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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學院雙語幼兒園明春季招生 中文教育向下紮根

學生從認識中國鑼樂器了解中華文化。
學生從認識中國鑼樂器了解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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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文化課學習認識中國樂器。
具特色的文化課學習認識中國樂器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中文學習熱潮持續發燒，目前
美國中文沉禁式教學更是主流趨勢，為讓中文教育向下紮根，休
士頓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學院(ICC)將在 2019 年春季開設中英雙
語幼兒園(ICC School)，提供 2 至 5 歲的學前中文沉浸式教育，透
過豐富師資、新穎設備和完善教學環境，學生家長有更多選擇。
中華文化學院背景與特色
ICC 成立於 1970 年，是休士頓地區歷史最悠久且第一所中
文學校。 創校至今 48 年，致力於提供學生對中文學習興趣及中
華文化的陶冶傳承，目前全校學生 280 人，堪稱休士頓地區學生
最多的中文學校。
ICC 校長陳根雄表示，該校提供正體字與簡體字，課程從幼
兒班 3 歲至高中 12 年級，並有成人中文班，不只教文字還傳揚中
華文化，讓孩子從小接受文化薰陶，所以豐富的文化課也是該校
最大特色。除了中文班之外，其他才藝課程包括數學、美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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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寫作、功夫等，下學期也會加開扯鈴課，讓學生多方面健全發
展。
青年成就成績斐然
陳根雄也說，學校不只教授知識，重要的是讓學生學會領導
管理，認識自我，培養企業家精神。該校的 「青年成就」(Junior
Achievement)課程，連續兩年拿到休士頓西南區第一名，並代表
參加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全國性比賽，成績斐然。
雙語幼兒園明春季招生
正因為長久以來的經驗累積，以及對中文教育的熱忱，ICC
決定在明年 2019 年開設全新的雙語幼兒園，讓更多資源做合併
。負責幼兒園籌備的丁冰玉表示，秉持著中華文化學院優良傳統
，經過 40 多年的語言文化傳承，準備好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專
門給 2 歲至 5 歲之間提供學前課程，在語言的黃金時期，把中文
教育鞏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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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冰玉說，目前以 HISD、Alief 和 Stafford 都有中文沉浸小學
，但幼教部份還是相對匱乏，這也是構想初衷，在良好的資源環
境、齊全師資下，提供一個新的學校。
對於學齡前兒童的學習目標，丁冰玉說，針對 2 至 5 歲的學
齡前兒童，讓孩子在最自然的環境下，做中學，玩中學，學習中
文變成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一併把語言和文化融會貫通，並且小
班制教學，未來願景也希望朝小學、中學一站式課程前進，與學
生和家長共同成長。
雙語幼兒園將在 2019 年春季招生，2 月也會推出暑期班，各
式各樣的豐富課程，讓孩子以中文為基礎，過得充實快樂的暑假
。ICC 幼兒園將會在新址 10300 Westoffice Dr. Suite200，僑教中
心正對面，有興趣的家長，可參考網站資訊，http://iccschooltx.
org/，所有的課程最新消息都會做更新，或者電話聯繫丁冰玉
832-606-2886，歡迎踴躍報名。

ICC 校長陳根雄
校長陳根雄((右)與負責雙語幼兒園籌備的丁冰玉
與負責雙語幼兒園籌備的丁冰玉((左)。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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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回憶老布什總統音樂會
周日下午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嘉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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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蔚華朱勤勤基金會
李蔚華朱勤勤基金會""於 12 月 9 日音樂會上正式宣告成立
日音樂會上正式宣告成立。（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懷念中國人的好朋友，美國第
41 任已故前總統喬治.H.W 布什（George H.W.Bush ) 休市中、
美人士，周日下午齊聚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的 「
追思回憶老布
什總統音樂會」，以演講、歌聲、舞蹈追憶老布什總統令人難忘
的一生，並表達休士頓華人社團及社區人士對美國這位偉大總統
的追思和敬意。
當天出席的貴賓包括：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休士頓聯合國
協會主席 Dan Stoecker、副主席 Parvin Bagherpour、國際貿易中心
共同主席 Jim Noteware、 美中合作委員會副主席范波、著名雕刻
家王維力、著名畫家王鑫生、前湖南樓東主、布什好友黃克華，
以及 「
和統會」代表謝忠、喬鳳祥、劉志恆, 「
僑灣社」會長浦
浩德、 「
中國旅美專協」會長李守棟等多位社團代表與會，場面
熱烈。
與會貴賓紛紛在大會上致詞。李強民總領事表示：過去一
周裡各大報皆以頭版新聞刊載老布什總統過世的消息及關注他生
活的不同方面，並將作為一名海軍飛行員，作為一個好父親，丈
夫和領導者，從他身上汲取力量。他不僅是中國人的"老朋友",
中國人民永遠銘記他與中國的深厚的友誼。他是唯一一位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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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特使的美國總統。從 1974 至 1975 年，他擔任美國駐華聯絡
處主任。而那時中美沒有外交關係。中國沒有開始改革開放。而
他卻寧可放棄巴黎、倫敦,而選擇中國, 布什總統似乎有先見之明
來預測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這對中美之間也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李大使更提及當布什總統擔任中國聯絡官的負責人時,常和
芭芭拉在北京騎車，因而被賦予"騎自行車特使"的稱號。那時候
你幾乎看不到北京街頭的汽車，當然也沒有交通堵塞。當布什總
統在白宮時，他繼續推動中美兩國的發展。即使他離開橢圓形辦
公室，他仍繼續推動中美兩國的發展,建立中美兩國交流基金會
。我從 2014 年在 Houston 擔任中國總領事，2014 年我邀請布什
總統和芭芭拉到我的住所，我清楚記得當廚師切片北京烤鴨時，
布什總統是多麼專注 ,他說這是他在北京生活的一個提醒。
李大使最後表示： 現在,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關頭,只要雙方
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並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認真對話，就能找
到合作共贏的解決方案。
音樂會主辦人美南報等傳媒集團董事長、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ITC )主席李蔚華先生也在會中致詞表示:布什總統 40 多年來
見證並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為兩國人民作出貢獻。 他也介紹
ITC 是唯一華人獨立創辦的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跨地域的

非營利文化貿易組織，至今已贊助多達七千個中小企業運作。李
蔚華先生表示：我們應受到布什總統遠見和智慧的鼓舞，繼續發
展美中關係。他說：我今天宣布，我和我夫人捐款一百萬美元，
成立"李蔚華朱勤勤基金會",鼓勵青少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招
收中國優秀青少年學生到美國，也選派優秀美國學生赴中國學習
，另外也作社會公益活動，資助殘疾兒童。今年 12 月 22 日聖誕
節前夕，將在美南綠色廣場舉行兒童園遊活動，基金會將為殘疾
兒童送上聖誕禮物。
當天還有名雕刻家王維力、名畫家王鑫生及原 「
湖南樓」
東主黃克華等人一一上台，陳述他們個人與老布什總統的難忘過
往，感人至深。王鑫生更介紹他花了兩天的時間所繪的布什總統
畫像,也陳列在音樂會台前。
當天的音樂會還有著名歌唱家蔡毅演唱 「
America The
Beautiful 」、 「
哈里路亞」，著名歌唱家張馨一演唱 「
敖包相會
」，美南金嗓歌后虞曉梅演 「
茉莉花」 「
Jingle Bells 」以及由著
名演員孫行建客串模仿中央領導人聲音問候老布什總統，受到全
場極大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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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將於 12 月 15 日星
期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三點假 China Bear 熊貓餐廳召開年會和聚
餐，年會中將頒發 14 位資深黨員獎狀，午餐後並邀請到前馬英
九總統府發言人和九合一最高票當選的台北市議員羅智強先生作
專題演講。
這次九合一選舉藍軍奏捷，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組團返
台投票助選，如今凱旋歸來，大家帶著無比歡欣的心情將和大家

一起分享投票的經過情形。
雖然九合一選舉國民黨贏了 15 縣市但是我們還有更艱難的
一戰就是 2020 年總統大選，我們要如何再贏得這一戰？
本年會很難得的請到了最高票當選的台北市議員羅智強在年
會作專題演講題目是：2020 撥亂反関鍵之戰。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也算是給長久在低迷氣氛的國民黨
吐了一口悶氣，在年會中 14 位忠黨愛國的資深黨員更值得激勵

和表揚。
聖誕將近也藉此年會和會員，會員之友以及家屬共聚一堂，
慶祝國民黨勝選並提前慶祝聖誕佳節。
因為埸地有限只能容納 120 位，請早購票以免向隅，購票請
洽 832-651-2848 或 281-796-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