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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德州大學 「臺灣研究」 十年有成
星期五

(本報訊)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於本(2018)年
本 5 月 24 日在副處長林映佐及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陪同
下赴奧斯汀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 Austin)出席
教育部與該校亞洲系合作推動之 「臺灣研究」第四期
計畫簽約典禮。
期間適逢 「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 2018 年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18 Annual Conference)」於奧斯汀德州大學舉行，今年的年會有 6 場
圓桌論壇、56 篇論文發表、來自 7 個國家 160 餘人出席
，藉臺灣研究計畫簽署儀式揭開年會序幕，除擴大宣
傳效應，更誌賀該校 「臺灣研究」十年有成。

2018 年 6 月 08 日

該校臺灣研究計畫從 2009 年開始迄今共三期，每
期 3 年。今年邁入第 10 年，展開第四期新的 5 年計畫。
計畫合約由教育部授權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
慧宜代表與德州大學亞洲系臺灣研究計畫主持人張誦
聖教授共同簽署。陳家彥處長除致詞並見證簽署外，
亦代表教育部致贈奧斯汀德州大學圖書館藏書一批共
122 冊，期進一步豐富該校臺灣研究藏書。簽約典禮除
了有研討會與會成員、亞洲系主任 Martha Selby、圖書
館學術部主任 Catherine Hamer 等教職人員外，僑務促
進委員廖施仁、臺灣同鄉會多位理事及奧斯汀當地僑
界領袖近百餘人均出席這項盛會。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
下周六舉辦年中聚餐聯誼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
會將於 6 月 16 日（ 下周六 ） 舉辦年中聚餐聯誼。除
有卡拉 OK 等餘興節目外，凡繳納 2018 年會費會員均
可參加摸彩。特獎為 Sharp 43"LED Smart TV 。
聚餐的時間為 6 月 16 日（ 星期六 ） 上午 11：
30 至 下 午 2： 45， 在 朱 秀 娟 社 區 中 心 （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 地址：3599 Westchase Dr. Houston ,Texas 77042 ) 舉行。費用： 每人$10 元（ 6 月 10
日前報名），當天現場報名者，每人$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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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校友會希望各位會員屆時攜眷參加，也歡迎
大家廣邀親朋好友來共襄盛舉 。請在 6 月 10 日前
E-Mail 至 houfuchung@gmail.com 報名，或致電以下
人士電話報名：
馬 定 遠 （832- 858- 3988 ） ， 陳 志 宏 （ 832419- 5483 ），方鮀生（ 832- 594- 4127 ），周成元
（ 281- 890- 8719 ），喻明麗（ 281- 970- 3418 ）
，陳元華 （ 832- 788- 2588 ）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右 1）、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教育組周組長慧宜
教育組周組長慧宜（
（左 2）、
）、奧斯汀德
奧斯汀德
州大學亞洲研究系主任 Martha Shelby(左
Shelby(左 1）、
）、臺灣研究計畫主持人張誦聖教授
臺灣研究計畫主持人張誦聖教授
（右 2）亮約合影

明天國建會當天上午舉行

胡說琴話 ~ 邀請您來午後聆賞
（ 本報訊 ）休士頓臺灣松年學院即將在 6/24 日禮拜天下午
3:30PM, 邀請二胡家/中提琴家林維洋, 於恩惠長老教會開一場
「胡說琴話」的音樂沙龍，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同來參加。
林維洋才剛與紐約新亞室內樂協會來休士頓演出，新亞的動人琴
聲與藝術水平高超, 當天音樂會廣受好評，松年趁他六月會來休
士頓的這一天, 邀請他舉辦一場音樂沙龍，當天不但會演奏好幾
首中提琴、二胡曲目，也歡迎聽眾提問，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賞難
得的中西音樂，享受午後時光。
當天音樂沙龍免費入場, 請大家邀請大家!
林維洋簡介紐約新亞室內樂協會藝術總監與創辦人，經常與世界級音樂
家共同演出，包括林昭亮、黃俊文等。

台美人才橋接座談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國建協進會」日前宣佈： 一項由台北
經文處，美南國建會，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共同主辦的 「台美人才橋
接座談會」 將於 明天（ 本周六 6 月 9 日 ），美南國建科技研討會當天上
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國建會現場（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 舉行。
參加者包括 「科技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蘇芳慶次
長，莊偉哲司長，研討的主題包括：
年輕學者養成計劃；
LIFT -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EAF - 博士創新之星；
Contact Taiwan - 全球攬才計劃
歡迎當天與會者熱烈參加。

Amphion String Quartet 創辦人與中提琴
手，獲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指定簽約 2013~
2016 年固定室內樂團，唱片獲紐約時報讚
譽 「2015 年最佳古典音樂專輯之一」
紐約 Solisti Ensemble , 紐約古典樂手樂
團 (New York Classical Players) 團員
首演 Sir Peter Maxwell Davies 與茱麗亞歌劇製作協會演出歌
受邀與小提琴大師帕爾曼(Itzhak Perlman) 一同於大都會博物
劇 《Kommilitonen!》擔任二胡獨奏
館演出
獨奏首演 Jeeyoung Kim 作品《Engraft》於卡內基音樂廳
茱麗亞音樂學院中提琴演奏碩士及協奏曲比賽冠軍
曾與密爾沃基管弦樂團、格蘭特公園管弦樂團、費城室內樂
紐約市立大學石溪分校中提琴演奏博士及協奏曲比賽冠軍
管弦樂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OK Mozart 音樂節、西北室內樂
電影《天堂口》Blood Brother 配樂二胡手
紐約大學最佳電影配樂獎短片《女兒》Daughter 配樂二胡手 音樂結、卡拉摩爾音樂及藝術中心等樂團合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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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6月10日
舉行2018年青少年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 6
月 10 日 下 午 2 時 ， 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的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2018 年青少年繪畫比賽
頒獎典禮。賴李迎霞會長表示，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舉行 2018 年青少年繪畫比賽業已截止收件，今年參加競
賽選手呈現爆炸狀態，有 100 多幅作品參賽，其中有多幅
畫作很有可能在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在洛杉磯年會上獲
獎。現在該會正緊鑼密鼓進行評鑑，希望能將休士頓小
朋友們的才藝送到洛杉磯展場呈現。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認為，學繪畫
的小孩不會變壞，繪畫能夠陶冶性情。試想，如果小孩
安靜地坐在椅子畫二、三個小時，這樣的小孩絕對能在
讀書領域上取得良好的成績。賴李迎霞會長以自己的 4 個
小孩為例，其中有律師、創投公司負責人、小兒科醫師
及 La Quinta 旅館總經理等，她都以各種方式讓孩子能靜
下心來念書，繪畫就是其中一項。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說明，這次繪
畫主題 「我們的藍天（Our Blue Sky)」，台灣空污問題空
前嚴重，見到藍天是每個人的盼望。這次比賽藉由參賽

者筆下發揮無限想像力，讓小朋友將心中盼望再次見到
的藍天，透過筆觸，充分發揮出自己心中的無限想像。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談到，我們的
孩子雖然成長在美國，但對環保問題仍是時時關心，並
且應由家長做起。賴李迎霞會長提到，孩子們有天馬行
空的豐富想像力，創作出來的畫作，充分流露出孩子對
藍天的嚮往，其中有蹺著腳 Y 子徜徉在碧海藍天，也有
貓眼瞳孔中的藍天，更有手機 的藍天等畫作，幅幅都是
佳作。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為了公正評選
，邀請了多位專業美術老師進行評比，將於 6 月 10 日下
午 2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展出，屆時 100 多幅畫作將全部
在來賓面前呈現，讓家長與來賓都能透過畫作了解到底
孩子們心目中藍天長得什麼模樣，美不勝收。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黃淑玲老師
都讚美這次繪畫比賽小朋友的作品，美不勝收。希望 6 月
10 日有更多的人來欣賞小朋友精彩的畫作，大家共襄盛
舉。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 ，黃淑玲老師都讚美這次繪畫比賽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
小朋友的作品，
小朋友的作品
， 美不勝收
美不勝收。
。 希望 6 月 10 日有更多的人來欣賞小朋友精彩
的畫作，
的畫作
，大家共襄盛舉
大家共襄盛舉。
。

美南銀行 2018 年
第 13 屆清寒學生獎學金名單出爐

【本報訊】美南銀行第 13 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己於 2018 年 4 月
底截止，此次遞件者總計共有來自不同學區 30 多位應屆畢業學子申請。
作為社區銀行的美南銀行為盡應有之社會責任與回饋社區。自 2005 年起
，每年都舉辦針對應屆高中畢業生的獎學金活動。此獎學金設立之目的
在於投資未來人才，表彰成績優秀學生，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成績提供
動力。為鼓勵更多學生，美南銀行獎學金不局限于美南銀行的客戶，在
休士頓及達拉斯地區的在校高中應屆畢業生都能夠申請。
2018 年第 13 屆的清寒獎學金的申請時間是於 2018 年 3 月初開始接受
報名並於 2018 年 4 月底截止。由於此次每位申請學生不論是在課業或課
外成績皆非常優秀，特別是其中有多位華裔
學生不論是在校學習成績及 SAT 成績都非常傑出。因此，令此次獎學金
申請及審核決議競爭激烈。
在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多次審核及考量下，依據學生學業成
績,高中期間的社會活動經歷和學生對於理想抱負自我介紹文章陳述等多

項憑證,再參考老師的推薦信及家庭經濟需求。經過反復審核最終決選出
五名 2018 年美南銀行獎學金得主:
1. Tseng Kelly : Morton Ranch High School
2. Charlie Zong: Westchester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Laura Li : Cinco Ranch High School
4. Bowen Mei : Stephen F. Austin High School
5. Michelle Wen: Stepton High School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
城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服務。目前分行在休士頓糖城、奧
斯汀、達拉斯 Plano 和 Richardson 等地區。
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美南銀行總
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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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性有腰痛病史者坐应预防骨神经痛
(综合报道)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坐骨神

用多序类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

经痛在青少年中的发病率较高，其中

tic Regression)进行。

女性、腰痛病史、久坐是青少年坐骨神

女性坐骨神经痛的发病率均显著

经痛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

高于男性

坐骨神经是支配下肢感觉和运动

研究结果显示，在各时间点上女

功能的主要神经干。当坐骨神经受挤

性人群坐骨神经痛的发病率均显著高

压时，可出现坐骨神经痛(Sciatica)并引

于男性人群。女性坐骨神经痛的长期

起神经传导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感

发病率为 7.2%，而男性为 3.4%;女性坐

觉和运动功能减退或丧失。坐骨神经

骨 神 经 痛 12 个 月 之 内 的 发 病 率 为

痛的疼痛范围位于臀部、大腿后侧、小

6.5%，而男性为 3.0%;女性坐骨神经痛

腿后外侧和足外侧，即坐骨神经通路

1 个月之内的发病率为 2.7%，而男性

及其分布区。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如吸

为 1.1%。此外，女性患者就诊医治的人

烟、肥胖均与成人坐骨神经痛的发生

数也显著多于男性患者，但因坐骨神

密切相关。脊柱的超力学负荷、体力劳

经痛就诊咨询的人数在两性之间并不

动、以及男性(性别因素)均为坐骨神经

存在显著的差异。

痛的危险因素。

坐骨神经痛的疼痛程度与就诊医

各种危险因素与青少年坐骨神经

治 / 咨询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接受

痛之间存在相关性

就诊治疗或咨询的患者其坐骨神经痛

由于不清楚这些危险因素是否与

的疼痛程度严重高于其它患者。女性

青少年坐骨神经痛也存在相关性，为

患者的损伤 系 数 要显 著 高于 男 性患

此芬兰学者 Karjalainen 等进行了一项

者，其中 33%的女性与 15%的男性的

人 群 现 况 调 查 研 究 (cross-sectional

受限总分在 3 以上。而接受就诊治疗

study)，分析体力活动、久坐、肥胖、吸

或咨询的坐骨神经痛患者其损伤系数

烟、物理负重、腰痛病史、性别等危险

也显著高于其它患者。
—三大危
女性、腰痛病史、久坐——

因素与青少年坐骨神经痛之间的相关

险因素

性。
该研究的对象为 1986 北芬兰出

多序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

生队列研究中一个亚队列(subcohort)

对象在 16 岁时的腰痛病史 (未就诊咨

人群。1986 北芬兰出生研究队列(1986

询)、腰痛就诊咨询史与其在 18 岁时的

Northern Finland Birth Cohort) 是将芬

中度坐骨神经痛均密切相关 ; 而研究

兰北部两大省份即奥卢(Oulu)省与拉

对象在 16 岁时的腰痛就诊咨询史与

普兰(Lapland)省中 1985 年 7 月 1 日至

其在 18 岁时的严重坐骨神经痛也存

1986 年 6 月 30 日之间出生的 9479 名

在密切的相关性。而女性(性别因素)、

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于 2001

工作学习时间之外的久坐这两大危险

年 5 月至 2002 年 4 月期间，通过对依

因素也与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存在明显

然存活且已满 16 岁的青少年分别邮

的相关性。

寄调查问卷，共寄出 9215 份。因该问

久久健康网小编温馨提示：该现

卷对所纳入青少年在 16-18 岁之间出

况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坐骨神经痛在

现 的 肌肉 骨 骼性 疼 痛 (musculoskeletal

青少年中的发病率较高，其中女性、腰
痛病史、久坐是青少年坐骨神经痛的

pains) 以及生活方式相关因素(lifestyle
factors)等进行调查，所以这份调查问卷

根据严重程度被分为三组：无坐骨神

中度坐骨神经 痛 的日 常 活动 部 分受

率的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三大主要危险因素，而其它因素与青

需要研究对象花 2 年时间来完成。研

经痛、中度坐骨神经痛(在过去的一年

限，受限总分为 1-2;严重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的疼痛程度与患者是否就

少年坐骨神经痛之间并未发现显著的

究者于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1 月对

里出现过，但并不需要就诊治疗)、严重

组的日常活动明显受限，受限总分为

诊之间的相关进行评价，并采用 χ2

相关性。由此可见，由于青少年正处于

相继满 18 岁的青少年的调查问卷进

坐骨神经痛 (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过，

3-5。通过累加各组的受限总分，计算

检验分析坐骨神经痛疼痛程度与损伤

青春发育期，其坐骨神经痛相关危险

行回收，最后共回收 7344 份。

并进行了就诊治疗)。其中无坐骨神经

出损伤指数(impairment index)。最后作

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而坐骨神经痛与

因素与成年人并不完全相同。

痛组无日常活动受限，受限总分为 0;

者采用 χ2 检验分析坐骨神经痛发病

其它危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则采

该现况调查研究中，坐骨神经痛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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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中華楊氏太極拳學會
自今年 6 月至 12 月，開辦“公益教學
公益教學＂
＂和“免費設班
免費設班”
”

楊俊義老師學練楊氏太極拳 45 年多
，認為太極拳是一項練養相合的快
樂健康運動。
樂健康運動
。
（ 休士頓 /秦鴻鈞 ） 為了廣泛公開
推廣太極拳健身理念及運動至僑界。休
斯敦中華楊氏太極拳協會的楊俊義老師
，將於今年 6 月至 12 月，對外開辦公益
教學活動； 對內在訓練館設班，免費教
授太極拳！
一 ，楊老師這次公益教學的目的及
內容如下：
（1）對外開辦公益教學活動範圍：
主要是社團團體和公司等單位。
（2）對外公益教學宗旨和意義：
回報社區各界多年以來關照支持；
服務社區、造福一方是太極人的責任。
其意義是：
太極拳是中國國粹，其松柔緩慢的
運動中，內涵著太極陰陽哲理和保健、

養生、導引氣功等健康之道。
楊老師針對上班族人士長時間久坐
或站立狀況，經過研究編排的原地太極
拳動作，在楊老師指導下，只要學練 1 至
2 課，然後堅持自練，就能較快疏通人體
經絡，調節自身氣機平衡，有較好的效
果！
（3）教學內容：
主要教授楊式太極拳簡單易學的拳式。
為了使更多人士盡快了解太極拳、共享
太極健康，楊老師在太極拳原理和古老
拳勢不變的前提下，精心編排了多項拳
式動作，以適應不同人群健康要求。
其特點是：
拳式動作簡潔易學、易練！
時間短、占地小、基本上是在原地
練習；
學會後，堅持利用各種空閑時間自
練，同樣能收到減緩疲勞、疏通經絡氣
機的作用！
（4）教學課程和時間有：
三式一課學時；五式兩課學時；六式三
課學時等。
如果需要學練較長點拳式套路，需
雙方面議!
（5）聯系方式：
雙方可主動聯系或通過電話等
（6）教學老師：
由"學會"創辦人、中國楊式太極拳第五代
傳人楊俊義老師主教和學生助教協助。
二、關於免費在訓練館設班教學按
排：
（1）教學內容：
主要教授楊式太極拳傳統套路 85 式。
（2）教學時間和課程按排：
計劃從 6 月下旬開始上課至 12 月 22 日第

一期結業。
每月免費上課一次。
時間按排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上午 11
點 30 分至 12 點 30 分；
計劃在 25 課內，學練完 85 式第一路十六
個拳勢。
（3）歡迎熱愛楊式太極拳傳統套路
朋友報名參加!
報名方式:
打電話、發郵件或通過這次活動組委會
任何成員轉達均可!
其它事項另行通告!
三、太極拳的特點和健身養生原理
功效:
拳論講"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
機，陰陽之母也"。
又說"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
及，隨曲就伸"。
"拳論"開篇就把太極拳的原理講得十
分清楚!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黃帝內經講"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荀子有言"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
前人們把太極陰陽原理融入於拳勢
運動之中，這是中國古代人發明的大智
慧!
太極拳由此被註入了新的生機和文
化內涵!
同時"拳"加上"太極"二字，從另一方面也
可以說明：太極拳早被古人認為是"好東
西"!
太極拳好在那裏?
"學會"創辦人楊老師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
方面:
(1)宣通經絡，活血化淤；

(2)松柔正身，調節平衡;
(3)培育元氣，強心固腎;
(4)增強內氣，減肥美容;
(5)輕身步靈，精氣神足。
另外，楊老師體悟到：太極拳緩慢
中有快意；松柔中有整意；專註中有靜
意等。
其拳勢攻防、套路演示、快樂晨練
、太極哲理、保健養生、氣功導引、柔
手合練等等特點十分引人入勝！並在當
今世界上影響很大！尤其是對人體保健
、養生、氣功導引、自調和整體健康具
有明顯效能!
四、楊俊義老師簡介
楊老師學練太極拳已有幾十年，為
尋求太極拳妙趣真諦，在得到多位老師
指教基礎上，拜師中國楊式太極拳第四
代嫡系傳人傅鐘文宗師，成為傅老鐘文
宗師門下再傳弟子！是楊式太極拳第五
代傳人。
楊老師現已居美國休斯敦近十一年
！如從公園教授太極拳起，在休斯敦已
教學九年多！書寫有關太極拳文稿至少
有百余篇！2014 年 5 月創辦"美國楊俊義
永年太極拳中心"；為更快、更好推廣和
宏揚光大楊式太極拳，在學生們支持下
，2017 年 8 月創辦了"休斯敦中華楊式太
極拳學會"！
經過 45 年多學練楊式太極拳，楊老
師認為：太極拳是一項優化而又優美的
運動；只要運動方法得當，其運動全過
程"有百利而無一害"！
太極拳也是一項練養相合的快樂健
康運動！它的新老套路，沿續和傳承並
承載著中華五千年來優秀文化精髓！其
武術拳勢功夫和保健、養生、氣功及預

防健康大道，必將造福於人類與世界！
太極拳不是一項局部運動，是一項人體
上下內外的整體運動！習練太極拳需在
前人或師輩總結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上，
不斷"出發"！並在踐行中體悟、繼承、創
新與發展！學練太極拳要堅持練養相合
、以預防為主！所追求的目標是康、健
、壽、樂、強。
學好太極拳需要做到"勤、恒、禮、
誠、和"五字精神！專心學練、尊師重教
、 耐 心 細 心 、 恒 心 堅 持 是 關 健!
五、關於這次活動組委會成員、顧
問、共同主席人員正在落實!其後專告!
還有註意事項(其中安全提示、規則提示
等)後列!
2018 年 6 月於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
訓練館

圖為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俊義
老師（
老師
（ 前排中 ） 與其弟子合影
與其弟子合影。
。

復古風華，9/17-9/28 王朝旅遊董事長
與您一起尋找歐洲最浪漫的時光

夏去秋來，秋季何處去？歐洲當然
是笫一首選，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旅途從意大利羅馬開始，然後途徑梵
蒂岡，奧地利，德國，瑞士，摩納哥及
法國。帶你走進夢幻的童話世界，開啟

我們浪漫的旅程。
意大利的景點多不勝數，羅馬的噴
泉和鬥獸場，去感受羅馬戰士曾經熱血
拼殺的氣魄。威尼斯的水鄉，乘坐水上
巴士在威尼斯中穿梭，佛羅倫斯的浪漫
及皮革製品，比薩斜塔著名建築，米蘭
的時裝，讓你目不暇給，留連忘返！
梵蒂岡每年前來朝聖人數以千萬計
，是全球天主教的中心點，更是第 266 現
任教宗方濟各的住所。聖彼得大教堂外
觀宏偉壯觀，內部裝修是當代著名藝術
家的心血結晶。絕不能錯過。
由於莫紮特的名氣，令奧地利成為
世界聞名的音樂之都，走過奧地利阿爾
卑斯山“薩爾斯堡”、 米拉貝宮花園就

是膾炙人口的著名電影，‘仙樂飄飄處
處問’拍攝地。隨後參觀施華洛世奇水
晶畫廊，讓你沈醉在璀璨的水晶世界。
著名的“新天鵝堡”座落在德國的
富順市，建築優美古雅，迪士尼樂園的
仙境古堡也是以它為設計藍本。站在那
裡讓你感受唯美的童話世界。
瑞士給人的印象就是全球最冨裕，
社會最安定，經濟最發達和擁有最高生
活水準的國家之一. 但其聞名中外的雪山
，如馬特洪峰以單一山峰的英姿成為阿
爾卑斯山的代表，常被冠以最瑞士的地
方琉森。而琉森的鐵力士大雪山亦成為
世界著名滑雪勝地之一。 小女峰亦是登
山滑雪愛好者的勝地,這是一個能滿足您

全部浪漫憧憬的國家。
巴黎鐵塔是巴黎最高的建築物，起
造於 1887 年，層數為三，每年遊客造訪
超過七白萬，除了是地標，可知背後亦
包含著一個個悲傷的愛情故事，是鐵塔
建造者埃菲爾想向一直支持和鼓勵他早
逝的愛妻瑪格麗說＂我愛妳＂，這意念
推動他建造一座離天堂最近的高塔，馳
名世界，登上埃菲爾鐵塔和心愛的人相
擁。
馳名世界的凡爾賽宮座落在巴黎西
南部的凡爾賽鎮，它是人類藝術寶庫中
一顆燦爛的明珠。宮殿前風格獨特的禦
花園，園內設計別緻，雕像栩栩如生，
漫步其中令人心曠神怡。

歐洲現共有 47 國，分別為東歐，南
歐，西歐，北歐及中歐.滙集美食，時尚
，藝術及歴史，混為一體，每一個景點
均有它的故事，引人入勝，編幅有限，
不能儘錄，欲知更多歐洲旅遊熱線，請
致電或親臨王朝旅遊，我們會為你一 一
介紹。
凈團費：$2699
團費+機票：$3649
更多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細行程
請電話或者微信我們：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場隔壁
，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rate Dr,Suite A-14,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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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國際鋼琴比賽 音樂與科技結合
香港鋼琴家黃家正榮獲第一名

前三名得獎者
(本報訊) 當音樂與科技結合，會產生什麼讓人
讚 嘆 的 事 ？ E 國 際 鋼 琴 比 賽 （International Piano-e-Competition）於 5 月 31 日在美國阿拉斯加落
下帷幕。經過兩週的激烈角逐，香港鋼琴家黃家
正（KaJeng Wong）從 24 位入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榮獲第一名。
E 國際鋼琴比賽是世界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國際
性鋼琴賽事，其獨特之處，在於由雅馬哈自動演
奏鋼琴 Disklavier 所實現的“遠程試奏”與“遠程
直播”。

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通過 Disklavier 鋼琴
遠程試奏，試奏演出被鋼琴精密地捕捉、並以高
分辨率樂器數字接口（MIDI）數據的形式通過網
絡傳輸，最終在位於美國的 Disklavier 鋼琴上向比
賽評審精準呈現。
最終入圍參賽選手在阿拉斯加的兩週比賽，
也通過 Disklavier 技術在世界各地的 Disklavier 鋼琴
上實現了遠程直播。
本次賽事的第一名獲獎者是黃家正，他被譽
為“香港音樂神童”，早在 11 歲時贏得“香港校
際音樂節”鋼琴組大獎，也獲得去捷克和當地專
業樂團合作演出，以及錄製貝多芬的《第一號鋼
琴協奏曲》的機會。
紀錄片《音樂人生》，就是紀錄黃家正年輕
的熱情、追求、與理想，橫跨六年的拍攝。這個
紀錄片呈現了一個桀驁不馴的天才兒童向一個成
熟少年蛻變的過程，並橫掃了 2009 年第 46 屆台灣
金馬獎，摘得最佳剪輯、最佳音效、以及最佳紀
錄片三項大獎。而此次的獲獎，也是黃家正音樂
發展的又一突破。
比賽視頻
複 賽 第 一 輪 （ 獨 奏 ）: https://youtu.be/
d9Sieun2Iw4
複 賽 第 二 輪 （ 舒 伯 特 奏 鳴 曲 ）: https://youtu.be/
xVSiVx7hWls

半決賽（獨奏與室內樂）: https://youtu.be/pgrpBiXMNAU
決賽（與交響樂隊合作的協奏曲）: https://youtu.
be/mSglOTtzyYY
對雅馬哈 Disklavier 自動演奏鋼琴感興趣的讀
者，可以向雅馬哈授權經銷商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 諮 詢 詳 情 。 STAFFORD 店:
12919 SW Freeway, Suite 160, Stafford 電 話
281-494-5885。HOUSTON 店: 3133 South- west
Freeway, Houston 電 話: 832-500-4320。 網 站:
www.fortbendmusiccenter.com。

E 國際鋼琴比賽的第一名獲獎者是黃家正
國際鋼琴比賽的第一名獲獎者是黃家正，
，
曾被譽為“
曾被譽為
“香港音樂神童
香港音樂神童”
”

百靈果音樂學校
舉辦音樂講座及學生表演
學生表演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為推廣音樂教育，休斯
敦的百靈果音樂學校日前於休斯敦浸信大學(HBU)
舉辦音樂講座，主題是 「美國中小學音樂教學及
考級制度」，同時有學生表演，現場吸引不少關
注音樂教育的家長前往參加。
此次擔任演講的是 Lindsey Langford，她是百
靈果音樂學校的音樂理論老師，有著休斯頓大學
音樂教育碩士學位，也是德州公立中學著名的音
樂老師、並兼任學校中的 Band Director。以她多年
的音樂教學經驗，重點的介紹德州小學至高中的
音樂教育概況，包括合唱團、管絃樂隊、與樂隊

學生表演
等，不同的年齡階段有不同的表演機會、與音樂
比賽。
德州非常重視音樂教，從幼兒園開始，就以
遊戲的方式把音樂帶入學生的生活之中，從各個
角度啟發鼓勵孩子熱愛與學習音樂。學生更了解
音樂後，進而探索自己比較喜歡何種樂器。當孩
子隨著年齡的成長，有更多掌握音樂的能力與技
巧後，就可以開始參加不同的比賽，透過競爭的
形式，學生與不同的對手交流、溝通與互相學習
，豐富並增長他們的經驗。有興趣了解美國初階
音 樂 教 育 的 讀 者 可 參 考 www.kodalytexas.com、

Lindsey Langford 重點的介紹德州小學至高 百靈果音樂學校的打擊樂組系主任 Craig 表
中的音樂教育概況
示華裔學生學音樂更為專注
百靈果音樂學校的打擊樂組系主任 Craig 表示
www.oake.org、www.aosa.org。進階音樂教育可參
，學校目前有九位教師，包括教授鋼琴、小提琴
考: www.tmea.org、http://www.tcda.net/。
此外，Lindsey 也介紹大學校際聯賽(UIL，全 、打擊樂、聲樂、吉他、音樂理論等，藉由多元
名是 The university interscholastic league)，由德州大 文化的薰習，西方音樂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激盪
學奧斯汀分校所創立，以公平的原則，管理學校 ，學生的表現都非常優秀。百靈果音樂學校也協
間的教育、運動、與音樂比賽，從 1910 開始，已 助學生加入樂團，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音樂學
經成為此類在全球最大的跨校比賽組織。詳情可 校幫學生寫推薦信，讓學生順利的進入高中的樂
團。
見: http://www.uiltexas.org/。
百靈果音樂學校目前推出夏令營，詳情可洽:
在演講之後，百靈果音樂學校有幾位學生上
台表演，別看他們小小年紀，表演起來都有模有 832-542-6235。
樣，也博得現場觀眾的巨大掌聲。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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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商會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休士頓台灣商會 5 月 6 日在糖城 Eldridge Park 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
、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夫婦
周政賢副會長夫婦、
、會友及眷屬們共襄盛舉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藉此活
動宣布，
動宣布
，為期四天的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30 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屆年會暨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6 月 21 日
將在休士頓 The Westin Galleria Houston 盛大
舉行、
舉行
、台商會員 鄭嘉明
鄭嘉明、
、侯秀宜鼎力相助

新世紀保險公司總裁陳舜哲夫婦攜眷與卓宗
成 輕鬆歡聚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黃惠榆夫婦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黃惠榆夫婦、
、 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共度 春季
戶外踏青烤肉好時光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台商會秘書呂明雪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曾伯母 為與會人士精心準備美味烤肉
材料

休士頓台灣商會廖珮君理事歡迎久鑫公司陳
姵宇

吳宏傑、
吳宏傑
、鄭嘉明 吃得高興
吃得高興，
，玩得開心
玩得開心，
，度過
愉快一天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長歡迎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台北經文處 何仁傑組
長 參與 踏青烤肉 同樂

僑委張世勳、
僑委張世勳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王敦正夫婦
、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黃惠榆夫婦
黃惠榆夫婦、
、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 林映佐副處長參加 2018 年
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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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7日凌晨於首都
布魯塞爾友賽埃及，主隊
憑盧卡古（右）、夏薩特
上半場建功及費蘭尼尾段
埋齋，輕取埃及 3：0，
這亦是盧卡古近8場國際
賽入的第11球。 法新社

斯巴達克體育場（Otkritie Arena）
所在城市：莫斯科
觀 眾 席：4.5萬
興建年份：2010
啟用年份：2014

018 世界杯

右中場

年前則發生咬人事件。這位“救國英雄”今
屆將與卡雲尼再度領軍，盼望於俄羅斯再爭

次出戰世盃，烏拉圭在世盃史上佔
第13有一定地位。曾勇奪
1930 年的首屆世

界盃錦標，以及在 1950 年再贏一次，然而烏拉圭此
後世盃的最佳成績亦只是第 4 名。在南美洲，烏拉圭
則仍是一支強隊，球隊 15 次贏得南美錦標賽/美洲國
家盃，對上一次是 2011 年。不過，球迷更深刻的回
憶，或許是近兩屆世盃的蘇亞雷斯。

上屆咬人 蘇亞雷斯三戰世盃
早前國際足協曾拍攝一系列訪問，提到 8 年前南
非世盃蘇亞雷斯在 8 強用手擋球，為烏拉圭取得 4 強
席位一事。烏拉圭的球迷指，“蘇神”的行為其
實反映的是烏拉圭人的本性，為了成功甘
願犧牲自己，因此在烏國內被視為國家
英雄，也就是為何 4 年前他在球場咬
人，烏拉圭人仍處處維護他。
或許如此種種成了人們對烏拉圭的偏見，
但他們在今屆外圍賽的表現還是十分不俗，18
戰有 9 勝 4 和 5 負，取得南美洲區次名出線，總
入球數也是僅次於首名的巴西。卡雲尼轟入 10
球，是本次南美洲區外圍賽的神射手，比美
斯、阿歷斯山齊士及加比爾捷西斯這些神鋒均
多入3球。

老帥隊內掌兵多年 曾闖4強
卡雲尼
前鋒

左中場

蘭迪斯
年齡：22 右中場
球會：小保加

塞羅那射手 8 年前手球助球隊闖入 4 強，4

相信很大機會可順利出線 16 強。

基斯甸洛迪古斯

加斯頓施華
年齡：24 左閘
球會：獨立隊

蘭迪斯

高甸
年齡：32 中堅
球會：馬德里體育會

不少人都會第一時間想起蘇亞雷斯。這位巴

佳績。球隊在小組中實力上可說一枝獨秀，

穩出線

荷西基文尼斯
年齡：23 中堅
球會：馬德里體育會

烏
拉
圭

其實已經是陳年舊事。對於現在的烏拉圭，

前鋒

彭利拿
年齡：33 右閘
球會：波圖

雖說烏拉圭曾兩奪世界盃冠軍，然而這

蘇亞雷斯

梅斯利亞
年齡：31 門將
球會：加拉塔沙雷

■據報奧斯爾(上)於上場
友賽入球後因傷缺席了4
天操練，雖然這位阿仙奴
中場球星7日已重返訓練
場，不過為免冒險，周六
凌晨對沙特阿拉伯的友賽
仍將會避戰。
法新社

舉行比賽
■6 月 16 日阿根廷對冰島、6 月 19
日波蘭對塞內加爾、6 月 23 日比利
時對突尼西亞、6 月 27 日塞爾維亞
對巴西、7 月 3 日 16 強。

小組一枝獨秀

前瞻

賓坦古亞
年齡：20 中場
球會：祖雲達斯

馬泰斯雲仙奴
年齡：26 中場
球會：國際米蘭

基斯甸洛迪古斯

烏拉圭世界盃 23 人大軍

加斯頓施華

馬田施華（華斯高）、 馬田甘賓
拿（獨立隊）

蘇亞雷斯

卡雲尼

馬泰斯雲仙奴

賓坦古亞

高甸

荷西基文尼斯

蘭迪斯
彭利拿

梅斯利拿

烏拉圭 4-4-2

後衞：高甸（馬德里體育會）、
荷西基文尼斯（馬德里體育會）、彭利拿（波圖）、

卡雲尼
年齡：31 前鋒
球會：巴黎聖日耳門

蘇亞雷斯
年齡：31 前鋒
球會：巴塞羅那

烏拉圭今屆繼續由塔巴利斯領軍，這名 71 歲老
帥自 2006 年接帥印之後，已帶領烏拉圭出戰逾 150
仗，得勝率接近一半，包括 2010 年世盃以殿軍完
賽。而今次烏拉圭陣中，有 7 位成員將是第 3 次出戰
世盃決賽周，有 4 人則是第 2 次。烏拉圭跟東道主俄
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同處 A 組，論球員整體質素
在同組中可說一枝獨秀，相信有望跟 8 年前一樣，力
壓主場球隊於分組取得首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A 組：俄羅斯、烏拉圭、埃及、沙特阿拉伯

門將：梅斯利拿（加拉塔沙雷）、
基斯甸洛迪古斯
年齡：32 左中場
球會：彭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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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亞迪斯（士砵亭）、馬田卡沙利斯（拉素）、
加斯頓施華（獨立隊）、華利拿（彭拿路）
中場：基斯甸洛迪古斯（彭拿路）、安祖斯山齊士（蒙特雷）、馬泰斯雲仙奴（國際米蘭）、賓坦古
亞（祖雲達斯）、迪亞高拿索特（熱拿亞）、 盧卡斯托拉拿（森多利亞）、 烏列達（蒙特雷）、蘭
迪斯（小保加）、迪阿拉斯卡達（高士路）
前鋒：蘇亞雷斯（巴塞羅那）、卡雲尼（巴黎聖日耳門）、 麥斯高美斯（切爾達）、史杜安尼（基
羅納）

馬體會老少拍檔鎮守後防
鋒線二人腳風極順衝百球關
在烏拉圭隊中，前線一對拍檔蘇亞雷斯和卡雲
尼，絕對是球迷最熟悉的球星，這一對射手已是現時
烏拉圭史上入球最多的兩人，他們合共為球隊取得 92
個國際賽入球，今屆世盃或有望衝向100球的大關。
效力巴黎聖日耳門的卡雲尼，是今屆烏拉圭在外
圍賽入球最多的球員，亦是南美洲區的神射手。而他
在國家隊已累積 42 個入球，雖然比起入了 50 球的隊
友蘇亞雷斯少 8 球，但這一對孖寶已是南美國家史上
最多入球的兩位球員，而第 3 個就是曾奪世盃金靴的
科蘭。
除了鋒線二人外，效力馬德里體育會的一老一嫩
守將也是烏拉圭的重心。32 歲的隊長高甸與 23 歲的荷
西基文尼斯，在球會以至在國家隊皆是拍檔，他們更
協助馬體會取得今季歐霸盃冠軍以及西甲亞軍。另
外，早年在曼聯失意的右閘華利拿，今季重返母會的
彭拿路，成功晉身世界盃大軍，或可藉今次舞台爭取
重返歐洲球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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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馬拉富埃戈火山噴發 噴出火山灰高達 1.1 萬米

石刻大藏經孤品
探訪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

敘利亞阿勒頗的貓咪診所
170 只喵星人在此避難

在四川阿壩州壤塘縣棒托寺內珍藏約 50 萬片明清時期鐫刻的大藏經
萬片明清時期鐫刻的大藏經《
《甘珠爾
甘珠爾》
》和《丹珠
爾》，
》，大藏經左高
大藏經左高 9.7 米，右高 9.2 米，長 46 米、左寬 160 米，右寬 13 米，占地 598 平方米
平方米，
，
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內容最豐富的石刻大藏經孤品。據史料記載，由明
末清初 60 余名石匠辛勤鐫刻 9 年而成。石刻藏文經書圖文並茂，筆法流暢，疏密有致，陰陽
相背，滿版生輝。具有極高的文物和藝術研究價值。圖為堆積的石刻大藏經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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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生活魔法師 (首播)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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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0-02:00
02:00-02:30

Story China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04: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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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文明之旅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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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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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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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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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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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舞臺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10:00-10:30

武林風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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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味道(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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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05:30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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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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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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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呈現 (首播)

14:30-15:00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15:00-15:30
15:30-16:0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17:30-18: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20:00-20: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治安對談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首播)
司馬白話 (首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洋言洋語(首播)

司馬白話(重播)

味道(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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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向前行 愛拼才會贏

許氏花旗參茶
寶島歌王

真誠推薦

＊保證威州地道原參製成

精純無添加

＊全美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年信譽

＊通過GMP標準國家把關

食安有保障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832-298-9321
281-988-8338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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