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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興建水上樂園，預計明年5月開張！

本報記者翁大嘴報導

Typhoon Texas water park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位於位於 1010 號公路和號公路和 KatyKaty
MillsMills 附近的附近的Katy Fort Bend RoadKaty Fort Bend Road上上。。

新建的新建的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 占地面積占地面積4343英畝英畝。。

88月月1818日日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 正式破土動工正式破土動工。。

新建的新建的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in Katy 將於將於20162016年年55月開張月開張。。

水上樂園的滑梯每分鐘噴水量高達水上樂園的滑梯每分鐘噴水量高達2828,,000000 加侖加侖。。

Typhoon Texas water parkTyphoon Texas water park 設計圖設計圖。。

位於休斯敦西部的位於休斯敦西部的KatyKaty近年來發展迅速近年來發展迅速，，極為引人注目極為引人注目。。近日又宣布近日又宣布
動工興建水上樂園動工興建水上樂園，，預計明年預計明年55月開張月開張。。

盂蘭節
8 月 28 日,29 日至 30 日(FRI,SAT,
SUN)上午11時開經
本頭公廟
10600Turtlewood,Houston,
TX.77072
代先靈過橋化靈位
8月30日(SUN)下午5時
本頭公廟

美南新聞第五屆McDonald's升學教
育展
8月29日(SAT)上午9時至下午4時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ane,Houston,
TX.77036

慈濟基金會七月祈福會
8月29日(SAT)上午10時15分至中
午12時
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Houston,

TX.77036

南嘸地藏王菩薩寶旦,瑤池金母娘娘
及太歲星君寶旦
8月30日(SUN)中午12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 Houston,TX.77003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舉辦
海外國民行使選舉權說明會及募款
造勢活動
8月30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4時
Hilton Banquet Room,2FL,Grand
Ball Room
6833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TX.77072衍易女史受邀休
士頓美術館演講
8月27日（Thur）下午6:30-7:30
休士頓美術館（1001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05）

休士頓華嚴蓮社地藏法會

8月28日（Fri）-8月30日（Sun）
上午9:00-下午5:00
休士頓華嚴蓮社（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玉佛寺 「三時繋念」 超薦佛事
8月29 日（Sat）上午9:00-下午4:
00
玉佛寺

愛心組織捐贈學用品
8月29日（Sat）下午2:00
James Berry 小 學 2310 Berry
Road.Houston TX 77093

紅棉曲藝社金曲粵調知音演唱會
8月29日（Sat）下午6:30
珍寶樓

玉佛寺 「佛歡喜日供僧報恩法會」
8月30日（Sun）上午10:00-12:00
玉佛寺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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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七月吉祥祈福會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開始招生

McDONALD’S夥伴 DAVID CHOI激勵青少年完成他們的教育及個人夢想
誠邀休士頓學生及家長們參加2015年8月29日免費大學升學講座

（本報訊）OAK BROOK, Ill. (2015 年 8 月 25
日) – 由McDonald’s舉辦備受歡迎的教育講座系
列已進入第八年，繼續向學生們提供工具和資源
， 讓他們為追求高等教育而更好地裝備自己。今
年McDonald’s 將夥伴歌手兼作曲家David Choi與
學生們互動並激勵他們追求他們的熱好。講座將
在Sharpstown國際學校舉行。

「我們很榮幸贊助此教育講座系列， 今年能
夠為所有學生及其父母帶來更深切體驗，至為興
奮，」McDonald’s USA亞裔消費者市場市務營運
總監Sharmila Fowler表示。 「我們參與此教育講座
系列一事獲得正面評價， 我們的講員更獲好評。
我們期待改善與日俱增，藉講員的天賦與愛好激
勵學生們聚焦在高等教育之餘而不失去他們的夢
想。」

2015年McDonald’s傑出講員系列包括David
Choi、Clara C、Dan Matthews (DANakaDAN)、 與
Lavanya Jawaharlal。他們將會在全美各地巡迴出席
多個講座。多樣化的講員團隊表揚了亞太裔人士

在獨特領域、非傳統工作上的的成就。McDonald
’s 認識到每個學生都有自己別具的天賦並鼓勵學
生們追求自己的愛好和努力邁向成功。

在McDonald’s攤位的互動遊戲讓學生們以一
個難忘的形式瞭解大學錄取過程中的六個關鍵標
準。 除了眾所周知的以學校成績，考試成績和班
級排名為考核標準外， 學生更萬萬不可忽視推薦
信， 課外活動並表明有興趣到志願學校就讀的重
要性。 學生也會有機會與各院校代表對話並獲得
獎學金訊息。

McDonald’s 是亞裔與太平洋島民獎學基金
（Asian &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Scholarship Fund
， 簡稱 APIASF）的創始成員之一，並透過 RM-
HC®/ASIA提供特為亞裔而設的獎學金。 由2015
年10月1日開始，可在www.rmhc.org 上申請獎學
金， 截止申請日期為2016年1月20日。今年在休
士頓地區將會頒發10個獎學金，而每個獎學金金
額為 $2,000 美元。

「我能夠有機會再次和McDonald’s合作，談

談有關如追求更高等教育並促進個人天賦
與熱愛，深感興奮。成長過程中， 我身受
鼓勵話語和經驗，我樂意回饋我的恩賜，
責無旁貸，」David Choi 表示。

請 在 @McD_Houston 加 入 McDonald
’s大學升學講座的對話並使用 #MyInspi-
rasian 追隨該大學升學講座。請在 MyIn-
spirAsian.com 參看完整的 McDonald’s 大
學升學講座日程表和McDonald’s 演講嘉
賓的成功要訣。

McDonald's簡介
McDonald's USA， LLC 是美國食品服

務業的主導供應商，每天為2 千 7 百萬以
上的顧客提供多種由優質食材製造的健康
食品。近百分之 90 在美國的 1 萬 4 千家
McDonald's 餐廳由當地男女商人獨立擁有和經營
。現在顧客可以在美國 1 萬 1 千 5 百間任何參與
可供無線上網的 McDonald's 餐廳內免費登入上網
。欲知詳情，請登入 www.mcdonalds.com ，或在

Twitter @McDonalds 和 Facebook www.facebook.
com/mcdonalds 獲知更多資訊。

David ChoiDavid Choi

(本報訊)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座落
於德州慈濟基金會6200 Corporate Dr.( 合作
路) 內, 緊鄰士林路旁(Sovereign Dr.). 已於去
年正式開班, 由於老師們的愛心與用心教學
以及課程內容的多樣化,已經獲得了家長們
的好評與認同, 愛的種子的散播及成長, 真
的是與日俱增; 而 孩子天真爛漫的笑容與嬉
笑聲, 更是為慈濟德州分會增添了許多的生
氣與活力.

慈濟大愛幼兒園隸屬於教育基金會. 由
於創辦人證嚴法師的祝福, 才得以在休士頓
成立, 教導的是慈悲喜捨, 見苦知福的教育
理念, 並且是將教之以禮, 育之以德的道德
倫理, 經由品格教育及靜思語的教學方式,

來教導小朋友們除了學習知識. 常識之外,
也要懂得孝順父母, 友愛兄妹, 尊師重道的
重要性, 並且也由日常生活動手做的體驗中
, 學習並養成自理生活的能力.

這是一所中英文雙語教學的幼兒園, 除
了自然. 科學. 數學. 語言的教導之外, 品格
教育的課程, 是每天必修課程, 同時也安排
了, 包括每個月一次的手語課, 隔月一次的
花道與茶道課, 讓孩子接受人文課的薰陶洗
禮, 培養動靜皆宜, 收放自如的自我約束能
力.

學校招收兩歲九個月(會自行上洗手間)
到五歲十一個月的孩童, 除了我們現有的三
個班級之外 ,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 將有幼稚

園班的成立, 招收五歲至五歲十一個月的學
齡孩童, 除了教授孩子為準備上小學一年級
做好各方面的準備之外, 同時我們也安排幼
稚園班, 每天有中文課的課程, 讓孩子除了
會聽. 說之外也學習讀及寫, 俱備雙語的能
力.

學校的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7:00至晚
上6:30,為了培養孩子的團隊精神及榮譽感,
孩童們均須穿學校制服, 學校會統一提供簡
便早餐(八點半以前); ,上午點心, 中午素食午
餐及下午點心並搭配有新鮮的水果.

訪客參觀時間為上午 10:30-12:00pm,
以及下午 2:30-4:00pm,詳情 請電李彬綉園
長713-395-0303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佛教慈濟基金會  德州分會 
www.us.tzuchi.org | tel: 713-270-9988 

Saturday, August 29, 2015 

10:15am 入場 / 10:30 準時祈福 

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魔幻絢麗的東方音樂劇場、傳統藝術創意再現
「104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 「明華園」 的魅力令人期待

（本報訊）座落於休士頓的博物
館區，緊鄰自然科學博物館及萊斯大
學的休斯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特別邀請衍易老師於
今晚8月27日(週四)下午6時30分至
7 時 30 分, 在該館內舉辦一場以 「北
京的紫禁城」為主題,結合中國傳統
的易經與風水概念的英文演講。 27
日(週四)當天,美術館的入場和演講皆
為免費。

凡對於中華文化與風水有興趣，
卻又不懂中文的親朋好友們,敬請把
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偕邀參與。活動

英文詳情，請參看：MFAH Presents:
Feng Shui: The Chinese Art of Place-
ment

目前在休斯頓美術館內的中國藝
術展覽室,同時展覽兩件特別的中國
藝術品。
Screen Shot 2015-08-26 at 5.27.23
PM
Odyssey (遠行) 製作過程

第一件作品,是北京奧運開閉幕
視覺特效總監蔡國強繪畫作品。他以
火藥為材料,特別為休斯頓美術館燒
作 了 一 幅 總 長 近 50 公 尺 的 繪 畫

《Odyssey》。
這幅畫體現的是中

國文化從古代到現代的
探索之路,同時也是中國文人在天地
間追尋探索的精神之旅。

在這裡有《Odyssey》燒作的過
程，大家可以來欣賞，當時蔡國強和
百位志工一起創作時的氣氛。
Screen Shot 2015-08-26 at 5.34.16
PM
筷道 II

第二件作品,是中國當代藝術界
知名伉儷宋冬和尹秀珍的《筷道II》
。兩個人在一雙八米長的筷子上,以
北京紫禁城作創作主題,各自分別創
作; 兩根筷子的材料與設計都很不相

同, 但是最後放在一起, 形成了不可分
割的一件作品,非常值得一看。

今晚,美術館的入場和演講時間
及行程如下：

6時30分~ 6時45分，美術館內
的中國藝術展覽室(Arts of China Gal-
lery)

6時45分~ 7時30分，美術館內
會議大廳(American General Confer-
ence Room)

休士頓美術館-中國藝術館 Arts
of China Gallery Law Building 地,
1001 Bissonnet Street, Museum District
Houston, TX 77005 (713) 639-7771
交通資訊：

乘車路綫:METRO Rail 列車: 乘

坐向南行駛的火車,在 Museum Dis-
trict 車站下車,向北步行至 Bissonnet/
Binz,左轉至博物館。

2處免費停車地點：位於美術館
Law Building 北面有兩個緊接大街旁
邊的室外停車場，一個在 Bissonnet
街上,一個在Oakdale 路上。

付費停車場則位於美術館 Law
Building 正東面的休斯頓美術館遊客
中心,還擁有四層的室內停車場,全天
停車費$6。
各位參加的朋友，我們明天見 !
衍易工作坊敬上

ps 倘若以後不希望再收到我們的
電子報，請按下面的“取消“按鈕。
謝謝。

圖為籌備圖為籌備 「「明華園明華園」」 演出的演出的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所有成員合所有成員合
影於記者會上影於記者會上（（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僑務諮詢委員僑務諮詢委員」」 鄭昭鄭昭，，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黎淑瑛主委黎淑瑛，， 「「僑僑
教中心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葉宏志僑務委員葉宏志，，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副主
任李美姿任李美姿。（。（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
民國 104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昨天（26 日週
三）召開記者會，介紹 「明華園戲劇總團」，
將於9月25日在休大 「卡倫堂」作一場公演，
演出 「鴛鴦槍」及 「護國將軍」兩戲，前戲碼
對白幽默風趣，劇情輕鬆溫馨，表現歌仔戲親
和力及草根性的特色；後戲碼以兩軍對峙的戰
爭場面，展現傳統戲曲中的武術身段，搭配歌
仔戲唱腔，充份表現演員的紮實功力，演出全
長一百分鐘。現場還將由該團當家小生孫翠鳳
與台下觀眾互動，教導觀眾生旦淨末丑的身段
秘訣，非常令人期待。

記者會是由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主
持， 「台北經文處」副處長齊永強， 「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蒞臨指導。

齊永強副處長推薦 「明華園」是台灣首屈
一指的劇團，全隊近四十人，無論服裝、道具
，都是最華麗，最具可看性。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指出： 「明華園」
此次來美，巡演十一個城巿，休士頓是第四場
，將中華文化推薦到全世界，僑委會將是不計
成本的全力支持，也邀請所有僑界人士共襄盛
舉。

此次演出的包括： 「票務組」張紹華也在
會中指出此次的入場券，全為贊助性質，不對
外零售。 「金鑽」贊助一百元， 「翡翠」贊助

五十元， 「黃金券」二十元， 「樂齡券」（65
歲以上）及 「親子券」（小孩券，二樓）一律
十元，聯絡地點：山水眼鏡、Café 101、長江餐
廳，蕭邦藝文圖書館及 「僑教中心」。

另有舞台組、交通組、接待組、餐飲、醫
護組（今增二位加護病房護士義工），也逐一
介紹他們接待該團的餐飲，彩排及演出事宜。

會中也介紹 「明華園」在台灣，可謂是
「台灣傳統表演藝術的天團」，近年來除了積

極將該團的傳統表演藝術介紹給年輕的觀眾，
更將 「明華園」的名號帶上國際舞台。

明華園從1929年創立至今，已有86年，目
前旗下有八個子團及四個協力團隊，其中，戲
劇總團的大型戶外演出，至少有七、八萬人同
時觀賞，最高紀錄一場更曾湧入超過十萬名觀
眾，不亞於流行樂團表演，相當受到老中青族
群青睞。

近年來， 「明華園」開創了民間歌仔戲登
上 「國家藝術殿堂」，其足跡遍台灣各縣巿鄉
鎮，大街小巷外，其表演藝術更驚艷國際舞台
。包括東南亞、日本、南非、法國、美國等地
。

充滿魔幻絢麗色彩的 「明華園戲劇總團」
，徹底發揮了台灣唯一自創劇種— 「歌仔戲」
自然奔放的創意特質，融合民俗藝術，戲劇、
詩詞、音樂、舞蹈、雜技。現代劇場技術等多

元藝術，以壯濶瑰麗的磅礴氣勢，顛覆世人對
傳統戲劇藝術的刻板形象，展現有如東方音樂
劇般的迷人新風貌。

「明華園」的戲劇表演，展現了台灣人千
變萬化的藝術想像。除了
融合民俗，戲劇、詩詞、
音樂、舞蹈、雜技外，還
加上美術、電影、和現代
劇場等多元藝術，甚至還
有黑光劇場，空中飛人等
特效運用，節奏明快，娛
樂效果十足。無論強烈的
視覺色彩，豐富的聲光，
具親和力的肢體語言，亦
或手繪布景，紛繽亮麗，
充滿炫目科技感的聲光舞
台， 「明華園」都在盡情
的揮灑中，展現開朗而熱
情的風格。

三十年來第一次來休
巿， 「明華園」的傳統藝
術創意，魔幻舞台魅力，
多麼令人期待！讓我們相
約在9月25日，老一輩的
人重溫童年回憶，新一輩
的人有機會欣賞傳統的表

演藝術！
贊助支票抬頭：HDTCC、郵寄地址雙十國

慶籌備會 Shawhua Chang 地址：10303 Westof-
fice Drive, Box #91, Houston, TX 77042

知名風水家衍易女史今晚受邀美術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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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2千世界各族人民歡聚一堂
多元文化演出精彩呈現

全美最大國際盛會
抗戰勝利座談會
投資美國峰會
出版歷史文獻長存美國國會
參觀陳納德紀念館
Nov. 7,2015 6pm-9pm
Minute Maid Park

響應聯合國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

2015 Houston

諮詢及贊助請聯繫
Jennifer Lopez 281-983-8154
或Angela Chen 281-983-8160

www.it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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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教育是傳播心靈的種子，那麼
輔仁大學的真善美聖，就是輔仁學子永記
在心的那顆種子。本著對母校老師同學的
感恩，也本著對校園內外人我之間的情感
，加上對於家鄉傳統的熱愛以及美國在地
文化的瞭解，每年暑假的遊學團，就成為
輔仁學長姐與學弟妹之間最好的聯繫與傳
承的機會。

聖經上說施比受更有福。學長姐將累
積多年的體驗，以及受到前人幫助的過程
與反思，毫無保留的與學弟妹分享。也將
學弟妹當成自家小孩般照顧。看見學弟妹
，就好像看見當年的自己，活潑、好奇、
聰明、努力、充滿著希望。看見學弟妹互
相幫助、時時感恩，更是難得。於是在分
享與付出的過程中，彼此都在學習，彼此
都完美了這一段人生的短暫旅程。

教育、快樂、生活，是對生命的使命
感。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學校參與，讓
輔仁大學的小家庭，變成大家庭。凝聚大
家的愛心，把愛傳下去。

以下是同學們旅程後的感言。
沒想到21天的華府之旅轉眼之間就過

完了。也沒想到12個互不相識的同學會變
成彼此扶持的益友。一起不斷的嘗試新事
務，一起準備早晚餐，一起學會搭美國的
地鐵，一起與路人溝通。至於課程，除了
該學習的之外，也體會到了國外教學的方
式是多麼的有趣。這次旅程，受到許多學
長姐的幫助，不只是物質上的，精神層面
上也有不錯的建議，讓我對於出國留學增
加了不少嚮往。受益良多，感謝上天。 (
電機系林陽明)

這次遊學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學習
到如何搭乘華府的地鐵，比搭乘台灣的捷
運還困難! 去了不少的博物館，增廣自己
的眼界。與天主教大學比較，瞭解到輔仁
的渺小，也見識到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不
一樣的校園規劃。我覺得這趟來美國，非
常有意義，非常值得! (電機系李韋志)

這次來美國有許多新的學習。生活、
學業、都是新的適應。飲食跟台灣的差異
也相當大，許多食物都是速食，要吃到中
國蔬菜真的有難度，需要花一番心力尋找
。不然就只能勉強吃不習慣的生菜沙拉。
天主教大學的課程雖然時數不多，但從上
課方式以及老師給的課題作業就能明顯體
驗到與台灣教育方式的不同，很重視自己
動手操作。

我雖然我不信天主教，但徹底愛上了
Basilica主教座堂。我喜歡漫步在教堂裡，
帶給我難得的平靜。夜晚時分，在外面看
著她，那樣的美麗。回宿舍的路上，還能
看到一閃一閃的螢火蟲，多棒的夜間漫步
啊！這趟旅程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體驗、
感受，都有助於我的成長。(中原大學醫工
系呂子葳)

我並非理工科系，學習的課程又是不
同的領域。老實說，心裡總是忐忑不安，

甚至害怕。好在我有一群優秀的夥伴，在
學習的過程裡，給我許多幫助，能夠認識
這群不同領域的同學，並且成為了好朋友
，是我這趟旅行最大的收穫。另外，受到
許多輔大學長姐的照顧，真的很感動，心
理的感謝難以言喻。我一定會將輔仁大學
教育給學長姐的這種精神神好好延續下去
。(統計資訊系林佑臨)

這次來到華府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多虧很多校友幫忙，才能進行的很順利，
而且也體驗到不少美國風情，知識方面也
有不少長進，還到了不少以前只能在電影
裡看到，很想去的場景，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大的震撼。如果要我說這次帶回去的東
西，那就是: 快樂的回憶、豐富的知識、
與未來的希望。(資工系羅士皓)

美國什麼東西都很新奇，飲食文化、建
築風格、風俗習慣、和氣候都大不相同，
不過大致上我都能很快適應這些差異，只
有便利商店超少這件事，令我這個台灣人
非常不習慣。住在校園的兩個多禮拜，交
通的不方便和高昂的物價，並不適合常常
外食。多虧學長姐的幫助，才不至於喝西
北風。也非常感恩天主教大學的院長犧牲
假期，親自教授我們機器人的基礎知識。
雖然最後上台結論的準備時間不足，大家
忙得七葷八素，但是讓我們學會了除了知
識之外的很多東西，這些才是在這個學習
過程中的最大收穫！(電機系林彥羽)

我覺得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建築設計也是多樣化。這次的旅行有專業
知識的學習，有美國文化的體會。算是讓
我看到了世界。在學校住宿期間，大家就
像是個大家庭一樣，互相幫忙，有很多好
笑的插曲，真的蠻開心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紐約的帝國大廈。那真的很值得去
。從上往下看的風景真的很漂亮，一座城
市被兩道河流切割，象徵著屹立不搖的精
神。這趟旅行除了學習獨立，也看見了成
長! (電機系陳俊霖)

來到美國既興奮又期待。看到了許多
新奇的事物，體驗到了在台灣沒有的經驗
。美國國慶日，大家搭地鐵去觀賞國慶遊
行，覺得美國人很愛國，到處聽到他們大
喊 USA。在美國，大家都很
勇敢於做自己。在街上，不
管穿得奇怪，或是做奇怪的
事情，大家都只是笑笑的看
著。王秩秋學長有一天晚上
下班後帶我們去看鷹架表演
，我們坐在草地上，體驗了
美國上班族在下班後的優閒
時光。也覺得美國人很會享
受生活! (數學系林怡儒)

這次的美國遊學團對我
來說是一個非常新鮮、愉快
、而且處處充滿挫折的旅行
。因為本身英文能力不是很
好，點餐或買東西時常常聽
不懂，回答也只能用 YES 或

是?NO，我想這就是學習必經的路程。如
果我有辦法靠自己在美國生存的話，還真
想在這裡繼續待下去。(資工系黃安)

很高興參加了這個遊學團。短短的十
幾天，看到了很多在台灣看不到的人事物
，壯觀的博物館、美麗的噴水池、好手好
腳卻還伸手要錢的遊民、莫名其妙就不行
駛的地鐵、巧遇的煙火、份量很大很貴的
食物，還有全英語授課，大家一起熬夜背
稿、準備結論，最終也圓滿結束了上台報
告！所有的體驗都那麼新奇有趣，謝謝所
有照顧我們的學長姐，我會非常的想念這
一切。(數學系孫乃婷)

我從小就嚮往著有天我要踏上這塊和台
灣有著不同文化的土地，體驗截然不同的
生活。就在今年，我在這裡生活了兩個多
禮拜，體驗自己煮飯洗衣的生活、出門搭
乘和台北計程車一樣價位的地鐵、口渴的
時候總是思考，是要喝水還是喝飲料、參
觀博物館都不用錢…，還有許多情況都是
我沒有體會過的。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離
開的前一天，內心覺得有些惆悵，因為要
說再見了。要和剛習慣冷氣溫度的宿舍說
再見；要和美麗的校園說再見；要和還沒
有逛夠、參觀夠的這座城市說再見。令人
感到最不捨的是，要和那些對我們很好、
很熱情的校友們，說聲再見…。(資工系魏
妗珊)

在美國天主教大學上課對我而言是辛
苦的。不習慣全英語上課，不能透徹理解
上課的內容，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在課後自
己消化。美國的上課方式在課堂上總是概
念式的啟發，並且會提供很多的教材和方
向，加上引導式的作業，讓學生可以在課
後依據自己的努力學習得更多更廣，我也
因此能夠利用時間補強自己的不足。除了
這些之外，還有實際操演機器的實驗課，
一方面將理論實用到機器，並不是空談，
一方面我們自己操作，找回對機器的熱忱
。我想再也找不到這麼完美的旅行了。收
穫滿滿，平安喜樂。(電機系盧佳宏)

2015 輔仁大學美國天主教大學暑期遊學暨文化參訪 把愛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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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中華民國準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洪秀柱女士日前（08/16）親自以錄影方式向
【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的朋友們及參加
的美國及加拿大各地的後援會的僑胞們問好，
感謝大家的支持，並再一次的闡述她的參選理
念。洪秀柱首先致謝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
的發起人陳壯飛博士，感謝他及所有聯合後援
會的朋友全力的支持。影片的url 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54ESWDo-
JpWORm9nVHd4eXpaT1k/view?usp=sharing
柱柱姐肯定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僑胞全心全力
的支持她，特地親自錄製了一段三分多鐘的影
片，透過【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向所有支
持她的僑胞們問好。

【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的參加團體
如下，柱柱姐對我們大家的問候，是對大家的
共同努力肯定。我們大家繼續加油，一定幫助
柱柱姐贏得 2016 一月 16 日中華民國總統大
選。

大華府美京中華會館；大華府黃埔同學
會；大華府榮光會；夏威夷洪秀柱聯合後援會；
賓州匹玆堡洪秀柱後援會；馬里蘭州洪秀柱後
援會；佛羅里達奧蘭多洪秀柱後援會；維州海
灘市洪秀柱後援會；西維吉尼亞洪秀柱後援
會；洪秀柱加東後援總會；大紐約支持洪秀柱
競選總統後援會；亞特蘭大洪秀柱後援會；德
州休士頓全僑支持洪秀柱後援會；大華府台商
會；大華府真相聯盟；國民黨紐約皇后分部；國
民黨華府中山分部；國民黨學生學人分部；大
華府亞太二戰浩劫紀念會；大華府港澳之友
會；凱仁社請大家努力的把柱柱姐的這一段話
傳給你的親朋好友，讓大家都能感受到柱柱姐

的熱情。柱柱姐不一樣就
是不一樣，在百忙之中還
如此親切的肯定我們這一
群愛護中華民國的僑胞
們，我們一定要【挺柱】到
底。

馬里蘭州洪秀柱後援
會將推出明年一月返台投
票旅遊團，希望大家可以
借助返台投票的機會順便
去旅遊，同時提高大家返
台投票支持柱柱姐的意
願。基本的旅遊內容如下：
01/06/2016 由台北出發來
回，參加澳洲雪梨，黃金可
倫賓，雙城奇緣七天六夜
旅遊，01/12/2016 回台北。
繼續參加支持柱柱姐造勢

活動。01/16/2016投票支持柱柱姐。
詳細旅程及費用將於近日告知。全程全部

自費。由台灣著名旅行公司帶團，保證安全，一
流的服務品質。

海外僑胞返台投票，是直接以最最最重要
的方式支持洪秀柱女士成為中華民國第14屆
總統。【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廣邀海外僑
界朋友一起返台為洪秀柱女士加油，及投下您
神聖的一票支持洪秀柱。我們將提供您許多方
式返台投票，包括投票旅遊團（由馬里蘭州洪
秀柱後援主辦），美食團，醫療團，等等。我們也
將提供您如何購買便宜的回台機票及旅館的
訊息。請你隨時注意【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
會】的消息。您可以 email 給我們您的電郵，這
樣，當資訊明確時，您就可以立即得到這些訊
息。如果您有計劃或是願意返台投票，請您務
必注意以下訊息。中華民國第14屆總統副總統
的選舉日是在中華民國105年（2016）1月16日
（星期六）舉行投票。2016年總統大選海外僑民
返國投票辦法 FAQ：
問：什麼人可以投票
答：符合下列A項“或”B項旳人士
A.在台灣有戶籍的海外僑民:
1. 戶籍有何限制條件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廿歲，無褫奪公權或受
禁治產宣告，曾在國 內設籍四個月以上，目前
居住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得自本年
（2015）9 月 16 日起至（2015）12 月 7 日止，向其
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經核准即可返
國持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投票。

2. 如何向原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申
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

投票日六個月前(2015年7月16日前)即已在
國內設立戶籍，至投票日(2016年1 月16日)仍
繼續保有戶籍者，則依法視為取得國內選舉人
資格，不必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可逕
行返國並憑本人國民身份證投票即可。如果已
經喪失戶籍，2015年7月16日之後請勿返台設
籍，否則將喪失總統選舉權 - 在這種情況下,
請照下面 B項程序辦理登記.
B. 在台灣沒有戶籍的海外僑民 (此法只適用總
統、副總統選舉) :
1. 請您先查看您的「中華民國」護照是否已經
過期

如已過期，請立即向當地經濟文化辦事處
或領事館申請延期或申請新的護照。入境台灣
時「中華民國」護照有效日期要有六個月以上。
(請注意: 申請新護照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2. 如何向原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申
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

有兩種辦理方式 :
（I）自行辦理：1.申請書，2.有效之中華民國護
照基本資料頁影本，3.回郵信封（不必貼回郵），
4.直接以掛號寄往原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
所，5.等候投票通知單。
（II）委托辦理：1.申請書，2.有效之中華民國護
照基本資料頁影本，3.回郵信封（不必貼回郵），
4.委托書，寄給您要委托的親友。
※?經戶政事務所核准後，投票通知單將以您的
回郵信封寄給您，所以回郵信封上的收件地址
務必填寫清楚。如
果您提早返台，最
好填寫在台親友
地址，請其代為接
收。
※此外, 大華府洪
秀柱聯合後援會
將在九月 12 日開
始連續 4 週，每週
六中午在馬州海
珍樓，協助辦理僑
胞的總統選舉人
登記。國民黨華府
中山分部屆時將
提供申請書及委
託書，由專人負責
為大家登記成為
合法的選舉投票
人，如有問題，聯

絡電話：陳繼亮（301-526-0202）
3. 如何自行索取申請書及委託書 (2015年九月
後才會有2016年選舉的新表格 )

有兩種方式 :
(I) 您可以從僑務委員會網站下載 (附件一是申
請書, 附件二是委託書) :
http://www.ocac.gov.tw/law/LawContent.aspx?
id=GL000068&KeyWord=總統選舉
(II) 或者向外交部各地駐外館處或僑務委員會
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申請書及委託書

4. 如有戶籍的問題或想知道申請書寄到那裡
去辦理登記投票事宜，怎麼辦 ?

下面是全國戶政網站的網址（它有各縣市
及鄉鎮戶政事務所的電話，地址及服務項目）：
http://www.leadware.com/search/hrwebs.html
5. 投票當天要帶什麼證件

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及投票通知單.（您不
需要用中華民國護照入境台灣，但是投票時一
定要有有效的中華民國護照，才可以領取選
票，所以一定要帶上您的中華民國護照）
【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將在九月12日開
始協助辦理僑胞的選舉人登記。聯絡電話：陳
繼 亮 （301-526-0202） ， 趙 林 音
（301-460-3771），楊寶琴（301-642-9874），董
一 明（240-221-0893）， 徐 美 嬋 ， Joe Pi
（808-373-9285 夏威夷洪秀柱聯合後援會)，溫
彥中（240-308-9888馬里蘭州洪秀柱後援會）

洪秀柱透過大華府洪秀柱聯合後援會向全美僑胞問候感謝支持
九月中服務僑胞申請投票及自費旅遊團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16日專電）美國大華府地區僑胞今天
成立 「支持洪秀柱服務處」，希望支持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
當地僑胞，能返台投票。

由多名支持者義務組成的大華府地區支持洪秀柱服務處，16
日在台僑聚集的馬里蘭州洛克維爾（Rockville）舉行開幕茶會，服
務處除了進行網路宣傳與發送即時訊息外，每日還播放選情節目，
並協助處理有意返台僑胞投票事宜。

服務處總召集人林遠指出，多數僑胞都是在台灣長大，對台灣
有特別感情，大家覺得有此需要，服務處可提供如護照過期申請等
各項服務。

華府台聯會會長金巧屏說，捐款與造勢固然重要，但最實際與
直接的方法，就是回去投票與拉票，因此成立服務處，協助與鼓勵
僑胞返台投下神聖的一票。

服務處除了代轉支持洪秀柱的競選款項，支持者還會在明年1
月組成助選團與投票團，希望海外支持者參與。

美國華府與鄰近的巴爾的摩地區僑胞相當關切總統選舉發展，
洪秀柱還特別為服務處成立錄製影片，感謝僑胞力挺。

洪秀柱華府服務處
籲僑胞返台投票

美國大華府地區僑胞成立支持洪秀柱服務處，希望支持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當地
僑胞，能返台投票。（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傳真 10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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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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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美 國 製 造 精 品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620620--00060006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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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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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星期四 2015年8月27日 Thursday, August 27, 2015 星期四 2015年8月27日 Thursday, August 27, 2015

安妮斯頓與老公小島度蜜月

隨行助理海邊游泳溺斃
46 歲美國女星珍妮弗· 安妮斯頓近

日終於梅開二度，在自家豪宅嫁給男

星賈斯汀· 瑟魯斯，小兩口隨後到一處

島蜜月。

而好萊塢王牌製片喬· 西佛和助理卡

蜜兒· 穆斯葛夫一行人，也加入安妮斯頓

的蜜月團，沒想到，卡蜜兒20日單獨在

海邊游泳溺斃，這讓安妮斯頓的蜜月樂

極生悲。

“I will be back！”一句《終結者》

系列電影的經典臺詞，讓無數粉絲甘願

為阿諾· 施瓦辛格買單。

在今晨最新出爐的票房排行榜中，

海外口碑並不算好的《終結者5：創世紀》

以單日1.56億元的票房成為週日的絕對

王者。

根據首日票房、電影口碑以及上映

時間建立預測模型，預計《終結者5》票

房將達10.1億。

在《終結者5》的強勢面前，週日在

映的國產片只能四處逃竄，票房最高的

《滾蛋吧，腫瘤君》僅僅收穫2220萬元

的票房。

《終結者5》首日1.56億累計1.7億

元的成績，上週日當天的大盤，也由

《終極者5》的給力票房直接擡升至2.23

億元，比上週六當日增加了79.8%，而且

從上座率和觀影人數上，也有著明顯的

增長。

從目前市場情況來看，《宅女偵探

桂香》、《破風》等多部國產電影已經

下映，而《黑貓警長之翡翠之星》、

《煎餅俠》等電影排片量也急劇萎縮，

票房貢獻力大幅度降低。

如此好的業績，也給了不少院線經

理充分的信心。

從 8月 24 日當日排片情況來看，

《終極者5》以42.47%的排片比重繼續碾

壓眾多國產電影。

在晚間時段的黃金場次則有八成被

《終結者5》所搶走。在萬達國際影城

CBD店、UME國際影城雙井店等諸多京

城熱門影院中，《終結者5》的排片量甚

至高達六成以上。

從上座情況看，《終結者5》首日上

座率達到五成左右，算不錯的表現。而

且這部電影在男性觀眾和年輕觀眾中所

表現出來的統治性地位，也是前所未見

的。

業內預測，《終結者5》想要衝擊

10億票房難度很大，7億到8億左右的票

房算是合理的範圍。

這一成績也極有可能使得中國市場

超越北美，成為《終結者5》全球最大票

倉，《終極者5》的全球票房也因此有望

衝擊4.5億美元大關。

但本報數據小組分析認為，目前，

霸佔內地電影(進口片)票房榜的幾部

“大佬”都是系列電影，在豆瓣網和時

光網的評分中，僅有“速7”過8，《法

制晚報》記者根據首日票房、電影口碑

以及上映時間建立預測模型，預計《終

結者5》票房10.1億-13.7億。

好萊塢後續持續發力
國產片恐難擋

《終結者5》的上映，也只是吹響了

好萊塢重新摧城拔寨的號角。不少院線

經理告訴記者，接下來的九月檔，好萊

塢搶佔票房高地的情況，將會成為絕對

的主角。

從目前情況來看，已經定檔9月8日

的《碟中諜5》和確定在9月13日上映的

《小黃人大眼萌》將會成為攻城拔寨的

主力軍。截止到目前，《碟中諜5》已經

在北美市場斬獲1.577億美元，全球票房

也已經4.38億美元。而電影在北美市場

上的良好口碑，也讓其被看做是九月檔

最有可能挑戰 10億票房的影片。與阿

諾· 施瓦辛格一樣，男主角湯姆· 克魯斯

也將帶著《碟中諜5》連續趕往成都、廣

州、上海和北京四個城市進行宣傳推廣，

以求獲得更好的票房前途。

衍生自《神偷奶爸》系列的《小黃

人》目前全球累計票房已經達到9.89億

美元，即將突破10億美元的《小黃人》

也成為了中國電影市場中不少觀眾最期

待的電影。

《碟中諜5》和《小黃人》的雙核推

動，再加上《蟻人》等電影的出現，極

有可能讓9月份中國電影市場迎來一個

新的高潮，但是國產電影在其中的份額

恐大大降低。

不少業內人士坦承，雖然在接下來

陸續上演的國產電影《刺客聶隱娘》、

《烈日灼心》、《夏洛特煩惱》都有著

不錯的口碑和票房潛力，但是在好萊塢

諸強面前，極有可能無法抗衡。

《終結者5》登頂週末票房榜

內地票房或將達10億

韓國女團Girls Day 成員擁

有性感火辣的身材，近年來穿低

胸裝、高衩裙大跳煽情舞蹈。近

日，該團嘗試去跳傘，沒想到成

員惠利直說YURA是“大餅臉”，

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節目中，Girls Day成員聚在

一起討論關於跳傘的事情。沒想

到惠利直接說YURA是“豬精

靈”，聽到這句話的對方非常不

開心，回嗆惠利的腿很粗。一輪

激辯後，惠利繼續說道，“姐姐

（YURA）你臉最大啦”，其他

成員聽了狂笑，對方則傻眼差點

罵髒話。一旁的劇組人員則認為

兩人可愛又天真，雖然很幼稚，

但這種開玩笑的相處方式看得出

兩人感情相當好。

韓團Girls Day嘗試跳傘
惠利稱YURA是“豬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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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電影《有客到》

25日晚於九展舉行首映，

導演吳家麗率領徐子珊、劉

心悠、謝婷婷、蔡瀚億、郭

偉亮及朱晨麗等演員出席，

當晚更有不少藝人前往捧

場，包括麥家琪、夏文汐、

葉佩雯、宣萱以及婷婷的父

母謝賢（四哥）及狄波拉

（拉姑）等。四哥到場後亦

與記者談笑風生，但當有記

者提及曾江，四哥即時板起

臉口說：“唔好提呢個人好

唔好？”

四哥25日晚與拉姑原本只
站在場外，後來被記者

發現，被大批傳媒拍照的四
哥為免喧賓奪主，就示意記
者稍後才拍照，儀式結束
後，四哥才與拉姑及婷婷影
合照，並停下來接受訪問，
他表示是來捧婷婷場，問到
他的心情好返未？四哥說：
“今日唔講呢啲，總之我特
登來捧佢（婷婷）場，話晒
個女都係做到第幾部戲，睇
完會給婷婷評語。”當問到
他驚唔驚睇鬼片？風趣的四
哥就笑說：“我咪係鬼囉，
我成日都搞鬼，（婷婷驚睇
鬼片？）唔使特別教，會慢
慢習慣。”

說到《四個小生去旅
行》收視好，會否同一班
“小生”食飯？四哥說：

“睇佢哋幾時得閒先，（溝
通緊？）等佢哋有時間
先。”原本心情大好的四
哥，當聽到記者問到會否約
埋Ken哥（曾江），他即板
起臉口說：“唔好提呢個人
好唔好？好唔好？好唔好？
畀我開心下好無？”說完即
入場。

婷婷睇完鬼片要人陪
問到婷婷是否邀請父母

來睇戲，她竟說：“其實係
Daddy自己話來，我都冇時間
打畀佢，我都呆咗一分鐘。”
她又謂平時很少一家人一起睇
鬼片，因她與媽咪一樣膽小，
平時睇完鬼片都要做心理輔
導，她笑說：“洗面、去廁所
都要搵人keep住同我講嘢，
（沖涼都要？）唔使啦，係都

搵媽咪。”
說到被Daddy搶鏡？婷

婷坦言：“帶得佢來都知
道，都係為件事好。”婷婷
又謂不知 Daddy 是否已嬲
完，不過她表示有睇《四個
小生》爸爸做太空人那一
集：“見到Daddy好開心，
我開心多過驚，Daddy一向
鍾意呢啲嘢，一生人有幾個
可以做到？見到Daddy好似
細路哥笑得天真活潑，好感
動想喊，希望將來有時間可
同屋企人去旅行。”

子珊見兩行空位好驚
在片中飾演女鬼的心悠自

認細膽，笑謂到場後仍然掙扎
是否出席完記者會後就
“撇”，她說：“雖然好想
睇，但要做好心理準備，反正

有換票證，我怕睇完晚上瞓得
差，影響到皮膚同胃口及之後
的工作。”她謂去年拍的鬼片
都是做完記者會就想走。說到
她可找男仔陪睇壯膽？她說：
“只要大膽的人就可以，男女
都沒所謂，不過沒有男仔自薦
約我睇鬼片，因為識我的人都
知鬼片唔啱我睇，（會扣
分？）直頭唔會同佢講嘢。”
徐子珊25日晚抱着戲中的黑貓
現身。剛由馬來西亞宣傳該片
返港的子珊，表示入到戲院見
到頭兩行座位“吉晒”好驚，
後來問人才知只是未入場，不
過她也聽聞當地的神功戲，頭
兩、三行座位會插香，幸好戲
院沒有插香。問到此行可有遇
到怪事？她慶幸地說：“好彩
個trip無怪事，但有聽同事講
過。”

主動出席撐愛女新片首映主動出席撐愛女新片首映

謝賢謝賢聞曾江聞曾江

繼續黑面繼續黑面
主動出席撐愛女新片首映

謝賢聞曾江

■■謝婷婷得到父母謝賢及謝婷婷得到父母謝賢及
狄波拉出席支持狄波拉出席支持。。

■■電影電影《《有客到有客到》》配合鬼節上映相當應景配合鬼節上映相當應景。。

■■郭偉亮拖實太太葉佩雯手恩郭偉亮拖實太太葉佩雯手恩
愛現身愛現身。。

■■宣萱與周家怡結伴到場宣萱與周家怡結伴到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2015香港小姐競選準決賽將
於本周日舉行，12位候選港姐
26日試穿著名時裝設計師何國鉦
所設計的晚裝，其中1號麥明詩
穿的低胸花裙露事業線最性感搶
鏡，3號羅丹虹穿入膊中空晚裝
卻欠看頭，8號程莉欣以一字膊
晚裝最突出其豐滿上圍，曾在泳
賽中遇溺的5號林凱恩遭家人取
笑，加上腳傷未癒怕會影響準決
賽當晚的表現。

1號麥明詩以低胸花裙露出
事業線，首位亮相佳麗也是最性
感的一位，她表示是大會安排服
裝，且性感與否也不重要，覺得
花裙能着得她青春甜美，配襯到
其性格，款式也突出到其腰部線
條。而她在錄影港姐次回戰時同
樣露事業線受注視，她不認為自
己獲大會厚待，亦不擔心引起其
他佳麗不高興，更強調不一定要騷事業
線才是靚。麥明詩曾修讀法律，並做過
幾個月專題記者，她自覺一直有關心社
會，做記者也是想貼近社會發生的事，
雖然不是做突發新聞般辛苦，但之前於
外國生活都把中文丟低，那段時間每日
要寫一大堆中文都算是磨練。問為何不
繼續做記者？她笑說：“人工低嘛，都
是講笑，其實我仍要去完成法律考試，
做記者只想去體驗一下。”

3號羅丹虹穿入膊中空晚裝看頭欠
奉，她則覺得身形平均和行出來有自信
才最重要，像所穿裙子很挺身，穿上已
經自信回來了，競賽當晚也會穿着這套
晚裝去行catwalk，也不擔心輸蝕在身
材，因每位佳麗有不同特色及長處，看
的是身材平均、自信、笑容及淡定等整

體表現，身材並不是唯一的優點。那是
唯一的弱點？她回應說：“也不是，佳
麗中我是最高的！”

林凱恩遇溺被家人取笑
剛在泳賽發生遇溺意外的5號林凱

恩表示身體狀況已恢復過來，然而排舞
太頻密以致腳踝發炎出現疼痛，因此擔
心會影響比賽表現，當晚要穿高上跟鞋
及跳舞演出，故這數天也盡量少穿高跟
鞋，晚上有浸熱水，媽咪亦替她做按摩
舒緩。遇溺意外有否令家人擔心？她苦
笑說：“家人取笑我多一些，但都開心
第一次遇溺有這麽多人見證到。”另8
號程莉欣滿意大會安排的華麗晚裝穿得
她很高貴，而她近日減磅成功，希望能
突出到身形及線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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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明詩麥明詩((左左))穿穿
的低胸花裙露的低胸花裙露
事 業 線 最 搶事 業 線 最 搶
鏡鏡，，反觀羅丹反觀羅丹
虹穿中空晚裝虹穿中空晚裝
卻欠看頭卻欠看頭。。

■■林凱恩腳林凱恩腳
踝發炎感疼踝發炎感疼
痛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龔
慈恩與十五歲女兒林愷鈴（Ashley）26
日首次以母女檔上陣拍攝白鳳丸廣
告，樣子清純兼身形高挑的Ashely，
面對鏡頭時有點害羞，她表示首次拍
廣告雖然感到有點累，但學到很多東
西。問到她是否有興趣再拍廣告或唱
歌？Ashley說：“我有興趣試學未學
過的事。”

對於女兒初次拍廣告的表現，龔
慈恩表示因為是第一次，未接觸過，
要慢慢跟她傾，但都是一次很好的體
驗。問到母女檔拍廣告酬勞是否很
好？她笑說：“同個女一齊就開心，
（可有六位數？）冇數呀，會幫個女
儲起。”

龔慈恩指女兒對藝術方面，例如
音樂及畫畫有興趣，亦有學唱歌，剛
考獲八級聲樂的資歷，問到女兒歌喉
如何？她說：“把聲好乾淨、好清
晰，但做唔做歌手太早喇，仲讀緊

書。”她又透露兩年前腸臟生了一個
九厘米大的良性瘤，做完手術割掉後
就更愛錫自己，更注重保健，平日亦
會跟女兒分享健康之道：“個女飲食
方面都好乖、好聽話，只係控制唔到
唔畀細仔食糖。”

龔慈恩母女檔拍廣告

■■龔慈恩指女兒對音樂龔慈恩指女兒對音樂
及畫畫有興趣及畫畫有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第50屆電視金鐘獎
26日公佈入圍名單，入圍戲劇節目男
主角的包括吳慷仁、周孝安、楊一
展、藍正龍、藍葦華；入圍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的則有朱芷瑩、林心如、黃
姵嘉、楊可涵、蔡淑臻。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7月輕生不治
的楊可涵，以《新世界》角逐今年金
鐘影后。評審主委藍祖蔚透露，評審
團意見是就戲劇表現，楊可涵對角色

詮釋可圈可點，評審評分數時楊可涵
還未出事，單純、客觀回歸演員表現
給分。

楊可涵林心如入圍逐金鐘視后

■■楊可涵楊可涵
上月輕生上月輕生
離世離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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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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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屆金鐘獎入圍名單26日
下午在中視攝影棚內公布，當評
審主任委藍祖蔚上台宣布綜藝節
目、主持人獎入圍名單時，沒想
到節目類5缺2，主持人獎5缺1，
結果如晴天霹靂。

他沈重表示， 「原本綜藝節
目類要全部從缺，因為知識不夠
、娛樂不足，經過多次討論後才
決定最後這份名單。」金鐘50原
本是電視圈的里程指標，沒想到
意外甩了綜藝人一巴掌，甚至成
了長期電視環境沈淪的一鳴喪鐘
。

先從入圍節目來看，今年入
圍的綜藝節目應該有5個，但最後
只有台視 「我要當歌手」、TVBS
「全球中文音樂榜上榜」和公視
「音樂萬萬歲3」，其餘兩個從缺

，而這3個節目全是音樂性節目，
有歌有舞、有模仿、有搞笑的大
型綜藝正式從名單中消失。

主持人獎應該入圍的也有5項
，但最後評審只給了4個人肯定，
包括了主持 「娛樂百分百」的羅
志祥和小鬼， 「綜藝大熱門」的
吳宗憲、歐漢聲、Lulu、陳漢典，
「全球音樂榜上榜」的黃子佼和

「音樂萬萬歲3」的黃韻玲和林俊
逸，一組從缺。

從名單來看，如今仍在線上
的大哥大姐中，扣除張小燕禮讓
黃子佼出手，只有吳宗憲的新作
品上榜，其他包括豬哥亮、胡瓜
、陶子、小S和蔡康永等現有節目
的大咖全面失守，令人不勝唏噓
。

藍祖蔚表示， 「評審人員已
全面看完所有報名節目，從中
『勉強』、 『盡力』的選出的入

圍名單，但現在的節目普遍品質
低落、創意不足、娛樂低落、知

識沒有，唯一進步的是科技，不
符合評審的專業堅持，討論過程
冗長，也有多方拉鋸，最後才出
現這分名單。」

藍祖蔚表示，綜藝節目缺的
不是經費，許多評審甚至認為，
經費不高的行腳類節目玩出多元
化的花樣，甚至比綜藝節目還要
好看。

年年舉辦的金鐘獎原意鼓勵
綜藝、戲劇兩個領域辛苦人員，
這分名單雖令人震驚，但卻也正
面而不留情的反映了電視圈愈來
愈不思長進的現實狀況。

過去台灣一向自詡綜藝節目

是亞洲華人中心，其他國家都要
來台取經，沒想到這些年話語權
已長期流失外，最後連金鐘獎也
全面否定這年來電視創作作品。
若如藍祖蔚所言，一開始本來打
定全部從缺，台灣綜藝在金鐘 50
根本毫無值得鼓勵的地方，最後
要 「勉強」、 「盡力」才能選出3
個，那不如不必勉強，直接全部
從缺，讓綜藝圈在金鐘50這屆大
破，之後再思如何大立，別在一
昧沈醉在收視零點幾的小確幸裡
。

金鐘金鐘 50名單
狠狠刮了綜藝圈一巴掌狠狠刮了綜藝圈一巴掌！！

金鐘宣布入圍同時
中視確定棄守綜藝戰場

第 50 屆金鐘獎入圍名單公布，綜藝
節目獎竟然5缺2，高收視的熱門節目全
數落榜，這是電視圈近20年來從未見過
的局面，評審主委藍祖蔚甚至透露，原
本評審的意見是今年 「全部從缺」，透
過2輪討論，最後才 「勉強」、 「盡力」
選出3 個，原因是 「現在的節目普
遍品質低落、創意不足、娛樂低落
、知識沒有」，電視人聽見原本應
該開心的金鐘，卻突然傳來 「喪鐘
」警訊，難道還能繼續鄉愿沈淪？

這屆金鐘獎頒獎典禮由中視承
製，入圍也在中視綜藝攝影棚內宣
布，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目前中
視唯一自製的綜藝節目 「萬秀大勝
利」就在同一地方錄影，也在入圍
前一晚宣布喊停，9 月中旬起改播
買自大陸的選秀節目 「中國好聲音
」，直接呼應金鐘成喪鐘的聲音，
台灣綜藝圈已進入前所未有的寒冬
，今年 5 個入圍缺 2 個，中視同時
棄守戰場，也許將引發他台效法的

骨牌效應，明年從缺更多。
金鐘名單出爐令人意外，

卻也符合電視現狀，綜藝圈
近年其實已不再有大型常態
綜藝節目，許多電視台高層
每天忙的是如何用卡通、舊
節目在黃金時段播出來填平

虧損，而非花錢規畫節目來創造營收。
光豬哥亮一人過去做的節目，竟然可以
在民視、中視、壹電視3家電視台一播再
播，連領頭羊都如此，當然沒辦法要求
評審多具慧眼挑到好貨，胡瓜就看壞市
場說： 「只會更糟，去年比不過今年，

今年壞不過明年。」完全一語中的。

綜藝圈製作人們昨對名單議論紛紛，但
更多是發自肺腑長嘆，過去綜藝總喊經
費不足，做不出好料，但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產業局局長張崇仁在台上直接
表示： 「政府以前只給戲劇，今年已開
放對綜藝補助。」加上前兩年早開放冠
名，錢已不是根本問題，金鐘50用入圍
名單甩了綜藝圈一個耳光，其實背後藏
的是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的心
情。

《夜孔雀》劇照曝光
劉亦菲劉燁“泄露天機”

中法合拍跨國愛情大片《夜孔

雀· 如果沒有遇見妳》於七夕發布壹

組“愛是什麽”系列劇照，展現主角

劉亦菲、黎明、劉燁及余少群的愛情

態度，也引發了影迷們對影片中這四

個人愛恨糾葛的種種猜測。

據悉，電影《夜孔雀· 如果沒有

遇見妳》講述了法國籍華裔長笛手埃

爾莎從浪漫巴黎到錦繡成都的幾段邂

逅。法布爾的《昆蟲記》對“夜孔

雀”是這樣描述的：夜孔雀，也稱孔

雀娥。它們壹生中唯壹的目的就是找

配偶。不管路途多麽遠，路上怎樣黑

暗，途中有多少障礙，它總能找到它

的對象。在它們的壹生中大概有兩三

個晚上的時間去找它們的對象。如果

在這期間它們找不到對象，那麽這壹

生也將這樣結束了。

在曝光的劇照中，劉亦菲所飾角

色埃爾莎的愛情判詞是“愛是飛蛾撲

火，也要奮不顧身”，正好與“夜孔

雀”所代表的愛情意象相印證。

而黎明所飾角色馬榮的愛情判

詞是“愛是鎧甲也是軟肋，讓人寸

步難行”，言語之間似乎暗示情路

不順，愛或不愛是個雙難問題。值

得註意的是，劇照中劉亦菲和黎明

的視線遙遙相望，飽含深情，讓人為之動

容。

顯而易見，劉燁劇照中埃菲爾鐵塔的背景泄

露了他所飾演的角色演繹的是巴黎的那段情緣。

“愛是擔當，是如影隨形的陪伴。”照片中的劉

燁側顏俊美，只是神情落寞，讓人心疼。

同樣讓人不忍的還有余少群。劇照中他穿

著川劇劇服坐在醫院裏。他的判詞是“愛是執

迷，即是粉身碎骨也不放手”，如果說劉燁的

愛如塞納河水般溫柔沈靜，那余少群的愛就是

川劇的高亢激越。

旅法華裔導演戴思傑的代表作《巴爾紮

克與小裁縫》由周迅、陳坤、劉燁主演，曾

走過戛納紅毯，提名金球獎。可惜的是，在

《夜孔雀· 如果沒有遇見妳》之前，戴導的作

品諸如《巴爾紮克與小裁縫》、《植物學家

的女兒》等講述故鄉中國情感故事的影片均

未能進入國內院線。《夜孔雀》是戴導準備

多年並融合自己兩個故鄉——巴黎與成都特

色的浪漫愛情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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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部新導演新演員全新陣容

的電影《星語心願之再愛》，與

擁有三大影帝的《烈日灼心》，

同壹天發起了同壹個的舉動——

全國點映。有經驗的人都知道，

點映的電影都只有壹個目的，讓

不怕看的電影，早日傳出市場口

碑。

38城，100場點映，對很多

大片來說，不算是大舉動，但

對這樣壹部完全沒有大導演、

大明星的電影來說，它的勇氣

和膽量已經十分驚人。許多參

與點映的影城，心內支持，卻

也擔心效果。

結果令大家是欣喜的，上

海、武漢、無錫等地點映票被秒

拍，平均點映場上座率超八成，

無錫等地甚至賣超了電影票，只

能追加場次。

有業內人士對此評述，現在

年輕人越來越懂得電影好才是重

要的因素。

這部影片是橙天嘉禾新經典

新導演計劃的第壹部。 16 年

前，壹曲《星語心願》唱碎了

多少人的心，這四個字幾乎成

為了至死不渝的愛情的代名詞。

16 年後，《星語心願之再愛》

將於月 11日全國上映。導演鄧

科提取了 16年前的人鬼情未了

的經典愛情核心，以互聯網時

代為背景，以當下年輕人普遍

的異地戀糾結情感為爆發點，

打造了壹部屬於這個時代的愛

情奇幻電影。

在內部試片、全國看片連續

收獲“萬萬沒想到”的好口碑之

後，《星語心願之再愛》大膽開

啟全國點映看片。片方認為，與

其他大陣容、高投資、名導演的

電影相比，《星語心願之再愛》

唯壹的優勢在於“不怕看”。

“我們的信心來自於每壹位到目

前為止看過電影的觀眾。”制片

人伊簡梅在接受采訪時如斯說。

“不過，非常感謝那位給我們打

10分的女孩，她那麽純粹的去感

知電影，沒有因為我們不是大導

演，不是大明星而心存怠慢，

非常感動。我們知道還有太多

太多要努力要進步的地方，讓

之後我們的作品，真心能配得

上她的鼓勵。”

在 9 月即將公映的電影

中，《星語心願之再愛》算

不上惹眼。這部由新導演鄧科

執導，因《愛情公寓》走紅的

“關谷神奇“王傳君擔任男主

角，全民師姐董維嘉出演女壹

號的奇幻愛情電影，在主創班

底上，有網友實心實意的表

示，實在缺乏讓人購票的沖

動。然而，就是這樣壹部幾乎

零明星的電

影，卻在壹

系列的看片

結束後，讓

人雀躍著驚

訝。

首先被打

動的是IT界的

大叔們，他們

看完電影後不

僅感動落淚，

還甚至表示“想

再愛壹次”。

在 電 影

中，男主角

王鵬鵬的角

色設定是程

序員，在壹

般的觀念裏，

程 序 員 、 IT

男、理工男

幾乎是另壹

類的存在，

尤其在愛情

裏，他們可能是最不解風情，最

難說浪漫的壹群人。但《星語心

願之再愛》頗有些替IT男、程序

員重塑形象的意思。借用看片的

某知名企業家的影評，這部電影

講的是“壹個程序員為了他愛的

女生編寫了壹段程序，這段程序

的功能是讓整個城市的人都來愛

這個女生”。如此聽著就讓人驚

呼“很浪漫”的設定，也是讓觀

眾們叫好的原因。

許多挑剔的媒體人看完後有

些詫異地表示，“真是沒想到電

影還不錯，比起之前許多華語愛

情片而言，有創意有新意”。還

有媒體人認為，《星語心願之再

愛》將科幻植入愛情的做法，值

得贊賞，“這部電影，為本來只

有墮胎與撕逼的華語愛情電影註

入了新的可能性。”

《三體》小說獲雨果獎 劉慈欣監制電影海報
被譽為科幻藝術界的諾貝爾獎的雨果

獎，曾經讓《權利的遊戲》、《盜夢空間》、

《哈利波特與火焰杯》這些經典作品夢寐以

求，如今，劉慈欣的《三體》代表亞洲人首

次獲得雨果獎，也代表著中國科幻小說第壹

次真正站上世界頂尖的舞臺。

據報道，第73屆雨果獎在華盛頓州斯波

坎會議中心正式揭曉。中國作家劉慈欣憑借

科幻小說《三體》獲最佳長篇故事獎，這是

亞洲人首次獲得雨果獎，也是中國科幻小說

第壹次真正上升到世界的高度。《三體》小

說的獲獎讓大眾的視野再壹次聚焦中國科幻

作品，同時也聚焦在《三體》電影的出品方

遊族影業。有媒體曝出劉慈欣曾表示：

“《三體》的電影要麽是非常成功，要麽是

被人罵死。”對此，遊族影業總裁孔二狗回

應稱，小說拿獎肯定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

要不計後果地把電影做好，既要無上限追加

投資整特效,也要尊重原著進行改編。他表

示：“我希望這個電影是中國電影攻入好萊

塢第壹關。”

“科幻”是遊族“不溫和地走進電影產

業”的切入口，其創立之初就表示要通過

《三體》電影，在壹片貧瘠的中國科幻市場

上打開局面，引領中國科幻電影的浪潮。除

了拍攝電影外，遊族還宣布免費開放《三

體》IP，並擬提供專項資金用來重點扶持科

幻文學、電影、動漫等領域的內容創作，繼

續深挖科幻題材。

在中國觀眾眼中，科幻片向來都是好萊

塢的專場，每壹年引進的科幻大片比如《星

際穿越》、《侏羅紀世界》以及漫威英雄系

列電影等，都引爆了中國科幻熱情。而中國

科幻電影數量稀少且粗制濫造的形象早已經

深入人心，也難怪劉慈欣表示：“我目前對

中國科幻電影不抱什麽希望，但希望能有壹

個很好的開端。”

檢驗壹個國家電影工業化水平的最佳載

體，就是科幻片。而從客觀來講，中國與歐

美科幻電影的差距壹方面體現在想象力與創

新的軟差距，另壹方面則體現在制作技術上

面的硬差距。《三體》小說在內容上已經達

到世界頂尖水平，而電影需要做的不僅僅是

在內容上與小說相匹配，在制作水平上也要

達到世界的高度。

網友解讀為：撕裂的傘表示了物理學的

破滅，物理學這把傘也擋不了人類將面臨的

危機，兩側的紅燈暗示了情況的危急；鏡像

的表現手法則暗示了在有智子的情況下，從

任何角度都無法化解三體危機，人類沒有退

路，也是對最後黑暗結局的暗示。

為力保這部硬科幻夠“硬”，能夠與

好萊塢科幻大片抗衡，遊族在內容上特邀

小說作者劉慈欣擔任電影監制深度參與，

多次征詢意見，力求在故事情節、人物角

色原汁原味的基礎上，將大劉超凡的想象

力用畫面精準呈現；在影片制作上則不吝

成本與時間，投資兩億元並邀請曾制作過

《阿凡達》、《哈利· 波特》、《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等巨作的國際頂級特效團隊

VHQ，全權負責電影後期制作。劇組為還

原小說真實的場景，還精心設計每壹個道

具，甚至搭建了小說中的“紅岸基地”，

並深入小興安嶺、北京等多地拍攝。 我們

可以看到，遊族開拍《三體》電影是充滿

誠意的，是為了中國科幻電影而努力，希

望能改變當前中國科幻電影尷尬的現狀。

從遊族的種種動作看，其也是希望用工業

化的要求來完成《三體》，將中國科幻電

影的制作提升到足以抗衡好萊塢的國際頂

級水準，填補中國科幻電影的空白。

其實，改編被無數科幻迷奉為“科幻聖

經”的《三體》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壹方面

是遊族自身團隊缺少制作科幻片的經驗，另

壹方面則是沒有成熟的科幻電影市場相匹

配，引起爭議在所難免。原著作者劉慈欣則

對電影表示鼎力支持：“美國科幻電影有今

天，也是靠80年代的斯皮爾伯格、盧卡斯

們，他們在當時也不是主流或者大牌導演，

什麽事情都得有個開始。”

可以說，片方對《三體》電影投入的成

本和人力在中國科幻電影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在今年的上海電影節上，遊族就曾發出

過復興上海電影的聲音，《三體》電影是他

們邁出的第壹步，把中國科幻電影做好，不

要浪費這麽好的內容。

據了解，影片的實拍部分已經於7月底

全部殺青，正式開啟最富挑戰性的為期壹年

的後期特效制作，預計明年暑期檔與大家見

面。屆時，《三體》電影將給三體迷帶來科

幻盛宴，遊族也將引領中國科幻電影，帶來

新壹波科幻浪潮。

《三體》電影填補中國科幻片空白

《三體》將帶來新壹波中國科幻浪潮

繼承+創意故事：
互聯網時代的人鬼情未了

讓IT大叔們又想起
愛情的電影


	0827THU_C1_Print
	0827THU_C2_Print
	0827THU_C3_Print
	0827THU_C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