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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革 
曾經代表中國健美國家隊赴新加坡參加“第七屆亞洲健美錦標賽”榮獲女子健

美冠軍及亞洲健身小姐稱號的董革，2018 年 3 月 16 日，在上海出席“中國健

美百年風雲人物頒獎盛典”，再次榮獲“健美國際冠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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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舉行牛車賽跑柬埔寨舉行牛車賽跑 迎接高棉新年迎接高棉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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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法國大型園藝連鎖市場：
園藝產業全方位發展

綜合報導 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

博覽會將於本月開幕。此次博覽會作為

花卉園藝領域的國際盛會，法國等園藝

大國紛紛參與其中。法國的園藝產業發

展現況如何？記者近日走訪了這裏的大

型園藝連鎖市場壹探究竟。

在法國大型園藝連鎖市場中，特呂

弗（Truffaut）園藝連鎖市場歷史悠久，

聲名遠揚。記者來到位於巴黎市中心的

壹家特呂弗市場，該市場有地上和地下

兩層，樓梯處陳列著歷史簡介。

特呂弗市場和特呂弗家族密不可分，

1824年老特呂弗就在凡爾賽建起了第壹

家銷售蔬果的門店。巴黎的第壹家門店

於1927年建立，將銷售領域拓展至花

卉、綠植等，並逐步成為經營的主業。

目前，大巴黎地區就有約 10家特呂弗

園藝連鎖市場，成為園藝愛好者中家

喻戶曉的品牌。

記者在特呂弗園藝連鎖市場裏看到，

各種花卉綠植品種齊全，在壹些常見的

植物品種旁邊，就放置了相關品種的參

考書籍，供人們隨時查閱。市場中銷售

白菜、蘿蔔、西紅柿等蔬菜以及藍莓、

葡萄等水果的有機種子多達數十種。

此外，市場還銷售各種園藝工具、

肥料、花園中的昆蟲鳥類等周邊產品。

考慮到花園的娛樂和社交功能，市場還

銷售多種燒烤用具。可以說園藝愛好者

能夠想到的和用到的東西，市場裏幾乎

壹應俱全。

而最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特呂弗

園藝連鎖市場還出版園藝書籍和刊物，

凸顯園藝產業的文化價值。其“王

牌”書籍是由法國著名辭書類出版商

拉魯斯出版社推出的《特呂弗園藝百

科全書》。這部書近千頁，全面介紹了

法國各地植物特性和種植方法，壹年四

季推薦種植的植物，花園的多種規劃

等，不愧是園藝百科。

特呂弗市場定期出版的期刊是免費

取閱的，最新壹期2019年春季號，共85

頁，包括新的花卉植物產品介紹，花園

生活竅門等。它也同時面向兒童出版期

刊，通過大幅照片和兒童漫畫介紹花園

中的動植物和昆蟲，著重培養兒童對園

藝的喜好。

通過對特呂弗園藝連鎖市場的探訪

和了解，記者感受到法國作為傳統農業

大國在園藝領域的全方位發展。法國的

園藝市場有極其深厚的群眾基礎，很多

民眾熱衷於園藝，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

以來席卷法國的健康有機食品熱潮，促

使人們自己動手種植作物。

除了園藝連鎖市場的蓬勃發展，壹

年壹度的法國農業博覽會也集中展示法

國園藝產業的發展狀況，在展會上的農

作物展館，有園藝師專門向民眾傳授多

種農作物的種植方法，會吸引很多觀

眾。充分滿足民眾的園藝需求，使園藝

的民眾基礎更加堅實，應當是法國園藝

產業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之壹。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法國園藝市

場近年來穩定發展，實體商店歷來是

最大銷售渠道，仍占據很大的市場銷

售份額；網上購物增長迅速，但所占

市場份額偏小。人們仍然偏愛特呂弗

市場這樣的實體商店，在這裏親眼看

到各種花卉等植物，根據實際品種選

購。人們能在市場裏的大片鮮花植被

叢中漫步，也可算是大都市巴黎生活

中的壹件樂事。

從“啥都買”到“都買啥” 洋貨國貨現同臺競爭局面
短短幾年，中國遊客海外“爆買”現象趨淡。

半月談記者在英、法、德、日、韓五國走訪了解到，

近壹兩年來，受跨境需求變化、跨境電商發展、中

國制造業升級等因素影響，中國遊客海外購物熱情

下降，消費漸趨理性。與此同時，“洋貨”“國貨”

同臺競爭的局面正在打開。

購物清單變了
近壹兩年，全球各地的老“代購”們普遍感到，

來自中國的訂單變少了，買主對性價比的要求更高

了。以往代購提成較多的馬桶蓋、音響、電視、珠

寶、手表等，幾乎絕跡了。

中國遊客的消費力曾令日本人震驚，但購物清

單已經發生了顛覆性改變，家電、電子產品漸漸淡

出視野，藥妝、書籍、文具、嬰幼兒用品成為消費

主流。現在赴日本的中國遊客，特別是辦了多次入

境簽證的遊客，更註重在人文、地理、文化、服務

等方面的軟性體驗。

中國旅行社（德國）總經理張宇紅說，以往中

國遊客在德國喜歡購買奢侈品、高檔箱包和手表，

現在更喜歡逛連鎖店和平價綜合商場，炫耀和攀比

性消費少了。

據意大利旅遊機構統計，前幾年赴意中國遊客

每年超過200萬人，其消費占意大利免稅零售業營

業額的三成。如今人數有所下降，購買珠寶和名表

的明顯減少。

越來越多人將出國重點從打卡、購物轉向體驗

文化，深入當地。英國倫敦不少博物館、畫廊都有

自己的特色文創紀念品，深受中國遊客喜愛。法國近

些年壹些“老牌”奢侈品對中國遊客銷量壹路走低，

價位居中、設計感強的“輕奢”品牌更受國人追捧。

湖北遊客王威告訴記者，他到法國旅遊避開了

打卡景點和購物中心，將目光轉向巴黎郊區的“跳

蚤市場”，背回了幾幅油畫和壹口鐵鍋。

雖然購物清單發生了改變，但是，中國人對海

外產品的信賴尚沒有大的改變。大家普遍認為，發

達國家產品質量過關，安全可信。北京的吳女士說，

她和家人對日本產品的信賴和依賴，似乎到了停不

下來的程度。

做產品更要做文化
近年來，國內商品市場發展迅猛，降低了國民出國

購物的沖動。但不可否認的是，質量高、聲譽好、優惠

多的海外優勢產品，仍然是中國遊客買買買的目標。

春節前夕，記者在距離美國芝加哥市中心約20

公裏的“時尚奧特萊斯”看到，這個兩層樓的購物中

心裏，徜徉著不少中國遊客及海外職業買手。翻看了

價簽後，記者不禁感嘆這裏的價格確實很誘人。

過高的關稅和缺少競爭對手，往往造成同樣的商

品國內外價格“兩重天”。大到珠寶和手表，小到日

常用品，國內價格可能貴三至五成，品種還不盡豐

富。比如韓國美妝品牌雪花秀，國內標價800元的單

品在韓國只需400元不到，使用支付寶等線上支付還可

以享受5%的折扣，此外，韓國櫃臺服務員熱情滿滿，

各種試用裝、小樣等贈品讓消費者直呼實惠。

相比海外，國內市場還有壹個讓消費者頭痛的問

題，就是假貨泛濫。雖然年年打假，但仿品仍然絡繹

不絕，相當挫敗國人的消費信心，造成壹些人寧可坐

飛機去國外買奶粉也不喝國內奶粉等壹系列怪象。

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的消費漸趨理性
對於國貨而言，消費者境外消費欲降低，釋放

了積極信號，應牢牢把握契機，借鑒國外經驗，不

斷提升產品品質和美譽度，把消費者的目光更多地

吸引回國內。由“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不

是紙上談兵，需要我們拿出“真材實料”和對消費

者的誠意。在這壹過程中，要學習借鑒海外產品打

造產品文化的經驗，贏得消費者的喜愛和信賴。

比如，韓國化妝品長期塑造“流行文化引領者”

“適合亞洲人膚質”等品牌特征，通過不斷引入新

原料、新概念或者通過韓劇、偶像文化進行宣傳，

成功圈粉大批中國消費者。在操作層面，韓國采取

政府與民間聯合確定定位，再由政府、相關社會機

構以及企業三個層面對外推廣，從政府推廣和市場

營銷兩方面入手，打造韓國相關商品的整體形象，

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法國則將本地產葡萄酒打造為法式生活的符號，

並且將這種文化理念滲入電影、電視劇傳播出去。

國貨升級要盡快駛入快車道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公使宋耀明說，

國貨發力，不僅要提升企業經營水平，加強產品質

量管控，更要將產品美譽度和企業信譽提升至前所

未有的高度。必須完善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加大對

失信企業的懲處力度，維護中國企業品牌形象。

品牌是生存的根基，企業應該轉變經營思維，

不僅要重生產，還要重服務、重貢獻。應積極支持

社會公益事業，將部分企業盈利投入到文化藝術、

體育等領域，註意維護企業社會形象。

要重視人才，培養具有工匠精神的優秀員工。

積極參與雙元制職業教育實踐，將“在學校裏學習

理論知識”和“在企業獲取工作經驗”有機結合，

重視提高技術工人待遇。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說，我

們不是制造不出與日本同水平的產品，而是我們的

廠商在這方面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沒有下足功夫。

現在，大家的消費能力提高了，想用更精致更安全

的產品，廠商要研究這種需求，了解用戶體驗，不

能壹味地追求低價。如果在細節上多下些功夫，中

國企業壹定能開發生產出更好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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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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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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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節目主題：臺軍硬著頭皮造戰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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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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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週一，4
月 15 日是提交聯邦稅與州
稅申報表的截止日，許多納
稅人在等待著返稅的到來，
但對於德州的居民來講，則
意味著面臨沉重的補交納稅
的負擔。

根 據 一 個 金 融 網 站
SmartAsset 的最新研究，德

州在全美需要交納補稅的州
中排名第 15 位，這項調查
根據美國稅務局的資料，顯
示每個州需要補交的稅收數
量，以及欠稅的總量。

德州一共有210 萬納稅
居民需要補交稅，這意味著
必須要達到平均欠稅 5709
美元的水平。

在所有的州中，美國北達科
他州欠稅最多，平均欠稅
6806美元。

此外，高收入的州更傾
向欠更多的稅收，根據這個
網站的統計，這些州包括馬
薩諸塞州，康涅狄格州，華
盛頓州，新澤西州，加利福
尼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

（本報訊）美國
總統川普一直堅持在
美墨邊境興建圍牆，
防堵非法移民。知名大提琴家馬友友
13日在美墨邊境德州拉雷多（拉雷多
）表演，向聽眾傳達 「建橋樑非圍牆
」的訊息，而且國家不是飯店，不會
爆滿。

馬友友上週六將其 「巴哈項目」
巡迴演奏帶到美墨邊境的德州南部城
市拉雷多，在連接兩國的華雷斯 -
林肯國際大橋背景下表演，希望其音
樂能連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比喻
自己也曾在邊界生活，在 「在文化，
音樂和世代之間」， 「在文化中，我
們建的是橋樑，不是圍牆國家不是飯
店，不會爆滿。」他說： 「我們生
活在一個無限可能的世界，但我們也
面對艱鉅的挑戰，甚至是生存......我
認為在經歷壓力，困惑與不安全的時
期，大家應共享資源，帶來舒適，有
目的和有意義的感受。巴哈做到，當
他的音樂觸動我們時，它將我們重新
連接到我們的共同人性」。

拉雷多市長薩恩斯讚揚馬友友說
： 「。他的到來提醒我們文化如何聯
繫起我們所有人」馬友友 2018 年開
始其 「巴哈項目」，打算在全球 36
個地點表演。

（本報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心（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一
項新的研究發現，在超過近17個月的時
間裡，有將近100人的死因與一種叫卡痛
（kratom）的藥物有關 - 這比之前報導
的數字高出很多。

據 CNN14 日報導，CDC 分析了全
美 32 個州和華盛頓特區超過 27000 個正
常藥物用量的報告。研究發現，有152列
的檢驗報告中被驗出含有卡痛成分，而
這又是其中91人死亡的原因。今年早些
時候，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美國食
品和藥物管理局）表示，該藥物已致44
人死亡。

在CDC研究的大約80％的人中，都
有濫用藥物的歷史。而其中幾乎所有藥

物都含有最常見的芬太尼，海洛因，苯
二氮卓類藥物，處方阿片類藥物和可卡
因等其他物質。與卡痛死因相關的數字
可能不到所有因過量用藥而死亡人數的
1％，但 CDC 的研究報告指出，數據可
能被低估，儘管現在還無法說明。

然而，根據美國卡痛協會（美國
Kratom 協會）的統計稱，每年有近 500
萬美國人在安全的使用卡痛。

這種主產泰國的東南亞植物常被製
成藥丸，膠囊等出售。也有人將其樹葉
當茶葉沖泡，而另些人則咀嚼或當煙來
抽。在低劑量使用時，卡痛就像是興奮
劑;而在較高劑量使用時，它可以起到鎮
靜和緩解疼痛的作用。

馬友友德州拉雷多演奏大提琴馬友友德州拉雷多演奏大提琴
籲籲 「「建橋樑非建圍牆建橋樑非建圍牆」」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更多死因與卡痛藥物有關更多死因與卡痛藥物有關

44月月1515日報稅截止日德州居民日報稅截止日德州居民200200萬人欠稅萬人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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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活泉華人教會是您的新教會糖城活泉華人教會是您的新教會 分享基督徒的喜樂分享基督徒的喜樂
我們真誠地邀請朋友參加復活節下午四點的慶祝活動我們真誠地邀請朋友參加復活節下午四點的慶祝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親愛的鄰居朋友們，
我們現在自豪地宣布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糖
城活泉華人教會是一個為您的需要而設立的新教
會。我們是一群友善歡樂的人，我們找到了成為
基督徒的喜樂， 為了各位同鄉的需要所設立的。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共同分享基督徒的快樂，並
彼此鼓勵高興地度過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曉得許多人現在不去教會是因為：1) 講道
無力且跟日常生活沒有關聯, 2) 許多教會沒有遵照

主的大使命及教導, 3) 或者教會會友對新來的朋友
冷漠及不友善, 4) 教會看重地位， 金錢甚於個人的
需要。然而，當你加入我們，你會發現參加教會
應該是歡樂的事。你將得到我們的關懷，愛和友
誼的豐富滋養。 我們將互相支持，共同享受幸福
快樂的基督徒生活。

請在這禮拜天下午4:00來參加我們的例行週
日下午教會聚會; 來糖城活泉華人教會你可以：遇
見新朋友和鄰居, 一同唱出有活力的詩歌, 每个禮

拜天聆聽實際的，鼓舞的信息。
糖城活泉華人教會借用 13303 Southwest Fwy

（59），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Sugar Land，
Texas 77478; 聯繫電話：281-980-9908 歡迎你們
April 21 (禮拜天) 2019復活節下午四點來糖城活泉
華人教會做我們的特別來賓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13303 Southwest Fwy (59), Sugar Land Tx.
77478 。Adult Ministry Building Room #100. Web-
site: www.chinesechurchsugarlane.com.

前往糖城活泉華人教會的方向： 從59 Free-
way Diaryashford / Sugar Creek出口，沿支線路向
北行駛。 請繼續沿支線路行駛。 當您遇到第二座
紅磚建築，成人部大樓建築物 (Adult Ministry
Building) 時，右轉進入停車場。 如果您到達教堂
的主樓，您已經通過了成人部大樓建築物，請轉
回去第一棟樓。

John WooJohn Woo熱誠地產熱誠地產(Passion Realty)(Passion Realty)負責人負責人
www.KATatUniversity.comwww.KATatUniversity.com
電話電話：：832832-- 876876--86788678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去年休
士頓最震撼人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

在Grand Parkway 99 號公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地15
餘英畝，高質量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
城及附近商圈，成為休士頓地區躋身
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
該區距 Cypress 17 英哩，距 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
其影響範圍將覆蓋凱蒂（ Katy ) ,Cy-
press, Spring 甚至延伸至Woodland ,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
需求。該地區由超過300多個國際性
，全國性，和當地的公司所組成，其
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康菲石油公
司，雪鐵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
殼牌石油公司，以及BP America。而
附近佔地8100 英畝的住宅社區，更
有著12000 戶家庭，使該區適合餐館
、零售、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
活住宅區，平均家庭收入$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以保障高
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
更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UH ( 休士頓大學） 的
動土，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
學城，再次出擊！也吸引眾人的目光
。 「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
的 「 休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之南，乃商家必爭
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心，全
時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
勢I10及99高速公路每天30萬車流量
，更是上學下班必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
包含辦公，醫療，住宅，還有餐飲，
全美第一漢亞龍超市，購物，娛樂，
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
跟著 「凱蒂大學城」 走，讓您生活更
完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
，各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 20,
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
聯結。並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
到先得，租約最優，歡迎比價！

凱蒂大學城凱蒂大學城，，旺鋪招租旺鋪招租,,商舖有限商舖有限，，租約最好租約最好，，附送油井附送油井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正對上萬學生校園，，雙高速圓環中心點雙高速圓環中心點，，人潮車流不斷人潮車流不斷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租請找
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John Woo,電話：

832- 876-8678 ，或以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繫，John Woo 的
微信及Line 的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更正更正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在僑教中心主辦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在僑教中心主辦
休士頓漢字文化節文化常識比賽圓滿成功休士頓漢字文化節文化常識比賽圓滿成功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感謝主辦單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感謝主辦單
位舉辦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位舉辦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同時也希同時也希
望這次比賽不只是競賽望這次比賽不只是競賽，，而是讓參賽而是讓參賽
同學有認識台灣及中華文化的機會同學有認識台灣及中華文化的機會，，

進而使文化種子發芽長大進而使文化種子發芽長大。。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致詞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致詞
，，這次比賽吸引來自這次比賽吸引來自88個中文學校個中文學校2020組組
報名隊伍參賽報名隊伍參賽。。舉辦比賽的目的在鼓勵舉辦比賽的目的在鼓勵
學生學習台灣及中華傳統文化學生學習台灣及中華傳統文化，，考驗學考驗學
生對台灣及中華歷史人文風俗等知識的生對台灣及中華歷史人文風俗等知識的
探索與了解探索與了解，，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同時同時

亦希望促進各中文學校間的交流亦希望促進各中文學校間的交流。。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一左一））
頒發獎盃及獎金給初級組第三名休士頒發獎盃及獎金給初級組第三名休士
頓慈濟人文學校頓慈濟人文學校，，休士頓中文學校聯休士頓中文學校聯

誼會莊芳齡會長誼會莊芳齡會長（（右一右一））見證見證。。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二左一二左一
））頒發獎杯盃及獎金給初級組第二名頒發獎杯盃及獎金給初級組第二名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休士頓中文休士頓中文
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校長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校長（（二右一二右一

））觀禮觀禮。。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二左一二左一
））於於44月月1313日頒發獎盃及獎金給初級日頒發獎盃及獎金給初級
組第一名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組第一名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休士休士
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二右二右

一一））見證見證。。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二右一二右一
））頒發獎盃及獎金給中級組第二名曉頒發獎盃及獎金給中級組第二名曉
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士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休士頓中文休士頓中文
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學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二左一二左一））見見

證證。。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二右一二右一
））頒發獎盃及獎金給中級組第一名中頒發獎盃及獎金給中級組第一名中
華文化學院華文化學院，，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莊芳齡會長莊芳齡會長（（二左一二左一））見證見證。。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一右一））
頒發獎盃及獎金給高級組第一名曉士頒發獎盃及獎金給高級組第一名曉士
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頓中國教會中文學校，，休士頓中文學休士頓中文學
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校聯誼會莊芳齡會長（（左一左一））見證見證。。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的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的 「「美南地區海外漢字文化節系美南地區海外漢字文化節系
列活動列活動--第五屆文化常識問答比賽第五屆文化常識問答比賽」」44月月1313日在僑教中心舉日在僑教中心舉
行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二右七二右七））與莊芳齡會長與莊芳齡會長（（二左七二左七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校長們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校長們、、評審及得獎同學合影評審及得獎同學合影。。

莊芳齡會長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校長們莊芳齡會長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校長們、、老師們貢獻心力老師們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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