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賀詞 



ii 
 

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感言 

李長堅 

 

光陰似箭，轉眼間「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已邁入第 24 年了。回想 1990 年

前，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未成立以前，本人及 UF 數位教授們每年 7 月中都到

亞特蘭大參加美東南中華學人協會的年會，當時因為南佛州離亞特蘭大比較遠，沒人

參加美東南中華學人協會。後來聽到佛羅里達州也要設立一辦事處在邁阿密，我們幾

位學人都非常興奮，共同計劃也在佛羅里達州成立一「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把居住

在佛州的台灣優秀學人邀請來每年聚會一次，發表研究論文並做學術上的研討。 

為了籌備此會，本人多次到 Gainesville 和屈承熹、魏正毅、 陳偉、施春富等幾位教

授商討創會細節和內容，決定比照美東南中華學人協會方式，就像每年舉辦一個「海

外學人國家建設研討會」。會員是來自台灣地區的學人和專業人士擁有博士學位者。

每年開年會，邀請佛州各大學教授和會員發表論文。論文分文化組和科技組，發表的

論文編成一份厚厚的論文集發給出席會員們。除了研討會外，並邀請台灣部會首長、

政界名人、和在學術上有成就的專家當貴賓和主講人。會長一職分三區，由北、中、

南佛州會員輪流，任期為一年，每屆選的副會長就是下屆的新會長。開會地點都在副

會長居住所在地召開。每年只選副會長。秘書長和財務長則由會長自己聘請。籌備會

推選資深的屈承熹教授為第一任會長，本人為副會長。 

1990 年，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在邁阿密成立，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也於當年 7 月在奧蘭

多 Floridian Hotel 舉行第一次會議，並正式選屈承熹教授為第二任會長，本人為副會

長。 

1991 年 7 月，我接了第三任會長，接手主辦 1992 年在邁阿密的年會。我很榮幸地邀

請到剛卸任的前行政院長李煥先生來當貴賓和主講人，因為他的號召力強，當年參加

年會人數超過 200 多人，算是成功，也是本人來美後擔任 6 個社團會長中最值得回憶

和感到欣慰。投入時間的最多，心血沒有白費。自那次年會後「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傳遍佛州各大學，且吸收了不少新會員。那次年會，除了要感謝當時的辦事處黃旭甫

處長大力協助，且經費上得到辦事處和其他單位補助而能讓會員們在住宿方面得到補

助。 

雖然已經 20 幾年了，我仍然感謝當年的沈龍利副會長、配合協助相關人員 (袁建勳、

魏正毅、 陳偉、施春富、薛立言、李瑞山、劉俊傑、和易大中等) 、發揮論文的教授

們、和與會的會友們，才能使那次年會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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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幾年來，經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而認識了許多優秀學人和精英，因他們發表的論文，

也讓我學習很多，也結交了不少好朋友。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獲。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經過歷屆會長努力，一直在進步中，但一些優秀學人已退休或接近

退休比較少來出席，加上過去 10 幾年台灣留美學生減少。所以在 2008 年名建築師徐

祖慈先生接任會長後的改型多方邀請美方成就學者和成功的企業家參與，並把會員資

格限制再由碩士改成學士，並不限於來自台灣地區。希望這個改型能吸收更多年青人

才參與。這 5 年來，經過他及劉英，吳天順兩位會長的努力，已可看出成績，尤以徐

祖慈會長和許培鋒博士共同推動促成的年度「台灣與佛羅里達高等教育研討會」也看

到成果，希望永續不停，創造更多機會給台灣和佛羅里達的學生，使台灣的高等教育

更成功，嘉惠兩地子弟。 

過去 2 年，吳天順前會長，塔城─奧蘭多─台灣，一直跑。2011 年，一次辦三會，他

的充沛精力、負責之心、和規劃能力等令人敬佩，難得的一個好會長。 

徐祖慈會長，因過去表示太好，又被推選為 2012-2014 的兩年會長。徐會長把他經營

事業成功方式溶入學會，他的遠見、人脈之廣、贊助者之多、周全的計劃，一定會再

創奇蹟而把學會帶上更上層樓。 

兩年後的會長 (已選出的候任會長)將是經驗豐富、做事認真、有條有理的前秘書長穆

椿榮博士接棒，真是太好了。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後繼有人，真令人放心。 

希望學會能多吸收一些年青會員而一直傳承下去和永續長存。也期望過去 20 幾屆的

老會長們有空時也回來看看當年你們辛苦培育成長的學會，再次共聚一堂分享成果。 

祝福大家新年快樂，萬事如意！ 

 

 

李長堅 

1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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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年前，中華民國政府極重視佛羅里達州僑胞，佛州不僅深具潛力和僑胞眾多，又位

於交通要道，為美國與中南美洲貿易經商路經之地，是以特設辦事處於邁阿密，以服務僑

胞。當首任處長蘇秉照、亞特蘭大辦事處秘書王贊禹、和台北派來的楊天行秘書等忙著開

館服務時，佛州中華學人的前輩也忙著聯絡佛州個地學人們同創立和辦事處同壽的「佛羅

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 

 

本學人協會是個美國的民間組織，其秉持宗旨「協助發揚華人學者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

特別是在科技、學術、產業、經濟、商業、等重要方面的人員交流」。20 多年下來，每

年舉辦的年會就像一個「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討會」。近年來又增加個「台灣和佛羅里達

高等教育年度研討會」，每年分別在台灣和佛羅里達輪流舉辦，成效頗佳。目前正在加

速完成「佛州中華學人基金會」的手續，以便早日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中的 501(c)(3)條款，來資助台灣和佛州的學生和教授執行高等

教育研討會中決定的項目。相信再努力以赴就會走上兩地高等教育交流的帶頭地位，進

而擔負起佛州政、經、法、文、教等各門社團活動「龍頭」的重任。 

 

本會活動雖多，可惜大夥兒為了生活打拼，沒人留下整理好的記錄給後來者作參考。 

 

筆者有幸，兩年前開始搜集 3 位世界日報佛州版同仁 (奧蘭多的陳文迪、邁阿密的俞曉菁、

和天帕的段小泓) 報導有關本會的許多活動、自己在各地僑界的活動報導、本會員們 (岑

瀑嘯、穆椿榮、劉廣然、和李長堅等 ) 的文章、和佛州大衆報以及 Asian Trend 

Magazine 的報導。近日抽空編輯成冊並取名「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鱗爪 (1)」。希望將會

有相關報導繼續出版續集(2)、 (3)、等。﹐以側面記錄中華學人在美國主流社會中龍騰虎

躍大顯身手的故事。 

 
〈吳天順謹〉    
 

12-12-12 

(水龍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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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協論壇 專家分享新知不藏私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14, 2010 06:02 AM | 1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2 

參加佛州學人協會年會健康論壇的演講人和來賓合影。(記者陳文迪 /攝影)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2 

佛州學人協會上周末舉行年會及健康重整和未來醫學論壇演講。(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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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學人協會第 21 屆年會及健康重整和未來醫學論壇上周末在奧特蒙泉市舉行，曾任

美國公共衛生署長的安東妮雅‧諾維羅醫師(Antonia Novello)主講，其他八位講員針對

醫療政策、醫藥、教育、器官移植捐贈等專題分享，吸引百餘會員及中外會友參加；活

動中並舉行新舊會長交接，現任會長劉英榮退，由吳天順接任。  

講座從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會議內容緊湊，演講者均是名嘴，加上投影片及影片解說，

演說充實精彩，各主題並開放現場提問，會議相當成功。劉英及岑瀑嘯為每位演說者頒

發感謝狀，感謝他們撥冗為學人協會年會論壇，義務分享新知。  

專題演講由岑瀑嘯主持，她介紹了演講者的學經歷。她表示，此次醫療論壇除了分享醫

療新知和政策外，也就有關器官和身體皮質捐贈，病患晚期生命的醫療護理和生活等問

題提出討論，希望大家正視這些很重要、卻常被忽略的問題。  

當天主題演講人諾維羅是首位女性及西語裔獲任公共衛生署長者，她就「政府的醫療政

策及醫療重整」(Health care policy and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議題分享，為與會者

分析並說明已通過的醫療保險改革案的利弊。她表示，對歐巴馬的醫療政策不很贊同，

但該案已經通過，十年內無法改變，但可修正，因此她鼓勵大家多參與、多了解政府的

醫療系統，才能回應，以爭取最大權益。  

演講者包括佛羅里達醫院的心臟血管外科主管艾科拉(Kevin Accola)，他簡介目前的心

臟醫療，並談及心臟科醫療的過去、現在和未來。加護醫療多重訓練的醫藥主任艾達隆

達(Sigfredo Aldaronda) 綜論美國的醫療保險系統發展，從早期的印第安時代醫療，到歷

經幾位總統陸續通過的醫療保險等。再教育部門的華裔醫療主任徐邦達則分享醫藥安全

的重要性。徐邦達一直都為醫護人員提供訓練，這是他首次為消費者提供訊息，他談及

基本的醫藥安全知識，指出每年因醫藥失誤死亡的病人高達 9 萬 8000 人，感染人數高

達 200 萬人；他表示，醫生的職責是治好病人，但醫生是凡人，也有可能出錯。  

馬里蘭州薩柏本醫院心臟病學研究主席尼米茲(Alan A. Nimetz)則探討「成功醫療的財

務和阻礙」；心臟移專家馬克白德醫師(Lawrence McBride)就器官移植的主題解析，他

並播放心臟移植手術影片，讓與會者大開眼界，驚嘆醫療科技的神奇。  

美國外科醫師協會的伍拉第斯醫師(Alan R. Wladis)、專長安寧照護的基爾醫師(Michael 

Keil)，分別就晚期病患的醫療看護作解說；生命移植組織的倪爾(Kristine Neal)則鼓勵

捐贈器官，幫助他人重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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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後進行佛州學人協會年會，會長劉英感謝理事和會員的努力及支持，他並頒發獎牌

給籌畫醫學重整論壇的副會長陳越沙、岑瀑嘯，亦頒發感謝狀給理事吳天順、徐祖慈、

周禮、李長堅、William Chen 等；隨後進行會長交接，在掌聲中，吳天順接任會長。  

吳天順就任後發表感言，並頒發獎牌給劉英，感謝他任內的領導和服務，他並宣布，明

年度的年會活動計畫，及台灣佛州高等教育會議行程，呼籲會員和各界繼續支持。  

有關該年會及國際醫療論壇相關訊息，可瀏覽網頁：

http://www.caspaf.org/conference2010/index.php。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510082/art icle-
%E5%AD%B8%E5%8D%94%E8%AB%96%E5%A3%87-
%E5%B0%88%E5%AE%B6%E5%88%86%E4%BA%AB%E6%96%B0%E7%9F%A5%E4%B8%8D%E8%97%8F%
E7%A7%81?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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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 28 所私大與台大學簽約合作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16, 2010 06:06 AM | 0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2 

佛州高等教育代表團日前到台灣參加第二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會議，並拜會了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右八)。(圖由許

培鋒提供)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2 

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代表台灣各校與佛州簽訂合作協議書，左起：劉慶仁、墨爾、卡特尼斯、張家宜、程

海東。(圖由許培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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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流會議日前在台灣東海大學舉行，佛州高等教育代表團包括

中佛大、佛州南方大學、偉伯國際大學、佛羅里達紀念大學、佛州理工學院、比康學院、

愛德華斯學院、佛州亞特蘭提克大學八所學校 14 名代表，台灣與會的有 23 校 47 名代

表，由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代表台灣公私立大學院校，與佛州 28 所私立大學

簽訂合作協議書，將就交換學生、學術研究等項目合作，以促進兩地院校的交流。 

台灣與會代表包括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董事長張家宜、彰化師大校長張惠博、

中興大學副校長黃永勝、陽明大學副校長許萬枝、中原大學副校長錢建嵩、逢甲大

學副校長李秉乾等，台灣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劉慶仁、美國在台協會文化組主任

羅賓森(Scott Robinson)亦與會。  

佛州高等教育代表團由佛州理工學院校長、佛州私立學院聯合會會長卡特尼斯

(Anthony J. Catanese)擔任團長，成員包括佛州私立大學聯盟總裁墨爾(Ed H. 

Moore)，佛州理工學院副校長、教務長麥凱(T. Dwayne McCay)、航空工程系

主任許培鋒，中佛大助理副校長史黛繽絲 (Consuelo E. Stebbins)，系主任佐丹

尼歐(Paul Giordano)、助理教授孔博新，偉伯國際大學校長兼執行長維德(H. 

Keith Wade)，佛羅里達紀念大學代理校長仙卓‧湯姆森(Sandra Taylor 

Thompson)，佛州南方大學副校長沛瑞席 (Bradley Parrish)，比康學院院長戴

博菈‧柏德貝克(Deborah Ann Brodbeck)，愛德華斯學院副院長賀維(Eurmon 

Hervey)，以及佛州大西洋大學教授許俊湘和佛州學人協會代表、前會長徐祖慈等

。  

台佛兩地高等教育會議由佛州學人協會於 2009 年推動，促成了兩地高等教育交流，

其中佛州理工學院航空工程系主任許培鋒、徐祖慈等奔波台佛兩地，與各大學聯繫，

居功厥偉。  

在今年的高教會議中，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歡迎台佛兩地代表參加此深具意義的交

流活動。程海東為去年首屆高教訪問團團長，他於去年 9 月率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

金會及台灣八所大專院校代表至奧蘭多，參加第一屆「台灣與美國佛州高等教育交

流會議」，與佛州州府代表簽署佛州州立大學系統 11 所學校與台灣公私立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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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合約，該學術交流合約為全美第一也是唯一與台灣教育單位合作的具體方案，

台灣教育部並撥款 1000 萬元台幣做為交流基金。  

為延續友好合作關係模式，在今年的會議中，美國佛州私立大學系統與台灣高等教

育國際合作基金會簽署了學術交流合約，完成台灣公私立大學院校與佛州公私立大

學系統的全面交流合作；除了在會議中探討交換學生、雙聯學位、共同研究計畫、

聯席會議、交流平台等議題外；未來將加強交換學生、學術研究合作等，促成更多

交流。  

會議結束後，佛州高教團拜會了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馬英九向遠道來訪的學者們

表達謝忱，並以個人經驗，分享國際教育環境與學術交流對學生的深遠影響，鼓勵

學術交流持續發展，讓台灣的學術環境更國際化。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537488/art icle-
%E4%BD%9B%E5%B7%9E28%E6%89%80%E7%A7%81%E5%A4%A7%E8%88%87%E5%8F%B0%E5%A4%A7
%E5%AD%B8%E7%B0%BD%E7%B4%84%E5%90%88%E4%BD%9C?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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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交流 台首批學生入學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25, 2010 06:06 AM |  |  1  |   |   

 
 

三位來自台灣的留學生，在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中擔任義工，左起卸任會長劉英，交流學生鍾育君、施柔伊及袁

式平。（記者陳文迪／攝影）  

******************************************************************************  
從 2009 年 9 月在奧蘭多舉行第一次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會議，至 2010 年在台灣東海大學

第二次會議，雙方簽署合作交流協議，兩地公私立大學完成全面合作交流，台灣教育部

並撥專款 1000 萬元新台幣 (約 31 萬 2500 美元 )，作為交流教育基金。在高等教育會議推動

下，第一批來自台灣的留學生已有九位完成審核，在今秋進入佛州大學就讀。  

交流學生每學期可各獲 30 萬元新台幣 (約 9300 美元 )獎學金贊助，可使用於學費、住宿等

就學期間所需；九位已進入幾所佛州大學就讀的學生分別為：鍾育君 (陽明大學神經科

學研究所碩一 )，就讀佛州大西洋大學 (FAU)應用實驗心理學與人因工程學系；施柔伊 (淡

江大學國貿系二 )，就讀佛州大西洋大學商學院市場學；袁式平 (交通大學 GMBA 企管碩士

學程碩一 )，攻讀佛州大西洋大學企管碩士。  

五位為就讀佛州大學 (UF)不同科系的林芝華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三 )就讀建築景觀，賀菲 (成

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三 )就讀地質科學，范宸維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三 )就讀環保工程

學，洪于涵 (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四 )就讀資訊管理，陳威志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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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碩二)就讀電子與電腦工程，簡毓庭來自淡江大學國貿系二，將就讀西佛州大學

國際貿易。  

來自台灣的交流學生均已完成註冊，調適良好，他們感謝高教會的促成和台灣教育部的

贊助；其中三位女生鍾育君、施柔伊和袁式平也參加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並在活動

中擔任義工，獲得協會成員和年會籌備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肯定和鼓勵。  

目前還有幾位申請學生仍在審核中，如果資歷資格能通過審核，將為台灣佛州兩地的高

等教育交流啟航的第一章，寫下學生人數達兩位數的新頁。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656740/art icle-
%E9%AB%98%E6%95%99%E4%BA%A4%E6%B5%81-
%E5%8F%B0%E9%A6%96%E6%89%B9%E5%AD%B8%E7%94%9F%E5%85%A5%E5%AD%B8?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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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使展技藝 風靡塔城 

【佛州塔拉哈西訊】  

September 28, 2010 06:02 AM |  |  2  |   |   

 
台灣的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和佛州州立大學美式足球 8 號球員 Taiwan Easterl ing 合影。

(圖：陳政暉提供) 

******************************************************************************  
來自台灣的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日前在塔城進行第五度訪問。該團這次訪問為

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的努力，和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協助下所促成，

他們在塔城社區學院的精彩演出，吸引了 500 多人觀賞，贏得掌聲不絕。  

文化大使團到塔城社區學院訪問與公演時，由該校代理校長芭芭拉‧史隆 (Ba rba ra S loan)

親自接待。當晚演出節目包括「歡慶佳節」、「旋轉乾坤」、「夏夜風采」、「陀螺

千千轉」，「仙女散花」及「天羅地網」六幕精心設計的表演，結合了扯鈴、陀螺、

跳繩、舞蹈、體操及戲劇等，將傳統的學校課外活動，提升為專業表演的境界。整場

75 分鐘的演出，充滿活力和高超技藝，令觀眾讚歎不已。  

來訪的文化大使團共 39 人，包括副團長陳政暉、秘書陳惠珠、三位教練李春蘭、廖宏

毅、和范君珮，以及 34 位初中三年級學生。團長廖達鵬已榮升為校長，目前在台灣坐

鎮處理颱風事宜，不克同來。該活動能持續舉辦，得歸功於塔城 23 個家庭提供訪問團

的住宿，讓基隆中正國中學生可以到美國家庭體驗美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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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化大使團受台灣颱風影響，比預計時間晚一天到達塔城。隨後幾天，文化大使團

到塔城的 RAA 初中、科學藝術學校、麥克雷學校、榭爾高中四所學校進行文化交流，

其間團員們曾和榭爾高中學生一同參觀位於塔城南部約 14 哩的瓦卡拉泉水公園，最後

的團體活動是看美式足球賽，賽前還品嚐了台美協會之友愛德華夫婦 (S teve and Bet t y 

Edwards )燒烤的美味排骨。  

在觀賞佛州州立大學對抗北卡羅來納州州立衛克否里司特大學的美式足球賽時，每當

8 號球員 Taiwan Easte r l i ng 抓到球時，球場就傳出「台灣加油！」 (Go ! Ta iwan ! Go! )的呼喊

聲，十分有趣。塔城當地媒體都來採訪此活動，陳政輝副團長一夕之間成為塔城名人，

購物時常被陌生人認出，是令他難忘的經驗。大夥兒最後和協助家庭成員們依依不捨

地道別，搭車前往下一站奧蘭多。  

該文化大使團由廖達鵬創辦，已有 30 年歷史，團員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歷屆文化大

使團曾訪問許多國家，包括日本、中國、新加坡、菲律賓、泰國、印度、法國、德國、

波蘭、捷克，奧地利、新西蘭、澳大利亞、南非、巴拿馬、巴西、哥斯大黎加、加拿

大和美國。  

該團第一次來塔城是 1999 年 1 月參加前州長布希就職典禮的遊行，並在佛州州立大學

劇院演出。2009 年該團受邀參加塔城年度活動「塔城之春」遊行，當時由塔城台美協

會會員、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演團，以及駐邁經文處成員組成的遊行隊伍，曾獲

得該遊行非營利組織首獎「安德魯‧傑克遜獎」。 (吳天順 )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9680258/article-
%E6%96%87%E5%8C%96%E5%A4%A7%E4%BD%BF%E5%B1%95%E6%8A%80%E8%97%9D-
%E9%A2%A8%E9%9D%A1%E5%A1%94%E5%9F%8E?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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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中訪團 中佛州成功做外交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30, 2010 06:06 AM |  |  0  |   |   

 
 

圖片  1 /  2 

塔維斯市政府、扶輪社及僑務委員廖柏虞、華商總會、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等設宴，歡迎中正國中民俗藝術文化

訪問團。坐者左起江大崙、扶輪社理事瑞克(Rick)、克拉菲、金志遠、沃飛、陳政輝、廖柏虞、李英姬。(記者陳文

迪 /攝影) 

 

 
 

圖片  2 /  2 

基隆中正國中民俗藝術文化訪問團在塔維斯初中演出成功後謝幕。中立者為該團領隊兼副團長陳政暉。(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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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隆中正國中民俗藝術文化訪問團繼在塔城的成功演出後，27 日在塔維斯中學

(Tavares Middle School)演出兩場，並與該校學生聚餐交流；28 日該團至奧蘭多的自由中學

(Liberty Middle School)和奧迪西中學(Odyssey Middle School)各演出一場，精彩的演出，受到熱

烈的歡迎。 

該訪問團在塔維斯初中兩場演出，場場爆滿，有 1200 餘人觀賞，塔維斯市長沃飛(Robert 

Wolfe)閤家與市府成員，塔維斯扶輪社社長和理事均到場觀賞；塔維斯高中許多學生頻頻

抱怨，沒有安排至該校表演；自由中學及奧迪西中學各有近千名學生觀眾，因校園安全，

限制訪客及觀賞人數，讓許多向隅師生頗為遺憾，未能一睹精彩的中華文化藝術演出。  

歡迎該訪問團的晚宴在僑務委員廖柏虞經營的竹園餐廳舉行，沃飛和夫人雪倫及兒子克

里斯，扶輪社社長克拉菲 (Becky Claffy)的理事成員 20 餘人都出席，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

辦事處僑務組長金志遠、廖柏虞及其夫人李英姬、佛州文化中心董事長江大崙、華商總

會會長陳建國的夫人湯賢美、副會長鄭淑惠、執行長汪士毅、李美心夫婦、奇士美華人

協會會長黃毅敏等也與會。大家以熱烈掌聲歡迎團員，交流溫馨。  

歡迎晚宴中，沃飛致詞歡迎訪問團到塔維斯交流，加深兩地的友誼；克拉菲代表扶輪社

歡迎國際友人，帶來美麗的文化藝術，豐富塔維斯；金志遠感謝塔維斯各界的熱情和友

誼，感謝中正國中訪問團不辭辛勞的文化外交，讓國際友人增加台灣印象，並鼓勵訪問

團體驗不同城市的風情文化，豐富人生。  

中正國中訪問團的節目由陳慧珠主持，開場的跳繩定時三分鐘齊跳，十多位同學跳了近

400 下，藝驚全場；隨即利用陀螺、扯鈴，跳繩，以功夫、舞蹈或短劇形式呈現，展示

民俗技藝的趣味及技巧兼具，色彩繽紛的民俗青少年造型和服飾，活潑俏皮，充滿青春

活力。綜合空中拋擲、疊羅漢、翻斛斗、堆磚等功夫，傘舞、街舞等舞蹈，以不同人數

團體和各種隊形變化的扯鈴、打陀螺的技藝和跳繩絕技，每個節目都讓觀眾驚嘆，掌聲

不斷。而隊員們彬彬有禮，以鼓掌和拍手向各界問好，更讓此間各界印象深刻，稱讚他

們是最可愛的青少年。  

該團除了在塔維斯市由廖柏虞、塔維斯扶輪社、華商總會、佛州文化活動中心等贊助旅

館住宿、歡迎晚宴及遊覽行程，在奧蘭多地區，僑務委員楊喬生亦免費提供兩天旅館住

宿；另外，中佛州僑界中美協會、奇士美華人協會、佛州華商總會、大奧蘭多台灣商會



13 
 

等社團則聯合在龍宮餐廳設宴，招待該訪演團，感謝他們帶來故鄉民俗藝術的文化交流

和友誼。  

中正國中領隊陳政暉亦代表該團，頒發感謝獎牌給贊助該團中佛州訪演行程的塔維斯市

市長、扶輪社會長和廖柏虞、楊喬生等。該團 39 人，除副團長陳政暉外，還有管理廖宏

毅，秘書陳惠珠，兩位教練李春蘭、范君珮及學生 34 人。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709652/art icle-
%E4%B8%AD%E6%AD%A3%E5%9C%8B%E4%B8%AD%E8%A8%AA%E5%9C%98-
%E4%B8%AD%E4%BD%9B%E5%B7%9E%E6%88%90%E5%8A%9F%E5%81%9A%E5%A4%96%E4%BA%A4?i
nstance=ga_st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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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華瑋宴請僑界 聽取建言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October 02, 2010 06:03 AM |  |  1  |   |   

 
 

新任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  (右六)上任後首次與佛州北中東西各地區僑界人士和佳賓餐聚。（記者陳文迪／

攝影）  

*****************************************************************************  
新任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牟華瑋於 28 日晚間率副處長胡琪斌、組長張水庸

及僑務組長金志遠等，在奧蘭多明軒餐廳設宴請僑務人員及僑界社團和中校代表，來自

佛州北中東西各地區包括塔拉哈西、傑城、墨爾本及奧蘭多、奇士美等地近 60 名代表與

會交流，分享僑務、僑教心得及建言。  

各地區僑界均希望牟華瑋能到訪交流，僑教代表則希望僑委會能多提供經費和資源贊助

僑教，大家都期待建國百年慶典活動，並以團結力量互相鼓勵。  

牟華瑋在會中為新聘任僑務促進委員頒發證書，包括塔拉哈西吳天順、天柏黃清仁、奧

蘭多王成章、周曼宜及傑城張芳蘭；另外，牟華瑋也代表僑委會頒發佛州優良教師獎狀，

表揚服務滿 10 年的優良教師，五位當選老師包括中佛州中華學校前董事長魏安琪、天柏

灣的李明明老師，塔城的張富美、張芳儀老師，以及墨爾本的童宗霓老師等。  

晚宴由金志遠主持，牟華瑋在問候僑界代表後，簡介他自己 26 年的公職經歷。牟華瑋表

示，就前處長曹立傑建立的深厚關係和國際友誼，他有信心活動會場場精彩，希望僑界

本著愛鄉愛國的情感支持幫助；當日正值教師節，他也向各中校教師致敬，感謝他們為

推動僑教投注的心血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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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及分享由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開場，接著各地代表分別提出建議或心得分享，佛

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介紹該會籌劃中的 2011 年年會；塔城地區的吳會長也提出將

來牟華瑋等經文處人員在拜會州府時能抽空與僑界交流；天柏區前台商會會長黃清仁、

天柏美華協會會長胡正石分享活動心得，建議牟處長要多探訪，雖然天柏地處邊陲地區，

但僑界社團很活躍活動熱烈。  

奇士美中校校長鄭鴻鈞提出籌辦運動會的建議，並分享剛開播的亞洲訊息電視頻道節目。

中華學校校長黃秀治感謝僑委會及經文處多年來對該校的支持贊助和鼓勵，中美協會會

長何美蓮亦分享該會創會 40 年的實績及目前剛成立龍舟隊將開啟的賽事；華商總會由會

長夫人湯賢美簡介該會與文化活動中心和長青社舉辦龍舟、台灣小吃節等活動；奇士美

華協會長黃毅敏則報告該會的中新年級中秋活動。甘迺迪角華人協會會長薛正凱來自墨

爾本，他們也分享舉辦年節活動，得到當地市府支持的榮耀和感動，榮光會新會長倪伯

時則以新人姿態就教分享。  

當天的特別來賓塔維斯市長沃飛(Rbert Wolfe)亦發表感言，他將於近期拜訪台灣，對台灣

的藝術文化和風土人文相當期待，多年來與華商總會等合辦龍舟賽，對台灣的熱情活力

相當欣賞。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743832/art icle-
%E7%89%9F%E8%8F%AF%E7%91%8B%E5%AE%B4%E8%AB%8B%E5%83%91%E7%95%8C-
%E8%81%BD%E5%8F%96%E5%BB%BA%E8%A8%80?instance=ga_st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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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覺 65 春秋譜出文學之歌與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October 21, 2010 06:00 AM |  |  0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2 

張成覺為書迷簽名，氣氛熱絡。(記者陳文迪 /攝影)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2 

香港作家張成覺應邀在奧蘭多主持文學講座，會後與聽眾合影。前排坐者左起溫秀琼、張明佑、張成覺，右一為岑

瀑嘯。(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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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張成覺日前在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主持文學講座，以「文學與我‧魂縈大漠，

生命長歌」(Wri t ing & My l i fe-A Journey of Never Ending Endeavor」為題，與 60 餘位文友分享其

筆耕數十載的心路歷程，演講生動深刻，迴響熱烈。  

該活動由佛州華商總會、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佛州華商總會長青社、佛州中華學人

協會等主辦；當天，張成覺提早到場參加長青社的聯誼活動，並享用主辦單位和廖柏虞

準備的豐富晚餐；會後並為書迷簽名，氣氛溫馨熱絡。  

張成覺 1939 年生於香港，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曾被下放新疆 22 年，曾任農工、文化教

員、教師培訓班及大學、英語教師、公務員、跨國企業職員、記者，並膺選中國「2008

年度百位華人公共知識分子」。他的長篇歷史小說「西域恩仇記」曾獲廣州花地文學獎。  

當天講座由陳果菩主持，華商總會副會長鄭淑惠、長青社社長溫秀琼及佛州中華學人協

會副會長岑瀑嘯等分別致詞歡迎與會者，並感謝張成覺分享他的生命之歌；張成覺則以

著作「時代風雷響筆端」贈送長青社留念。  

張成覺在講座中表示，作家之所以為作家，因有話要說，不吐不快。他指出，自己與兩

岸三地關係密切，在中國成長，在香港重生，女兒嫁到台南，與台灣成為兒女親家，他

的電影劇本處女作「西域恩仇記」，曾獲得台灣行政院新聞局優良劇本獎，讓他的文學

創作首次發光，而人生的每一階段，都留下深刻的烙印。  

張成覺細數從少年時代到如今的 65 春秋，不同年代和不同遭遇及感觸，譜寫的人生之歌。

他曾是當紅的紅衛兵，12 歲父親遭中共處決時，不識愁滋味；他的父親肄業北京大學，

曾兩度出任東莞縣縣長。他在 16 歲即考入交通大學，辦學報，文學路剛邁出一小步，卻

被下放新疆，流放戈壁，彷彿將生命注入荒漠。他指出，當年在宣傳農業生產大隊，做

的是極耗體力的勞動，夏天的高溫，汗流浹背都無法形容，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汗水卻

可透七重衣。他笑說，金庸可能不曾親見他筆下的江湖，但在新疆卻是他真實的人生試

煉。  

從學習與批判等爭議性文章的學報、寫實文章、紀實傳奇、隨筆、抒情散文、中長篇小

說，到分鏡手法，化小說為視覺的電影劇本；張成覺分享他不同著作的背景，不同時期

的成長，娓娓訴來，斑斑血淚。他指出，大部份的小說都脫胎自他崇仰的英雄或歷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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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西域恩仇錄」以左宗棠為藍本，「碧血劍的忠魂」是袁崇煥，「藥王傳奇」和

「杏林英傑」談的是孫思邈；他將內心充沛的情感，傾注故事中的每一角色，重塑生命

傳奇。  

當天提問踴躍，問題包括：金庸是否該得諾貝爾獎，金庸的作品文學價值。他表示，個

人頭上一方天，各有特色，各有價值，金庸的文筆流暢，傳達儒家思想，固然有他的社

會影響和價值，不過，武俠劇是建構自心中的理想，滿足現實人生的不足，卻沒有真正

生活的描畫，因此不容易得到諾貝爾獎的青睞。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9987646/art icle-
%E5%BC%B5%E6%88%90%E8%A6%BA65%E6%98%A5%E7%A7%8B%E8%AD%9C%E5%87%BA%E6%96%8
7%E5%AD%B8%E4%B9%8B%E6%AD%8C%E8%88%87?instance=ga_st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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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盡展民族風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30, 2010 06:03 AM |  |  0  |   |   

 
塔城台美協會及台灣學生會的攤位展品豐富，並提供精美紀念品。圖自左至右為在攤位服務的吳啟瑋、林暉恩和林

暉庭兄弟。(Dan Looney 提供) 

 

**************************************************************************** 

塔城亞洲協會主辦的「第六屆塔城亞洲節」，日前在街心公園熱鬧舉行，由塔城中華武

術館舞龍隊的表演為活動揭開序幕。塔城民主日報在報導中表示，該活動吸引了 1 萬

6000 多民眾與會。  

活動當天塔城街心公園內共設有 80 多個攤位，包括多個亞裔組織展出亞洲各國和各民族

的文物藝術，或供應亞洲美食。與會國家或地區包括有美國、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菲律賓、泰國、印度、巴基斯坦、土耳其、阿拉伯，以及以色列等。  

表演節目更是包羅萬象從菲律賓、中國、泰國的民族舞蹈，肚皮舞，到中國功夫、跆拳

道、太極拳表演，還有服裝表演和日本太鼓舞演出等，均獲得觀眾熱烈的掌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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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還增加了許多特色，包括佛羅里達州州長暨國會參議員候選人查里�克里斯特

（Charl ie Crist）以及佛羅里達州第二地方法院法官的候選人凱倫�吉佛斯 (Karen Gievers)來

設攤位，美國廣播公司地方電視氣象主播凱撒諾瓦�樂思（Casanova Nurse）擔任節目主持

人，美國廣播公司地方電視台免費播放了 101 次由塔城市長夫人珍妮�馬克思 (Jane Marks)

介紹與推廣本活動的宣傳片，最近才第三度連任的塔城市長約翰�馬克思和夫人亦同來

祝賀及謝票。  

在各攤位中，塔城台美協會及台灣學生會的攤位展品豐富，並贈送由駐邁阿密台北經文

處和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提供的精美紀念品；塔城華人協會及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也設

立攤位，吸引了許多觀眾。各類食品攤位中，則以販賣「泡沫奶茶」最為吃香，從頭到

尾都有大擺長龍的顧客。  

從喬治亞州南方弗杜斯塔市來的張月娥 (Serena Huang)，忙著推展明年為期三天的「杜鵑

花國際民俗節」。  

活動閉幕式由駐邁阿密日本領事館贊助，並邀請來自奧蘭多的「祭座大鼓道場」團隊 

(Matzuriza Japanese Taiko Drummers)前來表演助陣。  

活動結束後，菲律賓裔的市長夫人珍妮�馬克思表示，她還記得第一屆亞洲節活動只有

1300 百多人參加。僅短短五年，參與活動的民眾就增加到 10 多倍，這都是廖客來 (Clyde 

Diao)領導有方和許多熱心幹部和義工的努力成果。 (吳天順 )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10101632/art 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7%AF%80%E7%9B%A1%E5%B1%95%E6%B0%91%
E6%97%8F%E9%A2%A8?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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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首戶華人楊華球教授過世 
【塔拉哈西訊】  

November 02, 2010 06:00 AM |  |  1  |   |   

 
在塔城第一浸信會追悼會中，楊華球教授的遺像。(圖由方守華提供) 

  

***************************************************************************************** 
至塔城定居的第一個華人家庭家長楊華球教授日前去世，享年 78 歲。  

楊教授生前積極參與塔城第一浸信教會國際人士的團契，他增強了對讀聖經的興趣也樂

意擔任教會的執事。1970 年，他開創了家庭查經班。多年後，此查經班演化成今日的塔

城華人基督教會。  

楊華球 1932 年在菲律賓出生，1954 年以優異成績畢業於馬尼拉東方大學電機工程系，不

久申請到傅爾布萊特獎學金 (Smith-Mundt Fulbr ight Scholarship)到美國馬里蘭大學數學系深造，

是菲律賓公民第一次獲得這著名的獎學金。  

1965 年楊教授收到了佛羅里達州州立大學計算機中心和數學系的聯合聘書。從那時起，

塔城成了他的家。楊家也是到塔城定居的第一個華人家庭。  

楊教授積極參與塔城第一浸信教會國際人士的團契，一直在華人基督教會服務到生命的

末期，其生前勇敢地對抗多發性骨髓癌四年。除積極參與教會生活外，他同時亦參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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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數學協會、北佛州中華會館、臺美協會、大灣區菲律賓美國協會、和美國網球協會等

的活動。  

楊教授的追悼會日前在塔城第一浸信會舉辦由道格�竇瞿牧師 (Dr.Doug Dortch)主持，當天

整個會場擠滿追悼者。楊家請有意捐贈者，送給第一浸信會 (www.fbct lh.org）或華人基督教

會 (www.tcccf l .org )。 (吳天順 )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local_story/10128658/art icle-
%E5%A1%94%E5%9F%8E%E9%A6%96%E6%88%B6%E8%8F%AF%E4%BA%BA%E6%A5%8A%E8%8F%AF%
E7%90%83%E6%95%99%E6%8E%88%E9%81%8E%E4%B8%96?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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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研院創新發明 讚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November 16, 2010 06:02 AM | 49 觀看次數  |   |  1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5 

獲得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的台灣工研院代表團在頒獎後合影。左起吳其霖、曾素玲、鄭尊仁、程章林、陳哲陽、何

家充、陳伯儒、詹淑雅、孟慶華。(記者陳文迪 /攝影) 

 

******************************************************************************************************************* 

第 48 屆 2010 年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2010 R&D 100 Awards)日前在奧蘭多海洋世界復興旅館

會議廳 (Renaissance Orlando Hotel at Seaworld)舉行頒獎典禮，席開近 60 桌，來自各地的頒獎

人及所屬研究單位和祝賀親友近千人與會，熱鬧非凡。 

 

當天下午 2 時至 4 時設獲獎產品展示攤位，並有專員解說，免費開放民眾參觀，接著是

雞尾酒會，讓獲獎代表和相關業界交流。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以該院研發的環保防火材

料「REDDEX」、區域化 2D/3D 切換立體顯示器及多用途軟性電子基板技術三項創新發明

獲獎，該院特別派代表團與全美及德國、法國、瑞士、英國等世界各國的獲獎組織一起

接受表揚。今年是工研院連續第三年獲得該獎，與 IBM、西門子、英特爾、豐田及美國

阿岡國家實驗室 (Argonne Nat ional Lab)等，並列為全球百大科技得獎單位。 

 

工研院代表團一行七人由顯示中心主任程章林領軍，率領三組獲獎研發組員，包括材料

與化工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組組長陳哲陽與研究員陳伯儒和產業服務中心總監曾素鈴；

電子與光學研究所立體影像系統組組長鄭尊仁與組員吳其霖；以及軟性顯示關鍵材料與

製程「多用途軟性電子基板技術」影像顯示科技中心面板整合技術一組研發副組長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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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等，另外還有負責行銷傳媒的孟慶華、詹淑雅隨行。 

 

僑務委員楊喬生夫人紀翠麗、亞裔商會 (AACC)副會長楊琇惠、世界台商會永久顧問鐘秀

蘭、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前會長徐祖慈、僑務顧問陳建國夫人湯賢美等都與會向工研院代

表團祝賀，並參觀展示；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牟華瑋亦偕副處長胡琪斌、

組長謝妙宏出席致賀。  

 

程章林致詞時表示，工研院能以優異的創新科技獲獎，對其技術邁向國際市場具有助益：

尤其能在國際舞台，和世界一流研發菁英共同領取此獎，顯示台灣科技研發已臻國際水

準，具有全球競爭力。未來工研院仍將積極投入具重大潛力的前瞻研究，帶動台灣下一

波技術升級，開啟台灣產業發展新未來。 

 

頒獎典禮至 11 時許結束，華裔獲獎單位除了工研院以外，台灣的天工通訊積體電路公司

也以光纖研發獲獎，由該公司駐洛杉磯代表袁小菁領獎；中國雖未獲獎，不過，有多位

在美國國家實驗室或企業及組織實驗單位工作的華裔科學研究員獲獎，其中包括來自湖

南的梁成都、上海的郝建沅，以及目前在麻省理工學院、來自上海的吳惠萌和來自中國

科學研究院的陳一民等。 

 

當天也頒發特別獎，如 2010 科學家獎由史密斯 (Richard D. Smith)獲得，最佳發明獎得獎人

國亞 (Amit Goyal )，青年發明獎多勒(Er ic Dauler)。有關該獎詳情可瀏覽網頁：

ht tp: / /www.rdmag.com/Awards/RD-100-Awards/2010/07/R-D-100-2010-Winners-Overview/。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0325354/art icle-
%E5%8F%B0%E7%81%A3%E5%B7%A5%E7%A0%94%E9%99%A2%E5%89%B5%E6%96%B0%E7%99%BC%
E6%98%8E-%E8%AE%9A?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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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教授楊照崑去世 200 親友緬懷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November 16, 2010 06:00 AM | 45 觀看次數  |   |  1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2 

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楊照崑日前驟然去世。圖為他在年會中演講。(檔案照片)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2 

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楊照崑日前驟然去世。(佛州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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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城佛州大學統計學教授、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楊照崑 (Mark C. K. Yang)日前去世，

享年 67 歲，他的追悼會近日在甘城舉行，200 多位親友參加。 

 

台灣生長的楊照崑，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早年以第一名畢業於台灣大學電機系，

在威斯康辛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0 年遷至佛州甘斯維爾城，在佛州大學 (UF)任教。 

 

追悼會上，他的親友及台大同學、佛大同事和學生，以及華裔社團的友人，分享了他對

社區的付出和貢獻，以及對待朋友的淳厚情誼，令人懷念；對於楊照崑的驟然離世，更

令與會者緬懷他的和善和智慧。 

 

楊照崑一生樂觀積極，樂於付出，喜愛助人，他聰敏又幹練，總是帶著笑容，積極正面

地處理事情。他是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資深理事和會員，在擔任該協會會長期間，除了舉

辦學術研討會以外，還曾邀請曾獲多項文學獎的張純瑛到年會演講，將文學藝術融入科

學醫療等研討會，獲得好評。 

 

楊照崑在佛州大學任教以來，表現優異；從 1980 年起，多次獲得獎項和榮耀，包括海軍

研究實驗室、航太總署(NASA)等的最佳研究專員，曾擔任新尼克統計編輯 (Associate Editor 

Stat isi tca Sinica)，獲得交換文學獎 SIAM Visi t ing Lecturer，最佳教學獎(Excel lency in Teaching 

Award)，美國統計學會傑出會員獎，發表過許多論文，並出版許多學術書籍，有關書目

資訊可瀏覽網址：http: / /www.stat .uf l .edu/~yang/publ icat ions/ index.html。 

 

他的個人網站有許多教學課程和資訊，網址：http: / /www.stat .uf l .edu/~yang/。楊照崑遺有夫人

及四名子女。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0325362/art icle-
%E4%BD%9B%E5%A4%A7%E6%95%99%E6%8E%88%E6%A5%8A%E7%85%A7%E5%B4%91%E5%8E%BB%
E4%B8%96-200%E8%A6%AA%E5%8F%8B%E7%B7%AC%E6%87%B7?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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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選出會長吳天順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November 23, 2010 06:00 AM | 124 觀看次數  |   |  1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召開理事會，完成幹部及理事選任，並議定 2011 年度之年會計畫。與會理事包括陳偉(後排左

起)、劉英、徐祖慈、吳天順、穆椿榮、周禮、陳偉夫人(前排左起)、劉廣然、徐敬曉、岑瀑嘯、魏安琪。(岑瀑嘯提

供)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舉行理事會並餐敘，除了選出幹部及理事，也訂定 2011 年度年

會活動「環太平洋環境與水資源研討會」及主辦「第三屆台佛高等教育交流會議」，並

計劃增加醫學論壇。會議交流熱絡，與會理事都踴躍分享經驗，並為年會提供建言，該

會也將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列入該會活動，會長吳天順並將與僑界代表參加明年

3 月到夏威夷檀香山迎接百年聖火種子。 

 

該會議由吳天順主持，首先選出 2011 幹部及理事：會長吳天順，副會長徐祖慈、岑瀑

嘯，秘書長穆椿榮，財務長劉廣然，理事周禮、陳偉、劉英。 

 

會中並決議將主辦第三屆台佛高等教育會議，對這個台佛兩地大學聯盟組織參與的會議，

該會將全力提供協助，除了持續交換學生規劃外，亦將進行學者交換或學術交流等會議。 

 

去年因故未能至奧蘭多演講的何大一醫師，已確定將於明年年來奧蘭多主持演講，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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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計劃增加醫學論壇。 

 

隨後是年會的重點討論，環太平洋環境與水資源研討會(Cross-Pacif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 Water Resources)預計明年 9 月 3 日至 5 日，在迪士尼勝地旅館會

議中心舉行，幫助建立環境和水資源領域的研究、教育及企業方面的夥伴關係；計劃以

演講、講習班及主題報告等形式，發表約 300 篇論文或演講，邀請來自太平洋和北美

國家及地區的亞裔科學家及工程師投稿，以及水資源與環境科學專家主講。 

 

年會也鼓勵廠商參展，設置投影片、壁報及技術等攤位，開放給與會者及各界參觀。大

會論文將選入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SCE)專業雜誌之特刊(Special Issue)。會後將安排

參觀世界上最大的生態修復工程(Everglades restoration)、海水淡化廠、或南佛州的

農業灌溉系統。 

 

為了擴大參與，主辦的佛州中華學人協會邀請美華水利協會、中國水利水電科學研究院、

台灣大學等合辦；贊助機構則有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及佛州高科技理事會、美國

土木工程學會、中國駐休士頓總領事館等。預計該會議將可吸引環太平洋地區在環境和

水資源領域的數百華裔專業人士與會。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0414792/art 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94%E6%9C%83%E9%81%B8%E5%87%BA

%E6%9C%83%E9%95%B7%E5%90%B3%E5%A4%A9%E9%A0%86?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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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慈獲頒精神成就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December 09, 2010 06:05 AM | 54 觀看次數  |   |  1  |   |   

 
 

徐祖慈日前獲得中佛州青年傑勁會頒發 2010 年精神成就獎。圖為頒獎後頒獎人與得獎者合影，圖右二為徐祖慈。

(James Coffin 提供) 

******************************************************************************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日前獲得中佛州青年傑勁會 (Junior Achievement of Central Flor ida)頒發 2010

年度精神成就獎 (The Spir i t of Achievement Award)，該獎在羅森中心旅館會議廳舉行的 2010 年

中佛州企業名人頒獎典禮中頒發 (2010 Mid-Flor ida Business Hal l of Fame ceremony)；當晚有 800 

多位來賓與會，奧蘭多前市長比爾‧斐德瑞克 (Bi l l Freder ic)等政經商界名流與會。 

 

徐祖慈的獎項由緣水高中 (Edgewater High School)12 年級學生瑪麗亞‧羅門 (Mariah Roman)頒

發，羅門首先介紹徐祖慈的得獎簡歷。羅門特別指出，最讓她感動和印象深刻的是徐祖

慈為需要幫助的兒童的付出和奉獻。在過去的 10 年裡，他付出超過 5000 小時以上的義工

工作，幫助從學齡前的幼兒到殘疾兒童，超過 20 萬人從徐祖慈所領導義工群的各種贊助

中獲益，得到實質的幫助。 

 

羅門在頒獎牌給徐祖慈時向他表示「因為你，讓我更重視我的教育和學習，也讓我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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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如何開始並不是最重要的，而是自己的決心和毅力才是邁向成功的關鍵和回饋社

會的指標」。 

 

徐祖慈在獲獎後致詞表示，在他的人生旅途中所學到的功課是：任何人，包括亞裔的新

移民，只要能勤奮努力的工作，有家庭的支持，都能在美國成功；青年傑勁會每天都在

提醒和教導的一個功課，啟發並鼓勵學生們相信自己的能力，並能讓世界變得更好。 

 

致詞中他特別提出龍應台的大江大海和與會者分享，中國人走過的這段歷史的傷痛，不

是一般美國民眾所能想像和了解的，不過，也由於親眼看見父母親那一輩人所付出的巨

大代價和情感，也深深影響當年年輕的他對未來人生的規劃。徐祖慈於 1974 年從台灣來

美留學，獲麻省理工學院 MIT 建築碩士，1984 年遷至奧蘭多，並創建徐祖慈建築事務所。

創業有成並回饋社會，徐祖慈的人生故事給年輕學子們很深刻的啟發。 

 

青年傑勁會組織的成立乃鑒於新世紀年輕人聰明時髦，有無窮盡的活力挑戰科技新知，

沉耽於生活更便利舒適，著重於發揮個人的特色甚至個性張揚，但卻缺乏對大時代的抱

負，對將來顯有大氣和大格局的規劃；因此，特別提供交流平台，鼓勵青年學生接觸主

流及工商業界，向各行業翹楚學習，激發他們對人生規劃的企圖心，增進創業、就業和

其他的學習。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0585744/art icle-
%E5%BE%90%E7%A5%96%E6%85%88%E7%8D%B2%E9%A0%92%E7%B2%BE%E7%A5%9E%E6%88%90%
E5%B0%B1%E7%8D%8E?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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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 溫馨慶新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December 30, 2010 06:03 AM | 720 次  |  0  |  4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3 

台美商會理事群在晚會中合影。左起：會長李信忠、翟懷慈、鐘文義、劉廣然、詹翠華、李長堅、陳秀美、林潤華。  

(陳秀美提供) 

*************************************************************************************** 

中佛州台美商會 (Central Flor ida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日前在國際棕櫚旅館

會議中心，舉行慶祝該會創建八年及慶祝年新年晚會，近 90 名會員和來賓與會，共慶歡

樂佳節。  

活動內容豐富，有時裝秀、餘興節目表演、卡拉 OK 歌唱，並有猜謎語和抽獎等，現場

氣氛溫馨熱鬧。  

晚會由該會秘書長劉廣然主持，會長李信忠致詞歡迎，並介紹該會理事與顧問，包括副

會長翟懷慈，秘書劉廣然，財務林潤華及理事詹翠華，顧問為三位前會長李長堅、陳秀

美和鐘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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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安排了兩場專題演講，北美洲的花旗參大王許忠政主講「人參與養身」，許忠政是

許氏人參負責人，他介紹人參的歷史與生長過程及其對人類身體的益處。另一位主講人

比爾歐‧克萊 (Bi l l Oakley)，主講有關自由、司法與個人的機會，他並建議大家將家裡多

餘的物資捐助給社會上需要的人，以達到物盡其用。  

餘興節目由從傑城新遷入奧蘭多的莊杏珠主持，服裝秀表演由劉廣然、林潤華等多人，

分別穿著現代新潮禮服及傳統服飾，閃亮登場，隨著音樂款擺展示，引來口哨聲和掌聲

無數。  

賀琳獨舞孔雀舞，前亞裔傳承協會會長越南裔的阮湯姆及阮凱倫夫婦演唱聖誕英文歌曲

Oh Hol ly Night 與 The Winter 's Night，經常在教會及各處演唱的阮氏夫婦歌聲優美。隨後的舞

會及卡拉 OK 點唱，由洪正同夫婦開舞。  

舞會進行中並穿插抽獎由 San Chu 與詹翠華主持，猜謎語單元由翟懷慈與林潤華主持。  

節目最後，大家一起跳團體舞，以無限的活力動感和歡樂為活動換下歡慶的句點。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ful l_hof/10819736/art ic le-

%E4%B8%AD%E4%BD%9B%E5%B7%9E%E5%8F%B0%E7%BE%8E%E5%95%86%E6%9C%83-

%E6%BA%AB%E9%A6%A8%E6%85%B6%E6%96%B0%E5%B9%B4?instance=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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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館改選 

佛州塔拉哈西訊  

January 08, 2011 06:04 AM | 93 觀看次數  |   |  0  |   |   

 
北佛州中華會館日前舉行改選，圖為改選後的新團隊。左起：李文莉、林珀如夫婿朱國雄、林義仁、張芳儀、和劉

乃石。(方守華提供) 

  

***************************************************************************************** 

北佛州中華會館日前在竹軒餐館舉行改選活動，近百人來共襄盛舉。 

 

此次選舉由前歐陽會長推出 6 位候選人，結果劉乃石獲得最高票，可惜當場未接受擔當

會長之職，第二高票在州長辦公室擔任資深網路主管的林義仁欣然接下會館第 6 任的會

長，另外新選出四位替會館服務者分別為：李文莉、林珀如、張芳儀、和劉乃石。 

 

新團隊將於 1 月 29 日 (周六)上午 11 時在竹軒餐館 (Bamboo House Chinese 

Restaurant, 112 E 6th Ave, Tallahassee, FL, Phone #:850-224-9099)舉行兔年春

節活動，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 

 

詳情請上網查詢：http://www.nfcatallytaiwan.biz.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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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館是由目前定居在佛州奧蘭多的李長堅博士創立並且擔任首任會長，接著由熱心

公益的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主持會務 20 多年，直到 2001 年改選，由黃錦混接任會

長。 

 

2006 年夏天，黃會長另外成立塔城台美協會。同年 10 月中由中華會館原有幹部共同主

持會長改選，結果由佛州州立大學電機系副教授董正高票當選。兩年後，在州政府獄政

單位服務的歐陽小美和新班子，繼續領導北佛州中華會館維持傳統的春節活動及春秋兩

季的野餐。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0934546/art icle-
%E5%8C%97%E4%BD%9B%E5%B7%9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E6%94%B9
%E9%81%B8?instance=ga_st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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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廣然給吳僑務委員會長英毅的信 

January 16, 2011 

吳委員長 

新年好!   

這次全美台美會計師協會的年會於十二月一日到七日在台舉行，除了邁阿密辦事處金組長費

心地代為申請拜會的部門，謝謝您安排拜會外交部，陳文儀副司長的誠懇言談讓大家印象深

刻，謝謝您讓我和兩年前曾任邁阿密辦事處的謝其旺處長重逢，他擅長經濟，多次到我們台

美商會演講，對我們非常照顧，是這麼多年來我們最喜愛的處長!  相信您也認同他的才賦及

辦事能力。 

我們很意外及榮幸得到委員長您親自伴同，拜會行政院吳院長，更讓我們難忘的是讓本會終

於如願以償地到總統府晉見總統。 馬總統剛忙完五都大選，在下班的時間裡，抽空和我們相

談一個多小時，不僅和我們團體合照，並親切地和團員們一一個別照，讓大家驚喜不已，也

讓做為會長的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委員長帶著以前住芝加哥時相識的團員和總統合照，讓我

們見到委員長細心體貼的一面，大家很為您的一片诚意感動。 

兩天拜會期間，僑委會招待我們可口的午餐及晚餐，在我們旅遊返回台北之日，僑委會已將

這次活動相片，尤其是和委員長、行政院和總統的合照送到集合的旅館分送給大家，讓大家

見識貴會的效率及周到，也讓大家感到回到家鄉的溫馨! 

我們除了感謝幫忙聯繫的李綺霞秘書、帶我們去各處拜會的黃國枏秘書、招待我們晚宴的許

副委員長振榮以及黃克忠委員， 這兒向您深深的感謝在您領導下的僑務委員會，對僑民如此

的關懷照顧。 

在我二十五年的會計師生涯裡，一直活躍於社區服務，有十幾年是在不同的華人、亞裔及美

國主流社團做負責人(會長) ，這次能在您陪同下帶這個專業團體見到總統，是我的事業、也

是人生中最快樂最榮耀的一刻。我已卸任會計師協會會長之職，但還續任佛州佛光會會長，

今年是建國一百年，當有機會再見到您。 

祝您  身體健康(多多保重)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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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廣然敬上 
全美台美會計師協會會長 2009-2010 
 

另外，您一上任委員長就來奧蘭多訪問光明寺，尤其是在身體不適下，讓我這會長與有榮焉，

這兒一併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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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中華會館聚餐 迎兔年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8, 2011 06:00 AM | 141 觀看次數  |   |  2  |   |   

 
北佛州中華會館日前舉行迎接兔年新春慶祝活動中，會長林義仁 (中立者 )致贈獎品給中獎的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

(林義仁提供) 

  

***************************************************************************************** 

北佛州中華會館日前舉行迎接兔年新春慶祝活動，近百人與會，十分熱鬧。。 

 

慶祝活動內容為聚餐和抽獎等餘興節目，讓許久沒見面的僑胞們共聚話家常和拜年。聚

餐前，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表示，將在塔拉哈西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活

動，獲得與會者熱烈響應。 

 

接著，北佛州中華會館會長林義仁幫忙推銷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向芝加哥「中華民國建

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周賢孟預訂的 30 條「國旗圍巾」，

現場反應良好，一下子都賣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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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兒在餐間邊吃邊聊，在享用豐盛午餐後，今年先跳過何廷瑞教授多年的「發紅包」

招牌節目，因為只有三位孩子在場迎接兔年，而且他們早已向何教授拜年和領紅包了。 

 

其他成年人則是「統統有獎」，因為林義仁募到許多獎品，讓所有抽獎券抽完後，還餘

有不少獎品，結果獎券再次回籠重新開始抽獎，讓許多人抱著兩份獎品高高興興回家。

整個活動歷時約兩小時，大家在慶祝農曆新年之餘，並一起度過愉快的周末。(吳天順 )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1306334/art icle-

%E5%8C%97%E4%BD%9B%E4%B8%AD%E8%8F%AF%E6%9C%83%E9%A4%A8%E8%81%9A%E9%A4%90-

%E8%BF%8E%E5%85%94%E5%B9%B4?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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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推動參與普查 獲獎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6, 2011 06:00 AM | 36 觀看次數  |   |  2  |   |   

 
塔城華人協會春節聯歡會中的兒童歌舞表演「我愛你」，十分可愛。(華茂森提供) 

  

 

***************************************************************************************** 

塔城華人協會 (Chinese Associat ion of Tal lahassee，簡稱 CAT)日前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 (FSU)學

生活動中心舉辦免年春節聯歡會，吸引約 400 多人與會同慶，十分熱鬧。 

 

春節聯歡會由華人協會會長計峰率領兩位主持人共同開幕，計峰首先向與會來賓拜年，

祝大家新春快樂，並總結過去一年，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和工作。 

 

致詞後，豐富多彩的表演展開，有舞獅耍龍和武術表演，樂器演奏則有小提琴、鋼琴、

吉他、長笛，歌舞演出包括兒童歌舞、雙人舞、集體舞，歌唱有女聲小合唱、二重唱、

童聲大合唱等，精采的演出獲得熱烈的掌聲。 

 

節目表演中，還穿插給兒童們發放紅包和抽獎等餘興活動，讓拿到紅包的小朋友和中獎

者均相當高興。 

 

在文藝節目表演之前是聚餐，與會者歡聚一堂，品嚐主辦單位提供的 20 多道美食，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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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間互道新年快樂，氣氛溫馨愉快。 

 

另外，目前在州長辦公室任職的廖客來 (Clyde Diao)，也在聯歡會中頒發 2010 年佛羅里達

州人口普查優秀組織獎狀給塔城華人協會，感謝大家去年的努力，促使佛州的人口普查

率從 63%升到 73%，增加 10%之多。 (吳天順 )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1665636/art icle-
%E5%A1%94%E5%9F%8E%E8%8F%AF%E5%8D%94%E6%8E%A8%E5%8B%95%E5%8F%83%E8%88%87%E
6%99%AE%E6%9F%A5-%E7%8D%B2%E7%8D%8E?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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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新春茶會 樂音悠揚 

記者俞曉菁邁阿密報導  

March 03, 2011 06:01 AM | 289 觀看次數  |   |  2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3 

在牟華瑋官邸綠草如茵的後院，與會者共同欣賞音樂演奏。（記者俞曉菁／攝影）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3 

駐邁台北經文處同仁和眷屬在處長牟華瑋（中）帶領下合唱。記者俞曉菁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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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3 /  3 

「新春茶會」中與會嘉賓合影。（記者俞曉菁／攝影）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日前舉行「新春茶會」，邀請佛州地區包括塔拉哈西、傑城、墨爾

本、天柏、奧蘭多，以及南佛州的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社團負責人與會共慶新春，同

時分享經文處近日和僑社及主流社會間的互動交流，並頒發證書給新任僑務榮譽職人員。 

 

經文處「新春茶會」在處長牟華瑋職務邸舍舉行，活動當天陽光普照，清風徐來，其屋

後的椰子樹隨著風速沙沙作響，搖曳生姿，滿園盎然綠意，充滿熱帶風情。經文處成員

從處長到秘書，不少人載著草帽子穿梭場地，極具英式作風。 

 

茶會中，經文處準備了相當豐盛的中式小點心、日本壽司捲，以及甜點和水果，僑務委

員葉國鈞、徐彩惠、楊喬生亦分別帶了水餃、銅鑼燒、麻薯、芋頭八寶飯，以及各式口

味的麵包與會，讓與會者品嚐豐盛的各式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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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與會者一同在充滿綠意的後院聆聽邁阿密大學台灣學生悠揚的音樂演奏，接著由

主持人僑務組長金志遠邀請當天活動主人牟華瑋處長致詞。 

 

牟華瑋首先表示到任後這是第一次歡迎這麼多人士至其家中，並表示這不光是他的家，

亦是台灣的家，祝與會者新年快樂。他並一一介紹了當天出席的僑社代表如僑務委員葉

國鈞、徐彩惠、楊喬生、廖柏虞，經文處所在地珊瑚閣市長 Don Slesnick 塔維斯市長

Robert Wolfe，以及台外交部知名外交官楊西昆和顧維鈞家屬等。 

 

由於今年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年，佛州僑界從元旦升旗開始，已舉辦了約廿場慶祝建

國百年的活動，牟華瑋表示其個人出席了 11 場如新年園遊會和經國先生百年紀念展等，

至於許多社團舉辦的活動如佛光山慶新春、慈濟感恩茶會、婦女會獎學金頒獎等他也有

幸與會，並一一對僑界人士和社團表示感謝。 

 

牟華瑋亦提及參與慈善組織糧食濟貧組織 (Food for the Poor)的活動，並對僑務委員徐彩

惠、都瑞爾華僑商會在慈善晚會中分別捐給海地民眾一幢房屋表示達謝意。 

 

遠從塔城趕來，被行政院陸委會選為北美洲 22 個傑出客家人之一並出書表揚的佛州僑務

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僑務委員葉國鈞、楊喬生、徐彩惠，以及珊瑚閣市長 Don Slesnick 亦

分別致詞祝與會者新年快樂，感謝大家為國家做事，同時推崇牟華瑋任職後的努力任事

等。 

 

致詞後頒發續聘和新任的僑務榮譽職人員，今年在僑務顧問部分續聘的為吳北才、楊亭

林、林芬芬、新任有黃哲雄，僑務促進委員續聘的為曾啟彰、郭萬來、李榮祖，新任的

有葛鴻遠、王雲福、謝東洋、錢開成、謝秀鳳、薛正凱、林青蓉、胡正石、葉美華等。 

 

頒發證書後，壓軸的經文處同仁音樂表演，先由謝妙宏組長的兒子黃國程、女兒黃鈺婷

表演吉他協奏曲 Aranjuez，接著在牟華瑋帶領下，由組長張水庸彈吉他、秘書黃菁鷹拉小

提琴，其他成果和眷屬合唱明天會更好、We are the world，並與與會者合唱充滿年味的

「恭喜、恭喜」，活動亦在歌唱中劃下圓滿句點。  

http: /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144832/art icle-
%E7%B6%93%E6%96%87%E8%99%95%E6%96%B0%E6%98%A5%E8%8C%B6%E6%9C%83-
%E6%A8%82%E9%9F%B3%E6%82%A0%E6%8F%9A?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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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慶新春 

【塔拉哈西訊】  

March 08, 2011 06:00 AM | 30 觀看次數  |   |  1  |   |   

 
塔城台美協會慶新春表演節目中，塔城中文學校提供的「繞口令」節目。表演者左起楊秀文、葛佳萁、吳啟瑞、張

哲瑋、王韞欣、張哲瑞、黃佑寧、許瓊芳、徐自立。（徐向榮提供）  

  

****************************************************************************************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大（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慶新春餐會，並在莫爾大禮堂

表演節目。來賓包括塔城社區學院副校長江斯頓（Robin C. Johnston）、CBS 地方電

視台周末新聞主編兼主播朴莉莎〈Lisa Park〉、以及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和

副處長胡琪斌等，與會者超過 400 多人。 

 

活動從下午 6 時開始，由塔城中文學校校長張有源主持，先用餐、然後欣賞表演，在節

目中並頒發獎學金和熱心服務獎，發出 105 個紅包給未成年的來賓，和抽出 31 個幸運

的來賓上台領獎包括中華民國建國百年的國旗圍巾等。 

 



45 
 

這次活動是用英語進行，多年下來幾乎一半來賓不懂中文，也吸收了許多主流社會的賢

達會員。塔城台美協會充分地推展國民外交和訓練出許多洋人唱台灣歌曲以及表演中華

的寓言和故事。例如洋學生們表演「茉莉花」、「鳳陽花鼓」、「聽媽媽的話」、「青

花磁」。 

 

其他節目有華人基督教會提供的「野地的花」和「我要向高山舉目」，領養亞洲子女家

庭協會的「后羿射日」，中文學校的「繞口令」，南方芭蕾舞學校〈Southern 

Academy of Ballet〉兩場法國芭蕾舞。壓軸節目是由 FSU 音樂系提供的「月亮代表我

的心」、「夜來香」、「夢幻的恆春小調」和「新春樂」。 

 

翌日早晨，牟華瑋和胡琪斌邀請台灣僑團和僑校負責人聚餐並且商討成立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慶祝活動塔城僑界籌備委員會。(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208650/art icle-
%E5%A1%94%E5%9F%8E%E5%8F%B0%E7%BE%8E%E5%8D%94%E6%9C%83%E6%85%B6%E6%96%B0%
E6%98%A5?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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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歡喜鬧元宵 

塔拉哈西訊  

March 12, 2011 06:00 AM | 109 觀看次數  |   |  2  |   |   

 
塔城中文學校學生展示燈籠。圖中左起：楊秀文老師、學生張哲瑋、黃利姍、葛佳萁、和吳啟瑞。(許瓊芳提供) 

  

 

*****************************************************************************************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州大「Bel lamy Bui lding」舉辦元宵節慶祝活動，師生、家長以及

前任校長老師們皆一同參加，十分熱鬧。  

資深教師張芳儀統籌各班老師指導學生製作農曆新年相關工藝，當日活動先由主持人介

紹元宵節由來與習俗揭開序幕，隨後各班老師帶領學生展示課堂上完成新年及元宵節相

關工藝品，包括剪紙藝術與別具創意的學生彩繪燈籠。  

每位學生同時從前校長黃錦混手中領到中文學校提供新年小紅包，以及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所致贈兔年吉祥燈籠。學生們領到後迫不及待與家長躍躍欲試組裝元宵燈籠，會場

內霎時鎂光燈四起，學生拿著象徵步步高升、「兔」飛猛進的紅包及剛完成的燈籠四處

和家長、老師們照相，現場好不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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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大家享用中文學校提供的美味茶點，元宵活動與農曆新年在一片笑聲與歡樂聊天聲

中圓滿結束。  

塔城中文學校目前為不隸屬任一僑團的獨立僑校，2005 年註冊為美國民間組織，並於張

有源校長任內向佛州州大租借教室上課。各班教師教學經驗豐富，中外家長與歷任橋校

組織成員皆鼎力支持、熱心參與各項課內外活動。  

塔城中文學校於每周日下午 1 點 30 分到 3 點 30 分上課，詳情可以電子郵件與 david. 

chang@hotmai l .com 聯絡。〈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317703/art icle-
%E5%A1%94%E5%9F%8E%E4%B8%AD%E6%A0%A1%E6%AD%A1%E5%96%9C%E9%AC%A7%E5%85%83%
E5%AE%B5?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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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薪傳聖火 佛州七代表與會 

佛州訊  

Apri l  07, 2011 06:02 AM | 37 觀看次數  |  0  |  0  |   |   

 
佛州僑界代表在檀香山「百齡薪傳」全球聖火首燃大會歡迎餐會中合影，(左起)吳天順、王雲福、何邱美郁、何廷

瑞、唐台湘、唐台寶及徐祖慈。(徐祖慈 /提供)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主辦的建國 100 年慶祝活動「百齡薪傳」全球聖火首燃大會，日前

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舉行，來自佛州的七位代表參加了為期兩天的歡迎餐會、聖火首燃

大會以及文化訪問團演出。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僑委會特別規畫「百齡薪傳」活動，希望透過象徵「自由、

民主、人權」理念的聖火，在 100 多個國家與城市傳遞，讓全世界共同見證中華民國一

個世紀以來的進步與發展。七名赴夏威夷與會的佛州僑界代表，包括來自邁阿密的僑務

促進委員王雲福、唐台寶和唐台湘、奧蘭多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和前會長徐祖

慈、塔拉哈西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和夫婿何廷瑞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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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餐會由于小潔、劉廣義主持，歐陳治凡帶領眾人演唱美中國歌後，中華民國僑委會

委員長吳英毅向駐檀香山台北經文處以及夏威夷僑胞致意，感謝大家付出，讓來自全球

僑胞賓至如歸。僑務委員楊泰瑛代表夏威夷僑胞歡迎客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除

了恭賀中華民國建國百年，並希望吳英毅回台後轉達華府高層對台灣政府捐助日本地震

的肯定。  

駐檀香山台北經文處處長章文樑特別向所有為此次活動付出努力的人士，以及僑界的大

力支持表達謝意。  

「百齡薪傳」聖火首燃大會，在國父孫中山先生創立興中會的所在地檀香山率先起跑，

以感念孫中山先生將中國帶入民主自由的時代。第一把聖火在檀香山聞名的「ALOHA 

Tower」廣場，由國父曾就讀的 Iolani 學校與 Punahou 學校兩位同學周知靜與 Crescent Chang ，

將象徵薪傳的聖火交給吳英毅在逾千來賓前點燃，眾人身穿印有「精采一百、百齡薪傳」

的白色 T 恤。  

佛州代表們從吳英毅手中接過象徵三民主義的三把聖火，分別帶回佛州北、中、南三地

進行傳遞，並且希望 10 月 9 日一同會師國父紀念館，再以分段傳遞方式，將聖火迎至台

北小巨蛋的四海同心聯歡大會現場，象徵生生不息、薪火相傳之意。  

 

ht 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673346/art icle%E7%99%BE%E9%BD%A1%E8%96%AA%E5%

82%B3%E8%81%96%E7%81%AB%E4%BD%9B%E5%B7%9E%E4%B8%83%E4%BB%A3%E8%A1%A8%E8%8

8%87%E6%9C%83-?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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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籌備委員會議新聞稿 

 

 

部分與會者並合照留念（背景長圖為革命元勳黃興之嫡孫黃紹強先生之近作） 

******************************************************************************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於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至六時在

檀香山舉行第二次全體籌備委員會議。來自美加各地的多位共同召集人及數十位籌備委員

齊聚一堂，交換意見，討論如何繼續在各地推動慶祝建國百年活動。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

英毅也特地在百忙中撥冗與會，與大家共襄盛舉。 

 

   當天會議由秘書長黃偉悌主持，副秘書長吳程遠負責記錄，首先通過會議議程。接

著由紐約的于金山、伍權碩，華府的謝天錫，西雅圖的孫樂瑜，芝加哥的區一平，明州的

蘇秉輝及金山灣區的吳睦野幾位共同召集人分別報告各地區的慶祝活動盛況，並預告日後

將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休士頓的劉秀美、丁方印，華府的王震華、陳惠青，多倫多的陳

蔭庭、陳禮宗，佛州的吳天順、何邱美郁，紐澤西的林映君、黃秀梅，亞利桑那州的王瑞

瑾、谷音及洛杉磯的吳程遠等也分別在會中表達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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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秘書長代替無法與會的財務長饒世永報告財務狀況，緊接著就有多位與會者或開

支票(ROC100)或掏現鈔，慷慨解囊加入本會並成為委員，捐款名單已刊登在本會部落格

http://roc100usa.blogspot.com。會議決定所捐款項，除將編輯紀念特刊外，餘款將捐助海

外僑生回台就學或在台設立清寒獎學金。  

http: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 .com/localnews/local_news_042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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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慶民國百年 4 月 13 日開跑 

塔拉哈西訊  

Apri l  12, 2011 06:00 AM | 25 觀看次數  |  0  |  0  |   |   

 
塔城「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日前成立。圖為部分成員。左起：黃錦混、張詠航、林義仁、張有

源、王雲程、何邱美郁、何廷瑞、吳天順。(張詠航提供) 

 **************************************************************************************** 

塔城僑界經過多次開會協商，日前成立「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並

宣布將於 13 日在 State Capitol Bui ld ing 舉辦慶祝活動。  

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及夫婿何廷瑞、佛州農機大學和佛州州立

大學的工學院院長陳景仁及夫人陳瑞滿、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北佛州中華會館會長林

義仁、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塔城中文學校校長張有源、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

會長張詠航、王雲程、楊嬿璇、黃明琇，以及簡秀安等。  

首項慶祝活動，是和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合辦，4 月 13 日下午 5 時至下午 8 時，

包下塔城的最高建築 State Capitol Bui ld ing 頂樓，合辦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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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表示，目前正逢佛州參眾兩議會如火如荼地在審查預算和開會，希望能邀請到佛

州各地來塔城開會的議員們，屆時參加此項慶祝建國百年的活動。  

慶祝活動以酒會方式進行，將展示 60 多幅中華民國的歷史相片，佛州州立大學音樂系師

生們並將演奏台灣民謠。  

請帖已分別送到政府官員、學校人士、法官、議會代表等主流人士、和塔城僑胞。駐邁

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處長牟華瑋和同仁，都將與會。  

詳情可洽詢何邱美郁 (850)644-1508、林義仁 (850) 807-0504 或黃錦混(850)443-1613。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748938/art icle-
%E5%A1%94%E5%9F%8E%E6%85%B6%E6%B0%91%E5%9C%8B%E7%99%BE%E5%B9%B44%E6%9C%881
3%E6%97%A5%E9%96%8B%E8%B7%91?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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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龍舟節來賓雲集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pri l  14, 2011 06:02 AM | 282 觀看次數  |  0  |  3  |   |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1 /  3 

第九屆中佛州龍舟節開幕典禮，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等高舉『百齡薪傳聖火火炬』，回應與會來賓慶祝中

華民國建國百年的祝福。圖中左起：華商總會會長陳建國、徐祖慈、僑委廖柏虞、牟華瑋、徐彩惠與楊喬生。(記者

陳文迪 /攝影)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2 /  3 

第九屆中佛州龍舟節開幕典禮來賓雲集，熱鬧非凡。(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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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圖片  3 /  3 

第九屆中佛州龍舟節活動「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年煙火秀」火樹銀花璀璨亮麗的煙花盛景之一。(記者陳文迪 /攝影) 

 

******************************************************************************************************************* 

第九屆中佛州龍舟節日前在塔維斯(Tavares)市府對面武敦公園舉行，當晚還舉行「慶祝中

華民國建國百年煙火秀」，塔維斯夜空火樹銀花，璀璨絢麗。  

龍舟節開幕儀式來賓雲集，塔維斯市長伍爾夫 (Robert Wolfe)率議員葛蘭諾 (Bob Grenier)、

史密斯 (Kirby Smith)及蓋博 (Sandy Gamble)出席，歡迎各界嘉賓；塔維斯市屬湖地郡，又為

湖郡郡府所在，五位湖郡議員康洛 (Jimmy Conner)、勘萍 (Lesl ie Campione)、凱維爾 (Welton 

Cadwel l )、希爾 (Jenni fer Hi l l )、派克斯 (Sean Parks)等全部與會，並由康洛代表致詞。另外，

湖郡法官、橘郡前郡長克勞第 (Richard Crot ty)、現任佛州參議員梅士 (Larry Metz)及前佛州

參議員貝克 (Carey Baker)均出席並致詞。  

華裔來賓有駐邁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副處長胡琪斌、僑務組長金志遠、僑務委員徐彩

惠、楊喬生、廖柏虞、前珊瑚泉中文學校校長劉王民玉、前佛州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

僑務顧問、華商總會會長陳建國與奇士美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廖唯志及慈濟奧蘭多聯絡

處委員詹翠華等。  

第九屆中佛州龍舟節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年，當晚的主持人、名律師葛瑞夫 (Mike Grave)

代表祝賀中華民國百歲生日快樂，他稱讚龍舟賽為塔維斯帶來好運。從龍舟賽開辦以來，

駐邁台北經文處與僑界佛州華商總會、僑務委員廖柏虞等一直都是最佳夥伴，一起見證

龍舟賽的成長和塔維斯市的繁榮。目前塔維斯已成為美國境內少數水上飛機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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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龍舟成為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中佛州龍舟賽亦成為國內盛事，讓塔維斯聲名在

外，去年更與台灣新店市結為姊妹市。  

伍爾夫市長在致詞中分享他訪問台灣、參觀世界花博與新店結盟等難忘經歷，期待雙方

未來在經貿、教育文化等方面多元交流，並邀請大家一起到台灣作客；州議員梅士、貝

克等則分享他們在塔維斯成長的故事。  

牟華瑋在致詞中感謝各界共慶中華民國百年的友誼，表示很榮幸參與籌辦龍舟賽，並介

紹當年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播下民主火種，讓民主

花朵在亞洲遍地開放。他並與徐祖慈帶來接續自檀香山的「百齡薪傳」聖火火炬，表示

火炬象徵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華人先賢的追尋與美國精神相同，都是為全人類的

和平福祉努力。  

牟華瑋表示，很高興能與美麗的塔維斯市合作交流，並代表台灣政府歡迎新店姊妹市的

朋友們訪問台灣。熱情的塔維斯市民和與會嘉賓不時以掌聲和生日快樂的歡呼回應他的

講話，氣氛溫馨熱鬧。  

接著，由牟華瑋和伍爾夫為龍舟賽的祥瑞獅群點睛，正式宣布龍舟節開鑼；隨後為參賽

龍舟隊的比賽，並有餘興節目，數十隊龍舟隊選手們或舞蹈、歌唱及歡呼，各自施展渾

身解數，情緒高昂。來自天柏灣區的太鼓隊、夏威夷草裙舞隊和中佛州的功夫武術團體

分別展示技藝。  

壓軸的「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周年煙火秀」，由經文處及徐彩惠、廖柏虞、陳建國等贊

助，在武敦公園的湖心施放。由「百齡薪傳」聖火點燃，將近 30 分鐘的璀璨煙花照亮夜

空，塔維斯市民扶老攜幼觀賞煙火，一片歡欣。  

當晚 9 號電視台 WFTV(ABC)、35 號 (Fox)電視台及湖郡社區電視台均轉播煙火盛況，並播出

牟華瑋專訪，分享中華民國建國百年的喜悅以及台灣經濟發展現況等。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782396/art icle-
%E4%B8%AD%E4%BD%9B%E5%B7%9E%E9%BE%8D%E8%88%9F%E7%AF%80%E4%BE%86%E8%B3%93
%E9%9B%B2%E9%9B%86?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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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行 7 萬人觀賞 

佛州塔拉哈西訊  

Apri l  21, 2011 06:01 AM | 85 觀看次數  |  0  |  1  |   |   

 
 

參與塔城之春大遊行的「塔城亞洲協會」部分會員們，在遊行結束後合影留念。(Phil ip Shoemaker 提供) 

 

*******************************************************************************************************************  
 

塔拉哈西第 43 屆「塔城之春」 (Springt ime Tal lahassee Parade)大遊行，日前在塔城南北主道

門羅街 (Monroe Street )舉行，亞裔隊伍表現突出，台灣代表吳天順手持自夏威夷一路傳遞

過來的中華民國「百齡薪傳」聖火參與遊行，引人注目。該年度遊行號稱是美國東南區

最大的遊行活動，吸引超過 7 萬民眾觀賞，場面熱鬧。  

今年共有 120 多個團隊參加「塔城之春」遊行活動，包括樂隊、花車、徒步隊伍、警車、

消防車、救護車，以及反映佛州歷史傳統的南方美女花車、海盜船等，還有不同族裔代

表組成各具特色的遊行隊伍。  

今年比較特殊的是佛羅里達州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 t )親自擔任遊行總指揮官，並與夫人

牽手走完 1.1 哩全程，沿途接受民眾歡呼，也有民眾持解僱單 "Pink Sl ip Rick"的標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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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州長預算政策的不滿。不過史考特似乎並不介意，反而表示很高興有機會參加「塔城

之春」大遊行，親自體驗塔城豐富的多元文化。  

「塔城亞洲協會」亦參與遊行，由中國、日本、菲律賓、泰國、印度等族裔居民組成隊

伍，在「塔城亞洲協會」旗幟下有 10 面代表亞洲各國的國旗。已連續八次參與遊行的佛

州中華學人學會會長、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特別情商一位菲律賓少女手持中華民國國

旗走在旗隊中。吳天順是唯一來自台灣的代表，他手持自夏威夷一路傳遞而來的中華民

國「百齡薪傳」聖火參與遊行。這次亞裔隊伍在遊行中表現突出，廣受民眾歡迎。  

「塔城之春」遊行從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遊行隊伍從 Monroe Street 和 Thomasvi l le Road 交叉

口，沿著 Monroe Street 往南走，經過州府建築 (Flor ida Capitol Bui ld ings)後在 Gaines Street 結束。  

參與遊行的隊伍準時依排列次序進場，遊行路線道路兩旁擠滿觀看遊行的民眾，以鼓掌、

歡呼聲為心儀隊伍打氣，現場氣氛相當熱鬧，整個遊行活動一直進行到中午 12 時才圓滿

落幕。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2871584/art icle-
%E5%A1%94%E5%9F%8E%E4%B9%8B%E6%98%A5%E5%A4%A7%E9%81%8A%E8%A1%8C-
7%E8%90%AC%E4%BA%BA%E8%A7%80%E8%B3%9E?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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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地新聞 

 

瀏覽路徑：首頁 最新消息 駐地新聞 
 

華裔優秀青年吳啟瑋報導 
張貼日期：2011/4/19 

 
 

塔拉哈西民主報(Tallahassee Democrat)4月 11日在該報刊載我華裔青年吳啟瑋(Chi-Valry Wu)，今年獲

選為 Leon郡最佳領導和傑出社區服務獎。吳啓瑋， 是一位融合美國和亞洲文化下家庭成長

的青年，從小在美國長大，父母為台灣人。他受到藝術科學學校老師的教導和幫忙，使他

克服了過動症，更獲得美國排名第一的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大學許可研讀理工科學位。他也

是 National Honor Society的成員，還有地區大眾服務宣言比賽的優勝者。該報導稱吳同學最大的

優點是能虛心包容各種不同的意見知識、努力認真專注於所學所好、和發現科學藝術之美。

該報並讚許吳啓瑋是一個在美國文化下成長的台灣優秀青年典範。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mia/ct.asp?xItem=194631&ctNode=2855&m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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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薪傳」塔城歡慶最高點 
塔拉哈西訊  

May 07, 2011 06:02 AM | 133 次 | 0  | 1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 (左)，把中華民國「百齡薪傳」聖火傳到佛州眾議院多數黨領袖 Carlos Lopez-Cantera(右)手中。(圖由 Philip 

Shoemaker提供) 

  

 
塔城「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日前包下塔城最高建築 State Capitol Building 頂樓，

舉辦慶祝「建國百年」活動，吸引不少中外人士與會。籌備委員會邀請到佛州眾議院多數黨

領袖 Carlos Lopez- Cantera，從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手中接下中華民國「百齡薪傳」聖火，

以示歡慶。  

慶祝活動以酒會方式進行，展示 60幅中華民國的歷史相片，和欣賞佛州州立大學音樂系師生

們演奏台灣民謠。  

節目由塔城中文學校校長張有源主持，佛州州立大學音樂系師生帶領眾人演唱美中國歌後，

何邱美郁代表塔城僑胞歡迎客人，牟華瑋致詞賀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年並重申中華民國有意

義參與國際組織包括聯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航組織」 (ICAO)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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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以及請與會人士支持台灣海峽兩岸關係改善之努力包括簽署台灣海峽兩岸經濟合作

協議 (ECFA)等。  

佛羅里達州前州長 Wayne Mixson恭賀中華民國建國百年，佛州州立大學音樂系師生們演奏台灣

民謠，來賓自由交流、享用精美點心和飲料、觀看中華民國的歷史相片、舉著塔城聖火拍照

留念，北佛州中華會館會長林義仁在現場贈送由林芸女士精心做的「建國百年別針」，佛羅

里達州州長辦公室掌管公立大學的主管 Frank T. Brogan特別在切建國百年生日蛋糕前暢談他和台

灣互動的經驗。  

活動與會嘉賓還包括有州長辦公室國際事務主任 Ed Miyagishima、美國眾議員 Steve Southerland辦公

室主任 Jonathan H. Hayes、佛羅里達州州眾議員 Judy Glorioso、Larry Ahern、Rich" Glorioso、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經文處副處長胡琪斌、組長莊信凱，和許多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工商團體、社會活

動人士約 200多人。  

活動翌日佛羅里達州州眾議會通過「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年決議案」，除致賀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週年外，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包括聯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航

組織」(ICAO)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以及支持台灣海峽兩岸關係改善之努力包括

簽署台灣海峽兩岸經濟合作協議 (ECFA)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3163844/article-
%E3%80%8C%E7%99%BE%E9%BD%A1%E8%96%AA%E5%82%B3%E3%80%8D%E5%A1%94%E5%9F%8E%E6%AD%A1%
E6%85%B6%E6%9C%80%E9%AB%98%E9%BB%9E?instance=gafl1  
 
 

 
 

中華民國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左)、美國眾議員 Steve Southerland 辦公室主任 Jonathan H. Hayes(中)  、和佛羅里達州前州長

Wayne Mixson(右)相見歡並話家常。【Phil ip Shoemake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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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慶祝亞太傳統月 
 

塔拉哈西訊  
May 14, 2011 06:00 AM | 39 次 | 0  | 0  |  |  

 

 
佛羅里達州州議會和前州長克里斯特 (Charlie Crist)特別於 2009 年立法指定每年 5 月為「佛州

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現任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將循往例於 5 月 26 日 (星期四)晚間 6 時

至 7 時 30 分，在其官邸舉辦慶祝活動並宣讀慶祝文件。  

慶祝文件內容指出，佛羅里達居民代表的不同文化與傳統，豐富了本州的結構和基礎；亞太

裔美國人是佛羅里達州內增長最快的少數族裔之一、使用不同的語言、尊重傳統、具不同的

信念，而仍強烈地團結在維護的共同信念中；具有豐富歷史、語言和文化的亞太裔美國人支

持美國的共同經驗，並在社會上獲得許多商業、政治、教育、社區服務、藝術、和科學等領

域中優秀的成就。  

為了表彰亞太裔美國人的成就和貢獻，佛羅里達州各地的亞太裔美國人會在 5 月期間均會舉

辦多樣的文化、藝術、教育，以及社區活動來慶祝亞太裔傳統月。(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3271790/art ic le-
%E5%B7%9E%E9%95%B7%E6%85%B6%E7%A5%9D%E4%BA%9E%E5%A4%AA%E5%82%B3%E7%B5%B1%
E6%9C%88?instance=wjf l  



69 
 

奧蘭多浴佛 千人霑法喜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y 17, 2011 06:00 AM | 16 次 | 0  | 0  |  |  

 
圖片 1 / 2 

佛光山光明寺與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舉辦佛誕節浴佛法會暨園遊會，圖為與會貴賓在浴佛法會禮成後到浴佛壇浴佛並合影。(記者陳文

迪/攝影) 
 

 

 
圖片 2 / 2 

佛光山光明寺與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日前舉辦慶祝 2011 年佛誕節浴佛法會暨園遊會，慶祝佛誕節特別搭建的浴佛壇，香花環繞，瀑布

流泉，小太子及九龍吐水的造景，獨特莊嚴。(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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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光明寺、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 5 月 15 日舉行慶祝佛誕節浴佛法會暨園遊會，吸引數千

中外來賓與會，熱鬧共享文化盛宴。  

今年的佛誕節慶典內容豐富多元，除浴佛法會外，還有日本花藝展、龍之傳奇，及各族裔文

化藝術饗宴，精美素食點心園遊會，並設有義診和愛心捐血等等，精彩文化表演穿插獎品豐

盛的摸彩抽獎活動，從上午到下午人潮不斷。  

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橘郡郡長 Teresa Jacobs 及議員 Jennifer Thompson，奧蘭多市長岱爾

Budy Dyer 及議員 Phil Diamond 等均頒發賀函，以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等均頒發賀函

祝賀佛誕節，肯定佛光山光明寺致力社區耕耘，以教育文化等活動豐富社區民眾生活內涵，

幫助社會穩定發展。  

當天貴賓雲集，包括橘郡議員 Lui Damiani 及前議員 Linda Stewart、管理扶輪社 48 個分社的

中佛州區總監 Charlie Rand 奧蘭多東區社長 Lawrence Philip 及前區總監 Joann Beck、塔維斯市

長 Robert Wolfe ，日本花藝大師 Dr. Ricardo Carrasco、駐邁經文處僑務組長金志遠、僑務委

員廖柏虞，以及本地和外地多位社團代表均與會。  

浴佛法會典禮莊嚴，由潘明安醫師及田麗園擔任司儀，中佛州地區四位泰國、緬甸道場師父，

北卡佛光山道常、如燈法師，邁阿密妙華法師與光明寺的覺凡、覺嚴、永康法師等一起領眾

祝禱，並誦念星雲大師所寫的祈願文，為世界祈福。  

由佛光會男女會員、英文佛學班成員、光明學苑中文班兒童等組成的隊伍，分別列隊燈供養

燭香花果等，儀式莊嚴。覺凡法師並為大眾開釋，她說浴佛真義，在洗滌自我心靈，提醒與

會者時時刻刻保持身心清淨，啟發內心的慈悲與智慧。  

Robert Wolfe、金志遠及藍德均分別致詞讚揚佛光山及佛光會為社區的貢獻及在文化推廣上的

成就。  

藍德表示，擁有百萬會員的國際佛光會與 125 萬會員的扶輪社宗旨類似，都以無私精神奉獻，

可以互相交流學習。橘郡第三區議員 Lui Damiani 則代表宣讀郡長 Teresa Jacob 頒發的褒揚狀，

由覺凡法師代表接受。國際佛光會會長劉廣然則代表大會感謝各界的支持，圓滿活動，並分

享許多感人的熱心義工花絮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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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法會在佛光青年表演的和諧首與歌舞帶動唱後禮成，並由龍之傳奇的獻瑞祥獅接引大眾

到室外的浴佛壇浴佛，並由覺凡法師敲響平安鑼，開始素齋園遊會。  

主辦單位今年特別搭建的浴佛壇，香花環繞，有瀑布流泉及小太子和九龍吐水造景，在暑氣

下更顯清涼，中外人士，不分男女老少都虔誠許願浴佛，也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獵艷。  

以佛陀的一生為主題的日本花藝展在三樓同步進行，從小太子誕生到佛陀涅槃的大幅圖畫，

配著大型典雅的花藝創作，相當可觀；當天下午亦安排有茶藝分享。  

文化大匯演於下午 1 時許開始，由劉翠玉、鄧志安主持，穿插抽獎。超級可愛無敵的三太子

人偶首先登潮飆舞，掀起高潮，接著市龍之傳奇的肩上芭蕾、呼拉圈等雜技節目，隨後還有

光唱遊、長青社的排舞等，近 20 個節目，豐富熱鬧。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3299974/article%E5%A5%A7%E8%98%AD%E5%A4%9A%E6%B5%B4%E4%BD%
9B-%E5%8D%83%E4%BA%BA%E9%9C%91%E6%B3%95%E5%96%9C?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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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光明寺慶佛誕 千人浴佛 

100/05/20 

 

 

圖說：橘縣議員 Lui Damiani 代表郡長頒發宣言，並宣布 5 月 15 日為橘縣佛誕日 人間社記者 林香吟 攝 

 

****************************************************************************** 

 

【人間社記者釋心恭 奧蘭多報導】光明寺於 5 月 15 日慶祝佛誕節舉行浴佛法會，與會貴賓有

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金志遠、佛州僑務委員廖伯虞、橘縣議員 Lui Damiani 及前義

員 Linda Stewart、緬甸友寺(Wat Navaram Buddhist Temple) Ven. Boonchuay Tongtae 等 4 位比

丘、扶輪社中佛州區總監 Attoney Charlie Rand、華商總會長 David Chen、中華學人協會會長

吳天順、龍之傳奇總裁湯賢美等 30 位蒞臨。  

 

法會開始各組獻供人員以虔誠心呈獻香、花、燈、果、寶，青年團也以英文「和諧」樂供養，

覺凡法師帶領諸位貴賓至佛前誦經祈願祝禱，播放大師〈佛誕節祈願文〉、Lui Damiani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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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頒發宣言，並宣布 5 月 15 日為橘縣佛誕日。  

 

祥獅獻瑞後，覺凡法師引導貴賓浴佛，開鑼後園遊會正式開始，各攤位早已大排長龍，品嘗

美味的台灣小吃、各國文化美食。今年浴佛亭布置九龍吐水，吸引很多中外人士前來浴佛祈

福，及各媒體拍攝報導。尤其 3 樓八相成道圖加上與奧蘭多日本池坊流協會之合作，將佛陀

誕生、修道至涅槃之過程，以日本花道藝術展現，讓大眾頻頻讚賞。  

 

下午之茶道、中醫義診及文化藝術饗宴和摸彩節目，尤其後者更是奧蘭多地區人士期待的年

度活動，今年特別請到電音三太子、龍之傳奇特技、日本太鼓、印度傳統舞蹈、長青社長者

舞蹈、週日兒童班手語表演，加上豐富獎品 iPad 2、42 吋 HDTV 電視、手提電腦等大獎，吸

引前來欣賞節目和期望中獎的人潮，將整個大殿擠的水洩不通，熱鬧、歡喜氣氛充滿。當地

報社 Orlando Sentinel 等記者皆來採訪，邁阿密道場妙華法師亦帶領近 60 名信眾前來共襄盛

舉。全天超過 1,500 多人與會。 

 

 

 
 

http://www.fgs.org.tw/news/news_content.aspx?news_no=201105200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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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lg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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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 
佛州塔拉哈西訊  

June 02, 2011 06:01 AM | 65 次 | 0  | 0  |  |  

 
 

圖片 1 / 2  參加第三屆慶祝亞太傳統月活動的部分人士與州長史考特合影。(徐向榮提供) 
 

 
 

圖片 2 / 2  前美國勞工部長趙小蘭應邀在佛州州長官邸慶祝「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活動中任主講人。(徐向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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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羅里達州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日前在官邸舉辦第三屆「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

慶祝活動，邀請來自佛州各地的 300 多位亞太裔共襄盛舉，並邀請前美國勞工部長趙小蘭

任主講人。  

佛州州議會和前州長克里斯特 (Charlie Crist) 於 2009 年立法指定每年 5 月為「佛州亞太裔

美國人傳統月」，現任州長史考特循往例於 5 月 26 日晚間 6 時至 7 時 30 分，在官邸舉辦

慶祝活動並宣讀賀詞。  

賀詞指出，佛州居民代表的不同文化與傳統，豐富了佛州的結構和基礎；亞太裔美國人是

佛州增長最快的少數族裔之一，使用不同的語言、尊重傳統，雖然各自的宗教信仰不同，

仍強烈團結在共同信念中。亞太裔具有豐富的歷史、語言和文化，獲得許多商業、政治、

教育、社區服務、藝術和科學等領域的優秀成就。  

慶祝活動由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來（Clyde Diao）籌畫，邀請來自佛州各地 300 多位亞

太裔美國人共襄盛舉，中佛州和南佛州與會者更包了兩輛遊覽車來參加活動。  

與會者包括何廷瑞及何邱美郁夫婦、黃錦混和女兒黃立姍、吳天順及徐淑寧夫婦率兒子吳

啟瑋和吳啟瑞、李子方、盧俊偉、徐向榮、葉明、唐玉青、張遠和女兒張翼飛與張天藝、

許強、劉南和鄧海瓊夫婦、徐祖慈、周曼宜、劉程驥、葉美華、趙銳、鄧詠嫻，以及吳國

練等 100 多人。  

今年活動由於人數增加，改在室外舉辦。州長史考特發表簡短演說歡迎大家，並和部分客

人合影，吳天順及徐淑寧夫婦向州長介紹全美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並將 5 月

14 日世報刊出的州長慶祝「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的中譯本剪報交史考特紀念。  

吳天順和徐祖慈並向史考特介紹，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將於今年 9 月主辦三個活動，包括佛

州和台灣高等學校研討會、第 22 屆佛州中華學人年會和環太平洋環境與水資源研討會。  

當天活動還欣賞了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的表演節目，包括舞龍、古箏演奏、小提琴演奏、

菲律賓舞蹈和泰國舞蹈等。  

今年活動最特殊的是史考特邀請前勞工部長趙小蘭當主講人。趙小蘭提到她在台灣出生，

8 歲隨父母舉家移民美國。初到美國一個英文單字也不會。1975 年，她以四年全 A 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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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成績畢業於曼荷蓮女子學院。1979 年取得哈佛大學企業管理碩士學位，並榮膺畢業生

代表。  

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來在致詞時，特別感謝史考特在官邸舉辦慶祝活動，並稱讚州長打

破玻璃天花板的極限，任命佛州第一位亞太裔 Anant Prasad 為交通廳長。(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3520988/article-
%E4%BD%9B%E5%B7%9E%E4%BA%9E%E5%A4%AA%E8%A3%94%E7%BE%8E%E5%9C%8B%E4%BA%BA%E5%82%B3%
E7%B5%B1%E6%9C%88?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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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瑋 塔城亞美之光 
佛州塔拉哈西訊  

June 07, 2011 06:00 AM | 167 次 | 0  | 2  |  |  
 

 
 

圖片 1 / 2  吳啟瑋獲得第六屆塔城里昂郡新聞獎。(圖由 Phil Sears 提供) 

 

 
 

圖片 2 / 2  Godby 高中參加佛羅里達州學生科技社團聯合會代表團。吳啟瑋 (前排左三)、同學 Michael Winner(前排左四)、指導老師

Chuck Kilbourn(後排左三)。(圖由 Chuck Kilbour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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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應屆高中畢業生吳啟瑋 (Chi-Valry Wu)，今年獲選為塔城里昂郡(Leon County)最佳領導和

傑出社區服務獎，他同時亦獲得該郡第六屆 World Class Schools of Leon County Best & 

Brightest Awards 的新聞獎，和佛州 On Demand Video 冠軍。 

 

塔城民主報(Tallahassee Democrat)日前在該報首頁刊載他得獎的新聞，並以專頁做特別報導，

稱其最大的優點是能虛心包容各種不同的意見知識、努力認真專注於所學所好、和發現科學

藝術之美，融合美國和亞洲文化，是在美國文化下成長的優秀亞裔青年典範。  

吳啟瑋下在美國出生、長大，父母吳天順、徐淑玲來自台灣。他受到藝術科學學校 (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老師的教導和幫忙，和主要靠自己克服了「注意力不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及「注意力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簡稱 ADD）。  

吳啟瑋五歲上公立學校不久，家長就接到學校通知，指他是「過動兒」，需要吃藥控制。但

是啟瑋的家庭醫生並不完全同意，也提出一些不同的看法。最後父母沒有選擇和學校合作讓

醫生開「利他能」（Ritalin）服用。老師經常處罰他，總是認為啟瑋不夠努力或懶惰。經過

一年的折磨，老師還認為他該留級。  

母親徐淑玲當時經過多方打聽，得知有一所即將新成立的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 藝術科學

學校，啟瑋很快就被接受了，因為他是唯一的亞裔學生。  

這所藝術科學學校由教育專業人員、學生家長和社區領導人創建，並有了解過動症的老師和

專業人員，讓啟瑋在一至八年級，在免於被處罰的快樂時光中，漸漸地改進些所謂過動的症

狀的缺點，例如：容易分心、衝動、靜不下來、做事易拖延、記性極差、讀寫困難、缺乏組

織能力、解讀社交訊息能力較差、表現時好時壞。  

而在同時，他也有機會發展所謂過動症狀的優點：具高度創造力、特立獨行、思考不隨俗、

獨特的人生觀和與眾不同的幽默感、對理想抱持驚人的堅持度和毅力、直覺非常強。  

啟瑋中學畢業後，同時被不同學區的兩所有磁性計劃 (magnet program)的高中錄取。一所為有

悠久歷史的「國際學士學位證書」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磁性計劃，另一所為剛成立

的「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磁性計劃。他選擇了後者，又重回到公立學校 

(Godby High School)繼續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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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碌的四年高中生活多采多姿，校內生活除了課業和運動以外，也擔任「學生科技社團」

(Technology Student Association)主席。校外活動包括到中文學校、台美協會、亞洲協會、華

人協會等參加活動和當義工。  

目前吳啟瑋已收到美國太空工程大學部排名第一的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入學許可，並將

和同學 Michael Winner 隨其資訊科技老師 Chuck Kilbourn，於 6 月 21-25 日代表佛羅里達州，

到德州達拉斯市參加 2011 全國學生科技社團聯合會 (2011 National TSA Conference)的 On 

Demand Video 比賽。他們將編寫或拍攝現場會議期間的事件，然後編輯成 60 秒的新聞報導

來參加比賽。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3886708/article-%E5%90%B3%E5%95%9F%E7%91%8B-
%E5%A1%94%E5%9F%8E%E4%BA%9E%E7%BE%8E%E4%B9%8B%E5%85%89?instance=wjfl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hof/13886708/article-%E5%90%B3%E5%95%9F%E7%91%8B-
%E5%A1%94%E5%9F%8E%E4%BA%9E%E7%BE%8E%E4%B9%8B%E5%85%89?instance=hof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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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業 奧蘭多取經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25, 2011 06:03 AM | 67 次 | 0  | 1  |  |  

 
 

圖片 1 / 2  台灣觀光菁英美國迪士尼學院訓練團，日前到奧蘭多受訓、參訪。(吳忠宏提供) 

 

 
 

圖片 2 / 2  佛州僑界人士探望來奧參訪的台灣觀光菁英美國迪士尼學院訓練團。左起：中佛大教授周禮、佛州理工學院系主任許培鋒、

奧蘭多觀光局華裔董事徐祖慈、代表團團長吳忠宏與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夫婦。(吳忠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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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通部觀光局甄選的「2011 年台灣觀光菁英美國迪士尼學院訓練團」，日前到奧蘭

多參訪，作為期八天的研習，並拜會奧蘭多觀光局，就交流國際觀光事業之發展進行交流。  

「2011 年台灣觀光菁英美國迪士尼學院訓練團」由團長吳忠宏博士領隊，吳忠宏為國立

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20 位成員均為旅行、旅館、觀光

旅館、觀光遊樂業等之現職從業人員及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之現任專任教師。  

其代表的機構包括：中國文化大學觀光系、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理系、遠雄海洋公

園、八大森林樂園、烏來觀光事業公司；小叮噹科學遊樂區、泰雅渡假村、頑皮世界、六

福村遊樂園；劍湖山世界、月眉國際開發、台北喜來登大飯店、香格里拉台北遠東國際大

飯店、日勝生加賀屋、雄獅旅行社等。  

今年的研習營在迪士尼園區的科洛納多泉休閒中心(Coronado Springs Resort)舉行，主題為

品牌忠誠度（Brand Loyalty）及創意激發（Inspiring Creativity）。在八天的活動中，迪士

尼學院(Disney Institute)派遣專業人員擔任講師，並由專家主持講座，分享迪士尼經營管

理上的心得與經驗。課程緊湊，之後安排團員到奧蘭多園區參訪，實際體驗。  

團員亦拜會了奧蘭多觀光局，該部門全球發展資深主任 Nancy Hahn Bono 為代表團作解說，

她也邀請華裔董事徐祖慈作說明和補充，讓代表團瞭解該局如何為當地觀光休閒產業做行

銷，以及其執行的策略與方式。  

吳忠宏表示，此次是觀光局第二年甄選觀光菁英前來美國迪士尼參與訓練，以提升台灣接

待外國旅客服務品質及觀光產業之國際競爭力。甄選是依學歷、經歷、語言能力、工作潛

能、出國計畫書等為評分依據。  

他表示，透過與迪士尼的研習與參訪，相信將有助於台灣觀光產業的專業管理與國際交流，

整體競爭力亦能提升。  

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奧蘭多觀光局華裔代表徐祖慈協助接待代表團，佛州理工學院系主

任許培鋒、中佛大教授周禮等亦分別探訪，交流甚歡。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4473390/article%E5%8F%B0%E7%81%A3%E8%A7%80%E5%85%89%E6%A5%A
D-%E5%A5%A7%E8%98%AD%E5%A4%9A%E5%8F%96%E7%B6%93?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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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慈建築公司獲 5 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30, 2011 06:02 AM | 710 次 | 0  | 1  |  |  

 
 

圖片 1 / 5  徐祖慈建築公司獲美國建築工會奧蘭多分會頒發 2011 年優秀設計五項大獎，圖為徐祖慈（左一）與其他得獎人在晚宴中合

影。（James Coffin/提供） 

 

 
 

圖片 2 / 5  徐祖慈建築公司獲得優秀設計五項大獎。圖為獲榮譽獎的安麗運動中心。（James Coffi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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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5  脊水高中（Edgewater_High_School）獲榮譽獎。 

 
 

 
 

圖片 4 / 5  安麗中心蓋客停車場（Geico_Parking_Garage）獲最有價值獎。（James Coffi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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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 5  瓦蘭西亞學院大學中心(Valencia College s University Center)獲得榮譽獎，並同時獲得最佳能源效用設計類的最有價值獎。

（James Coffin/提供） 

 

*******************************************************************************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創辦的徐祖慈建築公司，日前獲美國建築工會奧蘭多分會頒發五個獎項，

包括三個榮譽獎及兩個最有價值獎，為他的常勝將軍紀錄再添佳績。該獎在奧蘭多鄉村俱

樂部舉辦的 2011 優秀設計獎(The 2011 Awards for Design Excellence Gala)晚宴中頒發。  

三個獲得榮譽獎的項目包括安麗運動中心(The Amway Center)、脊水高中(Edgewater High 

School)及瓦蘭西亞學院的大學中心。該公司設計的瓦蘭西亞學院大學中心，同時獲得最

佳能源效用設計類的最有價值獎，另一項最有價值獎為安麗中心蓋客停車場。 安麗中心

工程是由三個建築公司合作完成，包括領導設計公司、學組慈建築公司以及貝克貝瑞歐氏

建築公司。  

其中脊水高中是奧蘭多創校最久的老校之一，徐祖慈建築公司獲橘郡學校委員會授權重建

及改建工程，新完成的現代化校舍建築融合科技及人性空間和環保綠化，被譽為橘郡的模

範工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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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蘭西亞學院的大學中心坐落在西區校園，與中佛大合用的建築美觀實用，強調能源效益

及永續，讓該中心成為適應學生各種訓練需要的實驗教室，也是該學院的地標之一。  

徐祖慈表示，很榮幸能夠同時得到幾項大獎，他歸功於團隊努力。他說，公司全體員工都

很興奮，他們努力用心的工作成果獲得肯定，也很驕傲這些建築將可為社區提供長久服務。  

徐祖慈建築公司曾獲美國建築工會佛州協會頒發年度最佳公司獎，該公司專注於教育、政

府、交通運輸及多元發展方面的建築和設計，從城鄉都會整體規劃、建築到內部設計等。

公司網址為 www.cthsu.com。  

該公司為橘郡脊水高中及飛利浦博士高中兩校提供重建及改建工程，已完成的工程部分，

均獲表揚為模範校舍。目前脊水高中已竣工，飛利浦高中部分工程仍在進行中。  

除了兩所高中工程外，徐祖慈亦獲橘郡公立學校指定為奧蘭多郊區的小河小學重整計畫提

供改善校舍建築及校園現代化的工程，整個預算超過 1200 萬元的工程包括：更新舊有教

室、核心建築及機械工程和儲藏等，總面積達 12 萬 5000 餘平方尺，重整規劃則包括學校

管理大樓、餐廳、廚房、媒體中心、藝術、科學、實驗室和教室等超過 9 萬平方呎。  

新完成的現代化校園建築將可容納 650 位學生，工程預計於 2012 年 6 月完成。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4520364/article%E5%BE%90%E7%A5%96%E6%85%88%E5%BB%BA%E7%AF%
89%E5%85%AC%E5%8F%B8%E7%8D%B25%E7%8D%8E?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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糖尿病協會健康講座受歡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ly 02, 2011 06:00 AM | 314 次 | 0  | 1  |  |  

 
 

美國糖尿病協會第 26 屆年會日前在奧蘭多召開，華裔心臟科醫師岑瀑嘯(前排右五)受邀在主持專題講座。(記者陳文迪／攝影) 

  
****************************************************************************** 
美國糖尿病協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2011 年第 26 屆年會及醫療會議，日前在

奧蘭多召開，來自各地的醫療相關業者與會，以專題演說、工作坊等，研討糖尿病醫療。

華裔心臟科醫師、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副會長岑瀑嘯應邀在會中主持「婦女健康的評估和減

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糖尿病及婦女心臟健康」專題講座。  

岑瀑嘯在講座中，以豐富的數據資料和投影片分析說明，演說生動，很受歡迎。她在演說

後並開放提問討論，交流熱烈。  

岑瀑嘯指出，糖尿病和心臟病互有影響。根據數據，有 4300 萬美國婦女生活在心臟疾病

的陰影中，每年因心臟疾病、中風等病症失去生命的婦女多達 46 萬人。大約每 30 個乳癌

病患有一人死亡，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比例為每三人中有一人死亡，幾乎每分鐘就有一位

婦女死於心臟類疾病，64%的婦女死於突發狀況，沒有前期預兆。  

相關數據顯示，每年死於心臟病的婦女多過男子，年輕婦女的倖存比例更少於男子。在過

去 25 年中，男性心臟疾病下跌 17%，但女性僅下跌 2.5%， 讓人憂心。糖尿病患者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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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居中，有許多要點需要注意，否則很容易引發併發症，也常常導致心血管不正常和中

風等疾病。  

岑瀑嘯提出許多分析例證，提醒婦女注意心臟疾病，及早預防和保健。  

在提問中，由於許多醫師及業者都反映，因為不滿新醫療系統，許多病人常常抱怨，反而

忽略自身該注意的疾病治療，有時甚至造成情緒問題。岑瀑嘯特別提醒說，醫生和病人需

要相互溝通、協力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醫療效益。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4547988/article%E7%B3%96%E5%B0%BF%E7%97%85%E5%8D%94%E6%9C%8
3%E5%81%A5%E5%BA%B7%E8%AC%9B%E5%BA%A7%E5%8F%97%E6%AD%A1%E8%BF%8E?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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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華瑋「書法會」僑界人士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ly 07, 2011 06:00 AM | 164 次 | 0  | 1  |  |  

 
 

圖片  1 /  4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瑋日前在明軒與僑界人士以「書法會」相聚，邀請醫師書法家岑瀑嘯即席

揮毫。(陳文迪 /攝影) 
 

 
 

圖片 2 / 4  醫師書法家岑瀑嘯習字多年，圖為她即席揮毫。(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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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4  與會者手持現場揮毫的書法作品合影，左起：明軒東主吳太太、徐祖慈、徐儆曉、岑瀑嘯、牟華瑋、湯

賢美、陳建國、吳詩聰、謝秋燕、鐘秀蘭、顧必欲。(陳文迪 /攝影) 

 

 
 

圖片  4 /  4  與會者在書法會中，手持現場揮毫並裝裱的書法作品。左起：徐祖慈、牟華瑋、岑瀑嘯、吳詩聰。(陳文

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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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辦事處處長牟華瑋日前在明軒中餐館與僑界人士以「書法會」相聚，

邀請醫師書法高手岑瀑嘯即席揮毫，與會者分享聯誼，交談甚歡。 

牟華瑋在明軒宴請的客人包括在 2010 至 2011 年度獲得多項大獎的建築師徐祖慈夫婦、

獲得 2010-1 國際光學大獎中佛大教授吳詩聰夫婦、長期贊助佛州各界藝術文化節目的

龍之傳奇總裁陳建國夫婦及外交界前大使顧維鈞的長媳顧必欲等。 

心臟醫師岑瀑嘯習字多年，在青少年時代曾代表香港以書法訪日交流，獲得國際獎項肯

定，獲邀留日為「書法大使」。  

當天活動氣氛溫馨，以岑瀑嘯揮毫拉開序幕。岑瀑嘯運筆揮毫，瀟灑的寫下「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與牟華瑋互勉；接著寫給吳詩聰的是「風恬浪靜中見人生美境」，以光的

反射和倒映，讚揚他在光學界的成就；從事建築業的徐祖慈獲贈「春有百花夏有月，秋

有涼風冬有雪」的墨寶，喻意建築業四季常青；陳建國和湯賢美則獲贈「天地有正氣」，

感謝他們為各界的無私奉獻。顧必欲和鐘秀蘭分別獲贈「隨緣安」及「春花秋月」，明

軒的老闆娘吳太太也求得「恬淡虛無，志閒少欲」的書法。 

岑瀑嘯擅長書畫，當天帶來其油畫作品雙魚組成的「合心」和「脫繭而出」與眾分享，

並致贈牟華瑋等人。 

與會者在餐會中閒談聯誼，牟華瑋恭喜徐祖慈及吳詩聰等獲獎，為華人增光，他也分享

書法家王嚴平贈送的墨寶，出自莊子逍遙遊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蘇

東坡的定風波「莫聽穿林打葉聲，何妨吟嘯且徐行，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

任平生」，以及他的感懷詩作「半百浮生一葉舟，高低起落到橋頭，徐行應握東坡杖，

快意當師太白裘」。 

徐祖慈及吳詩聰在席間分別分享其獲獎經過及工作研究領域的花絮，陳建國分享藝術文

化工作中的偶得，顧必欲分享顧維鈞大使的生平故事，牟華瑋及岑瀑嘯亦就歐洲文化歷

史交流，席間以茶代酒，與會者交流熱絡，賓主盡歡。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4608036/article%E7%89%9F%E8%8F%AF%E7%91%8B%E3%80%8C%E6%9B%B
8%E6%B3%95%E6%9C%83%E3%80%8D%E5%83%91%E7%95%8C%E4%BA%BA%E5%A3%AB?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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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柏灣台商會年會 熱鬧滾滾 

記者段小泓天帕報導  

July 12, 2011 06:00 AM | 513 次  |  0  |  2  |   |   

 
天柏灣台灣商會日前舉行年會，圖為連任會長陳聿志（後排右一）與嘉賓。前排右起：林振榮、魏朝蕙、楊喬生、

牟華瑋、金鐘順、西門斯博士、廖唯志、洪東耀、鄭蓮。(記者段小泓 /攝影) 

  

************************************************************************ 

天柏灣台灣商會日前舉行年會，改選理事會成員，並邀請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

和聖里歐學院西門斯博士做演說，場面氣氛十分熱烈融洽。  

年會由南佛大台灣留學生林明正主持。連任會長的陳聿志致歡迎詞時表示，商會成立七

年，過去為台商服務做了許多貢獻，他特別感謝顧問葉美華、鐘文義、林芬芬的支持。

在未來一年的任期內，他將在會員關係、通訊，與友會溝通聯繫，10 月的建國百年慶

祝團都在籌畫準備中。  

陳聿志介紹當天嘉賓及現任理事林振榮、周樂湘、Julia Lee、葉國彬、陳斯令、楊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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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郡亞裔事務主任金鐘順，代表議會頒發獎狀感謝台商會組織對赫郡的貢獻。僑務委員

楊喬生以「百年樹人、百年生機、百年和平、明日更好」做祝詞。  

陳聿志並頒獎給理事：林振榮、葉國彬、楊素貞、林芬芬、周樂湘、義工謝麗鄉、李明

明、最佳義工張恪甄。鼓勵感謝中文學校獎金則頒給天柏中文學校校長胡正石及清水中

文學校校長許清穎。稍後並介紹及選出新理事：王翔瑜、楊蕙安。  

年會特別邀請牟華瑋處長做國情演講，他以英文主講，主題是「台灣海峽和平對全球的

影響」。他強調，以台灣與中國和美國的貿易夥伴現況，任何影響台海和平的行動對世

界都是不利的結果。  

聖里歐學院西門斯博士針對他在台灣教課的經驗，以台灣與美國在商業文化的認知不同

處作比較。他認為台灣的英語人才不夠，建議台灣學子要在美國出人頭地，英語流利暢

達能與人溝通無礙非常重要。其中「口音重，不易懂」常是在應試時失敗的原因之一。  

他說，美國老闆對誠實有信用能為公司做貢獻的員工會重視提拔，不懂的不要裝懂要發

問，學習簡潔的會話單句等對方澄清後方下結論。西門斯博士的分析建議，讓與會人士

均覺十分受用。  

當天與會者有許多遠道而來的嘉賓，包括邁阿密台灣貿易中心主任劉義良、經文處組長

張水庸，秘書鄧珮安，奧蘭多僑務委員楊喬生及台灣商會會長洪東耀與理事多人，塔拉

哈西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天柏灣中華商會會長魏朝蕙都與會。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4667580/art icle%E5%A4%A9%E6%9F%8F%E7%81%A3%E5%

8F%B0%E5%95%86%E6%9C%83%E5%B9%B4%E6%9C%83%E7%86%B1%E9%AC%A7%E6%BB%BE%E6%B

B%BE?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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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年大使中佛州 秀文化展才藝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ugust 06, 2011 06:00 AM | 349 次 | 0  | 1  |  |  

 
 

青年大使訪問團在佛州理工學院表演，百餘學生及教職員一起欣賞。(記者陳文迪攝影) 

  

 
來自台灣的國際青年大使文藻外語學院親善訪問團，由英文系主任周秀琴教授領隊，團員李

佳旻、張佩雯、郭怡秀、林家安、陳湘雲、毛姿媛等 6 人，在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

瑋與組長賴麗玲、秘書黃菁英等陪同下，參訪中佛州並展現才藝，帶來台灣的文化和問候。  

青年大使團的行程滿滿，在中佛州各地留下美麗的足跡和難忘的回憶。他們 4 日上午拜會並

參訪塔維斯市政府、警察局，下午則進入奧蘭多參觀海洋公園，並於晚間在佛州中華文化活

動中心參加歡迎晚宴並演出文化秀；3 日上午他們在墨爾本佛州理工學院與當地學生座談交

流，並於午間與僑界午餐餐敘；下午進入奇士美拜會奇士美市政府，當天晚間則在奇士美市

區一級棒餐廳 Ichiban Buffet 參加歡迎晚宴及文化工作坊。  

參訪墨爾本的行程由佛州理工學院航空工程系主任謝培鋒教授安排，代表團們受到校長凱特

尼斯 Dr. Anthony Catanese 和謝培鋒及該校師生們等的熱烈歡迎。代表團並在餐廳禮堂表演文

化秀，展現才藝，百餘學生及教職員一起欣賞來自台灣的祝福和美麗。團員們的穩健台風和

青春活力讓與會者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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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代表團參加當地與甘迺迪角華美協會等僑界在活動中心舉辦的聯合餐會，與僑界餐敘，

並作文化演出，相當熱鬧。  

接著代表團區車趕至奇士美，拜會市府，由前副市長、議員傑瑞‧吉姆士基主持接待，吉姆

士基帶領團員參觀市府，介紹各部門員工，經濟、媒體、圖書資料等各單位。  

歡迎晚宴與文化 workshop 由奇士美華協主辦，駐邁阿密辦事處贊助，僑務委員楊喬生、黃毅

敏及鐘秀蘭等個人贊助餐宴。吉姆士基與市府媒體畫頁專員 Paula Liska 專程與會，佛州中華

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奧蘭多台聯會長張熙增、副會長孫芸等僑界人士與當地人士 40 人餘與

會。吉姆士基在致詞中肯定文化傳承的重要，也祝福青年團文化、楊喬生、黃毅敏等亦致詞

歡迎代表團，感謝他們太來故鄉的威暖和希望。感謝他們帶來故鄉的溫暖和希望。  

當晚的活動以文化工作坊方式進行，團員們表演陶笛、古箏和山地舞等，並介紹陶笛及山地

部落，也以帶動唱的方式帶動全場一起做原住民的歡呼，非常熱鬧。  

茶道示範單元中，特別帶來台灣的鳳梨酥佐茶，現場來賓也同步實習，一起用小茶壺和茶杯

泡茶喝茶，相當有趣。名講師謝約瑟作中文教學，書畫家李孟翰指導書法。謝約瑟從象形、

形聲、會意等分別說明中國字的結構，讓與會的老外認識中國字，人立之為人，張開雙臂則

為大，許多例證實際有趣，尤其聽到中國字有 5 萬多字，相較於 26 個字母，更是讓他們驚嘆

不已。與會的墨爾老先生曾在勞德岱堡的中國公司工作 20 餘年，卻是在參加文化宴第一次拿

起毛筆寫字，感觸良多，覺得很有興趣，希望能早些學習，再繼續學習。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4968220/art icle%E5%8F%B0%E7%81%A3%E9%9D%92%E5%
B9%B4%E5%A4%A7%E4%BD%BF%E4%B8%AD%E4%BD%9B%E5%B7%9E%E7%A7%80%E6%96%87%E5%8
C%96%E5%B1%95%E6%89%8D%E8%97%9D?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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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研討會 報名 
佛州訊  

August 06, 2011 06:00 AM | 233 次 | 0  | 1  |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將於 8 月 31 日起至 9 月 7 日，在迪士尼科羅拉多泉休閒會議中心 (Disney 

Colorado Springs Resort, Lake Buena Vista)連續舉行三項研討會活動，將有國際知名學者專家

演講及主持專題論壇，國內外學者的論文演講，並有參觀和考察活動，以及各種社交活動，

歡迎各界參加。  

該會希望擴大服務層面，歡迎各界踴躍參加研討會活動，或加入同層級的贊助或廣告贊助。

有關學人協會活動資訊及年會報名可瀏覽該會網站，http://www.caspaf.org，中文專頁：

http://caspaf.org/conference2011/flyer-cn.html，電郵：conference@caspaf.org，電話： 850-245-

8594。  

迪士尼提供 99 元每房每晚之特價，該優待將於 8 月 11 日星期一截止，有興趣參加該會年會

及水利會議需住宿者，須把握時間。另，前 150 位訂房者可享受迪士尼半日公園門票，依先

後次序，送完為止。訂房專線：407-939-4686，網頁：

http://www.disneynow.com/profile/form/index.cfm?PKformID=0x51567a0ce，專碼：CASPAF 

Meeting。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4968216/article%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7%A0
%94%E8%A8%8E%E6%9C%83-%E5%A0%B1%E5%90%8D?instance=topics 

  



97 
 



98 
 

「一個地球」 中美台環保交流 
奧蘭多訊  

September 01, 2011 06:02 AM | 192 次 | 0  | 6  |  |  
 

****************************************************************************** 
 

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資源會議(2011 Cross Pacif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WaterResources)將於 9 月 3 日至 7 日在迪士尼科羅拉多泉休閒會議中心 (Disney Colorado 

Springs Resort, Lake Buena Vista)舉行，連續 5 天的活動將以「一個地球，一道水流，一種人

群 One Earth, One Water Cycle, One People」為主題，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演講及主持專題

論壇，國內外學者的論文演講，並有參觀和考察活動，以及各種社交活動，歡迎各界參加。  

由台灣大學工學院、Chines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等單位於 1995 年成立的跨海水力資源會議(Cross-Strait 

Water Resources Annual Conference)，將擔任主講的三位講員分別為：新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

加州大學教授葉文工、中國江蘇河海大學水利經濟研究院教授趙敏以及佛州土地開發商鐘文

義，並有其他知名學者的演講及許多相關主題的論文發表；該活動旨在促進中台美兩岸三地

在水利資源及環保方面之交流與研討，期待將來能有更具體的合作。  

陳伸賢出身台灣大學農業工程水利組學士，台灣科技大學工程研究所博士，曾任台灣經濟部

水利署署長，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執行長、經濟部水利處副處長等。葉文工是大型水利資

源系統開發的先鋒，提供分析、管理、計畫、操作水力資源系。趙敏為中國江蘇、南京水利

資源搜尋及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鐘文義致力於土地開發工程已逾 30 餘年，成功完

成超過 100 多項從小型商場到 400 英畝以上的大型商場、公寓和社區的建設。  

其他還有學者專家劉利平的「近 50 年來廣東降雨量演變趨勢」、姜文來的『試論利水型社

會』、李燕的『南四湖水源資旋安全問題及對策」等及不同探討主題的相關中英論文數十篇。  

水利資源會議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協辦，報名及諮詢可上網：http://www.caspaf.org，電郵：

conference@caspaf.org，或電：(850)245-8594。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284722/article%E3%80%8C%E4%B8%80%E5%80%8B%E5%9C%B0%E7%90%8
3%E3%80%8D%E4%B8%AD%E7%BE%8E%E5%8F%B0%E7%92%B0%E4%BF%9D%E4%BA%A4%E6%B5%81?instance=topi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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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1 大學 佛州簽合作協議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03, 2011 06:03 AM | 718 次 | 0  | 7  |  |  

 
 

圖片 1 / 4  2011 第三屆台佛高教交流會議在迪士尼科羅蘭多休閒會議中心舉行，圖為會中佛州公私立大學聯盟會長穆爾(左)與主席凱特

尼斯(右)贈送紀念品給台灣教育部長吳清基(中)。(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4  台佛高教交流會議中，兩地大學簽訂交流合作合約，圖中左六起程海東、吳清基、李彥儀與兩地大學代表合影。(記者陳文

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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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4  台佛高教會議簽約儀式。(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4 / 4  台佛高教交流會議中開會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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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第三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流發展會議，8 月 31 日起至 9 月 2 日在迪士尼科羅蘭多休

閒會議中心舉行，台佛兩地近 130 名代表與會，交流熱絡。  

來自台灣的代表團，由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領隊，成員包括國際教育交流基金會 (台灣公私立

大學聯盟 FICHET)總裁張家宜及東海、成功、淡江、台北科技、台灣科技、台南、高雄應用

科技、龍華科技、屏東科技、崑山科技、高雄餐旅等 11 所公私立大學校長及代表。  

佛州代表則為公私立大學聯盟代表會長穆爾博士 (Dr. EdMoore)、ICUF 委員會主席佛州理工

學院校長凱特尼斯 (Dr. Anthony Catanese)，以及佛州地區 26 所大學之校長和代表。  

雙方在會議上分別就台佛兩地高等教育現況做簡報，交流有關學生交換、學術交流及其他議

題，雙方並完成四組不同學校合作的合約簽訂，未來將規劃交流活動，加強兩地高等教育之

國際化。  

台灣教育部長吳清基，特別率國際文教處處長林文通、技職司司長李彥儀等出席議程，簡報

台灣高教概況，並以午宴招待與會代表。  

佛州方面亦由復興科學基金會 (RenaissanceRE Risk Sciences Foundation)與安全防屋聯邦聯盟 

(Federal Alliance for Safe Homes, Inc.)作東，在 Epcot Center 的餐廳舉行晚宴，招待兩地的教育

界嘉賓。  

馬英九總統特別致電祝賀會議圓滿成功。佛州聯邦參議員 Marco Rubio、Bill Nelson 及國會議

員 Bill Posey 亦都致函並派專員致賀。  

會議在熱鬧的開幕典禮後展開，主辦的佛州代表凱特尼斯及穆爾分別致詞歡迎與會者，國會

議員 Dan Webster 亦派專員與會；台灣方面由吳清基、張佳宜與程海東以及駐阿密經文處處

長牟華瑋分別致詞。  

接著進行的主題演說，由林文通發表「加強中美高等教育交流的策略與執行」，簡報台灣的

國際教育概況，目前佛州在台灣國際學習選擇排名第 11 位。穆爾則提供佛州的高等教育概況，

佛州企業的總裁兼執行長葛雷‧史瓦坡 (Gray Swoope)亦發表演說，分享佛州的經濟發展概況。  

四段的會議論壇交流分別由與會的專家學者擔任引言人，主持簡報，並進行提問交流。  

當天兩地大學也分四組進行合作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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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313496/article-%E5%8F%B0%E7%81%A311%E5%A4%A7%E5%AD%B8-
%E4%BD%9B%E5%B7%9E%E7%B0%BD%E5%90%88%E4%BD%9C%E5%8D%94%E8%AD%B0?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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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訪團抵邁 將訪姐妹市 
記者俞曉菁邁阿密報導  

September 03, 2011 06:00 AM | 243 次 | 0  | 3  |  |  
 

****************************************************************************** 
升格後的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於 9 月 2 日率團扺邁阿密，一行除出席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

會年會，以及該會主辦的「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資源會議」外，亦將拜會其姊妹市邁阿密岱

德郡、邁阿密市及塔瓦雷斯市 (Tavares)等市市長。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會於 9 月 2 日晚間展開至 3 日，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資源會議則將從 9

月 3 日進行至 7 日，均在迪士尼的 Coronado Springs Resort 舉行。陳伸賢將在年會中演講，並

為跨太平洋環境水資源會議的主講人。  

參加會議後，陳伸賢將和邁阿密市長瑞格拉多(Tomas Regalado)餐敘，並拜會和新北市前身台

北縣有姐妹市關係的邁阿密岱德郡市府，和日前新當選的郡長吉美尼茲 (Carlos A.Gimenez)會

面。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表示，這是新北市自升格為直轄市後，首次有官員訪問姊妹市

邁阿密岱德郡，相信未來合作領域將更為寬廣。  

新北市(前台北縣)與邁阿密岱德郡於 1989 年簽訂姊妹市盟約，期間多位縣長如尤清、蘇貞昌、

周錫瑋，均曾分別率團來訪，而邁岱郡亦於 2009 年由郡議員 Natacha Seijas 率經貿考察團赴

台訪問。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313498/article%E6%96%B0%E5%8C%97%E5%B8%82%E8%A8%AA%E5%9C%
98%E6%8A%B5%E9%82%81-%E5%B0%87%E8%A8%AA%E5%A7%90%E5%A6%B9%E5%B8%82?instance=topics 



105 
 

中華學人年會 何大一演說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08, 2011 06:06 AM | 280 次 | 0  | 8  |  |  
 

 
 

圖片 1 / 2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迪士尼科羅拉多泉休閒會議中心 舉行年會及醫藥環保主題國際論壇，圖為部份講員與該會理事在

會後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2  國際愛滋病醫療專家何大一，應邀在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的年會及醫藥環保主題國際論壇中演講，大會特別頒感謝狀。圖從

左依序為岑瀑嘯、吳天順、何大一、徐祖慈。（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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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9 月 2 日及 3 日在迪士尼科羅拉多泉休閒會議中心(Disney Colorado 

SpringsResort, Lake Buena Vista)舉行年會及醫藥環保主題國際論壇「環境對我們生活的影

響(EnvironmentalImpact on our lives)」，包括何大一等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專家演講及主持

專題論壇。  

曾獲時代雜誌 2006 年風雲人物的愛滋病專家何大一，2009-10 年美國心臟疾病科學院總裁

包輔博士 (Dr. Alfred A. Bove) 與新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加州大學葉文工教授分別做主題

演說。醫療專家 Dr.Vincent Hsu、Dr.Daniel Layish、Dr.Jeffrey Elston、Dr. Samuel Giday、

Dr. Richard Pratley、Dr. Neal Silverstein 等亦以醫療相關主題主持專題座談。  

台灣財團法人國際教育交流基金會 (台灣公私立大學聯盟 FICHET)總裁張家宜、東海大學

校長程海東也於會中簡報今年台佛高教會成果。奧蘭多市長巴第‧岱爾 Budy Dyer 和州長

史考特 Rick Scott 特別致函祝賀  

兩天的活動先在明軒舉辦歡迎晚宴，讓來自各地的與會人員聯誼交流，溫馨熱鬧。年會和

醫療環保論壇則在熱鬧的開幕典禮後開始。在吳天順的歡迎詞後，張家宜和程海東分別做

簡報，分享高教會議成果。  

醫療論壇由岑瀑嘯醫師致歡迎詞並做引言人，她以「生命短暫，藝術無窮」分享，表示醫

療亦屬於藝術的一環，要結合醫療知識、科技，也要提升品質，才能開創無限的人生和希

望。。  

國際知名愛滋病醫療專家何大一首先登場，分享「HIV/AIDS 流行疾病和愛滋病的挑戰

(Challenges in Addressing the HIV/AIDS Pandemic )」。他從 30 年前首件愛滋病例說起，敘

說疾病的發展及流行概況，談論如何從非洲地區小地域性的動物原發感染疾病發展成為全

球都可見感染的病症，提醒環境與生活的重要；也分享他在中國雲南協助愛滋病患的醫療

建設和規劃，許多懷孕婦女及兒童得救，得以繼續生活的快樂結局。由於愛滋病可經由接

觸、輸血、出生等多種管道感染，許多地區都有病患，尤其中國和南及雲南地區，感染人

口數目龐大，他呼籲各界贊助支持醫療工程。演講深刻，令人感動。  

2009-10 年美國心臟疾病科學院總裁包輔博士分享「美國醫療重整(America’s Health Care 

Reform)」, 他介紹並分析美國醫療重整之利弊，並為提問者釋疑。其他還有主持醫療再教

育的醫療專家 Dr.Vincent Hsu、肺病專家 UCF 醫學院副教授雷宜系 Dr.Daniel Layish 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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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的阻礙，風濕症專家艾爾斯頓 Dr.Jeffrey Elston 分析風濕病症，腸胃病專家基岱 Dr. 

Samuel Giday 談環境危機，內分泌專家普雷特力 (Dr. Richard Pratley)  談環境變化造成糖

尿病的流行，小兒科專家史瓦斯登 Dr. Neal Silverstein 漫談小兒科醫療與環境感染的影響。  

環保主題論壇由吳天順主持，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博士以「對治全球氣候變化的防洪策略

-台灣案例研究 」作分享，葉文工教授分享「優化水療系統的管理和操作‧40 年的回顧

Optimization ofHydrosystem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 A 40-Yr Retrospective」，鐘文義

則以 88 水災曾文水庫的建言分享。  

年會中亦決議，會長吳天順及全部理事連任，並將擴大招募會員。該會並已修改章程，將

來的理事幹部均為一任二年制，並選出準會長，前會長徐祖慈將再度出馬出任 2012-13 年

會長。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427864/article%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B9
%B4%E6%9C%83-%E4%BD%95%E5%A4%A7%E4%B8%80%E6%BC%94%E8%AA%AA?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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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秘書長佛州忙拜會 
記者陳文迪、俞曉菁佛州報導  

September 10, 2011 06:00 AM | 59 次 | 0  | 4  |  |  

 
 

圖片 1 / 2  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拜會塔維斯市 Tavares 市政府，左起劉正民、陳學海、陳伸賢、塔維斯市長沃飛 Robert Wolfe、僑務委

員廖柏虞。（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2  陳伸賢在經文處長牟華瑋陪同下拜會邁岱郡長。圖中從左至右依序為牟華瑋、Carlos Gimenez、陳伸賢，及陳學海。(圖由經

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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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日前應邀參加佛州中華學人學會年及該會主辦的「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

資源會議」，期間亦拜會了塔瓦雷斯市 (City of Tavares)、邁阿密市 (City of Miami)，及邁阿

密岱德郡（Miami-Dade County 等市市長。  

拜會塔維斯市政府，由市長沃飛 Robert Wolfe、市政經理卓瑞 John Drury 以及公關代表洛斯

Joyce Ross 接待，並作交流座談；該活動由僑務委員廖柏虞安排，佛州學人協會理事陳學海夫

婦等隨行。  

塔維斯市長沃飛帶領陳伸賢等參觀市府各單位、議會，並由卓瑞、洛斯與工程單位主管簡報

該市建設規劃藍圖，並座談交流。沃飛介紹該市有許多工程正在建設中，一片欣欣向榮景象；

該市擁有觀光資源和工業，也有一些退休人口，在醫療方面將增加規劃，發展空間和潛力都

很大。塔維斯市已組成文化、青年及經貿等三組籌委會，將與塔維斯扶輪社、商會等一起就

三項主題與新店市姊妹市合作交流，期待將來能有經貿團互訪，落實發展。  

陳伸賢則簡報新北市由台北縣改制概況，新店市將改為特區，新北市幅員廣闊，工商業蓬勃

發展，兩地可以新店為基，擴大交流發展。陳伸賢以台灣千塘窯彩杯贈送沃飛，沃飛回贈塔

市風情資訊，並出示他的中文名片，分享參訪台灣見聞，氣氛溫馨。  

拜會塔維斯市後，陳伸賢在陳學海和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陪同下，出席了邁阿密市

長 Tomas Regalado 與邁阿密岱德郡社區大學校長 Eduardo Padron 共同舉辦的歡迎晚宴，拜會

新北市姊妹市邁阿密岱郡長 Carlos Gimenez，並代表新北市長朱立倫致贈紀念牌並面邀郡長

率團訪台。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466192/article%E6%96%B0%E5%8C%97%E5%B8%82%E7%A7%98%E6%9B%B
8%E9%95%B7%E4%BD%9B%E5%B7%9E%E5%BF%99%E6%8B%9C%E6%9C%83?instance=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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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與水利 專家研討 
奧蘭多訊  

September 13, 2011 06:00 AM | 50 次 | 0  | 4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迪士尼科羅拉多泉休閒會議中心舉行「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資源研討會」，圖為全部講員與部份參與者合影。

（王冠亮提供）  

 
******************************************************************************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主辦的「泛太平洋環保及水利資源研討會」暨會後技術考察活動，

日前圓滿結束。五天的活動中，前兩天以會議方式舉行，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和研究生來

演講及發表論文，後三天到佛羅里達州中南部考察。該研討會以「One Earth, One Water Cycle, 

One People」為主題，研討會。  

研討會由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和許銘熙主持，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以「對治全球氣候變

化的防洪策略-台灣案例研究」作分享，葉文工主講「優化水療系統的管理和操作‧40 年的回

顧」，鐘文義主題以 88 水災曾文水庫的建言，許銘熙以「模組化之整合性水文氣象災害早期

預警系統」。  

此研討會共有 12 位講員分別為：新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加州大學教授葉文工、佛州土地開

發商鐘文義、西雅圖市政府佘年、美國墾務局丹佛科技室賴永根、康乃爾大學研究生孫大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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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防災中心教授許銘熙、佛羅里達州州立大學教授葉明、新竹教育大學闕雅文、雲林科技

大學研究生洪瑞鴻、黃紹揚、和陳泳霖。  

技術考察團最後一天到離奧蘭多 170 哩的 West Palm Beach 參訪佛羅里達州最大的南佛羅里達

州水資源管理區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來美國前曾經就職於中國水利水

電科學研究院的張金輝博士熱誠接待技術考察團，並安排「水位控制部門」總工程師陳志明

博士講解該單位聞名的水位自動控制系統。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5492302/art icle%E7%92%B0%E4%BF%9D%E8%88%87%E6%
B0%B4%E5%88%A9-%E5%B0%88%E5%AE%B6%E7%A0%94%E8%A8%8E?instance=wjf l  

 

 

  



117 
 



118 
 

送她愛的花瓶 到地老天荒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06, 2011 06:06 AM | 353 次 | 0  | 1  |  |  

 
張文井和林芸伉儷結婚 50 周年合照。（魯迪‧羅提供） 

 

********************************************************************************  

 

附屬於塔城民主日報的「特別紀事報 」(The Chronicle)，日前刊登一篇感人的愛情故事，作者

是魯迪·羅 (Rudy Roe)，文中報導一位丈夫每月給愛妻一個花瓶，他堅守這個愛的承諾已有 52

個寒暑，這篇報導中的男女主角是塔城華人張文井和林芸夫婦。  

作者魯迪報導的主人翁是曾任世界日報駐塔城通訊記者張芸，「張芸」是這對恩愛夫妻，張

文井和林芸兩人姓名合而為一的筆名。多年以來世界日報塔城的華人新聞都由「張芸」夫婦

合力報導，直到近年來才由吳天順接替。  

魯迪是張文井夫婦多年的鄰居，張文井是佛州州立大學退休教職員，林芸曾在塔城蒙特梭利

學校當教師多年。日前魯迪參加張文井夫婦慶祝結婚 50 周年的紀念活動。平時魯迪喜歡叫張

文井夫婦為「花瓶夫婦」，因為他發現這對恩愛的夫妻收集了許多花瓶。  

直到張文景與林芸慶祝金婚的當天，魯迪發現了「花瓶夫婦」共同譜下的浪漫愛情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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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追溯至 1959 年的台灣，當張文井和女友林芸在台北吃完午餐後，林芸抱怨口很渴，因

沒有杯子可以裝水解渴，她唯一的玻璃杯已用來插了一朵玫瑰花。體貼的男朋友張文井立即

去鮮花店，買了一個小的黑色花瓶送給女朋友，這樣女朋友就不必再用她杯子當花瓶，更不

會沒有杯子用來喝水了。  

自從那天起，張文井為了表達對女友的愛意，每個月會送給林芸一個花瓶，婚後又在結婚紀

念日當天，再加送一個花瓶，因而一年總共送 13 個花瓶給愛妻。  

如此浪漫的愛的表達，持續 52 年未曾中斷，據報導，估計林芸已收藏了近 700 個各式各樣的

花瓶，每個花瓶都代表著先生每月花盡心力來博得妻子的驚喜。  

林芸把這些花瓶展示在家中每個房間，看起來像是走入花瓶博物館。張文井驕傲地一再強調

他會繼續送花瓶的傳統，他也知道妻子相信這種示愛的表達會一直到「地老天荒」。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5921081/article%E9%80%81%E5%A5%B9%E6%84%9B%E7%9A%84%E8%8A%B
1%E7%93%B6--%E5%88%B0%E5%9C%B0%E8%80%81%E5%A4%A9%E8%8D%92?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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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促文化交流 
塔拉哈西訊  

October 15, 2011 06:06 AM | 1542 次 | 0  | 2  |  |  

 
 

塔城台美協會及佛州州大台灣學生會成員為表演前做準備。(Olivia Hu 提供) 

 
****************************************************************************** 
  
第七屆塔城亞洲節 (Annual Asian Festival)日前在塔城的路易斯公園 (Lewis Park)舉行，現場除

了有台灣、日本、韓國、泰國、印度等亞洲國家設攤位外，也吸引了附近居民一起共襄盛舉。

活動中由佛州州大台灣學生會以及塔城台美協會共同表演的中國傳統藝術－舞龍舞獅，獲得

現場觀眾的熱烈回應。  

塔城亞洲節設有許多攤位，包含亞洲美食以及亞洲文化的介紹。其中，具有台灣地方特色的

飲料珍珠奶茶，更獲得許多當地民眾的好評。塔城台美協會的創始會員黃錦混表示，已連續

七年參加此盛會，主要是希望與當地人進行文化交流，並期望透過此活動讓與會者了解台灣

是中華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區。  

而主辦單位也在現場安排了許多表演節目，讓當地民眾有機會更了解亞洲文化的特色。由佛

羅里達州大 (FSU)台灣同學會 (TSA)與塔城台美協會共同表演得舞龍舞獅，精采地呈現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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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精華。領隊揮舞龍珠帶領著龍陣前進，以及祥獅舞動，刻畫出獅子活潑的神態以及勇

猛的性格，並以祈求一切順利。除了表演外，也與現場民眾互動，讓其體驗舞龍舞獅的道具。

對此，TSA 會長闕志宇表示，第一次參加此活動，很希望能藉此向塔城居民推展台灣文化。  

主辦此次活動的塔城亞洲協會 (ACT)會長廖客來 (Clyde Diao)表示，此活動至今僅有 7 年歷史，

但隨著亞洲人口逐年增加，每年活動規模的成長速度也十分明顯，與會人數明顯呈成長。他

感謝企業以及個人的贊助，讓活動有圓滿的成果，現在了解亞洲文化也已是社區重要的一環。 

(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6055749/art icle%E5%A1%94%E5%9F%8E%E4%BA%9E%E6%
B4%B2%E7%AF%80--%E4%BF%83%E6%96%87%E5%8C%96%E4%BA%A4%E6%B5%81?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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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打造劇服 43 年不停歇 

記者俞曉菁／佛州專訪  
November 10, 2011 06:00 AM | 142 次 | 0  | 2  |  |  

 
 

圖片 1 / 6  何邱美郁和其設計的「偽君子」(Tartuffe)歌劇服裝。(圖：何邱美郁提供) 

 
 
 

 
 

圖片 2 / 6  何邱美郁(右)替「偽君子」歌劇演員試裝一景。(圖：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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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6  何邱美郁參與設計的歌劇劇照。(圖：何邱美郁提供) 

 

 
 

圖片 4 / 6  何邱美郁參與設計的歌劇劇照。(圖：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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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 6  何邱美郁參與設計的歌劇劇照。(圖：何邱美郁提供) 

 

 
 

圖片 6 / 6  何邱美郁的工作坊。(圖：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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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州首府塔拉哈西（Tallahassee），提起「Lucy Ho」，幾乎無人不知。因為它是一家連鎖

中餐館的名字，同時也是在佛州州立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音樂學院負責劇服設計長

達 43 年、活躍華洋社會的何邱美郁的英文名字。  

憑著她在美食廚藝和服裝製作的精湛手藝，不論是華人圈子或是主流社會，何邱美郁早已成

為塔城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  

年過 80 歲 仍忙得團團轉  

很難想像，1931 年日據時代出生於台灣的何邱美郁，雖已年過 80，仍是佛州州立大學音樂學

院的正式職員，職銜為劇服設計負責人。  

目前她正在為該校音樂學院將於 11 月舉辦的演出，忙得不可開交。除周一和周五上午 9 時至

下午 6 時工作外，連周六和周日都要趕工。她笑說，現在年紀大了，體力吃不消，所以下午

6 時就回家，不像以前趕做劇服時，常常要忙到半夜。  

她的工作室裡，一套套美輪美奐，從希臘、羅馬時代，到中世紀，再到殖民時代和現代的劇

服，包括知名歌劇如「費加洛的婚禮」、「魔笛」、「偽君子」、「茶花女」、「阿伊達」、

「蝴蝶夫人」，以及「奧賽羅」所需的服裝，不少的設計和構想均出自何邱美郁之手。  

來自台灣 獲美主流認同  

出生和成長在台灣的她，如何能設計出具有歷史背景的西方歌劇服裝？何邱美郁娓娓道出她

從學習裁縫到設計歌劇服裝的心路歷程，正是移民努力奮鬥，終獲主流社會認同的一頁。  

何邱美郁是苗栗大湖的客家人，由於父親在日據時代擔任公職，因此家中只講日文，她從小

就因流利的日文進入主要由日本人就讀的小學。當時全校 100 名學生中，只有三名學生是台

灣人。小學二年級時，她轉學至台北，後來順利考進台北一女中。  

她 15 歲時，日據時代結束，她卻因中文不好而未考上第一志願台大歷史系。從而聽其父母的

勸導，至台大附近的「洋裁學校」學習做衣服。這兩年的洋裁學習，奠定了她和服裝設計的

不解之緣。  

何邱美郁表示，學習洋裁後，她慢慢開始幫人做衣服，當時台大有許多來自美國的交換教授

請她做衣服，她一邊接生意，一邊開始學習英文。婚後，先生何廷瑞到美國念書，但她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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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行，只好留在台灣帶兩個小孩。姐姐勸她自己開店做生意，賺錢養小孩。開了洋裁店後，

沒想到生意很好，由於口耳相傳，許多駐紮在台的美軍和眷屬都成了她的客戶。  

為了到美國和先生團聚，她想辦法自己申請到美國留學，終於在 1963 年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大

學（Indiana University）家政系就讀，並和夫婿團聚。  

抵美後不久，在一次與教職員聚會中，她提到自己會做衣服。沒多久，學校音樂學院一位秘

書的女兒要結婚，商請她做婚紗禮服。何邱美郁製作那套婚紗禮服展現的精湛手藝，讓這位

女秘書十分讚歎。之後，就不斷有學校的教職員請她做衣服。不到幾個月，她就在該校的音

樂學院找到一份臨時工作，也把在台灣的小孩接來美國。  

何邱美郁說，當時該校的音樂學院有一組人員負責背景設計，另一組負責劇服設計。負責劇

服設計的是一名義大利人，因為拿到身分，想到紐約去工作而辭職，音樂學院院長正傷腦筋

不知該找何人頂替其職缺，該名義大利人主動向院長表示，有一位來自台灣的女士做衣服做

得很不錯，她因此從臨時工成為該校的正式職工。  

拿手絕活 衣服看一眼 可如法炮製  

為了設計劇服，何邱美郁特別去學習歌劇服裝設計，同時研讀有關希臘、羅馬及中古世紀等

歷史。由於她熱愛做衣服，再加上聰穎和悟性高，一件衣服在經過負責人解說要求後，她可

以馬上就做出來。而且，她還有另一項絕活，一件衣服她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如法炮製。劇

服設計製作的工作，她做來得心應手。  

何廷瑞教授之後應聘至佛州州大任教，何邱美郁跟隨夫婿於 1968 年到了塔拉哈西，而且馬上

就成為佛州州大音樂學院的正式職員。因為印大音樂學院院長早就告訴好友佛州州大音樂學

院院長：「如果你不雇用她，會是你的損失」。結果，何邱美郁在佛州州大音樂學院一做至

今已 43 年。  

廚藝精湛 開餐館生意旺  

何邱美郁不但會做衣服，烹飪手藝更是精湛，在中北佛州地區提起 Lucy Ho 的中餐館，也是

大名鼎鼎，她也協助不少人在美國開餐館成家立業。現在塔城地區，她仍擁有 Lucy Ho's 

Masa 和 Lucy Ho's Azu 兩家餐館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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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說，她從小就喜歡做菜，也喜歡學習各式的菜餚，如廣東菜、台灣菜、客家菜等。

來美前，她就參加過很多烹飪補習班，每次回台灣，也會去上烹飪課。  

她回憶上傅培梅烹飪班時，有位太太在旁邊一直照相，但她則在傅培梅旁邊忙著做助手，傅

培梅還對這位一直拍照的太太笑說，要幫忙做，才能學習到烹飪的技術。直到現在，只要遇

到好吃的東西，她一定馬上詢問菜餚的製作方法。  

多年來，只要是上班日，何邱美郁都會為音樂學院的職員和台灣留學生準備 15 至 20 人份的

便當。許多來自台灣的留學生，身在異鄉還能吃到家鄉口味的食物，都心存感謝，許多佛州

州大校友至今仍津津樂道。  

何邱美郁表示，一路走來，她獲得很多人的照顧和幫助，應該要回饋社會，對她而言，做便

當很容易，看到孩子們吃得開心，她也開心。雖然留學生們對她每天中午準備的一頓飯都很

感謝，但她說，這麼多年來，每次一回台灣，就有許多曾在佛州州大念過書的留學生請她和

夫婿吃飯，每天飯局都排得滿滿的，對此，她也心存感謝。  

活躍塔城 曾任僑務委員  

何邱美郁在塔城的政商關係極佳，除華人圈外，在主流社會亦十分知名，曾在台灣和佛州的

外交關係方面出過不少力。她是北佛州中華會館創辦人、永久名譽主席，亦曾擔任兩屆佛州

僑務委員。  

塔城每年舉辦「塔城之春」(Tallahassee Springtime)大遊行，同時也會選出對塔城經濟發展和

公益活動有重要貢獻的人士，擔任遊行大禮官(Grand Parade Marshals)，何邱美郁在 1987 年度

就榮獲該項頭銜，這是華人第一次獲得這項榮譽，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獲得該榮耀的華人。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hof/16337552/article%E4%BD%95%E9%82%B1%E7%BE%8E%E9%83%81%E6%89%93%
E9%80%A0%E5%8A%87%E6%9C%8D-43%E5%B9%B4%E4%B8%8D%E5%81%9C%E6%AD%87?instance=ho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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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油!奧蘭多馬吳後援會造勢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November 29, 2011 06:02 AM | 69 次 | 0  | 2  |  |  

 
 

圖片 1 / 2  佛州馬吳後援會奧蘭多分會在嘉麟閣餐館舉行造勢大會，部分支持者在會後合影。 

 

 
 

圖片 2 / 2  佛州馬吳後援會奧蘭多分會在嘉麟閣餐館舉行造勢大會現場。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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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馬吳後援會奧蘭多分會，26 日在嘉麟閣餐館舉行造勢大會，席開 10 桌，近百佛州會友從

南到北、從西到東前來參加，大家一起觀賞影片、分享、唱歌、呼口號，情緒高昂。  

造勢會除了中佛州地區華裔社團熱烈參與外，塔城地區僑務促進委員、佛州學人協會會長吳

天順夫婦、邁阿密地區佛州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錢開成、邁阿密婦女會會長劉美蓉、南佛州

國民黨中常委李非四、邁阿密華僑協會會長王雲福、都瑞爾商會會長倪崧岳、都瑞爾中校校

長李孟蓉等，專程自邁北上助陣。  

倪崧岳還帶來電腦包及台灣加油 T-恤送給大會義賣；來自墨爾本僑務促進委員、甘迺迪角華

人協會會長薛正凱則與前佛州中文學校聯合會校長穆椿榮連袂出席，穆椿榮並清唱京劇三國

演義的片段「一戰成功」，祝福馬英九、吳敦義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造勢大會由黃曙生主持，在中美國歌後開始，馬吳後援會奧蘭多分會召集人徐祖慈在致詞中

強調 2012 年選舉的重要及嚴重性，關係中華民國百年存亡。他分享與主流社會互動的經驗及

觀察，指出美國因經濟衰退，已有民意呼籲放棄台灣尋求中國解決國債的說法，提醒大家要

重新反省台美關係，美國一定會支持台灣的當然想法。  

後援會副召集人、奧蘭多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張熙增高呼台灣加油，拜託鄉親回台投票。她

駁斥坊間評論馬英九無能的說法，認為近年來是兩岸關係改善最好的日子。  

從塔城來的吳天順怕情緒激動說不清楚，特別準備書面文章讓與會者同步理解，他分析蔡英

文潛力大，尤其在宋楚瑜參選瓜分藍營票源的壓力下，更不可忽視；他提醒要懂得運用錦囊

妙計，才能助選成功，並引用王雲福提供的三個馬英九特色分享：一、路線正確，帶領國家

進入歷史性體制調整階段；二、馬英九不會「做人」，對他好沒好處，對他壞也沒壞處 (他不

會濫用公權力)；三、總統不開前門，夫人不開後門，弊絕風清。  

佛州馬吳後援會總召集人錢開成在發言中，讚揚馬英九將國家帶向健康之路。僑務委員楊喬

生分享回台參加全球僑務會議的心得，以瑞士國際管理學院等單位的國際評估，分享台灣在

世界經濟動盪中的成長，讚揚馬英九才德兼備，呼籲大家一起綁樁、拉票。  

接著，黃曙生提醒三部曲：投票、催票、勸票；徐美蟬報告贊助捐款者名單，鼓勵捐款，奧

蘭多台聯副會長報告回台表格資訊；隨後開放與會者抒發感言、分享；大家都全力推薦心目

中的最佳總統候選人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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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士美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廖唯志、奇士美華人協會會長黃毅敏、前全美台美會計師協會會

長、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劉廣然、台灣僑聯榮譽理事林遵瀛等均分別發言助選，分享經

驗，倡議支持馬英九、吳敦義；曾經回台助選及到黃花崗拜謁的李非四、王雲福、倪崧岳等，

穿著國民黨黨部助選背心，呼籲回台投票，並鼓勵時間經濟許可者參加助選工作，一起體會

熱血與激情。  

大奧蘭多台灣商會會長嚴培達表示，她雖是上海人，卻與台灣有五年以上關係，上海約有 60

萬台灣人口，她已分別去電親友，催票勸票。她全力支持馬英九、吳敦義。在大陸設有工廠，

幾乎長期在大陸的中佛州台美商會副會長翟懷慈，亦表示連繫在大陸的台商支持。  

活動最後由黃曙生、徐美蟬、嚴培達等領唱中華民國頌及梅花，與會者在熱烈氣氛中結束活

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6586056/article%E5%8F%B0%E7%81%A3%E5%8A%A0%E6%B2%B9%E5%A5%
A7%E8%98%AD%E5%A4%9A%E9%A6%AC%E5%90%B3%E5%BE%8C%E6%8F%B4%E6%9C%83%E9%80%A0%E5%8B%A2
?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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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長率團訪江蘇如皋 
塔拉哈西訊  

December 01, 2011 06:00 AM | 21 次 | 0  | 1  |  |  
 
 

 

 
塔拉哈西市和中國江蘇省如皋市日前建立友好城市。圖為簽約儀式一景，前左為塔城市長麥克斯，前右為如皋市副市長吳道健。(王穎

提供) 

 
****************************************************************************** 

  

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日前帶領以貿易為主的代表團，訪問了中國江蘇省如皋市，兩市

並於訪問期間正式簽署了姊妹城市協定，未來雙方將就經濟如可再生能源和先進製造業的合

作，學術和研究如大學間的互動等，作更進一步交流。  

此次訪問中國江蘇省如皋市的塔城代表團成員，除市長麥克斯外，還有來自塔城/里昂郡經濟

發展協商會、塔城商業界、佛羅里達州立大學、佛羅里達農業機械大學和塔姐妹城市委員會

的人士，全部行程為期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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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了姊妹城市協定後，塔城市長麥克斯表示，兩市未來將提高經濟發展和已奠定了學術合

作夥伴關係的基礎。  

此次訪問的協定、合作意向和成果，包括經濟方面，塔城/里昂郡經濟發展協商會同意與如皋

經濟開發區管理委員會結成合作夥伴關係，在可再生能源、先進製造業、研究和工程與資訊

技術方面合作，並為勞動力的發展、研究成果商業化和開發新企業創造機會。  

兩市並將共同探索成立一個科技研究創業園，借此培育高科技創業公司。  

在學術/研究方面，兩市教育界討論了在江蘇大學和佛羅里達州立大學與佛羅里達農業工程大

學工程學院實施一個 3+2 工程學位專案。如果專案得以實施，中國學生將花三年時間在中國

國內大學學習，然後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與佛羅里達農業工程大學工程學院進行另外兩年的

工程教育，畢業時獲得學士兼碩士學位。  

另外還研究了擴大上述佛州兩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的機會，並討論在江蘇大學醫學院和佛羅里

達州立大學醫學院、佛羅里達農業和機械大學藥學院以及其他與健康相關領域發展專案合作

夥伴關係。研究佛羅里達農業和機械大學農業科學院和江蘇大學農業工程研究方面的合作機

會。  

兩市並討論了包括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究合作可能性。  

如皋市位於長江岸邊，離上海約 80 英里，和塔拉哈西的的都市發展方向相同，如清潔能源、

綠色技術等。如皋市現有市民 150 萬人，也是佛州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 今年年初剛上任時

特別宣佈其政績之一：成功為佛州招來創造 244 個工作機會的百應能源公司 (Bing Energy) 來

塔城設廠，員工平均年薪 4 萬 1655 元。  

該公司研究和開發設施的總部在塔城，公司正在開發新的氫燃料電池元件，已和如皋市當地

廠商積極合作。Bing 首席財務長 Dean Minardi 表示，這次訪問是建立和擴大如皋與塔拉哈西

已進行的友好合作關係。  

塔城和如皋市都衷心期待兩市能夠為雙方帶來更多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增加兩市人民彼

此瞭解和溝通，擴大民間的文化交流。(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6611830/article%E5%A1%94%E5%9F%8E%E5%B8%82%E9%95%B7%E7%8E%8

7%E5%9C%98%E8%A8%AA%E6%B1%9F%E8%98%87%E5%A6%82%E7%9A%8B?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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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佛‧日高峰會 品評生魚片 

塔拉哈西訊  
December 17, 2011 06:06 AM | 42 次 | 0  | 1  |  |  

 

 
 

圖片 1 / 2  和歌山黑潮市場公司營運部課長和泉圭紀扛著 150 多磅的黑鮪魚出場。(Melina Vastola 提供) 
 

 

 
 

圖片 2 / 2  部分「佛羅里達-日本高峰會議」受邀人士。左起：佛州州立大學經濟預測和分析中心主任 Julie Harington、塔城亞洲協會會

長廖客來、僑務促進委員及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北佛州中華會館會長林義仁、及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本田繁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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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裔人士日前應邀參加在塔城召開的第八屆「佛羅里達-日本高峰會議」年會。該會議討

論持續發展和維持政府和民間的聯繫包括：貿易、文化、和教育等要素。  

塔城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及夫婿何廷瑞、前佛州農機大學工學院院長陳景仁及夫人陳瑞滿、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北佛州中華會館會長林義仁、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及會

員林坤雄、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會員丁昱竹及陳宏展等均與會。  

高峰會議由佛州非營利組織代表團和美東南日本協會主辦，會議的目的為致力促進更多佛州

與日本之間貿易、投資和文化的聯繫。前七屆常在邁阿密、天帕或其他南方城市舉行，但今

年的日本和歌山縣知事仁板吉伸德川 (Yoshinobu Nisaka )來佛州首府塔城拜訪州長斯科特 

(Rick Scott)，所以在塔城召開「佛羅里達-日本高峰會議」年會。  

今年代表佛州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參加「台灣-佛羅里達高等教育年會」的佛州企業總裁兼

執行長史瓦坡 (Gray Swoope)再度代表州長出席會議致詞並表示佛羅里達州是國際性的好地方，

也是美國第四大出口的州。從 2009 年到 2010 年，佛州出口到日本的產品已增加了 42.8%。  

駐亞特蘭大的日本外貿協會主任松平慶文 (Yoshifumi Matsudaira)表示，許多佛州公司目前正

在尋找在日本已有現成出口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他領導的部門可以幫助美國公司在日本建

立連繫和提供相關的資源來建立美日之間的國際業務。  

前和歌山縣知事板谷志良 (Shiro Kariya)和前佛州副州長麥格(Buddy McKay)於 1995 年 10 月 4

日簽訂姊妹關係，並且一直維持各種交流活動。  

和歌山的海岸線有盛產的海鮮行業，如龍蝦、石斑魚、鯛和金槍魚 (或稱為鮪魚)，其中也包

括活動最後請來賓們分享剛從和歌山空運來的藍鰭黑鮪魚。和歌山也出產日本料理常用的味

噌、醬油、和乾鰹魚屑。  

駐邁阿密新上任不久的日本領事川原英一 (Eichii Kawahara)致閉幕詞和回答來賓的問題，最後

宣佈當天會場還舉辦和歌山的「現殺黑鮪魚」秀。表演時，伴隨著黑鮪魚歌的播放，和歌山

黑潮市場公司營運部課長和泉圭紀扛著 150 多磅的鮪魚出場，約花 20 分鐘現場處理，並解說

黑鮪魚哪個部位含何種營養、最好吃。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6815944/article%E5%88%86%E4%BA%AB%EF%BC%81%E4%BD%9B%E2%80%
A7%E6%97%A5%E9%AB%98%E5%B3%B0%E6%9C%83%E5%93%81%E8%A9%95%E7%94%9F%E9%AD%9A%E7%89%87?i
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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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華商聯歡 歌舞會慶新年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anuary 10, 2012 06:00 AM | 345 次  |  0  |  1  |   |   

 
 

圖片  1 /  2 

該會理事和與會來賓在「2012 新春聯歡舞會」合影。立者左起陳桂梅、廖柏虞、楊喬生、嚴培達、陳建國、牟華瑋、

金志遠、張熙增、薛政凱、汪士毅。(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2 

佛州華商總會 2012 新春聯歡舞會中，奇士美華人協會的理事們表演「一隻小雨傘」歌舞。彩色的小雨傘隨著音樂

轉動，旋律輕鬆、畫面生動。(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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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佛州華商總會、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華商總會長青社主辦，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辦

事處贊助的「2012 年新春聯歡舞會」日前在佛州中華文化中心舉行。主辦單位準備了

豐富的中式餐點及飲料，並安排雜技藝術和專業舞蹈表演，現場還有卡拉 OK 唱歌跳舞，

並有 Ipad-2、大電視機、現金和禮券等大獎的抽獎活動；近 300 人與會，人潮擠滿禮堂，

熱鬧非凡。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率秘書鄧珮安及僑務組長金志遠與會，中佛州僑界踴躍出

席，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夫婦，僑務顧問、文化中心董事長江大崙，僑務促進委員

王成章夫婦，薛政凱、穆椿榮夫婦，長青社耆老們近 20 人出席，大奧蘭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嚴培達率理事群包桌，奇士美華人協會亦由副會長許瑤裁領隊，20 人參加。  

聯歡舞會由華商總會副會長陳桂梅主持，華商總會會長陳建國致詞歡迎與會來賓，共慶

新世紀伊始；他分享該會在 2011 年度建國 100 年的活動成果，期許新年度起偕手努力，

為僑胞提更多更好的服務。他介紹該會的副會長和理事們，感謝他們的支持和贊助，讓

華商的會務蓬勃發展。  

牟華瑋在致詞中祝賀僑胞新年新希望，感謝僑胞支持政府，分享他參加全佛州 57 場建

國百年慶典活動的心得，以及 2012 年新世紀民國 101 年的展望和祝福。將於 4 月份退

休的僑務組長金志遠除了向僑胞賀年外，並表示難忘佛州的友情和熱情，將會常回來看

看。  

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大奧蘭多台灣商會會長嚴培達、長青社會長溫秀瓊與奧蘭多

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張熙增，甘迺迪角華協會長薛政凱及佛州學人協會秘書長穆椿榮等

亦分別致詞，向僑胞祝賀新年快樂，健康如意。  

聯歡舞會由陳建國吹薩克斯風拉開序幕，當日巧逢他與其夫人湯賢美的農曆生日，陳建

國感性的回味 30 年的婚姻，以「月亮代表我的心」訴情，氣氛感人。  

接著由牟華瑋演唱「明天會更好」，隨後，奇士美華人協會的理事群以台語歌曲「一支

小雨傘」為背景表演歌舞，陳桂梅主唱，熟悉的歌曲引起現場唱和。  

 

ht 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047282/art icle%E4%BD%9B%E5%B7%9E%E8%8F%AF%E5%

95%86%E8%81%AF%E6%AD%A1%E6%AD%8C%E8%88%9E%E6%9C%83%E6%85%B6%E6%96%B0%E5%B9%B4

?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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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馬吳勝選 後援會慶功 
記者俞曉菁、陳文迪邁阿密、奧蘭多報導  

January 17, 2012 06:00 AM | 377 次  |  0  |  3  |   |   

 
圖片  1 /  2  佛州馬吳後援會在邁阿密舉行慶祝勝選聯誼餐會。(記者俞曉菁／攝影) 

 

 
 

圖片  2 /  2  奧蘭多佛州馬吳後援會慶功宴上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152 
 

佛州馬吳後援會為慶賀馬英九、吳敦義贏得大選，1 月 15 日中午分別在邁阿密新華自

助餐館和奧蘭多龍宮餐廳舉辦慶祝勝選慶功宴。兩地現場氣氛愉悅，道賀聲不斷，分享

喜悅和祝福。  

邁阿密地區出席活動的嘉賓有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牟華瑋、僑務委員葉國

鈞、佛州台灣同鄉聯誼會長錢開成、大邁阿密中華文化教育獎學基金會長錢劉美蓉、安

良工商會長李麗莉、邁阿密國民黨分部常委譚雲萍、邁阿密華僑協會會長王雲福、大邁

阿密中華文化協會倪崧岳夫婦、都瑞爾華僑商會執行長鄭博文、前世界廣東同鄉會總會

副會長梁雅婷，以及僑務顧問楊大中、周美倫等人。  

活動由王雲福主持，他以一個心情好「爽」做為活動開場白，並一一介紹上述與會嘉賓，

並邀請他們致詞。錢開成首先致詞表示，馬英九的勝選連任，將為台灣帶上更正確的道

路，特別是在兩岸關係方面。葉國鈞表示，心情無比興奮，雖然選舉競爭激烈，但苦戰

後的勝利則是非常甜美的。他說馬英九的勝選是台灣人民認同他過去三年八個月來的政

績和九二共識，相信以馬的各方條件，不論過去或未來四年，一定會為兩岸人民做出更

多貢獻。  

牟華瑋在致詞表示這次台灣的選舉，証明了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和自由，這次選舉的公

平競爭，沒有操弄族群議題，做為政府工作者，很高興政府政策的大方針可以穩定和持

續的發展，這是全體同胞值得慶幸的事。  

許多發言者均表示很高興馬英九可以連任，並肯定馬過去四年的政績。楊大中表示很高

興清廉有為的馬英九連任，繼續帶領大家往新的世紀走。錢劉美蓉表示馬英九不但清廉

更人格溫文儒雅，很高興台灣能有這麼好的人連任。  

梁雅婷表示剛從台灣回來，台灣在馬英九執政四年後，一點也看不到不景氣，十分平安

且經濟繁榮，希望未來四年會更好。佛州台灣廠商聯誼會前會長孔慶成和馬英九是女師

附小和大安國中的同學，他表示很高興同校同學能連任總統。周美倫則分享參加國際友

人聚會時，友人對台灣民主的推崇。  

奧蘭多地區佛州馬吳後援會副召集人張熙增在開場中感謝各界的支持，欣喜馬吳勝選，

可將國家帶入富強康盛的新紀元，駐邁經文處長牟華瑋特別致電，轉達感謝僑界支持政

府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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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吳後援會奧蘭多分會召集人徐祖慈回台投票，並和劉廣然等參加在台的慶功宴和活動，

其夫人徐儆曉與顏明一起開香檳，大家一起舉杯祝賀馬英九成功勝選，中華民國國運昌

隆。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秘書長穆椿榮代表徐祖慈致賀，並特別演唱京劇「一戰成功」，宏亮

高亢的唱腔，加上威武的身段手勢，獲得滿堂彩。  

中佛州僑界社團代表，僑務委員楊喬生，僑務促進委員黃毅敏、王成章、薛政凱等榮譽

職人員均出席慶功宴。楊喬生、顏明、嚴培達、徐美蟬等分別上台發表選舉觀戰的心得，

台下也分享選情前後心情。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190792/art icle%E8%B3%80%E9%A6%AC%E5%90%B3%E5%

8B%9D%E9%81%B8-%E5%BE%8C%E6%8F%B4%E6%9C%83%E6%85%B6%E5%8A%9F?instance=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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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 學者樂見平穩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anuary 21, 2012 06:03 AM | 35 次  |  0  |  1  |   |   

 
 

圖片  1 /  2  國際論壇在中佛大學生活動中心飛馬廳開講，吸引 500 餘當地政經教各界人士參加。(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2  參加國際論壇的部分華裔來賓與主講者合影，左起袁建勛、徐祖慈、Ray Jones、史考特‧卡斯特納、約

翰‧博夏、吳天順、張熙增、穆椿榮、陳嵐溪。(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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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佛州大學全球展望(Global Perspectives)主辦的「衝突與和平：當代的兩岸關係

(Between Conflict & Peace: Contemporary cross-strait Relations)」國際論壇，日前在

該校學生中心飛馬廳(UCF Student Union, Pegasus Ballroom)舉行，約 500 餘人與會。  

參加成員多為主流人士，華裔與會者包括徐祖慈、中佛大教授袁建勛、Rollins 大學教

授 Roy Wang、佛州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奇士美華人協會會長黃毅敏、奧蘭多台灣同

鄉聯誼會會長張熙增、國際文化學苑副苑長陳嵐溪等，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組長張水庸

也至現場。  

該講座由馬里蘭大學政府與政治學系教授史考特‧卡斯特納(Scott L.Kastner)主講；他

以樂觀和需謹慎為海峽兩岸關係的未來發展作結論，他認為 10 年內不會有大問題。雖

然台海穩定仍有相當的危機，但兩岸均有支撐立點，尤其美國顯然仍支持兩岸穩定。  

在講座中，卡斯特納分析台海兩岸穩定關係發展的樂觀與悲觀因素；樂觀的因素包括：

持續的經濟整合，包括跨越台灣海峽，以及中國與進入全球市場的整體化、兩岸貿易的

快速成長、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以經濟結合為資源的實用觀點、美國持續維持

台海穩定的承諾、未來的民進黨不可能疏遠美國等。 悲觀的因素則包括：武力平衡的

急速改變、對美國長期維持台海穩定承諾的質疑、棘手的北京與台北間核心主權問題、

從簡易實際到敏感的政治議題都有合作上的困難、2012 年台灣大選結合中國領導權的

移轉，造成相當不穩定的局面。  

開放提問的單元交流熱烈，問題涵蓋政經教及社會人權，相當多元。卡斯特納在回答問

題中指出，中國政府可能有很多策略與作為，但卻忽略了(ignore)台灣的需要。  

華裔的提問者，在提問時都同時表達自己的感想。來自中國的王教授驚訝並感謝這麼多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問題感興趣，他認為兩岸問題因當年特定因素造成，但感情因素重於

其他，不希望有戰爭讓百姓受苦，很高興除了武力以外，還有經濟的途徑可以和平解決

台海兩岸的問題。  

有興趣了解活動者可上網：http://ucfglobalperspectives.org/events/previous 和

http://www.life.ucf.edu/lectures/index.php。卡斯特納簡歷和相關著作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cottlkastner/。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248238/art icle%E5%85%A9%E5%B2%B8%E9%97%9C%E4%

BF%82-%E5%AD%B8%E8%80%85%E6%A8%82%E8%A6%8B%E5%B9%B3%E7%A9%A9?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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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慶功宴 分享溫馨 

塔拉哈西訊  

January 31, 2012 06:00 AM | 51 次  |  0  |  2  |   |   

 
塔城亞洲協會主席廖客來(左一後立者)和候任會長 Soma Sundaram ，在第七屆亞洲節慶功宴開場時致詞。 

(Tristin Kroening 提供) 

*********************************************************************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The Globe，舉辦第七屆亞洲節

慶功宴，包括塔城台美協會、台灣學生會、華人協會、中國學生及學者協會、印度組織、

泰國代表、韓國團隊、日本社團、菲律賓大灣區聯合會，以及許多愛好亞洲文化的美國

民間組織等約 150 位志工參加。  

塔城亞洲協會主席廖客來 (Cyde Diao)表示，本來去年 10 月就該舉辦慶功宴，可惜大家

排不出時間，直到龍年來臨時才舉辦。他首先感謝去年吳天順和 Genzo Tanak 大力協助

完成了申請美國國內稅收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 中的 501(c) (3)條款，亞洲

協會正式成為可以享受「免稅的非營利組織」。 



159 
 

接著候任會長 Soma Sundaram 感謝大家支持去年的其他活動，如春季大遊行、亞太傳

統月活動、州長官邸慶亞裔月活動和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的救災捐款活動等，會中也介紹

在場的幹部們。吳天順並大力推廣塔城台美協會的龍年慶新春活動。  

致詞後，展開約 2 小時緊湊的活動，內容包括有享用餐飲和欣賞餘興節目。協會的工作

人員準備了許多中國、印度、菲律賓、和日本的食物請與會者享用，也準備了許多餐館

外賣的容器讓與會者「外帶」，使不能同來的親朋好友們也有機會分享到亞洲協會的溫

馨。  

餐後由 Aurora Hansen 主持餘興節目，表演節目包括有梅林達‧考恩 (Melinda Cowen

的)肚皮舞 Firestorm、積極時代娛樂團(Positive Generation Entertainment)的饒舌音樂

Lewis Thurston II and Omyre Young、史密斯‧皮特曼 (Smith Pittman)多首小提琴演

奏、塔拉哈西盛安青年舞蹈團(Tallahassee Mabuhay Youth Dance Company)的多場舞

蹈表演，克莉絲蒂娜‧麥克唐納(Christina MacDonald)配廖客來與盧俊偉，表演卡拉

OK 雙人情歌合唱。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343998/art icle%E5%A1%94%E5%9F%8E%E4%BA%9E%E6%

B4%B2%E7%AF%80%E6%85%B6%E5%8A%9F%E5%AE%B4%E5%88%86%E4%BA%AB%E6%BA%AB%E9%A

6%A8?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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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聯歡慶新正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7, 2012 06:00 AM | 41 次  |  0  |  1  |   |   

 
 

圖片  1 /  2  塔城華人協會龍年春節聯歡會表演者和贊助者合影。(韓潔潔提供) 

 

 
 

圖片  2 /  2  胥兵和繆麗穎夫婦率眾女孩表演壓軸節目，獻唱歌曲「歡樂中國年」。(韓潔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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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Chinese Association of Tallahassee ，簡稱 CAT)日前在佛羅里達州立大

學 (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龍年春節聯歡會，吸引約 400 多人與會同慶。  

塔城市政府幕僚長麥諾和夫人 (Rick Minor & Jessica Lowe-Minor)代表市長麥克斯

（John Marks）出席並拜年祝賀，麥諾夫婦表示他們將來有孩子時，一定會鼓勵孩子們

學中文。活動由上午 11 時開始，一直進行到下午 3 時 30 分結束，共分三段：聯歡會、

午餐和餘興節目。  

聯歡會由吉梅、魯兵、Karen 柳，和小朋友高建瓴等四人共同主持，有 11 個精彩的節

目，包括有開場「開門紅」、女聲重唱「讓我怎能不歌唱，花兒與少年」、相聲「戲說

樣板戲」、樂隊表演「美國南方阿巴拉契亞山區的音樂」、舞蹈「企鵝舞」、京劇「四

郎探母，坐宮」、三句半「快樂家庭頌」、武術表演「張遠武術館」、南美拉丁舞

「Zumba」、樂器合奏「花兒與少年」和歌曲「歡樂中國年」。  

今年最有特色的節目可算是張啟波原創並表演的相聲「戲說樣板戲」，水準媲美中央電

視台春節聯歡晚會。相聲中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革命樣板戲」加上了深入詮釋，幽默

得體，諷而不刺的笑料逗得大夥樂不可支。有興趣者，可上網觀看高清錄像：

http://youtu.be/n65zWlLeXc8; http://youtu.be/NreQVsgX5yM  

午餐有 10 多種美食，但因為嘉賓爆滿，又臨時訂了 Pizza 應急。用餐期間華人協會主

席崔遲總結報告過去 2011 年的工作，並介紹未來 2012 年華人理事會成員。  

餘興節目時段由兩位美女吉梅和田佳妮主持，節目包括抽獎、遊戲、和發紅包。遊戲包

括搶椅子、吹氣球和筷子遊戲，緊張刺激。最後發壓歲錢，拿到壓歲錢的小朋友都很高

興。(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421048/art icle%E5%A1%94%E5%9F%8E%E8%8F%AF%E4%

BA%BA%E5%8D%94%E6%9C%83%E8%81%AF%E6%AD%A1%E6%85%B6%E6%96%B0%E6%AD%A3?instan

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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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人新春餐會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11, 2012 06:00 AM | 21 次  |  0  |  0  |   |   

 
 

圖片  1 /  2  塔城台美協會等社團聯合舉辦的慶龍年新春活動中，佛州州大音樂系壓軸表演，圖左起：林南雁、金佳

慈、葉翠山、丁韻竹、紀懿芷和蔡尚臻。(闕志宇提供) 
 

 
 

圖片  2 /  2  慶龍年新春活動中，部分工作人員、演出人員和與會佳賓於會後合影。(闕志宇提供) 



165 
 

塔城台美協會、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以及塔城中文學校，日前聯合在佛州州大（FSU）

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慶龍年新春餐會，餐後並在莫爾大禮堂觀賞精心籌劃的表演節目，約

吸引了 400 多位中外人士與會同樂。  

慶龍年新春餐會從下午 6 時開始，照往例採用英語進行，今年則由 May Tay-Himadi 和

Bran Berry 共同主持，多年來也吸收了許多主流社會的賢達會員。  

活動中大家先享用豐富晚餐，邊吃邊話家常、互道新春快樂。餐後則轉往莫爾大禮堂欣

賞節目表演，在節目中並頒發獎學金，共發出近 150 個紅包給未成年或生肖屬龍的來賓，

並抽出許多個幸運的來賓上台領獎。  

表演節目則有熱鬧的舞獅舞龍「迎新年」，鋼琴演奏「春」，華人基督教會提供的歌曲

「谷中的百合花」和「天父的花園」，中文學校學生獻唱充滿年節味道的歌曲「賀新

年」、「恭喜恭喜你」以及「但願人長久」，太極拳協會長達 10 分鐘的示範表演；壓

軸節目是由佛州州大 FSU 音樂系提供的台灣流行歌曲對唱選粹，演唱了「珊瑚海」、

「小酒窩」和「你被寫在我的歌裡」等。  

主辦單位表示，這次慶龍年活動共獲得 16 個單位贊助，這些單位包括餐館、銀行、報

社、電視台、教會和學校等。其中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和台灣同學會會長闕志宇幕前和

幕後合作無間默契十足，並相約明年 2 月 16 日再見共慶「小龍」年。  

當天活動來賓包括有前塔城民主日報資深記者林德立 (Mary Ann Lindley)、塔城市政府

幕僚長麥諾 (Rick Minor)代表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出席、以及駐邁阿密台北經濟

文化辦事處僑務秘書李定勇偕、葛守雯夫婦等人。  

佛羅里達州州長史考特 (Rick Scott) 和在彭沙科拉 (Pensacola) 的佛州第三選區州眾議

員福特 (Clay Ford) 亦分別致函道賀。(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495200/art icle%E5%A1%94%E5%9F%8E%E5%8F%B0%E7%

BE%8E%E4%BA%BA%E6%96%B0%E6%98%A5%E9%A4%90%E6%9C%83?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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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館慶新春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1, 2012 06:00 AM | 37 次 | 0  | 0  |  |  

 
 

北佛州中華會館龍年新春慶祝活動，大夥兒在餐間邊吃邊聊。 

(北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 
北佛州中華會館日前舉行新春慶祝活動，近百人與會，十分熱鬧。  

慶祝活動內容為聚餐、發紅包、和抽獎等，讓許久沒見面的僑胞們共聚話家常和拜年。  

抽獎節目是「家家有獎」，因為會長林義仁募到許多獎品，讓所有抽獎券抽完後，還餘有不

少獎品，結果獎券再次回籠重新開始抽獎，有人抱著三份獎品高高興興地回家。整個活動歷

時約兩小時，大家在慶祝農曆新年之餘，並一起度過愉快的周末。  

此迎春活動雖然沒有餘興表演，大夥兒在餐間邊吃邊聊，加上好客的老闆娘陳露茜及母親孫

均文熱心地招待，提供不斷還有「鑊氣」的熱食和熱茶，大家在享用豐盛午餐後，依依不捨

地道別，許多會員們經由會館活動也都維持了 30 或 40 多年的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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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拍了許多相片都已經刊登在該館的網站 http://www.nfcatallytaiwan.biz.nf。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7597586/article%E5%8C%97%E4%BD%9B%E5%B7%9E%E4%B8%AD%E8%8F%

AF%E6%9C%83%E9%A4%A8%E6%85%B6%E6%96%B0%E6%98%A5?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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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觀測軟件 2 華裔首創完成 

塔拉哈西訊  

March 06, 2012 06:00 AM | 194 次  |  0  |  0  |   |   

 
李子方  (左)和葉明  (右)在 ARCNLET 軟件的計算結果屏幕前合影，背後顯示多個污染源隨地下水運行、擴散、變異

的污跡。(吳天順／攝影) 

 

 ********************************************************************** 

日前「 電腦地圖系統(GIS)」世界權威公司 ESRI 的網站：http://blogs. 

esri.com/Dev/blogs/hydro/default.aspx，發佈環保電腦軟件「ARCNLET」。該軟件是

由塔城佛羅利達州環保局 (FDEP)華裔科學家李子方博士 (Paul Z. Lee，Ph.D)首創設計；

佛州大(FSU)華裔教授葉明博士 (Ming Ye，Ph.D)完善設計並領導研究生理歐士 

(Fernando Rios, M.S. )，三人通力合作，費時兩年完成。該軟件模擬、並圖示多源污染

物隨表層地下水遷移，最終進入地表水體的定量過程。  

該軟件由聯邦資助，有意者可免費下載，應用廣泛，迄今下載該軟件登記者包括美、加、

中、德、法、等環保部門 130 多起，幫助全球環保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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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水體 (包括：江、河、湖、海、及地下水，特別是淡水)的質和量，乃是影響人類生

存和生活品質，以及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關鍵，也是人口、經濟發展的的制約要素。自然

水體的質和量必須由政府，企業和人民協同進行系統有序，竭盡全力的保護。  

「人為污染源」硝酸根離子過多可招致水體優生化、藻類瘋長、魚類死亡、水體壅塞而

消亡。水體優生化已成為歐、美、亞洲各國的主要環保難題。  

李子方專長地學、富創意，擁六項美國發明專利。葉明為佛州州大科學計算系，專長水

文地質及統計學，近擢升副教授兼系研究生主任。（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7750054/art icle%E6%B0%B4%E6%B1%A1%E6%9F%93%E8%

A7%80%E6%B8%AC%E8%BB%9F%E4%BB%B62%E8%8F%AF%E8%A3%94%E9%A6%96%E5%89%B5%E5%

AE%8C%E6%88%90?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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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廣然給馬總統英九的信 
 
 

 
 
**************************************************************************************************** 
 
馬英九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府 
10048 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路 1 段 122 號 

 

March 11, 2012 

馬總統好!   

恭喜您順利連任，在這接下來的四年裡樂見您大展鴻圖，把國家帶入新的里程碑! 

我從事會計師行業多年，卻兩次在報稅季節悄悄(沒讓客戶知道)回台，一次是 2008 年三月底，

距離報稅截止日僅三星期，我在星期四晚抵台，星期五去換新身分証，星期六投票，星期天

和北師附小同學（您姊夫趙蜀遠沒來）慶祝，星期一回美。朋友們都問妳怎麼知道可以慶祝? 
我說我在稅季顛峰期六天內來回台灣投票，非得是慶祝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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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本沒有打算回去，認為您一定當選，只在奧蘭多（Orlando）本地參與馬吳後援會籌備

會，及打電會給有錢有閒的同學及朋友回台投票，當小學同學鈕廷莊告訴我情況緊張因民調

為 39%比 39%後，立即訂了機票回台，我很自負地想我這一票當能抵一百萬票! 另一對小學

同學才剛從台灣回美，掉頭又回台，因為”有人”提醒他們「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這次在

台停留六天，有三天是去競選總部，和其他海外歸國的僑胞，包括世界台灣商會總會長黃正

勝，參加海外同胞造勢大會，選前一晚沒去台大同學聚會而到總統府前參加造勢大會，最殊

勝的昰投票日因和義工們失去連繫，而生平第一次得和群眾們坐在總部看板前看「放榜」及

喊口號，緊張、期盼、興奮、喜悅、感動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因和家人約了聚餐慶祝，所

以沒等到您露面謝票即先行，次日和美國回台的朋友們，包括您同學徐祖慈，及北師附小同

學一同慶祝「馬到成功」。 

以前在世界台灣商會年會或是國際佛光會年會見到您，都是遙望，第一次有機會和您正式見

面是因 2010 年十二月全美台美會計師協會的年會在台舉行。話說 2001 年我誤打誤撞地加入

這個黨味鮮明的協會，期間曾兩度隨團回台去總統府拜會。2009 年我做會長的第一年，在

Orlando 辦了一個成功的年會，三天 Bahama Cruise （seminar）回來，續開了一天研習會，

當晚辦的歡迎晚會，請來當地社團名流及佛州會計師公會會長，並有州長、市長、縣長的賀

函，會員們認為是有始以來最成功、出席率最高的年會。我做的這一切是為第二年回台辦年

會舖路，盡管大家都非常滿意，但是要把一團理念不同的會計師說服回台謁見總統還真費心

思，過五關斬六將，好不容易大家願意回台，也同意沿襲台美會計師協會的「拜會總統的傳

統」，卻得不到可以見到您的訊息，這事對於會員我可是守口如瓶一字不提，去請鈕廷莊同

學幫忙說好話。一直到走前兩個禮拜，邁阿密辦事處處長親自來電告知您會抽空見我們（半

小時），才鬆了一口氣。 

五都大選後幾天，十二月二日下午五點半您在會客室接見我們協會二十多人，和藹親切，侃

侃而談，和我們好整以暇地談了一個半小時，因為您「已下班了」，團體照後您還和團員個

別照，偕大歡喜。我送您代表奧蘭多狄斯耐世界的 Micki and Minnie, 是祝福您和夫人「甜

甜蜜蜜 長長久久」，而不是一般人常說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兒順便替我妹妹廣

霓帶一句話，「請到治水高手則諸事圓滿」。  

在我二十幾年的會計師生涯裡，一直活躍於社區服務，有十幾年是在不同的華人、亞裔及美

國主流社團做負責人(會長) ，這次能見到總統，是我的事業、也是人生中最快樂、最榮耀的

一刻。我已卸任會計師協會會長之職，但還續任佛州佛光會會長，計劃今年八月您去中美州

參加當地總統就職時，和這兒台商會會員一同去歡迎您，同時希望九月佛光會年會及世台年

會或是國慶酒會有機會再見到您。 

祝您  諸事圓滿 笑口常開! 

 

 劉廣然敬上 
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 2008-2014 
全美台美會計師協會會長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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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及 

我的父母（劉琦業九十二歲及劉仲平八十五歲）三月三十日慶祝結婚六十五週年，五年前結

婚六十週年時也想請您寫賀函，但您剛剛卸任市長，沒來得及趕上。這次趁父母回台(三月十

三日至四月十日)，請他們帶回此信及相片（總統府 2010 年），如能得到您的賀函請先 email 
給我 RSiu888@gmail.com 再寄到我弟弟事務所，老人家會很高興！2008 年他們有回去投票。

謝謝您!! 

 
弟弟事務所地址 
劉景涵建築師 
民生東路五段 36巷４弄２號２F-3 
2769-6936 926-32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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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蘭多孫中山銅像揭幕 孫穗芳主持剪綵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rch 15, 2012 06:00 AM | 105 次  |  0 |  0 |  |   

 
國父銅像揭幕儀式及歡迎晚宴均是貴賓雲集，中外人士一起瞻仰國父銅像英姿，圖中為孫穗芳及牟華瑋。  (記者陳

文迪 /攝影) 

 

 ******************************************************************** 

國父之孫女孫穗芳博士捐贈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於 12 日在奧蘭多中國城廣場矗立，

孫穗芳由夏威夷飛來奧蘭多主持剪綵揭幕儀式；中佛州當地政界名流及僑界數十人觀禮，

中外貴賓們並在致詞中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成就。主辦單位並特別舉行歡迎孫穗

芳晚宴，亦舉辦銅像寫生繪畫，讓學生們認識孫中山先生。  

國父銅像揭幕儀式及歡迎晚宴均是貴賓雲集，中外人士一起瞻仰國父銅像英姿；來賓包

括促成銅像捐贈的波士頓僑務委員馬滌凡、香港國際華商協進會理事曹樹華、世界台灣

同鄉聯誼會會長吳毓苹、前全美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吳睦野、佛州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

錢開誠及夫人、前佛州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余文孝、中國國民黨南佛州分部常委李非四

等。、大邁阿密中華文化協會會長倪崧岳、都瑞爾中文學校董事長李孟容，駐邁阿密台

北經文處處長牟華瑋，僑務組長李定勇及夫人葛守雯，邁阿密台北世界貿易中心主任劉

義良軍專程與會；中佛州地區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佛州華商總會會長陳建國、大

奧蘭多台灣商會會長嚴培達等軍率副會長及理事參加，另外天柏灣台商會副會長林振榮

夫婦與會，僑務促進委員、佛州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夫婦亦從塔拉哈西趕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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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地區政經界要人則有歐可邑市長史考特‧溫德葛利夫(Ocoee Mayer Scott 

Vandergrift)，奇士美市長傑姆‧史萬(Jim Swan, Kissimmee)，橘郡第六選區議員緹芬

妮‧穆爾‧羅梭(Tiffany Moore Russell, Orange County Commissioner) ，橘郡警長德

敏斯(Orange County Sheriff Jerry Demings)、奧蘭多世界貿易中心總裁拜倫‧薩登(Mr. 

Byron Sutton President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Orlando)，天柏灣亞美事務委員

會委員韓裔的奇美‧史賓斯頓博士 Dr. Kimi Springsteen, Commissioner of Asian 

American Affairs, Tampa) ，以及松脊社區諮詢會 Pine Hill Community Council 代表等

，橘郡郡長傑可布絲(Mayor Teresa Jacobs) 特派專員凱洛‧克萊克(Carol Clarke)及代

表羅瑞達‧薇菈絲可 Zoraida Velasco 攜賀函道賀。  

銅像揭幕儀式由祥獅獻瑞拉開序幕，奇士美台灣同鄉聯誼會會長廖唯志報告申請樹立銅

像緣起，感謝馬滌帆居中促成孫穗芳捐贈銅像；接著是與會來賓致詞，幾位市長、警長

和政經要員分別推崇孫中山先生的豐功偉業，中佛州為多元文化社區，歡迎在佛州建立

紀念銅像，分享文化寶藏和偉人丰姿。  

孫穗芳在致詞中分享她捐贈的百座銅像工程，從 2010 年開始，奧蘭多為第 84 座，全美

國第 5 座；她說，她的祖父一生獻身革命，為人民謀福祉，三民主義可以解決社會國家

問題，她的使命是傳承孫中山涵蘊豐厚中華文化的理念，散播愛和和平，天下為公，世

界大同。  

牟華瑋在致詞中讚揚國父是開疆破土的領袖，創造歷史奇蹟，西方的文明精神兼容中華

文化底蘊，是行動家兼思想家。  

銅像由孫穗芳及牟華瑋揭開，古銅色的銅像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現場一片掌聲和歡呼聲，

許多位民眾都向孫穗芳致敬、競邀合影。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gaflnews/17875976/article%E5%A5%A7%E8%98%AD%E5%A4%9A%E5%AD%AB%E4%B8%AD%E
5%B1%B1%E9%8A%85%E5%83%8F%E6%8F%AD%E5%B9%95%E5%AD%AB%E7%A9%97%E8%8A%B3%E4%B8%BB%E6%8C%81
%E5%89%AA%E7%B6%B5-?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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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豪未出征 奧蘭多粉絲一樣瘋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pril  12, 2012 06:06 AM | 470 次  |  0  |  3  |   |   

 
徐祖慈等特別帶了馬吳的肖像和中華民國國旗，以及曾雅妮、林書豪的巨幅照片為尼克隊加油。前排左起徐祖慈、

劉廣然、潘明安。(記者陳文迪／攝影) 

  

************************************************************************ 

尼克隊本年度與魔術隊唯一一場對壘的球賽，日前在奧蘭多安利體育中心熱鬧開賽，尼

克隊一路領先魔術隊，在終場以 96 比 80 大勝；雖然林書豪因腿傷未能到奧蘭多出賽，

但是他當紅的威力不減，200 多位華裔粉絲們仍然熱情捧場，為尼克隊加油。值得一提

的是，當天高爾夫球皇后曾雅妮亦在現場看球，更成為攝影機的另一個焦點。  

當天比賽雖然事先已知林書豪膝蓋受傷手術，很可能無法來奧蘭多比賽，但大家都抱著

一線希望，可能林書豪會隨隊出場，與球迷們打招呼。此間亞華裔人士不約而同到球場

看球賽，大家都以林書豪為榮。  

當天看球賽的亞華裔民眾不少，包括台灣、香港和大陸地區都有球迷到場，留學生很多。

天柏台商會會長陳聿志表示，聽說尼克隊要來，在天柏的學生們都很興奮，所以他領軍

來奧蘭多看球賽，為尼克隊加油。甘城佛州大學的同學們也是難掩興奮，雖然見不到林

書豪，但愛屋及烏，40 多人不介意開幾個鐘頭的車程看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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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雅妮當天坐在 105 區觀賽，現場攝影機還特別以特寫介紹這位來自台灣的世界高爾夫

球皇后。  

華商總會甘斯維爾城代表文華酒店東主韓瑞琢夫婦，中佛州本地中美協會會長王麗紅、

中華學校董事長周曼宜、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劉廣然、僑務委員楊喬生和紀翠麗夫

婦、中佛州台美商會副會長翟懷慈、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副會長潘明安、顏明以及徐祖慈

和來自紐約的馬英九的同學們 20 多人等，隨著比賽的高潮迭起，在加油聲中激烈搖晃

加油看板。  

參與設計建造安利體育中心的華裔建築師、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前會長徐祖慈，為了這場

球賽特別準備了包廂，並在包廂看台上掛起大幅的總統馬英九和副總統吳敦義的肖像與

中華民國國旗，還有「哈佛小子」林書豪、高爾夫球好手曾雅妮的巨照以及彩色的加油

大字看板。  

徐祖慈在得知比賽行程後即積極策劃，除了邀約中佛州的友朋，更聯繫在紐約的同學，

說服他們來看球渡假，為林書豪加油。徐祖慈表示，他們都是馬英九初中時的同學，能

在安利中心架上馬吳的巨照和國旗與林曾兩位的巨照，與全場分享台灣之光，真是人生

樂事，也是對台灣的祝福。  

雖然魔術隊一路輸球，球迷們還是熱情的支持。當晚在球賽結束後，魔術隊的經理人員

特別安排，讓來自各地的球迷組織及球友們到球場中央，在印有奧蘭多魔術隊標誌處合

影留念，並派了兩位美麗的啦啦隊美女和來賓們一起合照。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8207352/art icle%E6%9B%B8%E8%B1%AA%E6%9C%AA%E5%

87%BA%E5%BE%81%E5%A5%A7%E8%98%AD%E5%A4%9A%E7%B2%89%E7%B5%B2%E4%B8%80%E6%A

8%A3-%E7%98%8B-?instance=gafl2 



186 
 

光明寺浴佛法會 宣導身心環保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May 08, 2012 06:00 AM | 70 次  |  0  |  2  |   |   

 
 

圖片  1 /  4  參加活動的民眾虔誠浴佛。(記者陳文迪／攝影) 

 

 
 

圖片  2 /  4  覺凡法師帶領貴賓浴佛，圖中左起橘郡警長德敏斯  (Jerry Demings)、駐邁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覺凡法

師。(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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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4  奧蘭多日本太鼓隊表演太鼓，很受歡迎。(記者陳文迪 /攝影)  

 

 

 
 

圖片  4 /  4  佛光山佛青團的團員們表演手語歌曲帶動唱「和諧」。(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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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光明寺、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於 5 月 6 日在光明寺舉辦「慶祝 2012 年佛誕節浴

佛法會」，該活動多元豐富，有浴佛法會、素食園遊會、文化藝術饗宴，范新林師生美

術聯展，佛像雕刻及藝術畫作等之靜態義賣、各族裔文化民俗表演，高價值獎品摸彩等，

活動現場並有血庫銀行專車的愛心捐血及義診；數千中外嘉賓與會，現場人潮滿滿，熱

鬧非凡。  

州長 Rick Scott、橘郡郡長 Teresa Jacobs、議員 Phil Diamond、橘郡感化院院長

Michael Tidwell 及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等均頒發賀函祝賀佛誕節，肯定佛光

山光明寺在文化教育及社區融合的貢獻。  

親自出席的橘郡議員 Jennifer Thompson 並代表郡長 Teresa Jacobs 頒發褒揚狀給光明

寺，由覺凡法師代表接受，表揚佛光山光明寺以佛陀的教育化育，和諧社會，該褒揚狀

宣告當日為「橘郡佛誕節紀念日」，並鼓勵市民一起慶祝，學習佛教的智慧與慈悲。扶

輪社區總監 Bill 讚揚佛光山的成就，並分享扶輪社全世界 120 萬美裔及非美裔會員，

無宗教國界藩籬，有 30 萬種會社，以各種活動致力國際融合，幫助去除因理想、宗教

等不了解而產生的矛盾。  

第一次參加光明寺浴佛法會的牟華瑋則在致詞中表示，因不同需要動機及考量，人很容

易犯錯，因此更要學習。人是眾生之一，卻過度使用地球資源，造成汙染等種種問題，

讓下一代付出代價。他讚揚佛光山提倡的三好運動，淨化心靈即可淨化世界，期許大家

一起努力，共創更美好的未來。  

光明寺覺凡法師在法會中開釋浴佛的真義，佛陀是覺者，藉浴佛供養，洗滌身心，內在

外在身心環保，清淨身口意，並發願落實，在生活中，心存好心、口說好話、身行好事，

幫助有需要者，大家都能離苦得樂。覺凡法師也分享佛州光明寺弘法 20 年的歷程，感

恩所有信眾及各界的支持，從早期在奇士美市旅館改建的道場，歷經搬遷，到一磚一瓦

建立如今的巍峨殿堂，佛光照耀陽光之州。  

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劉廣然代表大會致謝詞，她感謝所也義工們的努力，來賓的參

與，讓活動圓滿，也引用即心即佛，讚揚與會者都是未來佛。  

佛誕節慶典活動由浴佛法會拉開序幕，法會儀式典禮莊嚴，鄧志安及劉翠玉擔任司儀，

中佛州地區泰國廟及越南廟法師、邁阿密妙華法師與光明寺的覺凡、覺眾、永康法師等

一起領眾誦念經讚祝禱，恭讀星雲大師所寫的佛誕節祈願文，為世界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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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佛光會男女眾會員、光明學苑中文班青少年及兒童等組成的隊伍，分別虔誠列隊燈供

養寶塔、燈、香、花、水果等，儀式莊嚴。浴佛法會在佛光青年表演的和諧手語歌舞帶

動唱後禮成，並由覺凡法師帶領貴賓浴佛壇前浴佛，接著到廣場上敲響平安鑼，開始大

眾浴佛及素齋園遊會。  

特別搭建鮮花綠葉環繞的大型浴佛壇上，有一手指天或合掌的小太子雕像，九龍吐水，

瀑布流泉，煙雲繚繞，在暑氣下更顯清涼，與會者都分別列隊，虔誠許願浴佛，現場還

安排有義工協助解說，氣氛溫馨。  

文化節目匯演在下午 1 時許展開，並穿插摸彩，由鄧志安與莊杏珠主持，龍之傳奇提供

扯鈴等雜技節目，長青社表演排舞，隨後還有光明學苑中校小朋友及其他許多表演，相

當熱鬧。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8491504/art icle%E5%85%89%E6%98%8E%E5%AF%BA%E6%

B5%B4%E4%BD%9B%E6%B3%95%E6%9C%83%E5%AE%A3%E5%B0%8E%E8%BA%AB%E5%BF%83%E7%9

2%B0%E4%BF%9D?instance=gafl2 

 

 

 

 

 
 

  



190 
 



191 
 

中佛州社團盛會賀馬就任 

記者陳文迪  

May 24, 2012 06:00 AM | 109 次  |  0  |  4  |   |   

 
 

圖片  1 /  3  中佛州僑界慶祝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職晚宴中，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瑋(立者)與全場舉杯

祝賀國運昌隆。(記者陳文迪 /攝影) 

 

 

 
 

圖片  2 /  3 

中佛州僑界慶祝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職晚宴中，與會來賓合影。(記者陳文迪 /攝影) 見報  



192 
 

 
 

圖片  3 /  3  中佛州僑界慶祝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職馬吳連任成功晚宴餐會一景。  (記者陳文迪 /攝影) 

 

************************************************************************ 

奧蘭多報導  

中佛州僑界慶祝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總統、副總統就職餐會，日前在奧蘭多市嘉麟閣餐廳

舉行，共有九個社團聯宴，席開 11 桌，從塔拉哈西、甘城、傑城、邁阿密、墨爾本各

地都有代表參加盛會，非常熱鬧。  

餐會由奧蘭多台灣同鄉聯誼會、甘迺迪角華美協聯會、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主辦，大奧蘭

多台灣商會、華商總會、奇士美華人協會、中佛州台美商會，國民黨奧蘭多小組、梅門

美洲總會等單位均包桌聚人氣。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處長牟華瑋偕邁阿密台貿中心主任劉義良與會，僑務諮詢委員梅惠

照，僑務委員楊喬生與廖柏虞等出席。  

牟華瑋在致詞中，戲稱活動為九大門派齊聚光明頂，不過卻是一團和氣，引來笑聲和掌

聲。  

牟華瑋感謝各界支持政府，並指出連任的馬總統更需要支持。他亦邀全場一起舉杯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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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會場中央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兩側牆上也掛上笑容可掬、豎著拇指說讚

的馬吳肖像，及中英文慶祝連任成功的大紅橫幅，場內花籃環繞，喜氣洋洋。  

餐會由徐美蟬主持，主辦單位奧蘭多台灣同鄉聯誼會長張熙增、甘迺迪角華美協聯會長

薛正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的致詞，為活動拉開序幕。  

張熙增談起籌辦慶祝餐會的緣起，感謝各界的響應及所有義工人員的協助，讓餐會圓滿。

薛正凱肯定馬總統建設台灣，愛心和平向榮，是世界人民共同福祉。吳天順祝福中華民

國更上層樓。  

梅惠照、楊喬生、廖柏虞等分別致詞，台商顧問黃曙生領頭呼口號「中華民國萬歲」，

奇士美華協會長黃毅敏、國民黨奧蘭多小組長任嫥嫥、梅門美洲總會王成章等亦分享感

言，大家都祝福中華民國國運昌隆，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京劇名票穆椿榮唱清唱平劇「一戰成功」，以高亢的歌聲祝賀馬吳就任成功。隨後，牟

華瑋與僑務人員一起到各桌敬酒，氣氛熱絡。席間穿插抽獎，有人捐 Nook，有人捐球

賽票，氣氛熱烈。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8704912/art icle%E4%B8%AD%E4%BD%9B%E5%B7%9E%E7%

A4%BE%E5%9C%98%E7%9B%9B%E6%9C%83%E8%B3%80%E9%A6%AC%E5%B0%B1%E4%BB%BB?instan

ce=gafl2 

 

 



194 
 

塔城亞裔社區 歡慶亞太傳統月 

塔拉哈西訊  

May 24, 2012 06:00 AM | 50 次  |  0  |  4  |   |   

 
 

圖片  1 /  2  塔城亞華裔社團慶祝亞太裔傳統月活動一景。(圖：塔城亞洲協會) 

 

 
 

圖片  2 /  2  塔城亞華裔社團慶祝亞太裔傳統月活動一景。(圖：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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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 5 月亞太裔傳統月，塔城亞華裔社團日前在考伯中學 (Cobb Middle School)的體

育館舉行慶祝活動，並且利用機會推廣亞華社團的活動。  

場外設了臨時販賣菲律賓食物的攤位，讓與會者享用晚餐，場內則設有許多攤位，分別

由塔城華人協會、塔城和中國江蘇省如皋市友好城市協會、印度組織、泰國代表、領養

亞洲子女協會、日本社團，以及菲律賓大灣區聯合會等提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塔城華人協會」是眾多社團中實力最雄厚，新任會長沈鄂號召了

最多會員、節目以及攤位，支持此一慶祝活動。  

節目表演從下午 7 時開始，先由考伯中學校長貝爾 (Shelly Bell)致歡迎詞，亞洲協會會

長廖客來 (Clyde Diao)介紹「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  

表演由熱心社區活動的塔城中國武術館館主張遠師父，率領著舞龍隊開場，接著有代表

亞洲各地特色的文化展演節目，如中國、菲律賓、印度、泰國、日本、阿拉伯等的傳統

歌唱、舞蹈、樂器，以及武術表演等，節目長達兩個多鐘頭，場面十分熱鬧。  

廖客來在閉幕式時，邀請與會者參加 10 月 6 日 (周六)在塔城路易斯公園 (Lewis Park)

舉行的第八屆塔城亞洲節(Asian Experience)活動。  

佛州「亞太裔傳統月」往例每年在州長官邸舉辦慶祝活動，今年因為州長官邸正在進行

整修，無法在官邸舉行。（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8704918/art icle%E5%A1%94%E5%9F%8E%E4%BA%9E%E8%

A3%94%E7%A4%BE%E5%8D%80%E6%AD%A1%E6%85%B6%E4%BA%9E%E5%A4%AA%E5%82%B3%E7%B

5%B1%E6%9C%88?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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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8 月年會 聚焦航太業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June 12, 2012 06:00 AM | 18 次 | 0  | 1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們在奧蘭多林園餐廳舉行理事會，討論 2012 年度研討會活動事宜。前左一為會長吳天順。(記者陳文迪/攝影)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於奧蘭多舉行理事會，決定 8 月 31 日起至 9 月 2 日，在迪士尼會議中

心舉行第 23 屆年度研討會，「航太業前瞻與養生妙趣」為主題，邀請中外專家學者進行研討。  

航太前瞻主題已確定之主講人包括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全球科技 Glob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總裁程捷三、佛州大學教授史強、中華民國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

處科技組長張和中、佛州私立大學聯盟總裁墨爾(Ed H. Moore)、佛州理工學院系主任許培鋒、

甘迺迪太空中心分行計畫主管馬克‧衛斯(Mark Wiese)、中華民國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

瑋等。  

養生妙趣單元將有多位知名醫學專家學者分享。  



210 
 

為了促進交流，該研討會除了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主辦外，亦邀請其他單位參與組織，包括中

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安柏瑞德大學(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佛羅里達工學院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佛大(UCF)與佛州州立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等。  

該會目前正進行「航太業前瞻」專題徵文，以英文發表，廣邀專家論文，優秀論文將推薦入

選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SCE)專業雜誌特刊，論文截止日期 6 月 30 日，詳情可見該會網頁：

www.caspaf.org/conference2012/C4).php。  

該會歡迎各界參加研討會或觀摩，迪士尼提供每房 99 元住宿特價，附送下午起入園之門票，

詳情見該會網站：www.caspaf.org。亞聯絡會長吳天順，電話：(850)245-8594。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8950688/art icle%E4%B8%AD%E8%8F%AF%E5%AD%B8%E4%

BA%BA%E5%8D%94%E6%9C%838%E6%9C%88%E5%B9%B4%E6%9C%83%E8%81%9A%E7%84%A6%E8%

88%AA%E5%A4%AA%E6%A5%AD?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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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拉哈西中國藝術展 精采開幕 

塔拉哈西訊  

June 16, 2012 06:00 AM | 92 次  |  0 |  4 |  |   

 
圖片  1 /  3  劉南在「塔拉哈西中國藝術展」開幕式現場表演中國水墨畫，在繪製完成水墨「荷塘清趣」後加蓋印章。

(圖：劉淑華提供) 

 

 

圖片  2 /  3 「塔拉哈西中國藝術展」，展品之一塔爾寺朝拜者。(圖：劉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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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  3  「塔拉哈西中國藝術展」展品之一隸書「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圖：劉南提供) 

********************************************************************************************* 

 

佛州農機大學 (FAMU)視覺藝術系畫廊日前舉辦首屆「塔拉哈西中國藝術展」，開幕儀

式吸引了百餘名中外人士參加，場面十分熱鬧，展覽內容獲得一致好評。該展覽從即日

起至 6 月 22 日止。  

這次展覽旨在向塔拉哈西社區介紹傳統中國文化，並與 FAMU 藝術夏令營亞洲藝術文

化周相結合，為當地孩子提供中國文化資訊，使孩子們對美國以外的全球文化有更多地

瞭解。  

展覽內容包括中國傳統書法、繪畫、和陶瓷作品，還有刺繡、布藝、剪紙等民間美術作

品和攝影作品。作品陳列於兩層樓的畫廊內，第一層的書法和繪畫作品是由訪問藝術家、

中國蘇州祝嘉書法學院院長葉敘玄的創作。第二層是由塔拉哈西當地華人創作和收藏的

中國藝術品。  

展品共計 80 件，展覽以中國文化為主題，尤其以弘揚傳統文化為核心。展期至 6 月 22

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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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農機大學視覺藝術系助理教授劉南，負責此次展覽的籌畫。劉南為南開大學東方藝

術系中國畫專業，師從范曾，研習中國水墨人物畫。獲佛州州立大學美術教育博士和美

術油畫碩士雙學位，目前執教於佛州農機大學視覺藝術系。  

開幕式活動中，古箏演奏家鄧海瓊表演了傳統樂曲，晉兵等演唱了茉莉花等傳統民歌，

當地中國武術館表演了太極拳等套路拳法，劉南亦講解了書法的歷史風格演變，以及傳

統中國水墨畫技法等。(吳天順)  

 

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9009456/art icle%E5%A1%94%E6%8B%89%E5%93%88%E8%A

5%BF%E4%B8%AD%E5%9C%8B%E8%97%9D%E8%A1%93%E5%B1%95%E7%B2%BE%E9%87%87%E9%96

%8B%E5%B9%95?instance=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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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台高教交流 開啟新機制 

【佛州訊】 

July 17, 2012 06:00 AM | 39 views |  0  |  3  |   |   

 
 

圖片  1 /  2  第四屆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交流會議部分參加人員合影。(東海大學提供) 

 

 
 

圖片  2 /  2  第四屆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交流會議現場來賓。(東海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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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交流會議日前在台灣東海大學舉行，佛州高等教育代表團有

佛州理工學院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偉伯國際大學 (Webb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巴里大學 (Barry University) 、聖湯姆士大學 (St.Thomas University)、

聖彼得堡學院 (St. Petersburg College)、馬里蘭高等教育委員會 (Maryland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等四所大學和 13 名代表參加，台灣有 30 個學校代表與會。 

佛州高等教育代表團此行由佛州私立大學聯盟總裁摩爾 (Ed H.Moore)擔任團長，成員

包括佛州理工學院校長卡特尼斯 (Anthony J.Catanese)，佛州理工學院副校長麥凱 (T. 

Dwayne McCay) 、聖湯姆士大學校長卡薩萊 (Franklyn Casale)、聖彼得堡學院校長羅

(William Law)、巴里大學體育和運動科學系主任路德維希 (Kathryn Ludwig)、馬里蘭

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委穆雷 (Gareth E. Murray)、佛州理工學院助理副校長許培鋒、偉伯

國際大學執行副校長謝志欣，佛州中華學人秘書長穆椿榮，佛州中華學人會長吳天順、

佛州理工學院交換學生布羅德里克 (Kathryn Broderick)和薩瓦奇 (Eric Savage)。  

會議中並由佛羅里達理工學院與逢甲大學正式簽訂雙聯學位合作協議書，同時與淡江大

學、龍華科技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書，承諾共同促進雙方交換學生、學術研究合作等，為

兩地促進院校國際交流，開啟教育新機制。  

此次會議中探討包括新世紀的全人教育、未來臺美高等教育交流之策略等議題；並比照

與佛州州立大學系統合作模式，將於本次會議中，與美國佛州私立大學系統簽署學術交

流備忘錄。  

此次活動由東海大學承辦，會中邀請到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林文通、Fulbright 學術交

流基金會執行長李沃奇 (Dr. William C.Vocke)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董事長張家

宜等貴賓。  

林文通在致詞時表示，雙方交流會議今年邁入第四年，台灣與佛州文教交流關係密切，

雙方大學不但簽約，還各派學生做短期的研修攻讀學分。另佛州與台灣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包括天氣、人文及雙方的年青朋友對異國文化的嚮往，因此雙方的會議還會努力持

續下去，希望將來促進更多雙方學生的相互交流。  

會議結束後，佛州高教團拜會了清華大學、新竹科學園、台北科技大學，也參觀了台北

101 大樓和故宮博物院。全程會議、拜會、和參觀的活動共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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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9345016/art icle%E4%BD%9B%E5%8F%B0%E9%AB%98%E6%

95%99%E4%BA%A4%E6%B5%81%E9%96%8B%E5%95%9F%E6%96%B0%E6%A9%9F%E5%88%B6?instance

=gaf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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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參訪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太空中心。  【陳浩寧 提供】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拜訪內政部長李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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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搔又短， 思黌情更濃 
慕容春 

八月五日，2012 

 
兩年前同學會在哥斯達黎加相聚一別，瞬眼間今年高中畢業五十週年在台北的盛大聚會，也

盼望到了。人生中極有少數有幸人士能有兩個五十週年，三個以上的亦絕無僅有的。這麼重

要的盛會，豈能輕易的錯過 ? 從佛羅里達州東岸直飛台北全程竟要三十小時之久 ! 抵達台北

的旅館，已是將近子夜時光了矣。拖著疲憊不堪的身體，卻有著興奮不已的情緒，難以入眠。 

 

四天南部的旅遊，也洗卻了長途飛馳的疲乏。青山綠水的風景，古蹟與地方風味的美食，使

我感到慚愧。想當年在台之時，竟然沒到過成功嶺以南的寶島 ! 囊中虧怯是一原因，出國之

前卻無雅興旅遊，也是原由。 

等待的五十週年同學會終於開幕了 ! 報好名，繳好費，輕鬆的步入會場，突然平地一聲

雷 . . . . . 

「他媽的，這幾年你躲到那裡去了? 那麼久也不打個招呼?」 

偏頭一看，原來是洛杉磯的孫兄，他正沖著我微笑點頭。站在旁邊的妻，瞪大著眼睛驚訝的

看著我，不知她的眼光中透露著迷惑，還是困擾 ? 我與孫兄握手言歡後，便向呆若木雞的妻，

作了個善意的解釋； 

「大凡熟識的好朋友，只要義氣相投，又能兩脇插刀的，常常一見面就出言不遜 

，以示親熱知己，不足以怪 ! 」 

聽到一句國罵，倒也沾沾自喜，那無非是一種老朋友親熱的表示吧 ! 返老還童的感覺油然而

生。但是要是換了陌生人口吐檅言，豈不要飽以老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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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令我吃驚的是在第二天下午的一場 座談會中，竟然有那麼多的同窗好友，卻是在鬼門關前

走過一遭。我看諸兄身躬康泰，未露半點病蹟，想必病後保養有方，迅速痊癒。他們患病時

求生的慾望，真是令人欽佩。諸兄在座談會中囑咐病理重於預防，良以有也 ! 同時也想起往

生的諸位同窗，心中默默的祈禱，一絲懷念，腦中徘徊不已。 

吃了許多盛宴佳餚，好像沒有吃到挾文章的大塊肉，倒是看到了煙景中的陽春 ! 植物園的漫

步，勾引起許多童年的日子。看到一枝獨秀的荷花，青脆的荷葉，露珠滾盤于中，大地為之

創造生機。走過湖畔的長廊，巍巍的校門紅樓，遠遠在望。倒三角的校徽，被剛升起的太陽，

照耀得更是省目。紅樓內廳寫著：「今日，我以建中為榮；明日，建中以我為榮。」紅樓內

廳在學之時，不知走過多少遍，從來也沒有注意到那段句子的涵義，如今畢業了五十年，突

然發現內中玄機，作到了沒？真令我汗顏。沙漠般的操場，已被綠油油的草坪取代。懷念的

木造樓、蒸便當的販賣部、漏雨的風雨操場，卻已無跡可尋。 進步是事實，懷古卻傷感。 

 

新建的圖書館名曰「夢紅樓」，倒也高雅風趣，一語雙意。想起了上聯 

「紅樓夢中夢紅樓」 

卻想不起對稱的下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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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駕車赴奧蘭多途中，看到路旁高聳的松柏，靈感一閃而來 : 

「長青樹上樹長青」 

雖然不是什麼好對聯，倒也工整恰當。我們這群走出了紅樓，五十年後的重逢，借此祝福各

位同窗青春永駐，身心健康。也願在校諸位學子，個個聰慧如賈寶玉，林妹妹卻在數里外的

綠楊村內等著呢 ! 

去年斷斷續續傳來信息，要我接辦 2014 年度的同學會。佛羅里達州卻是遊覽休閒的勝地，但

是此地廣大，人煙生疏，居住佛州的同學僅只四位，實難擔當此任。張哲壽、周啟超等學兄

的不斷遊說，周同培、呂哲夫學兄的支持與鼓勵，再加上徐紹熾學兄同意協助，我就在盛情

難怯之下，勉為其難的答應了。雖然沒有我在當場婉拒這項重大任務時說的要「尿褲子」那

麼嚴重，但是心中的壓力，可想而知。如今同學會旗也已授了，一切成了定局，只好硬著頭

皮向前邁進。相信頂上本來就不多的頭髮又要掉了許多。 

         

第三天的惜別晚會，盛況空前。承蒙許博允兄請來了國寶級梅派青衣祭酒嫡傳子弟，魏海敏

女士，示範表演平劇〈京劇〉近代的演進。她從傳統的劇目，西施〈南梆子〉唱起，到改進

平劇，樓蘭女；〈樓蘭女〉是改編自希臘悲劇〈米蒂亞〉，吳興國與魏海敏首創演出，曾經

轟動菊壇。魏女士最後以一首京歌收場。她用心良苦，以唱的方式講解了平劇藝術及應用，

欽佩不已。也許我是食古不化，竟然不能接受傳統戲曲的演進。希望將來有緣欣賞  御碑亭，

鳳還巢，等梅派名曲。然而魏女士的唱腔優美，宛轉動人，嫵媚動聽，不愧是平劇界青衣中

執牛耳的代表 ! 早在年初我得知魏女士將光臨同學會演出，我也自告奮勇的提出要求，參與

演唱一齣 定軍山，老黃忠 進帳請令 西皮二六 的一折。一來是我等都是年近七旬，豈肯服

老 ? 二來我等仍舊雄心萬丈，愛國不後人。定軍山的確是我們人生的寫照，也頗應景的一齣

戲。無奈唱完高亢的「三次開弓，秋月樣」，伴唱的碟片突然停住，以至於結尾的一段西皮

散板「再與師爺，把話答」給漏了 ! 幸好掌聲如雷，淹過了這點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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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女士說我唱得好，那未免是客套應酬之詞，我心領了 ! 唱得好壞，有如「瞎子吃餛飩，心

裡有數」 ! 但是能與魏海敏同台演出，也算三生有幸 !  

          

把酒言歡，終於曲終人散的時候來到了 ! 

 

荷花開了，荷花謝了。六年的生涯循環，看不出真諦。隨波逐流五十年，人生五味雜陳，好

像有點感慨，又好像有點 . . . . . . 〈說不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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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 50 藝展 岑瀑嘯分享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August 25, 2012 06:00 AM | 618 次  |  0  |  3  |   |   

 
岑瀑嘯出席米爾 50 慶祝藝展招待會。(圖：趙崇尚提供) 

  

 
岑瀑嘯在藝術展與其中國詩畫藝術電箱攝影照片合影。(圖：趙崇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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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 50 慶祝藝術展」 (Mills 50 Celebration of Art)正在米蘭羅美國藝術中心

(Mennello Museum of American Art)舉行，23 日晚間舉行接待會，參與米爾 50 藝術展

奧蘭多電箱藝術計畫的畫家們都到場，在會中與民眾交流，分享他們的藝術創作和精神。  

「米爾 50 慶祝藝術」專案為奧蘭多市府公共藝術專案之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奧蘭多市區交通工程的九座電箱，第二階段為五座陳列櫥窗，第三階段則是五座裝有

電纜及交通號誌控制器的電箱。所有藝術創作以油畫創作，入選者分別以現代藝術、肖

像、風景等不同主題創作。  

 

佛羅里達心臟科中心主任醫師岑瀑嘯，為入選該專案唯一的亞裔華裔藝術家，以中國建

築、山巒玉筍等景和書法詩詞創作。她的中國詩畫在繁忙的 50 號州際公路、漢普頓大

道上 (Hampton Avenue) ，留下華夏風采的文化樂章。岑瀑嘯亦出席了接待會，吸引不

少粉絲。  

 

米爾 50 慶祝藝術展免費入場，展出至 26 日。展場地址：900 E. Princeton St., Orlando, 

FL 32803，電話： (407)246-4278，網頁網址：www.MennelloMuseum.com。  

 
http: /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9925496/art icle-

%E7%B1%B3%E7%88%BE50%E8%97%9D%E5%B1%95-

%E5%B2%91%E7%80%91%E5%98%AF%E5%88%86%E4%BA%AB?instance=wj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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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探討航太業前景 

奧蘭多訊  

August 25, 2012 06:00 AM | 360 次  |  0  |  5  |   |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3 屆年會及研討會，將於 8 月 31 日起至 9 月 2 日，在迪士尼

Coronado Springs Resort 會議中心舉行，以「航太業前瞻與養生妙趣」(The Frontier of 

Aerospace Affairs and The Art of Healthy Living)為主題，邀請中外知名專學者進行研

討。 

  

航太前瞻主題主講人包括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全球科技 Glob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總裁程捷三、佛州大學教授史強、中華民國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

代表處科技組長張和中、佛州私立大學聯盟總裁墨爾 (EdH. Moore)、佛州理工學院系

主任許培鋒、甘迺迪太空中心分行計畫主管馬克‧衛斯 (Mark Wiese)、中華民國駐邁

阿密台北經文處長牟華瑋等；養生妙趣單元則有岑瀑嘯等多位知名醫學專家學者作分享，

主題包括疫苗疾病論辯、何時感冒疫病大流行、睡眠、健康婦女等。 

  

研討會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主辦，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安柏瑞德 (Embry- 

RiddleAeronautical University)、佛羅里達工學院 (Florida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

佛大 (UCF)與佛州州立大學 (Florida StateUniversity)等單位協辦。  

活動將於 30 日下午開始報到，晚間在明軒舉行歡迎晚宴，31 日上午開幕，並開始主題

講演，中午有慶祝台佛姊妹關係 20 周年特別活動，詳細行程可瀏覽網頁：

http://www.caspaf.org/conference2012/program.php。 

  

該會歡迎各界人士參加研討會或觀摩，全程活動會員費用每人 99 元，迪士尼提供每房

99 元住宿特價，附送下午起入園之門票，詳情見該會網站：www.caspaf.org，或聯絡

會長吳天順(850)245-8594。  

 

 
ht tp: /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19925526/art 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94%E6%9C%83-

%E6%8E%A2%E8%A8%8E%E8%88%AA%E5%A4%AA%E6%A5%AD%E5%89%8D%E6%99%AF?instance=wjf l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中外專家 談航太業前瞻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06, 2012 06:20 AM | 96 次  |  0  |  2  |   |   

 
佛州學人協會理事群，以岑瀑嘯雙魚畫作贈送會長吳天順。左起：陳偉、穆椿榮、劉英、岑瀑嘯、吳天順夫婦、徐

祖慈、劉廣然、李長堅、陳秀美、許俊湘、周禮。(記者陳文迪 /攝影) 

  

 
中華學人協會 23 屆年會，太空科學前瞻論壇演說者及來賓合影。左起：吳天順、洪正彬、張桂祥、Anthony 

Catanese、Ed Moore、程捷三、許培峰、徐祖慈、穆椿榮。(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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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23 屆年會，養生妙趣論壇部分演說者合影。左二為 Gary King，右三 Vincent Hsu，右四岑瀑嘯。  

(記者陳文迪 /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23 屆年會開幕典禮中，佛州理工學院校長凱特尼斯致詞。(記者陳文迪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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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3 屆年會及研討會，日前在迪士尼 Coronado Springs Resort 會議

中心舉行，以「航太業前瞻與養生妙趣」為主題，邀請中外專家學者演講座談。活動連

續兩日，其間並舉行台灣佛州姊妹關係 20 周年慶。 

  

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特別從台灣飛來分享，另外，駐邁阿密台北經文

處特別以午宴招待與會者。副處長洪正彬在開幕典禮致詞中肯定學人協會籌辦活動提升

科技和保健新知，利益科學發展，增進健康，該處將持續支持。洪正彬亦代表辦事處頒

發獎牌給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 

  

航太前瞻主題主講人包括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佛州私立大學聯盟總

裁摩爾 (Ed H. Moore)，佛州理工學院副校長航空工程系主任許培鋒、甘迺迪太空中心

飛行計畫主管衛斯 (Mark Wiese)工業工程及中佛大太空工程教授卡柏特博士 (Jayanta 

Kapat)，全球科技 Glob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總裁程捷三、佛州大學教授史強等。

由吳天順及穆椿榮分別擔任引言人介紹演講者。 

  

兩位主題演說者，張桂祥介紹台灣的太空科學發展現況，讓大家了解小而美的台灣與全

球接軌，潛力無限。摩爾從 80 年代談起，比較今昔生活和科學發展，摩爾亦分享到台

灣三次公訪及獨自旅遊的溫馨經驗和趣事。  

 

許培峰分享該校的相關研發及活動，卡柏特博士介紹佛州特殊的工業群高速機械工程在

航空和太空方面的發展。魏斯則帶來好消息表示，太空中心仍然運作，不但有許多深層

的發展，亦有商業性的開發，建立國際蓋空站，太空許行等，NASA 的將來發展無限。  

養生妙趣單元由佛羅里達醫院心臟主任醫師岑瀑嘯串聯，岑瀑嘯以人生苦短、學海無涯

和與會者共勉，祝福大家都能注意平衡，自然科學與人文發展並進，獲得人生真正的成

功。  

 

擔任主講和座談的醫師專家包括佛羅里達醫院醫師培訓副主任、傳染疾病、公共衛生專

家 Vincent Hsu，推拿理療、針炙醫師 Gary King、LongWood 家庭健康醫師 Cheryl Oh

以及心臟科疾病專家 Carol Ma 等。主題包括國外旅遊的健康安全、預防免疫疫苗的爭

議、流行感冒疫病防治、睡眠的重要、婦女健康和不需開刀的心臟手術新方法等。演講

者以許多例證分享，相關主題涵蓋基因、自閉症和各種疾病，人生保健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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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演講投影片資訊等均已上網，詳細行程可瀏覽網頁：

http://www.caspaf.org/conference2012/program.php。 

  

開幕典禮中，吳天順歡迎講演者及來賓，並感謝贊助單位。2013 年準會長徐祖慈則簡

報學人協會概況，也特別介紹當年創會會長李長堅博士。佛州理工學院校長凱特尼斯

(Anthony Catanese)亦以其經驗分享，談論太空研究的發展，他提醒要務實，結合科學

和理想，才能建設美好人生。  

 

閉幕典禮中，理事會贈送畫作紀念品給會長吳天順，感謝他兩年任內的辛勞和領導，岑

瀑嘯以喜慶的紅色雙魚祝福雙魚座的吳天順及其夫人年年有餘。  

台佛 20 周年慶單元則有陳果菩演奏古箏組曲，廖唯志介紹佛州與台灣姐妹關係的歷史，

他帶來許多老的照片分享，慈濟奧蘭多聯絡處負責人林智介紹台灣的力量 Power of 

Taiwan，分慈濟的環保成果及國際賑災簡介，委員詹翠華則表演手語千手世界；隨後，

由劉廣然主持慶祝壽星摩爾生日快樂，大家一起歡唱，為壽星及台佛兩地祝福。  

 
http: /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20045094/art icle-

%E4%B8%AD%E5%A4%96%E5%B0%88%E5%AE%B6-

%E8%AB%87%E8%88%AA%E5%A4%AA%E6%A5%AD%E5%89%8D%E7%9E%BB?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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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俗團 塔城亞洲節獻藝 

塔拉哈西訊  

September 29, 2012 06:00 AM | 280 次  |  0  |  3  |   |   

 

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問團將於 10 月 2 日 (周二)晚間抵達塔城，進行長達五天的與

塔城部分學校交流和表演等國民外交活動，這是該校第五度來訪。  

 

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問團共有 41 位團員，包括：20 名女孩、15 名男孩和 6 位成人。

為期五天的活動，包括和塔城幾所學校交流並在各校表演精彩節目。 

  

全套一小時的表演和與來賓互動活動將於 10 月 4 日晚間 7 時，在塔城社區學院 

(Tallahassee Community College)舉行。重頭戲是參加塔城亞洲協會 10 月 6 日上午 11

時 30 分開始，在市中心街心公園 (Bloxham and Lewis Parks)第八屆「亞洲節」的兩場

半小時的表演(上午 11 時 30 分到 11 時 55 分和下午 2 時 25 分到 2 時 55 分)。  

 

所有表演節目都是免費觀賞，僑界歡迎大家為訪問團員們加油和鼓勵。  

該團是自費訪美，由於經費不足，塔城台美協會黃錦混會長特別安排了 20 多個塔城家

庭接待來訪的文化大使團成員住宿。  

 

團員們並將於 10 月 7 日下午 3 時前往奧蘭多旅遊和與當地僑界交流。(吳天順)  

 
ht tp: / /www.worldjournal .com/view/wjgaflnews/20311700/art icle-

%E5%8F%B0%E7%81%A3%E6%B0%91%E4%BF%97%E5%9C%98-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7%AF%80%E7%8D%BB%E8%97%9D?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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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齣京劇的淺釋               哼哈快俠    慕容春 
 
承蒙 Henry 學兄寄來伊媚兒，向我問起三齣京劇的評鑑。我們叫平劇，父執輩的叫京戲，大

陸人士叫京劇。這都不重要。其實我對於平劇的造詣功力並不很高。只是多看了點，多聽了

點罷了！但是知音難求，豈能放棄這次介紹平劇的機會，與大家同享呢？以下是我膚淺的一

點心得： 

第一 齣：四郎探母 〝見娘〞一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uTlKZJakTA&feature=related 

 

四郎探母的故事，家喻戶曉，不必在此畫蛇添足了。但是演四郎的于魁智是文革後的新秀老

生。我有早期于魁智的兩卷錄音帶，〈李陵碑，清官冊〉，〈文昭關〉。真是百聽不厭。他

是我心目中新代四大鬚生之一。他的唱腔清脆高吭，演技乾脆俐落，尤其在四郎探母 〝過關〞

一折中被擒之時，一個吊毛，真是瀟灑無比。吊毛的的動作不同於搶背，而且難度高於搶背。

吊毛是演員身體向前，頭向下，然後騰空一翻，以背着地。搶背是演員身體向前斜撲就勢翻

滚，以左肩背着地。四郎探母是一齣名劇。想當年，返台省親，正逢蔣公第六任總統連任，

普天同慶，先父為我購買了一張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公演的四郎探母。此劇演員是空前盛況，

顧正秋，徐露，廖苑芬的鐵鏡公主；周正榮，哈元章，胡少安〈又名警報老生〉，葉復潤

〈復興劇校的頭牌老生〉的四郎楊延輝；顧正秋的反串楊宗保；章遏雲的蕭太后；于金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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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金福的二國舅，以及杜夫人姚谷香女士〈杜月笙三太太〉的佘太君。我也盛逢其時，一睹

為快了。那真是絕世奇唱啊！第一年來美國時，恰逢中秋佳節，站在學生宿舍陽台，一邊落

淚，一邊高唱〝我有心過營去，探母一面，怎奈我身在番，遠隔天邊。思老母，不由我肝腸

痛斷，想老娘，淚珠兒灑落在胸前。眼睜睜，高堂母，難得見。喂呀！兒的老娘親呀！〞

〈四郎探母 〝坐宮〞一折〉。幸好那時尚未結婚，要不然，可要唱〝平貴離家十八年，受苦

受難王寶釧，今日夫妻重相見，只怕相逢在夢間〞〈紅鬃烈馬〝武家坡〞一折〉！我特別喜

歡唱四郎探母〝見娘〞一折。內中母子親情表露無疑。不管我是看或是唱這一折，我都會感

動到熱淚滿眶，思想母子生離死別的痛苦，以及天涯重逢的激動與難過！ 

第二 齣：鎖麟囊 〝春秋亭〞一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OidFVvHwXg&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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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麟囊是程派〈程硯秋〉青衣名劇《鎖麟囊》是一齣我從小就很喜歡看的戲碼。劇情前半段

講述登州大戶薛府千金薛湘靈要出閣，下人連忙準備妝奩，可是薛湘靈性情驕縱，對禮品百

般挑剔，其中包括有送子寓意的「鎖麟囊」。薛湘靈覺得麒麟怪模怪樣，不甚喜歡，後來薛

母在囊中放置珠寶，薛湘靈在薛母好言相勸之下，還是勉強收下了鎖麟囊。 

 

出嫁當天，碰上大雨，薛湘靈的出嫁隊伍便在春秋亭內躲雨，剛好碰到趙守貞的花轎。趙守

貞因為家中貧困，沒有嫁妝，便大聲啼哭。薛湘靈看趙守貞可憐，便把鎖麟囊送給了趙守貞。 

 

我也不太清楚為甚麼自己會喜歡這出戲，可能是覺得薛湘靈這個人很有個性，雖然她很驕縱，

可是他本質上心地不壞。她鎖麟囊並不是因為自己嫁妝太多而隨便送送的，她在叱喝婢女梅

香的時候唱道：「憐貧濟困是人道，哪有袖手旁觀在壁上瞧？」可見完全是出於惻隱之心。 

 

最後她又唱道：「這都是神話憑空造，自把珠玉誇富豪。麟兒哪有神送到？無囊也得玉樹苗。

小小囊兒何足道，救她飢渴勝瓊瑤。」 

 

觀念新穎，展現人本情操，破除迷信思想。後來我發現這出戲並非傳統戲碼，而是程硯秋在

1940 年代新編的，怪不得會出現這段唱詞。 

 六年以後，登州發大水，湘靈和丈夫、兒子走散了。湘靈一个人辗轉来到莱州，生活很困

難。在這里，她遇到了家里原来的奶媽，奶媽就介绍她到當地一个姓盧的富裕人家當保姆，

带盧家的小兒子天麟。天麟只有五歲，他很喜歡湘靈，每天讓湘靈陪他在后花園里玩球。  

 

  這一天，天麟不小心把球扔進了後花園的一座小樓里。湘靈爬到樓上找球，忽然看見正

中挂着一个漂亮的袋子，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當年出嫁時送给趙守貞的鎖麟囊。湘靈看見鎖

麟囊，想起自己親人失散，忍不住哭了起来。天麟忙去告诉媽媽。天麟的媽媽就是趙守貞，

她嫁给了盧家，因為得了鎖麟囊，所以家里漸漸地富了起来。趙守貞懷念恩人，就在後花園

里建造了一座樓，把鎖麟囊挂在里邊，表示永遠不忘。她聽天麟说薛娘子看見鎖麟囊就哭了，

忙去問湘靈是什麼時候出嫁的，出嫁那天的情况怎麼樣。湘靈一一說了當時的情形，趙守貞

這才知道湘靈就是自己的恩人，高興極了，趕忙拿出最好的衣服给湘靈換上，把湘靈看做是

最尊貴的客人，并帮助湘靈尋找失散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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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久，湘靈的丈夫和兒子也避難来到莱州，說聽說湘靈在盧家當保姆，就找到盧家，一

家人终於團圓了。湘靈和趙守貞也成了最好的朋友。 

 

程派的唱腔十分優雅，美麗動聽。要記得程硯秋是個鬍鬚男兒，但是在舞台上，演得楚楚動

人，忸怩作態，不知迷上了多少公子哥們。我生也晚，沒有機會欣賞他的演技，只好從收音

機中去尋找他的藝術造詣了。 

鎖麟囊中我最喜歡的一段是，薛湘靈在做保姆時，自悲自嘆的二黃慢板轉快三眼： 

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  

参透了酸辛處淚濕衣襟。  

我只道鐵富貴一生鑄定，  

又誰知禍福事頃刻分明。  

想當年我也曾綺裝衣錦，  

到今朝只落得破衣舊裙。  

在此間遇水患，痛苦受盡， 

這也是老天爺一番教訓， 

他叫我收餘恨，免嬌嗔，且自新，改性情， 

休戀逝水，苦海回身，早悟蘭因。 

可嘆我平白地遭此貧困，遭此貧困。我的兒啊！ 

早年，每次永樂戲院收入有缺，顧正秋必定貼出〝鎖麟囊〞，而且一定保證滿座。顧正秋的

自傳書名就叫〝休戀逝水〞。 

第三 齣：貴妃醉酒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zliXQoouwU&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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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有聲皆歌，無動不舞」的京劇是中國的國粹之一，也是一門熔歌唱、音樂、舞蹈、

文學於一爐的高雅藝術。京劇自形成以來的兩百年間，湧現出大量的優秀演員，他們在京劇

的唱腔、表演、劇目和人物造型等方面，開創了重要的革新與發展，使京劇更為高雅精緻，

代最著名的即為梅蘭芳大師，其代表作就是膾炙人口的《貴妃醉酒》。 

      典雅華麗的《貴妃醉酒》又名《百花亭》，寫的是唐明皇寵妃楊玉環與明皇約在百花亭赴筵，

久候明皇不至，原來他早已轉駕梅妃的西宮。貴妃羞怒交加，萬端愁緒無以排遣，遂命高力

士、裴力士添杯奉盞，飲至大醉，悵然返宮。舊本主要描寫楊玉環醉後自賞懷春的心態，表

演色情，格調低俗。梅大師傾盡畢生心血修改原劇，去蕪存菁，並從美學角度糾正了它的非

藝術傾向。使此劇脫胎換骨、浴火重生，攀登上藝術的高峰，成為梅派藝術的代表劇目。 戲

分為兩個段落：期待與失落。楊貴妃在【皇冠頭】的配樂裡出場，並演唱那段膾炙人口的

【四平調】，是月亮徐徐東昇的情景：「海島冰輪初轉騰，見玉兔，玉兔又東升。那冰輪離

海島，乾坤分外明….」楊玉環懷著滿腔期盼，夜赴百花亭。繁複的身段、優美的唱腔、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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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把摺扇，呈現在舞台上的是絶美的畫面與悅耳的吟唱，再配上典雅的唱詞，真是豐盈的

藝術饗宴。  

第二階段，脫去鳳衣（女蟒袍），換上宮裝，因為喝得顛倒迷離，隨著醉步，頭上珠翠、裙

上劍帶，翻飛晃動，將動態的美感發揮極至，也通過優美的歌舞動作，深刻入微地將楊貴妃

失望、孤獨、怨恨的複雜心情層層揭示出來。此外還有嗅花時的「臥魚」、銜杯時的「鷂子

翻身」與「下腰」等高難度身段，更是豐富多姿。 此劇從貴妃一出場就給人一種美的感受—

—她頭戴鳳冠身著鳳衣，猶如一朵盛開的牡丹花，雍容、端莊、華麗。僅出場的六句【四平

調】就有半圓場、小圓場、轉身蹲步亮相、轉身背扇等動作。邊唱邊舞，表現出貴妃的華貴

亮麗、儀態萬千。 戲中的各種舞姿、造型離不了扇子，故可稱為「扇舞」。梅蘭芳演出此劇

時用的是扇骨柔軟的象牙扇，泥金扇面上繪以鮮艷的牡丹花。當貴妃出現在舞台上，手執輕

盈飄逸的花扇，那金光和紅花、綠葉相映，搭配鳳冠與鳳衣，更襯托出楊玉環的富貴與艷麗。

而在扇子的開、闔、托、轉中，更創造出貴妃邊唱邊舞的典雅藝術形象，在京劇旦角戲中有

其獨具的審美價值。 這齣戲必須要求演員有紮實的基本功底子，可以說是一齣很完美的旦角

「功夫戲」。像嗅花時的臥魚、銜杯時的鷂子翻身與下腰等等身段難度甚高。「臥魚」是演

員盤腿側臥、臉部朝天的姿勢。「鷂子翻身」則是先擺蹲踏步（一腳在前、一腳在後，身體

半蹲。）、身體微前傾，快速翻轉上半身，再回復原來的姿勢。「下腰」就是後仰，雙手手

心向上高舉，上身緩緩向後仰彎，直到手將著地為止。這些基本功練不好是學不好《醉酒》

的。此外《貴妃醉酒》的行頭也特別重，僅穿這身行頭本身就是功夫。  

楊貴妃在宮內備受寵愛，一個月圓的晚上，她在御花園百花亭設盛筵，等待君王共渡浪漫的

夜晚。出乎意料唐玄宗卻往西宮梅妃那裡去了，她自己無法排解，賭氣而喝得醉醺醺，最後

吐得一片狼籍。  

  有資料說此劇源自昆曲劇目，由其唱詞结構可見一斑，尤已開場的［四平调］為京劇珍

品。該劇的突出特徵是載歌載舞，通過優美的歌舞動ˋ作，细致人微地將楊貴妃期盼、失望、

孤獨、怨恨的複雜心情一層層揭示出來。如楊貴妃前後三次的飲酒動作，便各有不同：第一

次是用扇子遮住酒杯缓缓地缀；第二次是不用扇子遮而快飲；第三次是一仰而盡。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開始时她還怕宫人竊笑，因而故作矜持，掩飾着内心的苦悶；但酒入愁腸愁更愁，

最後到酒已過量時，心中的懊惱、嫉恨、空虚……便一股腦地傾泄出来。再如三次舞化的動

作，也體現出楊貴妃驕縱任性和放浪的性格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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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齣「一個人鬧滿台」的戲，每個人都有被別人拒絕而傷心難過的經驗，所以看到別

人也這樣，都很想瞧瞧別人是怎麼扳回來的。這齣戲明明是看楊貴妃的洋相，可卻華美無比。  

京劇的華人觀眾逐漸稀少 京劇在中國曾是自皇族貴冑到平民百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娛樂，整

個華夏大地吟唱不絕。但是如今國人多半不懂京劇，年輕的一代也從來不看京劇，說是節奏

太慢也看不懂。就拿《貴妃醉酒》裏的【四平調】來說，頭四句把個月亮東昇的情景精細描

畫，真比月亮還爬得慢。如果不知道唱詞中的「冰輪」和「玉兔」指的都是月亮，恐怕真是

不知所云。  

其實要看懂京劇並不難，尤其現在的京劇表演，說唱皆有字幕，至少聽的懂演員講的唱的是

什麼。另外最重要的就是了解京劇的特點就是虛擬寫意：也就是不求逼真，只求神似，讓演

員的表演和觀眾的想像產生戲劇演出中所要求的景物形態。例如開門、關門、上樓、下樓、

上馬、下馬、上下船轎等都由一些簡單的動作表現出來。在台上跑一圈(跑圓場) 即表示由一

個地方到了另一個地方，例如演員揮揮馬鞭，走個圓場或半圓場，唸一句：「人行千里路，

馬過萬重山」，觀眾就知道他已經騎馬到了另一個地方。 此外戲台上的實物皆由簡單的道具

代替，如馬鞭即代表馬；畫了車輪的旗子稱為車旗，即代表車；畫了城磚的布幔稱布城，即

代表城門；晃晃水旗代表水波，表示在水上，如《水漫金山寺》的場景。站在椅子或桌子上

即代表站在高處，或是樓上、或是山頭上、高壇上，如《華容道》中的關公，或《借東風》

中的孔明。 京劇的故事情節反映芸芸眾生的生活，對人物的刻畫貼近人的情感，使人易於接

受。京劇成熟於詩詞發達之後，又經過數百年的錘鍊，其文辭之優美練達遠在現代其他娛樂

形式之上。凡是興趣廣泛、善於觀察生活的人都會從京劇中獲得美學與文學的陶冶，甚至感

悟人生。 

其實《貴妃醉酒》並不是我最喜歡的京劇。身為男子漢大丈夫，豈能為了兒女私情像唐明皇

一樣，把國家攪的亂七八糟？倒是《小商河》的楊再興，《挑滑車》的高寵，一腔熱血，為

國捐軀，來得痛快！俗語說〝內行聽門道，外行看熱鬧〞。從武戲來啟蒙進入平戲的領域，

也不可厚非的呀！但是飸餮好食的我倒想起了一道名菜，〝貴妃醉酒雞〞。貴妃「醉酒雞」

這道菜是北京著名筵席大菜之一。特選用母雞，肉肥質嫰，再加以多種材料，微火燉煮至熟

爛，上桌前淋上一杯紅葡萄酒，香氣馥郁、肉鮮味醇，深受食客的喜愛。  

 

此道菜是人們根據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創製的，緣自於楊貴妃酒醉百花亭的典故。楊

貴妃名楊太真，字玉環，體態豐腴，天生麗質、曉音律、能歌善舞、善迎合，入宮後倍受唐

玄宗李隆基的寵愛，晉封為貴妃。相傳某日，楊貴妃設宴百花亭，邀約玄宗一起賞花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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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卻至西宮梅貴妃處，楊貴妃滿懷幽怨，獨自飲酒致醉，不覺翩翩起舞。待玄宗來到百花

亭，兩人續飲酒賞月，酒酣之際，楊貴妃忽然大叫說：「我要飛上天了！」，玄宗酒醉之際，

誤以為貴妃要吃「飛上天」，即下令御膳房去做。正當御廚們苦無辦法，面面相觀之餘，臨

機聯想到此情此景，便選用肥嫰母雞炸燉，淋上醇酒，創製成了「飛上天」這道佳餚，寓在

貴妃醉酒之意。楊貴妃一嚐即說：「此菜色艷、肉鮮嫩、酒味香，都與我楊貴妃相似，乾脆

就叫它貴妃雞吧！」，乃至此菜喻封為貴妃醉酒雞。傳襲下來至今，留給筵席飲者憑添了不

少情趣。 

在就讀高一的時候，校中老師們組織了業餘平劇社。呂沅燕老師是社長。我也去報名參加想

登舞台，跑個龍套，一展我的雄心。在簡單的動作考試中，我也中規中矩的作了理髯，整冠，

甩袖，上馬，下馬的幾項基本動作。老師看得也很順眼，但是似乎有點不對頭，就是說不出

來。直到史麟生訓導主任指出我的動作全部左右顛倒。原來我是左撇子，當然是左手為主了。

平劇演員是沒有左撇子的。要不然兩陣〝對槍〞套數都不齊了，攪不好會把對方的眼睛給戳

瞎了，那可是要玩命的。就因為我是左撇子，我就為藝術犧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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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年，一九四九 
慕容春 

 
     雖然我還沒有看完龍應台的大江大海，但是心中情緒的起伏，徹夜不能入眠！片刻的決定，

竟是永恆的人生轉變！幸運與歹運的命運，就此鑄定。那是多麼的不公平啊！書上描述的片

段，真是我前半生的寫照。美君不就是我媽嗎？應揚卻是我的妹妹。槐生不也是我爸的印證？

1949 年 5 月 27 日，父親在上海淪陷的最後一刻登上了機帆船，離開了繁華的城市，開往那個

叫嵊泗列島的地方。他就永遠別離了他出生的家鄉。他怎麼樣也想不到在他的後半生卻沒有

一步踏上他親手創造的那個叫家的庭園！也沒有告別他年老的父親兄長，也沒有擁抱與他廝

守終生的妻子，也沒有親吻他兩個活潑可愛而又淘氣的小孩。在那夜深人靜，風高月黑的晚

上，就這麼帶著比他小八歲的弟弟走了。一個美滿的家庭，就從此破碎離散了。 

為了讓媽能專心照顧營養不良的小妹，二伯帶我去上他任教的江灣小學。五歲的我，編

入了一年級班。幸好剛剛奪得政權的共產黨尚未編好教科書，也就只好將就的用現成的國民

黨修編的教科書。因此我也逃過了一場思想洗腦。要不然我可能是秧歌王朝批孔反舊的紅衛

兵了。公安局終於查出了父親的背景，我們的家馬上變成了反動之家！從早到晚兩個荷槍實

彈的解放軍在家門口站崗。從此我們失去了串門的左鄰右舍，關心的親朋好友。家門口冷清

的像荒山中的破廟，連衖堂中的貓狗都躲得遠遠的！隔壁的｀小奴家＇；一位鄰居太太，長

的小巧可愛，爸媽就給她取了這個綽號；倒是常過來吁長問短的安慰我們。那是什麼年代啊？

自顧都不暇了，她那來的閒功夫去管人家的閒事呢！尤其是她的先生在蘇北做郵差，她更需

要安慰才是。秋去冬來，上海的冬天，那年冷得透骨。屋簷的冰柱像是聖誕節的裝飾。冰冷

灰暗的石庫門房子，倒像似一座大冰箱。又是農曆春節到了，魁梧的祖父，抱著他那四房單

傳的我，帶領著孩子的娘，回到了老家。這是我最後一次見到大伯父母與二伯父母。大年三

十，我也裝模作樣代替爸爸，磕頭進香。雖然咱們家是三代的天主教徒，但每到節慶喜宴，

老家總是行著我們中華民族的禮節。也算是沒忘了本吧！媽無奈的看著祖父逗著我玩，想起

不知去向的父親，眼淚就噗紓，噗紓的流了下來。一九四九年的殘酷無情終於成為過去式，

而媽內心的焦慮卻是正在進行式，家庭的重聚仍是個未知的未來式！ 

春暖花開，鳥語花香的時候了。爸爸的信息仍舊杳然。公安局的督察來家的次數也越來

越頻繁，也越來越不奈煩。我的小心目中努力的在爭扎，到底是要爸爸回來與我們團聚，然

後被公安局抓走呢？還是希望他永遠不要回來，永遠不要坐牢呢？為了逃避公安局的嚴刑逼

問，媽只好騙他們說：「他去北平找那位投共反正的老長官去了，要到夏天才回來。」這才

使巡邏的便衣警察少為放鬆了些。但是門口的解放軍，仍舊像木偶玩具兵似的，看守著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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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1   上海典型的石庫門住宅    Fig. 2 上海的衖堂 

上海的五月，又悶又濕。黃梅天氣連貓、狗、麻雀都躲在自己的巢穴內，無精打彩的躺

在地板上。人們瘋狂的飛舞著扇子，想把悶濕炎熱的夏天，變作天高氣爽的秋天。那是不可

能的！只有慢慢的熬過這段日子，良辰美景，花好月圓的秋天才有指望來到。 

突然間，平地一聲雷，郵差送來一封由香港寄來的信。信封上題著「穆傅翠娣女士收」，

下款寫著「香港畢打大樓美商杜邦總代理胡樹勳寄」。胡樹勳先生是父親的老長官陶一珊先

生的近親。想必是父親托人從安全地帶〈台灣〉轉來的信吧！媽颤颤抖抖的撕開了信封，悉

悉唆唆的拿出了一張八行書紙，上面工整的寫道： 

「翠娣吾妻， 

我已抵達台灣，一切均安，勿念！ 

想辦法離開上海，轉香港，來台灣相會。 

我已經託付胡樹勳先生在香港等你。 

你就帶小孩一起出來吧！看完此信立即焚燬，但要保留信封。 

念念，就此擱筆。       桂生 

又：務必要把兩個小孩帶出來，萬一不行的話，就把男的帶來。 

如果一個也帶不出來的話，你也就不要出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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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動亂，就會使人變得如此的無情殘酷！古老陳舊的頑固思想，重男輕女的觀念，

在短短的信中表露無疑。我是受益者，無權批評，但是總可以為父親辯護幾句吧？男的六歲，

雖然調皮，但是身體結實，而且父親兄弟四房單傳，傳宗接代的責任重大。將來穆家祖五房

就靠他來香煙繚臩，耀祖榮宗了！女的一歲半，體弱多病，而且營養不良，命在旦夕。要我

選擇的話，我也會先考慮帶男孩，不是嗎？假如兩個小孩都不能帶出來，媽隻身在台，豈不

是終日愁眉不展，思念男孩女娃，一定會發神經病的。倒不如苦苦惱惱生活在一起的好些。

親情在生死關頭是行不通的，唯有像無頭的蒼蠅，到處的亂闖，各自去尋找求生的路徑。 

「出來」，說的容易。要怎麼出來法？公安局會發給我們黑五類家庭的路條通行證嗎？

怎麼走？坐飛機？坐船？坐火車？還是走路？到那裡去？行程有安排嗎？媽為著這麼許多的

問題在思考，在煩惱。鄰居｀小奴家＇好像消息很靈通似的，來家里小坐聊天。她言道： 

「大師姐，」上海婦女相互的稱呼，比較親熱的都是這樣的稱呼。 

「你應該帶著孩兒去找桂生師兄！」 

「路條我來想辦法。」 

｀小奴家＇有甚麼辦法呢？媽在思考。｀小奴家＇終於坦白的告訴了媽，原來｀小奴家＇

的先生在蘇北當郵差時，已加入了共產黨，現在已是黨部的高幹了。 

後來我問媽，他們怎麼會那麼熱心的幫助我們呢？媽嘆了口氣說道： 

「那些年，市景不好，失業的人很多。有一天晚上，聽得｀小奴家＇哭得很傷心。我向

隔壁的張媽媽打聽，張媽媽告訴我｀小奴家＇的親娘死了，她先生又在蘇北，沒錢給她親娘

埋葬成殮。」 

媽又嘆了口氣，說道： 

「我就等你爸下班回來，告訴了你爸和他商量。你爸就說那一定要幫忙 ｀小奴家＇ 的。」 

媽接著說： 

「那時，我們家裡也是一樣的不寬裕。你爸就說把我和他的貂皮大衣兩件，外加我的結

婚戒子當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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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當了三十塊大洋。當時一塊大洋去買米，可以吃一個月呢！」 

「我就給了｀小奴家＇二十塊大洋去買棺成殮下葬。另外十塊大洋去請了和尚，尼姑，

外加兩個道士，給她的老娘，敲敲打打超度一番。同時也訂了一桌豆腐羹飯好送她老娘上

路！」 

媽還沒講完，我就明白了。原來是媽一時的惻隱之心，換來了我免於痛苦災難的一生！

不管是和尚，尼姑，或是道士的超度，但願她老娘與主同在。阿們！ 

路條終於拿到了。街坊鄰居，小崑的娘，劉媽也同時拿到了。他們也是要去台灣找劉爸。

劉爸是在招商局做事，也是跟政府撤退到台灣的。這下可好了！路上可有同是天涯淪落人為

伴，路上相逢何必曾相識呢？小崑與我同年，他的妹妹比小崑小一歲，留著兩根翹皮的小辮

子，紅紅的小嘴唇，香噴噴的，黑黑的大眼珠，骨溜溜的，總喜歡繞著我身旁轉。她叫我榮

哥，我叫她崑妹！ 

劉媽跟劉爸是跑過碼頭，見過市面的，所以我們的行程是劉媽安排的。我們從上海火車

站南站，搭京滬杭鐵路南下，到杭州換車轉浙贛線西行，到湖南株洲，再換粵漢鐵路經衡陽，

南下到廣州，然後再換廣九鐵路到深圳。 

起點 終點 里程 〈公里〉 

上海 杭州〈浙江〉 172 

杭州〈浙江〉 株洲〈經江西，達湖南〉 924 

株洲〈湖南〉 廣州〈經湖南，達廣東〉 1095 

廣州〈廣東〉 深圳〈廣東〉 147 

 總里程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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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逃離第一程: 上海  杭州 

 

 

 

Fig. 4 逃離第二程: 杭州 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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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逃離第二程: 株洲 廣州 

 

 

 

Fig. 6 逃離第四程: 廣州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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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千里大遷徙就這樣開始了。 

二伯父母抱著就要分離的小妹來火車站送行，真是｀流淚眼觀流淚眼，斷腸人送斷腸

人＇。從此骨肉再相逢，卻要等半個世紀而人事全非了。火車起動的片刻，二伯父再三叮嚀：

「尋著桂生，全家團聚了就來封信報個平安吧！」 

媽含著滿洭的淚水，回道：「二哥，二嫂，小妹就託付你了。路途遙遙，是否再能闔家

相聚，就全憑天意了。你們倆也身體保重，來日再見了。」 

親一親，抱一抱，睡眼矇矓的小妹，揮一揮手，難分難捨的登上了龐大沉重的金屬長蟲，

緩緩的駛離了上海。 

 

Fig. 7 母親在逃離前的照片   Fig. 8 小妹下鄉前的照片 

 

記得平劇｀戰樊城＇伍員〈伍子胥〉別兄時唱道〈西皮原板轉二六〉：  

一封書信到樊城，拆散了弟兄兩離分。 

叫家院看過酒一樽，弟與兄長 來餞行。  

登山涉水多安穩， 披星戴月奔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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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合家同歡慶， 在那爹娘台前問安寧。  

倘若是家門遭不幸，報仇之事有弟伍員。  

非是小弟不從命， 為的是那“逃走＂二字解不明。  

兄長飲乾杯中酒， 一路平安早到京。 

爸的一封書信，母女兄妹的分離，五十年的妳東我西，再相逢時，已非青春年少。失去

的年華光陰，向誰去催討呢？ 

逃難覓生也罷，千里尋夫也罷，總不能把全家的家檔全帶著走吧！媽考慮了良久，除了

一包袱的換洗衣裳外，只帶了一個裝滿了熱水的熱水瓶，一個裝滿了油炸小黃魚及茶葉蛋的

鋼盅鍋子〈上海人大鋁鍋的稱呼〉。長途跋涉的旅行，難免會飢渴之苦。有了熱水解渴，鹹

魚滷蛋配以路上買的大餅充飢，也算勉強解決了飲食的問題。 

火車車廂的座位，有點像臺灣火車平等號的車廂。我們家與劉家先將三個小孩從車窗塞

入，搶到對座的位子。逃難求生的時刻，也顧不得禮儀謙讓了。一九五零年五月已是淪陷

〈他們叫解放〉一年了，逃難的人群不似去年那麼多，沒路票的都被擋在車站外。倒是沒有

人坐在車廂頂上。但是仍然是乘客多，位數少，站在走廊上的人卻是擁擠不堪，寸步難移。 

火車路經嘉興市小停片刻。車站的小販兜售著搪瓷泥大肚彌勒佛。看著那笑瞇瞇，胖嘟

嘟的臉，挺著那圓鼓鼓的肚皮，卻也可愛。吵著要媽買了兩個。我留了一個，另一個給了崑

妹！我一向都是那麼大方的。  

火車在黃昏時，慢慢的跨越了錢塘江大鐵橋。媽叫醒了睡眼朦朧的我，喃喃自語的說：

「今朝真的是離鄉背井了，不知那年才能葉落歸根，重返家園呢！」不料媽的一語成讖，九

八年在美安息，安葬在台北六張犛的福德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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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錢塘江大鐵橋 

背井離鄉倉促逃難之際，小妹被迫遺棄在大陸，拖付交給了二伯家。黑五類的帽子，讓

二伯家瑯噹入獄五載，小妹被迫參加邊疆勞改，遠赴人生地不熟的新疆十五年。當我們快快

樂樂的背著書包，騎著伍順牌腳踏跑車，順著清潔寬敞的重慶南路，瀟灑的上學之時，享受

著溫暖的早晨陽光，夢想著浪漫自由的大學生涯，小妹卻在上海火車北站，會同了命運乖騫

的五百名矇矓無知少年男女，登上了硬舖火車直駛迪化，轉車到達了人煙潦草，荒郊野外的

天山南路阿克蘇大荒原。阿克蘇位於塔里木盆地的西北邊，鄰近中蘇邊界的遊牧居民維吾爾

族的小集散地。清朝的左宗棠收回了天山北路的伊犁和特克斯河上遊兩岸領土(霍爾果斯河以

西地區和北面的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行割去) ，從而使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殖民統治﹐重

回祖國懷抱。然而天山南路的阿克蘇大荒原茫茫沙漠，赤地千里，土地瘠薄，人煙稀少的荒

鄉僻野的土地上，漠漠的在嚴寒冰凍的亂石土堆中，種植土豆與番薯來充饑。邊疆勞改的墾

荒也使荒地開墾為良田，戈壁沙漠，塔里木盆地變成了綠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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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新疆省地圖 

 

Fig. 11 阿克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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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大陸拍的連續劇｀血色浪漫＇嗎？鍾躍民和鄭桐不就下崗插隊去了黃土高原的陜

北墾荒了嗎？鄭桐不就和蔣碧雲在荒涼的窯洞里成親了嗎？十五年後的小妹，抱著兩個小

孩，偕同一起受難吃苦的丈夫，回到了破碎零離的現家。當我們腦中幻想著美麗的前程，踏

上赴美的包機，雖說讀書辛苦，那比得上小妹用她血淋淋的雙手，掘開岩石，使著簡陋的農

耕工具，翻鬆僵硬的泥土。當我們住在夏有冷氣，冬有暖氣的西式洋房，有沒有想到小妹是

住在樹枝葉為頂，黃泥漿為牆的草棚馬槽？但是她沒有恨，不是不敢恨，不想恨，而是沒有

精力恨，沒有時間恨！為了生存，只有苦命的去幹活，只有咬緊牙關的與殘酷的大自然去奮

鬥！一生的燦爛的青春，就如此的消耗了。 

我真不懂一個手無寸鐵的小女生會對紅色王朝有多大的威脅？一生奉公守法的小學教員

又能對共產主義提出示威抗議嗎？這是我一直在尋求答案，難道政治思想的歧別，非要鬥爭

到你死我活？五千年的文化又在那裡？孔孟的禮義謙恭又在那裡？父執輩是一群失群離散的

失敗者，我卻要說：「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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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日前，抽空研究其他類似本會的北美華人學會。大家殊途同歸地和台灣交流，值得驕傲的

是本會可能是推動「台灣與美國高等教育研討會」年會的先鋒，同時也收集了一些有關

「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今年年會相關報導。請看官們欣賞和比較。希望佛羅里達州中華

學人協會將來也會有類似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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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戰出席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年會 

2012/08/05 15:22 美國世界日報提供 北美 

 

美國前勞工部長趙小蘭（左六）在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第 37 屆年會中，為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左五）頒

獎。（美國世界日報提供） 

 

連榮譽主席在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第 37 屆年會中發表主題演講。（美國世界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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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榮譽主席（左）在紐約接受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頒發「卓越終身成就獎」，並專題演講，大會特別請美

國前勞工部部長趙小蘭（右）頒獎。（中央社提供） 

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第 37 屆年會 7 月 29 日在法拉盛隆重舉行。來自各行各業的專家學者圍

繞「全球化時代之下永續發展與創新」的主題，就科技、經濟、文學、教育、環保、建築以

及電影等各個領域的最新發展進行研討。活動邀請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發表主題為「中國未

來黃金十年與和平之路」的演講，包括波士頓和費城等地方的眾多人士都慕名而來。 

活動除了連榮譽主席夫婦外，美國前勞工部長趙小蘭及夫婿—參院共和黨領袖麥康諾（Mitch 

McConnell）、父親趙錫成和妹妹趙安吉、駐美代表袁健生、前駐美代表陳錫藩、駐紐約辦

事處處長高振群、紐約市議員顧雅明和紐約州眾議員孟昭文、中華公所主席吳國基、法拉盛

華人工商促進會理事長徐朱留弟、世界日報紐約社總編輯翁台生和副總編輯魏碧洲等也都出

席盛會。 

晚會中，美東華人學術聯誼會向連榮譽主席頒發「卓越終身成就獎」，前董事長鄭向元獲得

「卓越領導和服務獎」，來自西奈山醫學院的李衡鈞教授獲得社區服務獎。 

當日下午的講座包含新興資訊與通訊科技、生醫科技與健康人生、總體經濟與海外資產稅務、

建築與再生能源、華語文學全球化、華語電影創新、21 世紀教育趨勢、永續性與環境保護等

8 項主題，由 40 多位旅美各領域傑出學者共同規畫。其中除了健康等傳統項目外，還有不少

別出心裁的內容設計，如生物學博士談養生、建築師談風水、魚類專家談生態環保等，曾經

追隨李安、張藝謀的台灣電影新銳導演林家億主講「如何於紐約電影製造業中生存」，以及

著名作家施叔青主講「主流文學之外的華人移民書寫」，吸引眾多民眾前往。 

http://www.macroview.com.tw/mag/macroview/article_story.jsp?ART_ID=14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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