3. 全球傑出人士楷模頒獎典
禮 (Annual Awards and Schol-

arshipsGala)：經由嚴謹的評審過程，本會每年舉
辦表彰全球性亞裔傑出人士楷模獎，每年不同
主題的獲獎者均是全美亞裔社區最優秀的佼佼
者。

4. 企業與領袖高峰會議 (Business and Lead-
ership Conference)：集合來自全球及美國各地區
的企業顧問，舉辨經濟走向探討及企業交流高
峰會議。

5. 國際事務交流計劃 (Global Exchange Pro-
grams)：進行國際事務交流計劃，推廣包含來自
全球亞太裔優秀學生在內的國際學生交流計劃
、大學名校研修、參觀學界以及公立、民營機
構的實習參訪，並有安排赴聯合國見習國際會
議的運作，讓來自亞太地區國家的優秀學生，
可以和本會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的亞裔大學
生，共同研討國際事務，進行交流活動，當中
亦包括青年大使及國際實習生項目。

6. ILF 拜 會 政 學 商 領 袖 (ILF Leadership

Meetings and Activities)：安排組織代表團參訪白
宮、國會及拜會聯邦政府各部會，聽取簡報，
並向拜會的相關部會首長、聯邦高級官員。

國際領袖基金會得到美國政經領袖的勉勵
及支持

美國總統特朗普
二十年來，國際領袖基金會通過實習、領

袖培訓講座和研討會、以及交流的機會，幫助
美國未來亞太裔領導人，在各專業領域中發展
成功所需的卓越才能。 ”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國際領袖基金會積極推動亞太裔年青人

參與美國的公共事務。 你們的努力提升了亞太
裔在政府、公司董事會和全國各地社區的地位
及權利，並建設更光明、更具包容性的未來。
”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
“我感謝所有參與國際領袖基金會的人，

感謝你們對卓越的承諾以及對亞太裔美國人社
區的諸多貢獻。你們的努力有助於為學生提供
充分發揮潛力所需的基礎，使之成為我們下一
代的領導者。 ”

美國國會眾議員議長佩洛西
“國際領袖基金會致力於促進亞太裔美國

人社區的公民意識，參與和有效性，這有助於
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加充滿活力的未來。
”

附休斯頓顧問委員會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

Shelley Ding，李蔚華，許文忠、黎淑瑛，
陳奕芳、 Alice Chu，高龍，楊德清，蔣銳，卿
梅，James Birney, Ceyan Birney, Vican Sun,Rog-
er Yen, Ada Wang, Sharon Hsu, Lily Lee。

著名僑領李蔚華榮獲2019休斯頓人道主義獎
【泉深報導】休斯敦慈善日隨機行動組織

（Houston Random Acts of Kindness Day）近日宣
布，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著名僑領李蔚華先
生榮獲2019休斯頓人道主義獎。這是通過全市的
選票活動被選為10名無私奉獻的休斯頓獲獎人之
一，是李蔚華先生長期傳播華夏文明、弘揚慈善
文化、凝聚愛心、共建和諧社會的典範，是華人
的榜樣和驕傲。

李蔚華，1969年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
交系，1971年赴美留學，1974年獲得克薩斯州州

立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1979年創辦《美南新聞
》周刊，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創辦人， 1984
年改為《美南日報》。 1984年榮獲全美傑出青年
獎，1992年入選《美國企業家名人錄》。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經過四十年的努力經營，在全美
十座城市已發展成為包括《美南日報》、《華盛
頓日報》、《達拉斯日報》、《芝加哥時報》、
《亞特蘭大新聞》、《波士頓新聞》和美南國際
電視台等美國華文媒體航空母艦。曾被休斯敦市
長任命為該市公共電視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
休斯敦中華總商會主席。現任美國德州休斯敦國

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美國
德州休斯敦國際貿易中心（ITC）主席。 2016年
推選為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理事，2017 榮獲美國總
統奧巴馬社會服務獎，2017 榮獲美國國會多元民
族社區貢獻獎，美國德州哈里斯郡醫療基金會理
事，美國陳納德基金會董事，美國德州國際新聞
協會主席，美國休斯敦大學新媒體學院顧問，美
國休斯敦商業信用局董事，全美台聯40 風雲人物
，《從哈彿看世界》 著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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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幼兒園，課後班，周末中文學
校開始報名!

open House
(才藝課說明會）

參觀學校，老師見面，了解課程，報名
交費

時間：7/26，8/2 下午5pm-7pm
地點：4835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騰龍教育學院 Talent Academy

擁有州政府合法教育執照的正規學校
學費可抵稅

孩子們心中最美麗的“教育殿堂”
最全面的中文課程
最專業的師資力量
最前衛的教學模式
最豐富的才藝課程

最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

2019 新學年騰龍將精心打造
[藝術特色]雙語幼兒園

舞蹈，小提琴，武術，繪畫
樹林是小鳥的樂園，大海是魚兒的

樂園，夜空是星星的樂園，騰龍雙語幼
兒園是小朋友的樂園。騰龍雙語幼兒園
秉承“以愛為本、激發潛能、健康成長
”的辦學理念，關註每一個孩子的成長
發展，給孩子一個美麗的起點。

● 在活潑生動的氛圍中激發孩子無
限的創造潛能；

● 在老師的關愛支持下帶給孩子非
凡的學習體驗；

● 在專業教師的帶領下構建國際化

的思維與視野；
● 在精心設置的環境中拓展孩子探

索發展的空間。

騰龍課後班
騰龍2019秋季課後班 After School

正在火熱報名中。除了傳統中文課外，
騰龍教育學院以其特色【實用中文課】
，包括情景中文教學，漢語拼音，經典
國學，中文閱讀欣賞，中文話劇表演，
文化藝術欣賞等各種新意輔助活動和創
意思考相結合，系統而有效地調動海外
孩子的學習興趣。騰龍中文課展現【聽

說讀寫】四大功能，打破傳統的【灌輸
】方法，以師生臺上臺下【互動】，
【換位】為基礎，創造學習氣氛，使學
生化被動為主動，熱愛中文學習。

此外，課後班開有多種針對性強的
課程。"GT益智班"，結合FBISD的GT課
程系統有效地開發孩子們邏輯思維和創
造力，四年級五年級學生進行Pre
Mathcounts初中數學競賽等輔導課，豐
富多彩的才藝課程【繪畫，音樂，泥塑
動漫，機器人, 乒乓球，籃球，排球，
演講和辯論，芭蕾，古箏，大提琴，中

提琴，小提琴，吉他，架子鼓，國際象
棋等】將會讓騰龍課後班的孩子們滿載
而歸。騰龍教育學院配備最具專業，最
有經驗，實力超強的師資陣容，以無比
的愛心，熱心，耐心指導和協助每一位
孩子的穩健成長！

騰龍周末中文學校
新課程: 計算機JAVA，初高中數學

，機器人,吉他，籃球，排球，演講和辯
論，架子鼓, 聲樂課，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 古箏課等。

騰龍周末中文學校自2003年創建
以來以弘揚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繁榮美
國多元文化社會為宗旨，堅持學以致用

和註重培養學生健康快樂，陽光堅定，
全方位發展的辦學方針，經過十多年的

不懈努力和發展，已逐步形成：課程設
置齊備，師資力量雄厚，教學規範嚴謹
的辦學特色，是大休斯頓地區最好的全
日制中文學校。

騰龍教育學院周末中文學校更加強
了很多學生周末中文學習和各種才藝體
育課的教學內容。長期以來本著註重傳
統中華文化的基礎教育，貫徹培養語言
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展的教學理
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活潑的教學
方法，特別通過對學生“三字經“，
“成語”，“唐詩”等中文“童子功

“的訓練，以暨南大學的中文為基礎，
馬立萍中文為輔助閱讀，課堂上貫徹"動
與靜的結合, 講臺與課堂的互動, 傳統與
現代的交融"的教學理念, 讓學生們在逐
漸領會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上達到學以
致用，曲不離口的驚人效果。

影像學會開會通知影像學會開會通知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20192019秋季課後班和秋季課後班和
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

1. 時 問 : 7月20日(週六)上
午10時至12時

2. 地點 : 美南銀行會議廳

3. 內容 : a. 本會十四號郊遊
之照片及錄影播放
b. UF0學之回顧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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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幾年前，一群熱
愛音樂的年輕孩子因為志同道合，有共
同的理念而聚在一起，並成立非盈利組
織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SMA)。
每年的夏天，他們都舉行一場大型的慈
善音樂會，節目豐富，包括弦樂器、舞
蹈、管弦樂、聲樂、打擊樂、鋼琴和中
國樂器等。他們募集愛心善款，捐給聯
合國基金會 Girl Up 組織，幫助全球各
地的青少年女孩們，改善她們的教育、
人權、健康等項目。過去一年來，他們
孜孜不倦的排練，即將舉辦第四屆的愛
心慈善音樂會，時間就在 8 月 3 日，熱
情邀請民眾參與，看看這場由休斯頓年
輕音樂家們所帶來的熱情演出。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 感謝所
有民眾的參與，在過去三年中，他們一
共捐獻了$27,000，幫助那些需要協助的

青少年的學習與生活，今年，依舊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奉獻愛心。

因為興趣相合，SMA目前已迅速發
展到了一百多名成員，彼此情誼深長，
他們分別演奏小提琴、大提琴、室內樂
、鋼琴、管樂、吉他、聲樂、和古箏、
琵琶等中國樂器，致力於發揮自己的才
能來服務社區、回饋社會，在短短的數
年中，他們在養老院、圖書館、醫院、
藝術節等地方舉行了多場義務音樂會，
音符飄揚，感動了許多人。

此次的音樂會，您將欣賞到國際才
藝大賽中奪冠的組合，還有全美國、德
州、卡耐基音樂廳上獲獎的優秀作品、
原唱的歌曲、以及大家喜愛的舞蹈、和
最流行的 KPOP 等節目。

SMA的音樂總監吳長璐表示，歡迎
大家來參與這場慈善音樂會，最好能帶

自己的孩子來觀摩，是給孩子們很好的
模範 (5歲以上的小孩子，可以坐得住聽
音樂的都歡迎)。經由每位聽眾的參與，
加入自己的力量，一方面親自聆聽這些
孩子們的高水準演出，另方面出一點小
小的捐款(門票$10)，不但幫助遠方的人
，也匯集一股美好的力量，讓正能量不
斷傳遞散播。

音樂會門票每張10美元，同時也接
受捐款，可為捐款者提供免稅號碼。
演出時間：2019年8月3號(周六)晚上6:
30

地 點 ： Christ Church(3300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TX 77479)
愛心捐款 （點解鏈接進入捐款页面
https://spreadthemusica.weebly.com/
2019-sma-benefit-concert.html）
SMA Website: http://spreadthemusica.

weebly.com/
Facebook: https://m.facebook.com/
SpreadTheMusicAssociation/

Call 281-201-4166。 Email: spreadthe-
musica@gmail.com

第四屆愛心慈善音樂會第四屆愛心慈善音樂會
88//33演出演出 陣容強大陣容強大 精彩紛呈精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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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華人籃球聯盟於德州華人籃球聯盟於77月月1313日在日在
Filhoops GymFilhoops Gym熱鬧舉行籃球比賽熱鬧舉行籃球比賽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黑色球衣的是黑色球衣的是FormosaFormosa
lslanderlslander球員運球球員運球。。

白色球衣的是白色球衣的是 OG BallersOG Ballers隊員進球隊員進球

Formosa lslanderFormosa lslander球員投球球員投球。。 OG BallersOG Ballers球員進球得分球員進球得分。。Formosa lslanderFormosa lslander球員進球得分球員進球得分。。德州華人籃球聯盟籃球比賽於德州華人籃球聯盟籃球比賽於77月月1313日下午日下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66
時在時在1012910129 Emnora Ln. Houston,TX.Emnora Ln. Houston,TX.7708077080的的FilhoopsFilhoops

GymGym熱鬧舉行熱鬧舉行，，Formosa lslanderFormosa lslander球員們參賽球員們參賽。。

比賽結果比賽結果，， OG BallersOG Ballers球員們以球員們以6161::3333贏得比賽贏得比賽。。

OG BallersOG Ballers球員投球球員投球。。

Formosa lslanderFormosa lslander球員運球球員運球。。聯盟主辦人李昱勳聯盟主辦人李昱勳（（Leo LiLeo Li，，右右))與李玉傑與李玉傑（（Jack,Jack,左左））合影合影。。李昱勳主辦人表示李昱勳主辦人表示，，希望希望
是一個長遠發展的聯盟可以以籃球運動來增加華人的互動是一個長遠發展的聯盟可以以籃球運動來增加華人的互動。。德州華人籃球聯盟的德州華人籃球聯盟的

Facebook PageFacebook Page叫做叫做Texas Asian Basketball LeagueTexas Asian Basketball League歡迎在這個粉絲專頁上面按個讚歡迎在這個粉絲專頁上面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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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Crystal Wang 王卿卿， 一名今
年從Memorial High School畢業的高中生，被哈
佛大學和伯克利音樂學院的5年雙學位專業錄取
。將在秋季入學，攻讀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的
本科學位和 伯克利音樂學院歌曲創作專業的碩
士學位。

在入學前，Crystal 發起了一個名為 Youth
Creators’ Night的慈善音樂會. 音樂會的表演者
都是在音樂領域中特別有天賦的年輕人。他們
將給大家呈獻一台別開生面的演出。形式多樣
，包括唱歌，舞蹈，視頻，動畫，樂隊等等。
所有收入將捐獻給由Crystal Wang 發起的SOAR
慈善組織。這個組織以關愛癌症病人為目的，
給生活在絕望邊緣的人們帶來希望為宗旨，自
2015 年創立以來，現在已經在全美國創建了 9
個分部。到今天為止，SOAR 已經募捐到現金
$33,699.08，物品2,964件，幫助了1,806名癌症
患者。從今年開始SOAR還設立了高中生獎學
金，鼓勵高中生能做一個優秀的自己。孩子們
希望通過這場音樂會，能更好的將愛傳遞下去
。同時這場音樂會也將是Crystal在開啟生命新
篇章之前的一個總結匯報演出。她將在這台音
樂會裡把自己創作和改編的歌曲傾情奉獻給大
家, 以感謝在休斯頓生活的時日里所有的老師，
朋友和社會各界 對她的無限關愛和幫助。希望
能看到這條信息的各界朋友們都能給孩子一個
支持，讓愛繼續傳遞下去。

音樂會信息：
時間：2019年8月10日 7：00PM – 9:00

地點：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 77043
購票方式：電話或者短信到832-289-4008 現金

或者其它方式購票掃二維碼網上購票。
Crystal從3歲第一次登上舞台開始就對音樂

充滿熱情。她5歲學鋼琴課, 7歲開始寫歌。一
開始只是自己哼哼幾句為了好玩,但幾年後,她已
經開始對歌曲充滿了激情，一發不可收拾。 9
歲時,剛剛搬來休斯頓不久的她第一次參加歌唱
比賽，面對滿屋子的成人選手，她努力,自信，
還很稚嫩的表演最終贏得了全體裁判的認可，
獲得第三名。從此以後她決定開始學習唱歌。
Crystal 在跟隨宋海燕老師學習唱歌的同時，還
在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學習舞蹈，在北美青少年
國樂團跟隨吳長璐老師學習琵琶。還同時學習
了吉他。在她高中的幾年，她還師從多位在美
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專業老師(Billboard Top 100
的音樂人等)， 其中也包括碧昂斯的啟蒙老師
Tom Mckinney。這些都給她未來的音樂之路奠
定了基礎。多年來， Crystal在許多音樂大賽中
都取得很好的名次。

2011年和2013年TMTA青年藝術家鋼琴比
賽第一名

2013年《美南好聲音》第一名
2014年 美國小姐德州賽區最佳模特大賽冠

軍以及藝術天才大賽冠軍
2015年和2016年 《國際歌曲創作大賽》半

決賽入圍選手
2016年 《年度歌曲》半決賽入圍選手
2017年全國教師歌唱戲劇協會冠軍
2017年《中國好聲音》 美國賽區冠軍
2017年《英國國際歌曲創作大賽》決賽入

圍選手
2018年 《阿卡德米亞音樂獎》最佳流行歌

曲和最佳流行現場表演獎冠軍
2019年 德克薩斯州合唱團首席女高音
2014 年,Crystal 越過她創作的瓶頸, 通過不

斷努力，2015 年,年僅14歲的她發布了她的第一
首單曲" Shattered Heart ", 同年她還發布多首單
曲。 2016 年迎來了她作曲生涯的一個小高潮,發
行了她的首張專輯" Sincerely!" 這張收錄了13首
原創歌曲的專輯獲得了大家的認可, 其中的多首
歌曲都入圍了多個歌曲創作比賽。 Crystal Wang
最新發行的EP名為" Anonymous "。

其餘演員介紹：
Liangston (亮亮) R&B 歌手/歌曲作者
Liangston 是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的

18歲歌手和詞曲作家。他12歲開始在休斯敦社
區表演和比賽,在2016年贏得美國中國超級明星
等比賽,並在《水立方全球歌唱大賽》總決賽中
名列前 20 名。 2016 年,他開始創作歌曲和創作
音樂。 Liangston 於 2018 年 9 月在 Spotify/iTunes
上錄製並發行了他的第一張專輯《Balance》。
這張專輯收錄了6首R&B曲目,在9個月內超過
115,000個流。他最受歡迎的歌曲,名為"You",已
經積累了超過50,000 個流。他目前正在積極準
備發行下一張專輯。

No Rehearsal India 樂隊
No Rehearsal是一個休斯頓本土的美國獨立

搖滾三重奏樂隊。包括主唱和吉他手 Matthew
Cobb,貝斯手Christian Mireles和鼓手David Sho-
rey。 No Rehearsal 樂隊，努力創造傳達脆弱性
和原始性的音樂,讓聽眾脫離可怕的現實世界,同
時通過樂器傳達的物質保留情感和技術價值,打
造出簡潔抒情的聲樂和獨立搖滾藝術作品。

Crystal Wen - Animator
Crystal Wen是一名17歲的高中畢業生。今

年秋天，她將在上海的紐約大學分部學習計算
機科學。她的創作興趣源於她在高中的業餘時
間對視頻編輯和對動畫的興趣。她通過音樂視
頻編輯,為創意設計以及為休斯敦西區華人教會
製作宣傳視頻, 加上對一些韓劇的編輯製作,她的
創業視頻截至6月28日,已經獲得了近4k的瀏覽
量。 Crystal Wen 的動畫製作開始於 3 年前, 她
參加了一個名為“Talk, Talk, Korean 2016” 的
比賽。雖然她技巧還不是很成熟，,但她自創瞭
如在ipad上繪製圖紙,並使用反向圖來進行時間
對幀等技術。在她的不懈努力下，Crystal 憑藉
動畫《Life， Again》在 2019 年獲得 Fort Bend
ISD 電影節第二名。 Crystal 希望在大學的學習
和深造中能繼續她的動畫創作。

Catherine Larsen - Choreographer
Catherine Larsen是Soreal舞蹈工作室的舞蹈

演員,也是Memorial Markettes的成員。 Catherine
從兩歲起就開始學習跳舞,舞種包括嘻哈、芭蕾
、現代舞和爵士樂。 Catherine獲得了多個舞蹈
獎項。前不久她和她的團隊成員一起獲得
《World of Dance Dallas》舞蹈比賽的第一名。
Catherine非常開心能成為這次活動的演出成員,
她希望能喜歡她的表演。

Tristan Nigos - Videographer
Tristan Nigos是奧斯汀高中即將畢業的16歲

高中生。過去兩年來,他一直在業餘時間製作視
頻項目。 Tristan 在他的學校擔任三個俱樂部的
攝像師/攝影師,他還為五個不同的俱樂部製作視
頻。

愛心永續 Youth Creators' Night 慈善音樂會8月10日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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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龍獅今次大換血不僅在人
腳方

面，連管理層亦煥然一新，上
季榮

膺“最佳教練”的李志堅將擔
任東方總

監及主教練，而前主帥安祖史杜
錫轉任技

術總監，戴偉浚之父戴文康則是
球會特別

顧問。至於黃鎮宇、范俊業、李
偉和、羅

繼華及鍾皓賢等上季教練團成
員全部離

隊，僅羅志焜一人留任，東方副
主席游永

強坦言球隊需要改變以重回高峰
，今次大

變動所帶來的“陣痛”是必須。

上季帶領和富大埔首奪港超冠
軍，

已轉投東方的李志堅並未放
棄奪冠班

底，有多達9名大埔的奪標功
臣跟隨他

“跳槽”東方，當中包括艾華
度、翟廷

峰、馮慶燁、利馬、曾文輝、
鍾偉強、

李家豪、李嘉耀及梁冠聰，加
上新簽入

的劉學銘、胡晉銘、播磨浩謙
、前元朗

前鋒慕沙、中國台北前鋒陳浩
瑋及回歸

的茹子楠的茹子楠，，東方新陣容的球員
數目多達東方新陣容的球員數目多達

3030人人，，李志堅表示雖擁有資源
人腳增加李志堅表示雖擁有資源人腳增

加

等等““幸福的煩惱幸福的煩惱”，”，但亦感到更大
挑戰但亦感到更大挑戰

與責任與責任：“：“轉投東方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轉投東方對我來說是很大的

挑戰挑戰，，這裡作為大球會分工
更清晰細這裡作為大球會分工更清晰

細

緻緻，，有一家香港職業球會應有
的條件有一家香港職業球會應有的條

件，，

希望球員好好珍惜希望球員好好珍惜。”。”

李志堅李志堅：：亞洲賽資格重中之重亞洲賽資格重中之重

上季屈居亞軍的富力上季屈居亞軍的富力R&FR&F繼續
積極繼續積極

擴軍擴軍、、傑志亦換帥力求捲土重
來傑志亦換帥力求捲土重來，，李

志李志

堅表示所有錦標都是他的目標堅表示所有錦標都是他的目標
，，尤其是尤其是

亞洲賽資格更是重中之重亞洲賽資格更是重中之重：“：“
上季出戰上季出戰

亞協盃亞協盃，，才親身體會到與亞洲
高水平的才親身體會到與亞洲高水平的

差距差距，，現在擁有更多的資源現在擁有更多的資源，，目標肯
定目標肯定

會比以前放得更高更遠會比以前放得更高更遠。”。”東
方龍獅來東方龍獅來

季將以將軍澳運動場為主場季將以將軍澳運動場為主場，，
而球隊將而球隊將

於於88月中前往泰國進行為期八日
的集訓月中前往泰國進行為期八日的
集訓。。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經過三季無冠的經過三季無冠的

低潮低潮，，港超傳統勁旅東方龍獅終下定決心大換血
港超傳統勁旅東方龍獅終下定決心大換血，，上上

季季““最佳教練最佳教練””李志堅將率領李志堅將率領99名子弟兵來投名子弟兵來投，，以高以高

達達33,,500500萬港元的班費重新打造球隊萬港元的班費重新打造球隊，，期望藉今次大期望藉今次大

改變為起點改變為起點，，重鑄昔日東方王朝重鑄昔日東方王朝。。

重建王王
東方龍獅東方龍獅

朝朝
李志堅率九名子弟兵來投李志堅率九名子弟兵來投

■■一眾新援17日一同
亮相。

■■利馬今季由大埔來投
利馬今季由大埔來投。。

■■東方今季陣容強大東方今季陣容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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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盃及
2023年亞洲盃外圍賽

第二圈抽籤
A組：

中國、敘利亞、菲律賓、馬爾代夫、關島

B組：
澳洲、約旦、中國台北、科威特、尼泊爾

C組：
伊朗、伊拉克、巴林、中國香港、柬埔寨

D組：
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巴勒斯坦、也門、新加坡

E組：
卡塔爾、阿曼、印度、阿富汗、孟加拉

F組：
日本、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緬甸、蒙古

G組：
阿聯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H組：
韓國、黎巴嫩、朝鮮、土庫曼斯坦、斯里蘭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2022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暨
亞洲盃外圍賽第二圈17日完成抽
籤，港足被列入C組將與伊朗、伊
拉克、巴林及柬埔寨爭出線，主帥
麥柏倫坦言每一場均是硬仗，期待
球隊能在連場大戰中成長。

世界排名第141位的港足被列
入第四檔，雖然今次抽籤避過日
本、韓國、澳洲等頂尖勁旅，不過
被抽入C組下，仍要面對伊拉克、
伊朗及巴林等西亞強隊。港隊主帥
麥柏倫坦承今次未算好籤，球隊將
面對嚴峻考驗：“伊朗和伊拉克身
體質素好體能強勁，而巴林則技術
細膩，三支球隊均實力強勁很難應
付，而且他們均非傳統亞洲踢法，我
們將面對連場硬仗。”雖然前路難
行，不過麥柏倫仍感樂觀：“給我們
備戰的時間不多，重要的是我們要保
持樂觀並全力以赴，小組對手的確很
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在比賽中力求
進步，我很期望賽事的來臨。”港足
首戰將於9月5日作客柬埔寨。

國足出線形勢不俗
至於國足今次則籤運不俗。身處

第一檔的國足被抽入A組，同組對手
有敘利亞、菲律賓、馬爾代夫及關
島，爭出線形勢相當不俗。

誓誓
■■港足將遇上重大考驗港足將遇上重大考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育新聞5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大型體育活動事
務委員會已向將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行的
“傑志對曼城─賽馬會傑志中心盃”頒
授“M”品牌認可。

為了令市民有更多機會欣賞高水平
的賽事，“M”品牌今年四月擴闊資助
範疇，讓體育總會可舉辦有世界頂級選
手/隊伍參加的表演或邀請賽。“傑志對
曼城─賽馬會傑志中心盃”就是首個獲
資助的“M”品牌表演賽事。

委員會主席郭志樑17日表示，上述
表演賽跟其他“M”品牌活動一樣，能
夠為香港這個城市增添姿采和活力，除
有助推動香港的足球文化外，亦可吸引
更多遊客到訪。

郭志樑說：“‘M’品牌活動展示
香港舉辦世界級體壇盛事的實力，亦提
升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
‘M’品牌活動既可吸引遊客訪港，為
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亦為香港注入可持

續的體育文化，同時增進市民的自豪感
和促進社會凝聚力。”

“M”品牌制度於二○○四年設
立，旨在協助香港體育總會舉辦更多大
型體育活動，並加以扶植，使有關活動
得以持續舉行。各類符合審批準則的體

育活動會獲委員會授予“M”品牌認
可，部分活動的主辦機構更會獲得撥款
資助。“M”品牌活動的數目已由二○
○五年的四項增至二○一八年的十二
項。委員會至今共撥款約一億四千六百
三十一萬港元以資助“M”品牌活動。

國 際
泳聯世界
游泳錦標
賽日前在

韓國光州迎來第五個比賽日。世界盃
冠軍楊健搭檔青奧會冠軍林珊以
416.65分的總成績為中國隊首摘世錦
賽混合團體跳水金牌，為中國跳水刷
新了歷史。

混合團體跳水從2015年俄羅斯喀
山游泳世錦賽開始成為新增項目。每
支參賽隊伍男女各派出一名選手，分
別在3米板和10米台各完成3個動
作，最後按照總成績計算排名，因此
對選手的技術全能性要求很高。

喀山世錦賽上，中國選手陳若琳
搭檔謝思埸在該項目摘得銅牌，是當
年世錦賽中國跳水隊唯一丟金的一
項。冠軍由英國名將戴利與搭檔加蘭
特里奪得。上屆布達佩斯世錦賽，中

國選手邱波和陳藝文雙雙出現失誤，
在混合團體決賽僅排名第六。上兩屆
世錦賽混合團體產生的6枚金牌分別
花落6個國家，是世錦賽跳水最具變
數、競爭最激烈的項目之一。

賽後楊健說，能為中國隊拿下這
枚曾經丟掉的金牌非常興奮和開心。
“現在還沉浸在奪冠喜悅中，這次在
備戰期間從技術、心理等各方面都有
提高。”

林珊也表示，拿到自己首枚世錦
賽金牌格外高興。被問到與去年青奧
會奪金的心情有何不同，她篤定地
說：“只要是金牌對我都很重要。”

這是兩人首次配對參加混合團體
項目。楊健透露：“出戰世錦賽前一
個星期才知道我倆搭檔，平時沒有太
多時間練習相互配合，有限的時間主
要練習個人技術，訓練之餘通過生活
上的交流增加默契。” ■新華社

中國“夢之隊”混合團體
奪金刷新歷史傑志對曼城友賽成傑志對曼城友賽成““MM””品牌活動品牌活動

■■傑志對曼城友賽備受注目傑志對曼城友賽備受注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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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
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
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
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
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
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
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第412期：武藝應聘新聞主播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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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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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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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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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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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近期嘉賓：

建築大師李兆瓊CC李先生
熱點話題：建築中的風水學，休斯頓近期

城市發展運勢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q9oxLi2GeTc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7月19日 Friday, July 19, 2019



BB1111廣告
星期五 2019年7月19日 Friday, July 19, 2019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7月19日 Friday, July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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