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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 美術老師  
精各種繪畫及立體感陶藝創作多項藝術才能。
積 12 餘年的美術教育經驗，現自創一格貢獻於兒童美術教育。
終旨在播一顆藝術種子於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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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高校舉行混凝土輕舟比賽德國高校舉行混凝土輕舟比賽
爭先恐後比賽激烈爭先恐後比賽激烈

德國海爾布隆德國海爾布隆，，第第1717屆混屆混
凝土輕舟比賽舉行凝土輕舟比賽舉行。。據悉據悉，，該比該比
賽每兩年舉行壹次賽每兩年舉行壹次，，有超過有超過100100
支隊伍的支隊伍的10001000多名學生參加比多名學生參加比
賽賽。。

倫敦倫敦““最酷最酷””出租車亮相出租車亮相 打開車門壹秒打開車門壹秒““入冬入冬””

英國倫敦最近氣溫上升英國倫敦最近氣溫上升，，為了幫助通勤者躲避酷暑為了幫助通勤者躲避酷暑，，壹款壹款““冷凍冷凍””
出租車亮相街頭出租車亮相街頭。。它有許多讓乘客保持涼爽的功能它有許多讓乘客保持涼爽的功能，，包括用幹冰冷卻的包括用幹冰冷卻的
車廂車廂、、裝滿冰棍的冰箱和最先進的空調系統裝滿冰棍的冰箱和最先進的空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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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建港航局連雲港項目部員工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海濱大中國鐵建港航局連雲港項目部員工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海濱大
道旁壹池塘內意外發現壹種奇怪紅尾巴生物道旁壹池塘內意外發現壹種奇怪紅尾巴生物，，經連雲港市海洋與經連雲港市海洋與
漁業發展促進中心海洋牧場科伏光輝高工確認漁業發展促進中心海洋牧場科伏光輝高工確認，，該生物為有著兩該生物為有著兩
億多年存在歷史億多年存在歷史、、與恐龍同時代的季節性水生甲殼動物—仙女蝦與恐龍同時代的季節性水生甲殼動物—仙女蝦
。。其卵能經受幾年的酷暑和嚴寒考驗其卵能經受幾年的酷暑和嚴寒考驗。“。“仙女蝦包含枝額蟲仙女蝦包含枝額蟲，，但但
不等同枝額蟲不等同枝額蟲。。仙女蝦是壹個廣泛的概念仙女蝦是壹個廣泛的概念，，就是與枝額蟲外形相就是與枝額蟲外形相
似的壹類節肢動物門似的壹類節肢動物門，，有鰓亞門有鰓亞門，，甲殼綱甲殼綱，，鰓足亞綱鰓足亞綱，，無甲目下無甲目下
的部分節肢動物的部分節肢動物。”。”常見的有淡水的豐年蟲和海水的鹵蟲常見的有淡水的豐年蟲和海水的鹵蟲，，因其因其
外形優美外形優美、、色彩艷麗猶如仙女壹般色彩艷麗猶如仙女壹般，，而被人們稱為而被人們稱為““仙女蝦仙女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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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以下簡稱“AI”)正在

開搶同傳行業的“飯碗”。記者近日

發現，在壹些國際性會議上，翻譯工

作已經交給了同傳類AI產品，翻譯

內容通過大屏幕、手機等設備傳遞，

壹改過去同傳在小屋子裏做翻譯的情

形。

同傳曾被稱為“21世紀第壹大緊

缺人才”，收入不菲，如今卻被調侃

“隨時要失業”。同傳類AI產品在市

場上十分搶手，但“同傳AI造假”

事件也曾引發爭議，同傳AI翻譯出

莫名其妙的內容令人質疑其能力。

AI到底會不會取代同傳？

真人和AI同場競技
同傳AI每次出場，總是迅速吸

引全場人的目光。

和真人同傳在封閉的小屋子裏不

同，會場的大屏幕是AI同傳的工作

地點。演講者幾乎話音剛落，相應的

中英文字幕就出現在屏幕上，後續還

會根據演講者內容的推進對翻譯進行

不斷優化。現場觀眾看見屏幕上飛快

出現的字幕，不由驚嘆。

市場上最為常見的同傳AI產品

是搜狗同傳和科大訊飛的產品。搜狗

同傳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搜狗同傳

現在服務過的會議有數百個，“和傳

統的同傳比起來，機器不會感到累，

因為翻譯實際上是壹個很費腦的工作

，可能同傳人員每隔幾十分鐘就需要

休息換人，但是機器可以連續工作24

個小時，所以會更加高效。”上述負

責人介紹。真人同傳的譯出率壹般在

60%~70%左右，壹般由於未聽清或者

難翻譯，譯員通常會選擇性忽略某些

句子，保證總體上的準確率和實時性

。這樣比較，機器同傳就會比傳統同

傳更全面。

AI同傳在價格上也有優勢。全球

同傳譯員稀缺，與巨大的市場需求相

比，人才嚴重短缺且高級同傳譯員價

格不菲，壹般會議難以承受。

雖然同傳AI已經露出真身，但

真人同傳工作者還是很樂觀。“目前

沒有感覺人工智能對我們的工作產生

很大沖擊，倒是AI的會議翻譯了不

少。”艾琳打趣道。她的自信來源於

實力。

英國巴斯大學同傳專業碩士畢業

後，艾琳在國內幹了9年同傳。她最

近剛翻譯了壹場有關單細胞基因組學

的會議，詞匯和背景都很專業，即便

是真人同傳需要多場會議的經驗才能

提供高質量的翻譯。“如果使用AI

輔助的計算機技術，也是需要大量原

文和譯文語料對翻譯模型進行訓練，

這是需要時間的。如果使用簡單模型

，像Amplification可能就不會翻譯成

“擴增”，會直譯成放大，就和會議

主題不符合了”。

安永大中華區數字化咨詢服務合

夥人吳顯光關註AI行業許久，他認

為，在壹些“要求不高、允許出錯”

的普通會議上，可以使用AI同傳，

但在專業性或商業性要求很高的會議

上，目前同傳AI相差甚遠。

AI還是不夠聰明
準確快速地翻譯出內容，是真人

同傳的看家本事，也是AI同傳的必

修課。但事實證明，AI同傳還需再自

我學習，多“修煉”幾年。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AI同傳還是

不夠聰明，過於“直譯”。機器難以

理解上下文的意思，缺乏臨場應變的

能力，沒有辦法達到“聽話聽音”。

翻譯是嚴重依賴上下文的，當出現壹

個“Apple”，只有根據上下文，人

們才知道，說的是蘋果公司，還是可

以吃的蘋果。真人同傳很容易識別，

卻成了目前同傳AI翻譯最大的難題

。

被譽為中國“首席翻譯官”的張

璐曾因翻譯古詩詞而走紅，但這種翻

譯任務常常讓AI同傳鬧笑話。比如

“多情自古空余恨”這句詩時，AI翻

譯 為 “Affectionate since ancient

times spare hate”，再將此英文用AI

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變為“自古多情

有余恨”。

AI同傳的翻譯質量很依賴語言表

達的清晰和標準。記者曾嘗試在會議

現場和後期導入錄音體驗同傳AI產

品的效果，可即便是清晰和標準的中

文的識別率都很低。假設演講者帶有

口音，就會大大影響AI同傳的識別

能力。

搜狗同傳有關負責人也承認，機

器翻譯的準確率受噪音、口音等環境

的影響，目前無法達到100%，“針對

這壹點，搜狗正在做回聲消除、解混

響、聲源定位，做麥克風硬件技術。”

艾琳在日常工作中接觸過不少AI

同傳類產品，她認可計算機自然語言

識別技術發展迅速，語音識別和機器

翻譯都很發達。“但真人發言人不會

百分之分的吐字清晰，語法完整，語

義準確，所以目前還是需要真人同傳

根據經驗和上下文進行翻譯”。

今年5月，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

峰曾表示，機器翻譯的優點是實時高

效，細節保留完整，而且可以規模推

廣。差距在於，人還是有差距的：發

言人不成句的表述，同傳人員可以整

理分析；發言人表述不清或口誤時，

具有背景知識的同傳人員可以修正；

發言人表述平實時，同傳人員可以潤

色、加入人文情感，這都是機器不具

備的。不過，劉慶峰強調了機器不斷

進步的能力。

“如果講的東西是表面意思，那

AI很容易識別，但如果有隱含意思，

有幽默、俗語、品牌等，AI就顯得很

吃力，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吳顯

光如此界定目前AI的功能。

同傳專業有未來嗎
同聲傳譯員是高薪行業的代表之

壹，優秀同傳日收入可過萬元。

艾琳認為，壹名專業同傳應該具

備優秀的雙語聽說能力、快速的語言

切換能力、廣博的專業知識、專業的

工作態度。從會前拿到資料認真準備，

會上和搭檔良好配合，每壹個過程和

細節都很重要。平時，她也會常常使

用翻譯類App，同傳圈子並不反感AI

技術的發展，優秀的同傳者擁有的就

業渠道很多，很容易在其他行業找到

自己的位置。

不過，艾琳的大學教授提到過，

這兩年申請同傳專業的學生有比較多

的顧慮。雖然她身邊還沒有因為受AI

影響而轉行的，但她也建議，如果還

在學生階段，在還需要七八年才能畢

業的情況下，不妨考慮下其他專業。

另壹位同傳認為，同傳真正的失

業壓力來源於年輕人的英語水平整體

提高，家長對孩子的英語重視程度越

來越高，學習方式越來越多樣和有趣

，當英語達到母語的表達和理解能力

時，同傳才會沒有未來。

對於來勢洶洶的AI同傳來說，

在國際會議上嶄露頭角還只是開始。

“我們的競爭對手並不是友商或者是

同傳從業者，我們的對手是技術上的

難點和行業的瓶頸。”搜狗同傳有關

負責人說，AI技術不是實驗室來的孤

立型黑科技，研發AI同傳是為了互

補。AI的優勢在於可以借助互聯網和

數據庫作為後盾，因此擁有著比真人

同傳更好的記憶力，機器所掌握和能

夠調取的資料和專業領域的知識也要

多壹些，而且應用落地方向也更多，

能夠提供給普通人使用。

從2007年至今，劉慶峰曾多次表

達對 AI 翻譯和同傳之間關系的態

度，他表示：“人機耦合不僅在翻譯

領域，在人工智能落地的幾乎所有領

域，都應該代表未來。這不僅是技術

趨勢，也是倫理和人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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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由中科院自動化

所孵化的人工智能企業銀河水

滴在北京發布全球首個步態識

別互聯系統“水滴慧眼”，該

系統依托於步態識別技術、集

步態建庫、步態識別、步態檢

索、大範圍追蹤等功能於壹體

，實現海量攝像機下步態識別

的實時智能互聯。

步態識別是近年來為人們所

關註的壹種新的生物認證技術，

它是通過人的走路方式來識別人

身份的方法。

之所以可以通過步態來進行

身份識別，是因為每個人走路

的姿態都不同。英國南安普敦

大學專家馬克 · 尼克松研究顯

示，肌肉力量、肌腱和骨骼長

度 、 骨 骼 密 度 、 視 覺 靈 敏 程

度、協調能力、經歷、體重、

重心、肌肉或骨骼受損程度、

生理條件等因素都會影響人走

路的“風格”。

相較於人臉識別、指紋識別

等技術、步態識別技術的研發

更為復雜。因為步態是壹種既

含有生理性又含有行為性的生

物特征。在模型訓練時，步態

識別需要基於三維的視頻進行

訓練，而人臉識別等只需要二

維圖像即可。

據介紹，傳統視頻監控雖然

可以做到實時監控和畫面回放，

但受限於畫質，視頻中人員身份

難以被快速識別。壹些有反偵查

意識的犯罪分子，會通過遮擋面

部，進壹步加大其身份被識別的

難度。

銀河水滴創始人兼 CEO黃永禎表示，相較

而言，步態識別擁有遠距離、全視角等諸多獨

特優勢。

據介紹，此次推出的“水滴慧眼”集成地圖追

蹤、地圖布控、視頻檢索、實時布控、步態抓拍、

步態提取、步態比對、步態采集等八大功能模塊，

支持上萬路攝像機實時並發，支持海量歷史視頻與

實時視頻瞬間檢索與定位。

銀河水滴表示，該系統能夠基本滿足公共

安全領域的基礎需求，可廣泛應用於車站、

機場、博物館、學校、景區、商場等城市場

景，以及核電站、發電站、石油石化基地等

重要基礎設施。

黃永禎表示，除公共安全領域，未來步態識別

還將在智能家居、智慧醫療、機器人、醫療康養等

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真人和AI同場競技
人工智能會取代同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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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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力拼經濟 國民黨能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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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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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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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翻譯編輯/來源Sports News】 巴
西隊將迎來美洲杯決賽，而阿根廷則因為獎
杯乾旱而止步前進。

週二晚上，巴西隊在加布里埃爾•耶穌
（Gabriel Jesus ） 和 羅 伯 托 • 菲 爾 米 諾
（Roberto Firmino）互相支持和配合下，在
貝洛奧里藏特市的Estadio Mineirão體育館以
2比0擊敗阿根廷隊，在冠軍賽中奪得一席
之地。

在這場半決賽中，死敵們都希望戰勝一
些過去的鬼魂。對於東道主巴西隊來說，它
在2014年世界杯半決賽中以7比1輸給了德
國隊，重返臭名昭著的失利之地，並取得了
進入決賽的勝利。對於阿根廷來說，這是為
了讓一大批評論家安靜下來，並結束了一場
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獎杯乾旱---這一點一直是任何人
爭論萊昂內爾•梅西（Lionel Messi）在有史以來最偉大
的球員中的關鍵話題。至少在一年內，這種情況不會發
生變化，因為阿根廷希望在明年夏天的競爭中贖回它與
哥倫比亞共同舉辦的比賽。

在巴西隊的支持者用無伴奏合唱版演唱國歌后開賽
，受傷的內馬爾（Neymar）在豪華包廂中觀看。

巴西在開場10分鐘內控制了控球權，並沒有讓阿根
廷隊創造任何機會，但是拉阿比塞勒斯特（La Albiceleste
）在他們的第一次進攻中幾乎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打開了
得分。萊安德羅•帕雷德斯 （Leandro Paredes）從大約
40碼處看到了空間，並用一次冰壺爆炸開球出來，在12
分鐘內橫掃了球門，一次不容錯過阿里森進球！

巴西在開場10分鐘內控制了控球權，並沒有讓阿根
廷隊創造任何機會，但是拉阿比塞勒斯特（La Albiceleste
）在他們的第一次進攻中幾乎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打開了
得分。萊安德羅•帕雷德斯 （Leandro Paredes）從大約
40碼處看到了空間，並用一次冰壺爆炸開球出來，在12
分鐘內橫掃了球門，一次不容錯過阿里森進球！

阿根廷隊中斷了比賽，重新回到了梅
西的任意球。塞爾吉奧•阿奎羅（ Sergio
Aguero）頭球應接，但擊中了橫樑的正面
，球返回中場，阿根廷隊則無法採取有效
行動。

梅西一直對自己在對巴西隊的比賽進
行了自我批評，之後又開始進入比賽，他
躲過了一系列詭計，以逃避三名巴西後衛
的防守，最終在阿里森面前失敗了。

在巴西禁區外犯規後，梅西在第67分
鐘又有了一次機會。他發出任意球，並試
圖將Alisson撲到左上角 --- 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在巴塞羅
那冠軍聯賽首回合擊敗紅軍的比賽中擊敗了利物浦守門
員。然而，阿利森一路上展示這一點，跳到了直播現場
並且做出了一個確定的接球以示意梅西出局。

巴西隊在第71分鐘將其領先優勢擴大一倍，從而限
制阿根廷隊。加布里埃爾•耶穌從中場線開始跑動，擺
脫多名阿根廷後衛的挑戰，將阿瑪尼拉下線並為最簡單
方式供球給菲爾米諾，而利物浦球星以2-0戰胜對手並
完胜他的對手。

巴西擊敗阿根廷 “偽球王” 梅西，進入美洲杯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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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聯社 7 月 8 日發佈一項調
查，顯示將近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根本不
打算退休。

這是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今年 2 月調查
1423名美國成年人後得出的結論。中心由美
聯社和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聯合創
辦。調查顯示，23%的美國人不打算退休，
年過半百者中這一比例接近20%。另有大約
25%的調查對像打算65歲以後繼續工作。

美國政府數據顯示，大約兩成65歲及以
上老人今年6月仍在工作或求職。

美聯社援引多名專家的話報道，不少年
齡較大的員工之所以決定繼續工作，多數與
錢相關。例如，對意外生病或受傷者而言，

高昂的醫療費和儲蓄不足讓他們生活捉襟見
肘。而且，疾病、受傷、裁員或照顧家人等
原因時常讓他們無法如願，只能離開工作崗
位。

調查對像中，14%不滿50歲的人和29%
年過半百者認為自己準備了充足的養老錢；
40%的年過半百者準備了一些養老錢；大約
30%的年過半百者沒有準備養老錢。相比之
下，56%不滿50歲的人自認為沒有為退休準
備好錢。

徹底賦閒在家的調查對像中，38%認為
退休時養老錢準備得非常充足；25%感覺準
備得不太充分或沒有準備；僅6%在50歲前
脫離勞動力市場。

[ 本 報 訊] 民
調顯示，儘管多數選
民認為川普總統的行
為不像個總統，但美
國經濟強勁，以及感
到川普在處理經濟上
行之有效，使他的支
持率升至 44%，比 4
月的同類民調上升四
個百分點，為就職以
來最高。但與民主黨
總統參選人、前副總

統拜登相比，川普的
支持率仍落後10個百
分點。

川普的支持率以
43%比 53%不及拜登
，但已幾乎追平其他
民主黨參選人。選民
對川普在多數議題上
的評價均是負面印象
，逾六成人表示，他
上任以來的行為不像
個總統，但其中有五

分之一的人卻贊成他
的工作表現。

根據最新民調，
在已達投票年齡的選
民中，44%贊同川普
的表現，不贊成者為
53%。在登記選民中
，有 47%贊成他的表
現，不贊成者50%。

在距大選還有一
年多和民主黨推出候
選人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之際，選民對川普
的看法嚴重分歧，將
在2020年選戰中起重
要作用。

不同性別的選民
對川普的支持反差巨
大，在男性選民中，
川普領先民主黨五位
參選人中的四位，而
在女性選民中，五位
民主黨參選人均是大
幅領先川普。

（本報訊）根據勞工局的統計數
字，五月份休斯頓都市地區的失業率
大幅減少，在全美多個大都市中減幅
居前。

該月，休斯頓當地失業率下滑至
3.2%，比一個月之前減少0.9%，在全
美國都市中減幅最大，和另外一個城
市Cleveland-Elyria並駕齊驅。

從2018年5月開始，休斯頓當地
經濟一共增加了79,800個新的工作，
成為全美都市中工作機會增幅第一的
城市。

五月份，休斯頓，糖城以及伍德
蘭德地區的工作機會增長僅次於紐約
和新澤西，該城市地區該月增加了
10.7萬個工作，而德州的達拉斯，福
特沃斯以及艾靈頓地區的總的工作數
量增長了10.7萬。

全美五月份失業率大幅下降的城市有：
1. 休斯頓地區，糖城以及伍德蘭德地區： 3.2% 失業率, 9 %

下降

2. Cleveland-Elyria; 3.9%失業率9 %下降
3. Las Vegas-Henderson-Paradise; 4%失業率6%下降
4. 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 2.7%失業率6 %下降
5. Cincinnati; 3.1%失業率, 5%下降

6. Columbus; 3% 失業率, 5%下降
7. Austin-Round Rock; 2.2%失業率, 5%下降
8. San Antonio-New Braunfels; 2.6%失業率5%下降

近四分之一美國人不打算退休近四分之一美國人不打算退休川普支持率達川普支持率達4444%% 就任以來最高就任以來最高

就業市場樂觀
休斯頓五月份新工作增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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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州佛教會第27屆《青
少年佛學夏令營》於六月三十日在美洲
菩提中心圓滿結束。今年夏令營的主題
是“Identity“特譯為包容，用以接受尊
重他人的特質，有59名青少年學員和18
名輔導員參加，分成五組加上護持義工
家長，最多時約有一百多人在營，每天
從早上六點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點半
就寢，一起共度四天三夜的佛學生活。

開幕式於二十七日下午一時於香雲
堂舉行，本會會長兼菩提中心住持宏意
法師，偕同慧度法師，心真法師和修道
法師出席。宏意法師在開幕儀式中歡迎
大家的到來，並勉勵學員在營期間注意
安全，把這裡當成自己家。在兩天的佛
學課程中，宏意法師以本次夏令營的主
題Identity為題，勉勵學員要展現自我特
色，更要包容學習其他一切不同的特色
，創造因緣，累積助緣。法師提到個人

特色是我們呈現給他人的感覺，即使某
些人特質十分相似，但是也不可能個性
完全相同。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潛能，可
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成就。然而切記不
可因此自傲自閉，必須時時刻刻記得要
親近其他具有智慧才德的人，才能突破
自我，更上一層樓。自我培養的過程中
，要注意到1).道德的滋養: 受持五戒，
不傷慧命，不擾他人，自利利他、2).定
力的培養:每日至少數息一分鐘，拜佛一
分鐘，利用禪修培養靜心和專注力、 3).
智慧的增長:要能觀察緣起，分辨是非，
了解因果。

今年的夏令營除了有佛法介紹、禪
坐、早晚課等佛學課程之外、也有由台
北經文處提供的東西繪畫藝術比較和手
工製品、更有多種豐富精彩的室內外活
動(做早操、放烟火、打水球、綠野仙蹤
、趣味競賽、包水餃、街舞教學、跆拳

瑜珈等)，讓參加的學員能夠在景緻優雅
、空氣清新的美洲菩提中心，接受佛法
的薰陶，體驗佛教的生活，並學習傳統
中華文化藝術。

每天早課由修道法師在明心堂帶領
靜坐，練習專注，去除煩躁。修道法師

首先輕鬆談到佛門禮儀，教導年輕學員
進入佛門道場時候應該有的威儀舉止，
也順便提到本營今年的主題，因為個人
都有特色，所以要自他尊重包容。並藉
三天早課因緣，循序提到佛陀對家庭和
諧時的開示:1).保持身體健康、2).要注重
道德品行、3).要親近善知識、4).要精進
求知、5). 要善於管理財富、6).更要不斷
學習各種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每日三餐都是精心
搭配的健康素食，不僅美味可口而且式
樣多變，深受大家的喜愛。每餐飯後，
學員都會清洗自己的碗筷。每天各組也
會打掃指定的環境。孩子們可以在生活
中學習到獨立負責，彼此關懷的處事哲
學，。

宏意法師在傳燈晚會上指出傳燈的
象徵意義是要把佛法薪火相傳，代代永
續，佛教中供佛點燈也是智慧光明的意
思。在場有多位學員和輔導員紛紛發言

，表示對夏令營的喜愛，學到團體生活
的方法，也交了很多好朋友。最後一晚
的惜別舞會，更是讓學員們離情依依。
閉幕式中輔導員頒發了內務，創意，樂
觀等各項獎項給得獎學員，宏意法師，
慧度法師，續超法師和心真法師代表常
住出席。宏意法師感謝所有羲工們的發
心，成就夏令營圓滿順利。更歡迎大家
以後常常來菩提中心靜修遊玩或是度假
。

美洲菩提中心占約515英畝，位於
距離休士頓約一小時車程的華勒郡，中
心內有樹林湖泊，禪堂菜園，小溪竹林
，更有多尊佛像藝術石雕和精緻建築矗
立於林園小徑之間，是一個在工作生活
之餘 用來沉澱心靈放鬆精神的靜修和辦
活動的地方。如果您對菩提中心所舉辦
的活動有興趣的話，請參考網址 www.
jadebuddha.org 或 致 電 菩 提 中 心
979-921-6969。

德州佛教會青少年佛學夏令營德州佛教會青少年佛學夏令營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亞洲恊會之台灣傳奇文化秀亞洲恊會之台灣傳奇文化秀
亞太裔傳統月熱力延燒至六月亞太裔傳統月熱力延燒至六月

每年五月是全美亞太裔傳統月每年五月是全美亞太裔傳統月，，由亞洲恊會德州中心由亞洲恊會德州中心
舉辦的慶祝活動舉辦的慶祝活動，，因為天雨改為六月舉辦因為天雨改為六月舉辦，，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在六月廿九日的活動中表演了精彩的節目在六月廿九日的活動中表演了精彩的節目，，受到觀眾受到觀眾

熱烈歡迎熱烈歡迎。。

鮮艷的服飾鮮艷的服飾，，活力四活力四 射的動作射的動作，，山山
地舞地舞 始終是廣受歡迎的節目始終是廣受歡迎的節目。。

台灣傳奇表演有舞龍台灣傳奇表演有舞龍，，山地龍和功夫山地龍和功夫，，全全
體人員謝幕時體人員謝幕時，，獲得如雷掌聲獲得如雷掌聲，，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前排右六前排右六））特地邀請台北駐特地邀請台北駐
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夫人黃惠榆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夫人黃惠榆
（（前排右五前排右五））與表演人員合影與表演人員合影。。

台灣傳奇應邀至電視廿六台訪問台灣傳奇應邀至電視廿六台訪問，，(( 左至右左至右))
理事鄔逸卉理事鄔逸卉，，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本次主辦單位亞本次主辦單位亞
洲恊會活動主辦人洲恊會活動主辦人 Joy PartainJoy Partain，，宏武恊會曾凱宏武恊會曾凱

莉莉、、曾凱筠曾凱筠。。
台灣傳奇讚台灣傳奇讚！！理事辜千慈理事辜千慈（（右右））和和

山地舞者之一小柯山地舞者之一小柯。。
龍隊教練吳依霖向觀眾介紹台龍隊教練吳依霖向觀眾介紹台
灣傳奇活動的內容和意義灣傳奇活動的內容和意義。。

翹首昂揚翹首昂揚，，中華文化是這樣的中華文化是這樣的
傳承下去傳承下去。。台灣傳奇精彩演出台灣傳奇精彩演出
，，被亞洲恊會放在網上作為吸被亞洲恊會放在網上作為吸

睛睛 之用之用。。

隨著金龍的躍動隨著金龍的躍動、、翻騰翻騰，，台灣傳奇龍隊讓台灣傳奇龍隊讓
滿座的觀眾驚訝讚嘆滿座的觀眾驚訝讚嘆。。

當鼓聲響起當鼓聲響起，，閃著金光的龍進入亞閃著金光的龍進入亞
洲恊會德州中心表演廳大廳洲恊會德州中心表演廳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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