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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65年，菲律賓出生的楊華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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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也許是到塔城定居的第一個華人家庭。隨後，塔

城漸漸有華人來定居，早期華人大部份為經臺灣來的佛羅裡達州立大學教授﹐學者或州政

府專業雇員。有識之士並開始兼營塔城當初缺乏的中餐館。成功者首推何廷瑞教授﹐露西

夫婦﹔廖英雄博士夫婦﹔及周澤潤夫婦。之後人數漸多，李長堅教授率一群熱心人士於

1976年開創「北佛州中華會館」。 八十年代初大陸開始允許人員出境﹐開始僅少數留學

研究生或交流學者。血濃于水﹐華人華裔不管來自何方﹐相識相助相親於塔城引以為幸。

假期節日聯誼聚餐。鄉音繞耳﹐鄉味爽口。中華會館乃眾人之家。典型美國民間組織﹐不

苛求政見和意識形態之異同。 

 

九十年代之後大陸來塔城留學﹐就業﹐創業者日增。目前塔城有中華會館、中文學校、華

人基督教會、華人協會、台灣學生會、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及台美協會等。這些團體成

長歷史非常艱辛，在塔城過日子原本孤寂苦悶，幸得各團體義工們辦活動讓大家有機會聯

絡感情和交換經驗。除了這些對外開放的團體活動外，也有些人成立了美食家俱樂部

（Gourmet Club）﹐ 乒乓球俱樂部等。塔城華人的休閒和娛樂生活熱鬧了不少。 

 

活動雖多，但是大夥兒為了生活打拼，沒人留下一些記錄給後來者作參考。時間久遠後，

值得紀念的往事和初創時的天真與優良傳統漸趨泯失。 往往出現不同版本的傳奇。 

 

筆者有幸，多年前由塔城中文學校前校長張有源向《世界日報》塔城記者張芸推薦筆者報

導暑期夏令營活動，筆者竭盡全力寫成初稿並且請李子方博士校訂後才敢投稿，一周後看

到報導出版時，真是高興。在世界日報編輯部鼓勵下﹐以及李博士支持參與下，投稿的熱

情益增，興致勃勃地已投了兩百五十多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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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導都是「龍的傳人」在塔城活動發展的部份記錄。筆者近日抽空將前99篇於2007-

2010年間在《世界日報》的報導編輯成冊加些相片並取名「塔城鱗爪」。 

 

隨後兩年我另用「中華學人鱗爪」為題，已在 E-book傳閱

〈http://www.caspaf.org/journal/index.php〉，最近兩年 (2012-2014) 新內容將以

類似方式於年底發出。希望將會有類似塔城鱗爪相關報導繼續出版，以側面記錄塔城華人

在美國主流社會中龍騰虎躍大顯身手的故事。 

 

感謝塔城以下僑界相關人士的珍貴及親密友誼帶來的鼓勵與祝賀而編成此刊物：李定勇、

李長堅、張芸、李子方 & 吳礽藝、何邱美郁、Michael Chiu、Ching-Jen Chen、

Clyde Diao、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Michael Zhang、Carl Huang、 

Liang-Yu Hsia、和Xiangrong Xu。 

 

〈吳天順謹〉    

 

201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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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塔城足跡 

 
李定勇 

 

 

我與佛州的緣分始於 1995 年，當時陪同僑務委員會章孝嚴委員長前往邁阿密視察僑

務，在一場僑務座談中，僑胞一致殷盼在當地恢復派任常駐的僑務工作人員，會後章委員

長詢我有無意願，我因對邁阿密人地生疏，未予應命。迨 1998 年暑間，我在洛杉磯僑教

一中心主任任上接獲人事命令調駐邁阿密，立即託請邁阿密友人代為尋覓租處，但尚未及

赴任，又接人令改調芝加哥，邁阿密緣分擦身而過。2010 年 6 月，我被派往舊金山，任

務包括恢復設立停止運作多年的僑教中心，次年 7月，該中心重新對外開放，4個月後，

我再次接獲命令改派邁阿密。2012 年元旦次日，我自舊金山飛抵邁阿密履新，終於落實

我的佛州情緣。 

佛州是一塊有福之地，四周環海，處處海灘，景色怡人，尤其緯度與台灣相當，氣候

與台灣有些雷同，格外讓台灣人容易適應，但因地形狹長，旅行不易，增添與人聯絡見面

的困難。記得初到不數日，便接到塔城台美文化協會的邀請參加新年晚會，初來乍到，獨

自驅車 9小時前往赴會，路途有些無趣，但從此連三年每年參加新年晚會，不曾中斷。年

初的塔城，總是涼意颼颼，怎麼穿都不嫌多，第一次傍晚抵達，就是天順兄來接我，偌大

的校園，曲折的路徑，沒人帶路還真容易迷路，參加過無數次僑界新年晚會，塔城的新年

晚會放眼望去，數百人的場面幾乎全是洋人，才經歷到新年說英文的特殊滋味，也見識到

黃錦混兄及天順兄聯繫洋人的功力。參加三次的新年晚會，都是在微寒的冷風、夕陽殘留

最後一道金輝下進入城裏，這時華燈初起，行人漸稀，室內的人聲吵雜與戶外的空蕩寂

寥，反差大得讓人無法分辨何者才是我的真實記憶，不過，新年節目中 Lucy 阿姨及夫婿

何教授以長者之姿態發紅包，以及台灣留學生高水準的音樂表演都令人留下難以忘懷的深

刻印象。 

2013 年 2 月 16 日晚，新年活動熱鬧落幕，第二天一早我開車偕同天順兄同往

Pensacola，那是佛州西北方的一處偏遠角落，我們一起去看了當地的中文學校，學生才

10 數位，但沒有一位孩子被疏忽冷落，我們去拜訪默默耕耘了 20 年中文教育的王英潔老

師，當面向她表達謝意，那裏綿延不絕的中文教育，就像偏鄉的花朵，綻放得特為美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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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旅途，我們在一個午餐會上，見盡了 Pensacola 的臺灣僑胞 20 人，也利用晚餐與

Destin 附近向將軍醫師家族，曾入閣任職的徐紹欽博士，專精華語教學的沈靜老師，隻

身勇闖此地創業的蔣敬仁等人會面，親身感受台灣人無所不在的衝勁與熱力。 

天順兄專長水利及環保，任職於政府機構，他是一位有福之人，在美國這種競爭激烈

的社會，他總能找到一個安身立命之處，不需費勁的應付，就能擺脫多餘的雜務，有餘暇

做自己的事，他公餘時，喜歡東奔西跑，參加多項社團活動，範圍除了塔城，還有時會到

4小時外的奧蘭多活動，精力充沛，令人羨慕，也由於他的熱心參與社團活動，經常為僑

胞服務，因而能受聘為僑務促進委員。每次活動結束，他都將經過情形運用生花妙筆留下

報導文章，刊登於世界日報，也編入他的大作中。於今「塔城鱗爪」付梓前夕，有幸寫下

我與他的緣分，但願這本彚聚眾人生活點滴的大作，能為塔城的華人留下最好的歷史見

證，同時也將我們的思緒帶回過去，悠遊於美麗的記憶中，茲為之序。 

 

 

2014.6.27 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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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inished Foreword from Professor Chang-Chien Lee (李長堅) 

 

Professor Chang-Chien Lee wrote a foreword to an e-Book edited by me on the title 
of “Chinese-American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 Journal 
(1)” http://www.caspaf.org/journal/index.php on December 2, 2012.  He planned to 
write another foreword for me to this “Tallahassee Chinese Americans’ Memoir”.  
Professor Lee provided me four (6) valuable supporting documents shown as below.   

1. Announcement for founding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 Florida 
(NFCA) – September 5,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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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owing the NFCA’s support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s president candidate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 January 10,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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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fessor Lee gave Lucky Money in red envelope to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party of Chinese New Year of Horse in 1978 

 

 
4. The 2nd NFCA president Ing-Shang LIAO (left) presented an award to 

appreciate Professor Lee’s leadership and services i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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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ome of the NFCA founders taken the group photo during the Year of Horse 
1978  

 

 
6. Photo taken in the Governor’s Mansion.  From right to left: Maria Chang (2nd 

from the left), Jennie Lee, Chang-Chien Lee, and Professor John Ho, Chang-
Chien Lee, Jennie Lee, Mari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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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ortunately, Professor Lee passed away on May 31, 2014.  The current, 8-th President of 
the NFCA, and also one of the original NFCA founders Liang-Yu Hsia was in California and 
asked me to send his condolence to Professor Lee’s family in the funeral in Orlando on Saturday, 
June 14, 2014.  I brought back the following seven (7) documents provided by Professor Lee’s 
wife Jennie: 

 

1. Professor Lee’s Life Story 
 
 

李長堅博士 
 

爸爸 
我們愛您 

我們想念您 
我們永遠懷念您 

 

 

李長堅教授，1935 年誕生於台南縣白河鎮的小村莊叫竹圍仔，小康之家。父親李
啟仁公曾教私塾，當過農會代表。因為識字常幫忙村民，耳濡目染，墊定李教授熱
心助人的個性。家有一兄三姊一弟三妹，兄弟都獻身於教育界，闔家融洽。
1963 年，李教授和當時任教的陳秀美女士結婚，伉儷情深， 結褵五十年，這個幸
福美滿的家庭，有兩位兒女，一位是醫生，一位是律師，還有兩個聰穎的孫子。 

李教授從小刻苦耐勞，在沒有公路、鐵路經過的小村莊長大，克服一切，勤學向
上，先後考入省立嘉義中學，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就讀，畢業後執教於省立彰化高
級商業學校。並於 1967 年遠渡重洋到佛州首府塔拉哈細的佛州州立大學
（FSU) 攻讀圖書館學碩士及高等教育學博士，成為竹圍仔村的第一位博士，榮耀
鄉里。 

李教授完成圖書館學碩士後先在 FAMU 服務，得教育博士後，應聘到賓州大學伊
利分校貝倫學院任圖書館館長。為了實踐教育學理念，他回政大教育學院當客座教
授，同時在淡江大學兼教圖書館學。這因緣，讓他成為淡江大學教育資料與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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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刊物第一位英文主編，達十九年，使該期刊成為圖書館界著名刊物。淡江大學為
感謝他的貢獻，於 2011 年該刊物二十五週年慶時，遨他回國接受表揚。1983 年
李教授返美，任中佛州大學圖書館部門主管，又兼任外國語言學教授。 

李教授在塔城時，因當地只有學生會沒有任何華人協會，1977 年以團結僑胞為己
任，創立了"北佛羅里達州中華會館"，並擔任了第一及第二任主席。1978 年底接
受圖書館館長之職搬到賓州伊利城時，也曾擔任伊利華人協會會長。並在 1979 年
出任全美華人圖書館協會會長，進而在維吉尼亞州成立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東南區
分會。1983 年遷到奧蘭多後，在新年晚會中被選為 1984 年中佛州中美協會會
長。1984 年台灣少棒隊到奇士美比賽時，擔任會長的他帶著熱心的會員及鄉親去
為祖國來的球隊加油 ; 隨後，台灣青少棒隊到佛州羅德岱堡比賽時，為更進一步支
持，租用大型包車帶大家遠去為青少棒隊加油，那愛鄉愛國的熱情，就連現任邁阿
密辦事處長的王贊禹先生，也還記得當年盛況。 

1989 年李教授和 UF 幾位教授共同創立"佛州中華學人學會"，他是第三屆會長。
1991 年擔任會長期間，李教授在邁阿密主持第三屆年會時，榮邀到前國府行政院
長李換先生為主講人，在幹部同心合作下，空前號召了近三百人參加。2003 年，
德高望重的他又被推選為"中佛州台美商會會長"，為台商服務。服務奧蘭多僑社的
這一、二十年間，擴大參與，支持本地亞裔社團活動。李教授在中佛州大學執教
時，也擔任十幾年中國同學會顧問，扶植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將該社團改名為台灣
同學會。李教授並促進南台科技學院和中佛州大學成為姊妹校。綜合李教授留學移
民美國後的四十多年，所到之處，熱心參與僑社服務，進而領導社團活動。因他的
熱心僑務，1992 年李教授得到中華民國僑委會表揚，進而被聘為中佛州第一位"僑
務促進委員"榮譽職，也是第一位被聘請的僑務顧問，歷經四位處長，長達 12 年。 

李教授一生為教育努力，在大眾教育上，針對海外華人，多次在報上發表海外華人
子女教育問題，顧及國內的高等教育，前後提出二十幾篇著作，其中向教育部進言
"廢除台灣大專聯考以免一試定終身"之論，引起台灣教育界爭論，奠定後來教改之
契機。在家庭教育上，他教導兩個兒女，除了讀好書外，以名言"寧為雞首，不為
牛後"來鼓勵他們在團體中參與及爭取領袖機會。基於"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
神，李教授也和夫人，連同中佛州台美商會，協力加強華人第二代學生的領導及溝
通能力，培養多位領袖人才，十年如一日，讓家長們感激萬分。在社會教育上，李
教授長期關心台灣圖 

書館系統，多次回台參加研討會並呼籲企業家多建圖書館少建廟宇，仿效美國為卸
任總統興建總統圖書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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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於 2003 年服務滿卅年退休。退休前後十幾年和夫人，參與北美洲台商總會
及世界台商總會理監事會議及會後旅遊，走遍六大洲，留下美好回憶，並常到西雅
圖和兒女短住含饋弄孫享受天倫。來自農村、常露笑容的李教授為人誠懇善良，腳
踏實地，一生淡洎，不求名利，關心故鄉台灣，把他的成就和夫人分享，盡心盡力
共同為僑社服務，不愧是位值得後輩景仰和懷念的典型學者，教育家。 

 

 

李教授的博士論文 

“Problems and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Perceived By The Presidents of Junior Colleg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 
the Republic of China .” 

敬愛的二哥，當我們得知您堅強的與病魔奮鬥多時之後，終於離開我們，內心感到非常的難過與萬分不捨！ 

  二哥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一位個性溫和、謙恭有禮，做事認真積極、有抱負、勇於追求理想的人。在家則
是一位孝順父母的好兒子、熱愛家庭的好丈夫好爸爸，照顧弟妹的好兄長。您和我們年齡差距很大，年青時您
去嘉義讀書時，會把學來的流行歌曲教給我們這些長住鄉下的弟妹。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們，開廣我們的視野。
我們初中畢業時，父親希望我(豊明)留在鄉下管理他的農田產業，而希望五妹麗芬不要讀高中，去讀師範當老
師，以節省家庭開銷，這時二哥您則挺身而出極力反對，並鼓勵我們一定要讀大學。最後我們都如您所願完成
大學學業，也從此改變我們的人生。您在彰化高商任教時，為了追求理想排除萬難，隻身前往澳洲、美國求
學，並在 1976 年榮獲博士學位。成為故鄉玉豐國小第一位榮獲博士的傑出校友，在鄉里傳為美談。 

 

您雖然長期住在美國，仍然不忘家鄉父母兄弟姐妹，經常打電話或寫信問候。特別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
都會寄來聖誕賀年卡，成為新年最佳的祝福。這些賀年卡我們都一直珍藏著。在 2005 年適逢我李家先祖來台
200 週年紀念，您與七姐月英、八姐倍英遠從美國專程回台灣，參加整修祖墓及祭祖活動，成為回家鄉路程最
遠的李家子孫。您秉持父母良好的遺訓，全心努力照顧家庭：使二嫂秀美能在異國開創一番事業、用心栽培子
女成為醫師律師，皆為社會精英。傑出亮麗的表現，堪為我們李家後代典範。明年是父親 110 歲冥誕，我們
計劃出版紀念專輯。遺憾您無法參與，但我們會把您的忠厚仁慈、積極勇敢、愛家念舊的美好精神事蹟，記錄
在專輯中，以供後代子孫永遠效法懷念！ 

  最後祈望您在佛陀的引導下，放下一切，往生淨土，花開見佛   阿彌陀佛 

              四妹 燕              五妹 麗芬              三弟 豊明 暨全體家屬一同拜輓 2014 年 6 月 4 日 

敬悼 當代學者 李長堅 博士  
集畢生之心力奉獻文學教育，熱衷於中美僑務事務無怨無悔，首創北佛州中華會館及第一，二任主席，曾任美
國中佛州台美商會首任會長，中美協會會長，佛州中華學人學會會長，中佛州第一位僑務促進委員及僑務顧
問，促進中美僑務功居厥偉，為中美僑務寫下不朽的璀璨耀眼歷史！ 
敬愛的姐夫正值您子孫承歡膝下貽養天年之際，卻不敵病魔而與世長辭，讓我們多數人不禁潸然落淚，再也看
不到您風采依依的笑顏，再也聽不到您講古風趣的神采，令人不忍不捨；如今只能在老照片中，找尋陳年往事
的回憶！讓我謹代表台灣的姊姊們，以最誠摯悲慟的心情，祝您在西方極樂世界逍遙自在，長佑三姐及子孫平
安喜樂！ 
姻弟 陳 缺 揮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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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ituary letter of condolence from the ROC President Ma Ying-Je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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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bituary letter of condolence from the Minist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Shyh-kwe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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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bituary letter of condolence from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Philip T.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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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emorial Service Honoring Dr. Chang-Chien Lee” published by 
www.worldjournal.com:   

 

中華會館前主席李長堅出殯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June 17, 2014 06:00 AM | 167 次 | 0 | 0 | |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李定勇，誦讀總統馬英九、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與經

文處處長王贊禹的弔唁函。(記者陳文迪/攝影) 

 

北佛州中華會館前主席、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創會會長、僑務顧問李長堅博士

追悼會，14 日在木草殯儀館(Woodlawn Memorial Park and Funeral Home)舉

行，上午家祭，下午公祭，其親友及僑界人士出席者眾，一起追思悼念李長

堅。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李定勇代表經文處出席，並帶來中華

民國總統馬英九、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與邁阿密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等的

致悼唁函，肯定他的學養和畢生的熱心奉獻。 

 

「長執學養完一身淵博，堅揚教育盼眾生皆士」，追思會牆上的輓聯是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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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一生的寫照，他是當年他的故鄉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榮耀鄉里的學子，飄

洋過海留學進修，學成後又回台灣貢獻所學，隨後來美擔任圖書館長及任

教，並積極熱心服務僑務，追思會中許多分享，真摯感人。 

 

 

追思會由劉廣然主持，他的政大老同學分享他當年求學的辛苦經歷，以及雖「門不

當，戶不對」，卻以真誠圓滿與太太終成眷屬；他的妻舅分享一向給人溫和印象的

李長堅一些幽默趣事，和當年媒妁之言的婚姻時代、首創自由戀愛的契機；李長堅

兒女分別為醫師及律師，與他的孫子也一起分享家庭中的感人趣事。他的外甥

Paul Chen 也代表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前來弔唁。 

 

當地社團代表也紛紛致悼詞，他創立的北佛州中華會館由吳天順代表致詞，佛州中

華學人協會會長由徐祖慈發言，中佛州台美商會由會長李信忠致悼，他曾任會長的

中美協會則由現任會長吳淑惠致悼唁。另外，慈濟奧蘭多聯絡處負責人林智、國際

佛光會佛州協會會長也分別分享他的故事，大家都贊揚李長堅博學、熱心、個性溫

和幽默，樂於助人等。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中華會館前主席李長堅出殯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30087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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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emorial Service Honoring Dr. Chang-Chien Lee” published by 
www.unitedchine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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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morial Service Honoring Dr. Chang-Chien Lee” published by North 
American Economic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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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塔城跟“世界＂ 

 

張   芸 
 
 
首先，這個題目裏面說的“塔城＂是 TALLAHASSEE, Florida, 是佛州州政府所在地，在

佛州北部；“世界＂是“世界日報＂的縮寫。“張芸＂是我的筆名，不是女性。因為內人

的名字是“林芸＂，我叫“張芸＂，以示爱意。我不但不是女性，而且是常常得拄拐杖的

老人了。 

 

說起來，我是塔城中國人裏面的元老之一。大約 1974 年，我初到塔城，是來唸書的。在

佛州大學戲劇學院的博士班。當時我的內人跟三個孩子住佛州南部的聖彼得，每個週末我

都開車回家。星一到星五，上了 5 天的課，星五下午上車回家，一路開快車，歸心箭！

當時，我來塔城一定是夏天，別的時候我在聖彼得堡一所私立專科（ECKERD COLLEGE)教

書。 那兒夏天沒學生，我是利用夏天的三個月來完成學位的。幾乎每個週末，我都是星

五下午上車，到家正好吃晚飯。 

 

有一個週末，星期五晚上有同學聚會。 內人事先打電話告我說：  這個 禮拜六，早上 

10 點，三個孩子（都上小學，一，二 年級）要游泳畢業。這一來，我緊張了，好不容易

等到週末，星期六，一大早，天還沒亮，我就開著福特旅行車，急駛 27 號公路上面了。

一邊開車，一邊看錶，快到清水鎮了，大約還 40 分鐘的車程，我正高興，天有不測風

雲，車子壞了。我立刻開進路旁一個修車店，工人大約花了半小時，把車修好，我看手

錶，一定晚到。我就開始有點“不要命＂，一直闖紅燈，沒先回家，直接開到游泳池，正

好 10 點！ 

 

那年，學期終了，我把全家接來塔城，暫時住在市中心，LAKE ELLA 旁邊的小旅館。如今

小旅館的房間都變成商店了。真是“三十年河東，三十年河西＂啊。 

 

過了兩年，1976，美國立國 200 周年，我辭掉圣彼得堡的教職，全家搬來塔城，乾脆變

成“全職學生＂。除了上課，漸漸參與一些社會活動。有一天，好像在大學球場，看見一

位女士，身穿大紅絲質旗袍，炸著春棬。萬綠叢中一點紅，有點“怪怪＂的感覺。過不

久，變成好友，又加她變成我的“上司＂，友情迄今逾 38 載！  她是塔城女強人，有名

有勢，大名鼎鼎的 何邱美郁，LUCY HO.LUCY 是我的“上司 ＂，因為我們都是「北佛州

中華會館」的活躍分子。她是“主席＂很多年；我跟著她，做她的“秘書長“也很多

年 。 

 

北佛州中華會館會員不少，其中一位是吳天順， DR. T. S. WU.  吳兄的專長是水利，在

州政府任職。為人誠懇，辦事努力，漸成好友。有一次野餐聚會中，他給我看了一“世界

日報＂。上面新聞不少，有“佛州新聞＂占了半頁。我當天回到家，立刻發去一稿，詳述

野餐情形，僥倖被邁阿密世報編輯俞曉菁潤飾後發表。從那以後，每次活動，北佛州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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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館的消息都是佛州新聞的一部份。如有特殊事件，我也以特寫稿寄去。諸如 陳景仁博

士從愛荷華大學搬來佛州大學擔任工學院院長，董正教授為佛州全州設計交通燈，平維舟

教授的兒子榮獲數學大獎，只不過幾個例子而已。 

 

我從小就喜愛“舞文弄墨＂，初中二年級，第一篇文藝稿，“憶摯友閆樹儀＂在山西太原

“新唐風＂發表以後，從省立太原中學畢業，上了台灣大學，當過翻譯官，教過書，前前

後後，寫過不少文章，出版了四部小書，給世界日報的“佛州塔城新聞＂寫稿，說一句

“老實＂話，“雕蟲小技＂！ 

 

記憶中，塔城青年王舜永(Kevin Wang）跟丁玉珊（Susan Ding）結婚大典在  LUCY HO 

的餐廳舉行. LUCY 做人做事一向慷慨大方。那次結婚，把禮堂借給王丁兩位同學，還把

她女兒結婚時候的紅旗袍借給新娘，餐館煮了美食招待全體賓客，非常感人。席間，我找

到 吳天順老兄，想談一件“嚴肅＂事情，他欣然同意。就是把有關報導塔城華人活動的

消息，“交棒＂給他。 敝人  “退休＂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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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羊年賀詞 
     

     李子方 吳礽藝 

 

塔城英豪天廚宴 

  楊門老將寶刀煉 

  佳釀瓊漿水陸全 

  山珍海味陣容堅 

  烏參鮫翅宮廷宴 

  冬筍對蝦鄉味惦 

  話南道北往事聯 

  評事論時訥士辯* 

  吾道西瀛有桃源 

  花開花落無人嫌** 

  酒酣意足元春夜 

  舉觴齊頌吉祥年 
 

羊年新春    戲此  謝 

楊 大師 清臣  伉儷 

     子方 

     礽藝   敬賀 

 
 

* 訥士：我國古有諫訥之士，剛正不阿，直指當朝，庶民社稷，賴之棟樑。 

* 訥士：今西方有 Nerds，意「書呆子」，懷才未遇者，大智若愚者，自以為是者，

高談空論者，不識事務者，諸義皆可用之。 

**  初至塔市，舉目無親，幸中美新知爭相邀遊，周末佳節，接送飲宴，問寒喧暖，關

切備至。異鄉小鎮，得此許情誼，確信桃源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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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TSA) @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FSU)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塔城)台灣學生會 

前會長(2013 summer – 2014 spring): Michael (Yu- Che Chiu) 

 

 

 

塔城(Tallahassee)是佛羅里達州的首都，平均約莫有 50 個學生在此攻讀他們的學位。在

塔城內主要有三間大學，分別是佛羅里達州立大學 (FSU)、塔拉哈西社區大學(TCC)以及

佛州農工(FAMU)。主要台灣學生都在 FSU，少數在 TCC 就讀，但因為兩校地緣頗近，在塔

城就一個台灣學生會(TSA)，不分校別地涵蓋所有台灣學生。這樣約半百的學生人數對於

學生會而言可是恰到好處，大型活動(迎新、新年…)上，往往都可看到四十人以上的參與

熱絡；另一方面，相較於大城市動輒數百的台灣學生，這裡人數相對少的多，幾乎每個台

灣學生都認識彼此，也或許就是這不大規模的人數，大家更珍惜相遇的緣份，讓同學們的

連繫是更加緊密。 

 

學生會平時沒有太繁重的工作與任務，唯獨在每年春夏之際，會長及其幹部們就開始動

員，準備好接下一個年度任務——“迎新＂。每個新生初來乍到時，都受到學長姊照顧，

而一年之後，這些新生將成為學生會的領導群，也會把這美好的傳統屆屆的傳承下去。每

年老人們(泛指在塔城超過一年的學生) 都負責了新生的機場接送、暫時住宿、手機及銀

行開戶、學校報到…等大小瑣事。看似沈重的負擔，其實執行上毫無阻礙，因為在這邊的

同學們的心如佛州太陽般熱心又無私，熱度足以融化任何阻礙！在會長職務的一年下來，

這樣同儕支持與溫暖從未間斷，我相信這樣的感受是塔城台灣學生會會長的特權之一。 

 

塔城學生會不僅僅是同學之間的幫助與支持，我們還受到很多在這長輩們的照顧，例如：

Lucy 阿姨、黃叔叔(Carl Huang)以及吳大哥(Dr. Tien-Shuenn Wu) 特別提到吳大哥，第

一次見到他的時候，感覺他很特別，一頭白髮卻很有活力，為人風趣，總是笑臉迎人。後

來有機會跟他去參加佛州中華學人協會(CASPAF)的會議，對他有更進一步的了解，曾經肩

負兩任 CASPAF 主席的吳大哥，對組織管理很有一套想法。他毫不吝嗇的把經驗分享給

我，並且提供關於經費申請的資訊管道。2014 年的農曆新年慶祝活動，我們成功申請到

第一筆校外經費補助，幕後功臣無疑就是吳大哥。從計畫書草稿到活動記錄，吳大哥都不

遺餘力的幫我們打理好。這次的經驗，也正成為日後 TSA 的一個參考依據。每當我們在享

受 TSA 帶給學生的歡笑與便利時，我總會想起有這麼一位默默為學生會付出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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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urrent chair for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allahassee (TAA), former chair of 
North Florida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principal of Tallahassee Chinese School—Taiwan it is 
my pleasure to support Dr. Tien-Shuenn Wu’s endeavor in the “Tallahassee Chinese American 
Memoir”. 
 
Dr. Wu is a very active member and faithful volunteer in various Chinese and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When he was principal of TCS---Taiwan he organized a very successful Taiwanese Youth 
Culture Camp at FSU. He was treasurer and life time member for TAA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is 
association.  He also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hosting the Keelung Chung Cheng Junior High 
School’s Folk Sport Troupe’s four visits in the last seven years. He partakes in several 
Springtime Tallahassee Parades and many TCS---Taiwan Camping adventures.  
 
He is a great leader and wonderful partner in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 the last 20 plus years. He 
is a trailblazer to introduce the Chinese and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to main stream society in 
the South Georgia and North Florida. His contribution is unprecedented.  
 
His passion to promote Taiwan 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inspired local Chinese and Taiwanese 
community to be part of this Big Bend area where we have called home. 
 
I am honored and strongly endorse what Dr. Wu’s undertaken. 
  
Sincerely, 
  
Carl Huang 
Chair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allaha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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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 
North Florida Chinese Association	

 
 
 
 
The North Florida Chinese Association located in Tallahassee, capital city of Florida, treasures 
deeply the stories of our roots, our members' splendid accomplishments, our wonderful 
programs, our passionate member and community service efforts. 
 
History of us not only reflects our successful but also challenging epoch, relates our community 
involvement, shares interesting chronicles with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Some of the 
highlights are:  
 

 NFCA members' key roles in universities, state, county, city governments, advanced 
technology, restaurant, medical, law, real estate, music, arts and science. 

 
 NFCA Members' involvement in founding Tallahassee Chinese School, serving as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or our children and English speaking friends.  
  

 NFCA's generous sponsors of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help 
Iraq school children when my son, Captain Timothy Kang Hsia, asked for supports from 
Iraq battle ground. 

 
 Memb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services including Tallahassee Spring 

Parade, various community charity events  
 
These endeavors, recorded in Dr. Tien-Shuenn Wu's colorful narratives will remind us of our 
individual and joi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reat country, beautiful state, and wonderful city as well 
as our good time together. 
 
Liang Yu Hsia, Chairman 
 North Florida Chinese Association (N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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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夏令營 個個豐收  

舞蹈、扯鈴、毽子、舞獅等表演博得滿堂采 塔城民主報一版首頁刊登 

【吳天順】為期五天的青少年夏令營活動，日前

圓滿結束，大小朋友均收穫良多。並於日前在佛

州州大的莫爾大禮堂舉行學習成果展示和表演，

吸引許多師生和家長參加。塔城地區主流媒體塔

城民主報亦前往採訪，刊登在第一版首頁。活動

是由北佛州塔城中文學校第三次舉辦、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巡迴文化教師指導。  

塔城中文學校夏令營邀請到遠道來訪的台灣民俗

舞蹈老師張青蓮、民俗藝術老師陳碧芳，以及民俗體育老師蔡季樺。  

校長張有源為了舉辦夏令營活動，數月前就開始籌畫，並在夏令營裡全程鎮守。承吳

孝中陳麗夫婦及黃立基張芳儀夫婦慷慨支持提供來訪老師住宿。夏令營課程分大中小

三班，三位老師輪番上陣。  

張青蓮老師教授舞蹈包括「行雲流水」、「滿山春色」、「歡樂迎新春」等。值得一

提的是台美兩方老師親密合作的趣事：「滿山春色」原來用長紗巾助舞，可惜小班學

生個子不夠高無法施展，改拿去年夏令營留下的小獅頭，並借用前中校舞蹈老師徐淑

寧家中的大鼓，由助教吳啟瑋擊鼓操控節奏，效果特強，感謝鴻勝醒獅團張遠榮師父

上月特別傳授的功夫。  

蔡季樺老師教授「跳繩」、「扯鈴」、「毽子」。並和助教們一齊表演扯鈴成為結業

式的壓軸節目。  

陳碧芳老師教授 46 名小朋友「剪紙藝術」、「裝飾節藝」、「棉紙印染」、「捏麵人

」、「創意燈飾」、「香包」、「國劇臉譜」。小朋友們的作品除了在莫爾大禮堂展

覽外，還已經開始在里昂縣公共圖書館展覽，一直到 9 月底塔城亞洲節及基隆中正國

中來訪之後才結束。  

塔城中文學校夏令營團體照。 
Joyce Carbonell 攝 

 



 2

第三度夏令營能舉辦成功，除校長老師家長的努力外，義工群也功不可沒。Joyce 

Carbonell 帶領 20 名義工助陣，一些高年級的中文學校學生兼任義務助教 (王韞奇，

吳敬翎，吳敬翔，吳啟瑋)，主力義工有吳天順、吳孝中、王四川、黃錦混、張金菊、

林婉華、徐淑寧等。  

塔城民主報的專訪登在第一版的首頁，並且在其網站登出 35 張精彩的相片。  

20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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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礽藝畫展 獨創動態美學  

佛州州大中心俱樂部揭幕 命名譗四度空間、第六感覺豃 新穎又富哲理 

【吳天順】華裔藝術家吳礽藝 (Gabrielle 

Wu Lee, M.F.A.)個人畫展，日前在佛州州

立大學 

中心俱樂部大廳揭幕。  

吳礽藝的大型油畫於 1986 年曾在「州府大廈

」頂樓畫廊展出。當年吳礽藝是佛州州立大

學藝術系研究生，得「州府大廈」畫廊館長

青睞，特提出申請，獲佛州州務卿批准舉辦

個展。  

吳礽藝表示，其藝術哲理以當代藝術崇尚革

新創意為主導，借鑒自然，觸景生情，寓情

於景，並以其獨創之「動態美學」，來探索

如何以二維畫面表達在時間和三度空間中進行的自然、社會、科技發展、人際

關係及個人感情的種種動態及互動。  

這次吳礽藝獨展標題為「四度空間、第六感覺」，命名新穎，富哲理。  

20 年來，吳礽藝應邀於美國各地公立美術館展出數十次，多次得獎。她自

1999 年起至 2007 年連續五次代表美國當代藝術家，參加兩年一次在義大利弗

羅倫斯市舉行的國際當代藝術雙年大展 (Biennale In-ternazionale 

dell'Arte Contempo-ranea, Firenze)。  

吳礽藝這次展出中型油畫 10 幅，其中名為「晨曦」的畫作，首先映入眼簾的是

迷濛之間依稀可見的天光隱現於叢林頂端的畫面。凝神觀之，立即意會到初升

之日的光芒挾不可抑制之勢躍然待發於畫面之後。  

 吳礽藝女士與其畫作。吳天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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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晨曦」配對的「傍晚」，以金色為底，更以金色著筆，以變化多端的筆法

代替色彩或墨色對比來勾勒圖像。其景借鑒於濃密的橡樹林，壯碩舒展的樹幹

，迎風顫舞的樹葉，纏繞不休的老藤，俱融浴於金黃暮色之中，成熟煦和暖人

心懷。  

吳礽藝坦述創作的艱辛和樂趣，她表示這兩幅作品創作過程中，心潮起伏，奮

筆作畫之時，隱現腦際的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德伏扎克的新世界交響曲，和

卓斯‧凱莫的名詩「樹」，而得到新的視覺演繹。  

參展的其他八幅作品包括「光輝的女性」系列四幅，海景三幅，樹林一幅。  

20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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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協會周年回顧  大豐收 
 

13項活動各具特色 為塔城注入新能量 

 

【本報佛州訊】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東方餐館舉辦周年慶，會員們一齊回顧和討論

該會成立一年來的工作和今後的發展。 

 

目前協會的主要幹部有李炫德、朱育佑、Salim Talib、和吳天順， 一年來的努力

給塔城注入了新的能量和介紹了臺灣民風和傳統。 

 

當天有三十多人出席了周年慶，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僑務委員何邱美郁女士及其夫婿

何廷瑞、和佛州農機大學暨佛州州立大學的工學院院長陳景仁等。 

 

與會人士享用完了豐盛的午餐後，會長黃錦混回顧這一年舉辦的13項活動，包括參

加第二屆亞洲節、舉辦雙十國慶祝酒會、為美國心臟協會籌款、合辦慶祝金猪年晚

會、參加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義賣市場、參加塔城之春天大遊行、 慶祝台灣傳統

周等。 

       

黃會長並宣佈佈塔城台美協會已與塔城社區學院, 塔城社區學院基金會和三所地方

學校，邀請到基隆中正國民中學40人來參加第三屆亞洲節和表演。  

 

黃會長在會前表示，這次基隆中正國民中學文化大使來訪，將促進台美雙方民間的

相互暸解和友誼。 

 

接着由吳天順作的財務報告及兩項預訂活動狀況。周年慶在會員們依依不捨中結

束。 

(吳天順) 

09-2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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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成員在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義賣市場和動中設攤。圖中從左至右依序

為張吉姆、簡沁穎、陸宜、黃錦混、吳天順。  。【圖由黃錦混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參加第二屆亞洲節，圖中從左至右為陸宜、張吉姆、邁阿密台北經文

處組長謝妙宏、黃錦混、謝其旺、何邱美郁。【圖由黃錦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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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仁主持 流體力學會議成果豐 

【本報佛州訊】塔城佛州農機大學暨佛州州

立大學的工學院院長陳景仁，日前在佛州州

大的中心俱樂部主辦為期三天的第九屆流體

力學暨圖像動態化國際會議，吸引許多學者

與會。  

活動由土木和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黃文銳擔

任組織委員會主席，組織委員會的成員們熱

誠地歡迎與會學者。  

此會議每兩年一次，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提供機會討論最新流體控制、測量和

圖像動態化。第一屆成立於 1985 年日本東京，接著在英國謝菲爾德、美國舊

金山、法國圖盧茲、日本葉山、加拿大舍布克、義大利索倫托，以及中國成都

召開。  

今年，擴大增加圖像動態化的科技藝術和計算流體動力學兩項課題，共吸引了

來自四大洲三大洋 23 國的 180 篇專業論文和報導，充分顯示該會議的全球性

和國際性。  

會議場所設有藝術展覽，高雅寬敞，與會學者並享受大學俱樂部提供的美食。  

與會者還同去近郊遊覽了世界聞名的瓦卡拉地下泉：地底下自然湧出的泉水形

成的一條河，兩岸仍保持著原始亞熱帶叢林風貌，早期的泰山電影即在此拍攝

。  

與會學者搭乘遊艇看到了許多野生鳥類、烏龜、鱷魚等，晶瑩剔透的湧泉出口

深達 56 公尺，還有幾部水下電影也在這裡拍攝。 最後，大家帶著豐碩的學術

成果及友誼互道珍重，並期待兩年後在俄羅斯莫斯科重聚。 (吳天順) 2007-10-

02 

第九屆流體力學暨圖像動態化國

際會議現場。 

【圖由 Trisha Radulovich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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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大遊行 五千多人獻愛心 

【本報佛州訊】塔城台美協會日前二度參與

為美國心臟協會籌款的「愛心大遊行」活動

，約有五千多人參加此次愛心大遊行，共籌

得 31 萬美元。  

塔城台美協會秉持著推廣台美友誼和促進民

眾健康生活方式的精神，會長黃錦混和吳天

順、 

Salim Talib 兩名幹部，日前以實際行動參

加「 

愛心大遊行」，並散發第三屆亞洲節的邀請函及台灣基隆中正國民中學文化大

使來訪的宣傳單。  

上午 10 時整，約五千多人參加的愛心大遊行開始，共行走四公里，大會準備了

簡單的午餐。  

由於參與者眾，隊伍拖得很長，沿途有啦啦隊替遊行者加油、熱心人士提供飲

料，許多路人也來湊熱鬧。  

當日下些小雨，天氣不太熱，吸引五千多人來參加這項愛心大遊行。  

這群熱心的遊行人士為美國心臟協會共籌到了 31 萬美元。據表示，當天參加活

動的華裔並不多。  

該會希望明年能有更多華人同好來參與「愛心大遊行活動」。這是一項雙贏的

活動，不但有益身體健康而且可幫助人類心臟的研究和開發。  

塔城台美協會成員參加遊行時合

影。 

圖中從左至右會長黃錦混、工作

人員 Salim Talib 和吳天順。【

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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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臟協會自 1924 年起，幫助大眾避免心肌梗塞和中風。這兩項疾病是美

國排名第一和第三家的兇手，每年死亡人數超過 91 萬人。  

該協會在 2004-05 財政年度花費超過了 4 億 7400 萬美元來研究與推廣如何使

美國人更健 

康又長壽。塔城附近居民每年中秋節前後舉辦「愛心大遊行」來為美國心臟協

會籌款。 （吳天順）  

200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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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中正國中 塔城演出爆棚 
 

亞洲節獻藝 結合扯鈴、陀螺、跳繩及戲劇 贏得滿堂彩 

【本報佛州訊】來自台灣的基隆中正國中

文化大使團，日前在塔城亞洲節和佛州州

立大學的澳伯門音樂廳演出，獲得熱烈好

評。  

去年塔城中文學校夏令營邀請了三位民俗

老師，其中舞蹈老師洪文蘭和體育老師吳

劭文皆來自基隆中正國中。兩位老師提起

該校有個國際聞名的文化大使團，塔城臺

美協會黃錦混會長經過一年多的聯繫，今

年暑假並親自回台，敲定邀請基隆中正國

中文化大使團來塔城參加第三屆亞洲節。  

該團是自費訪美，由於經費不足，黃會長

特別安排了 23 個塔城家庭接待來訪的文化

大使團住宿，節省了團員旅館費用。  

基隆中正國中的家長們因為其子女可以到美國家庭體驗美式生活，而更支持這

項活動。來訪的文化大使團共 40 人，包括團長廖達鵬、秘書陳惠珠、三位教練

及 35 位初中三年級學生。  

廖團長創辦出國文化大使團已有 30 年的歷史，團員都是品學兼優的學生。  

文化大使團抵達後，前往訪問塔城社區學院，該校副校長 Robin Johnston 親

自接待。 

基隆中正國中文化大使團學生表演

「山地舞 

 

 文化大使團學生表演後和台下觀

眾合影。 

【圖由王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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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民主日報派出記者隨隊專訪。隨後該團並訪問佛州州立大學舞蹈系。傍晚

前往東方餐館和安排住宿的家庭見面。  

團訪問還前往塔城三所學校，包括高中、初中、小學並表演精彩節目。  

在市中心街心公園舉辦亞洲節，是來自菲律賓華裔 Clyde Diao 三年前創立塔

城亞洲協 

會的活動之一。黃錦混也是創始人之一，目前另有兩位台美協會幹部兼任亞洲

協會幹部。  

塔城民主日報指出，今年亞洲節活動約有一萬民眾來共襄盛舉。在眾多攤位中

，台灣攤位展示最豐富和贈送最精美紀念品。在所有表演節目中，台灣的節目

最吸引人。當基隆中正國中同學在公園中表演時，台下觀眾人山人海。塔城市

長夫人 Mrs. Jane Marks 感謝團員們的精彩表演並和團員們合影留念。  

亞洲節在下午 5 時結束，基隆中正國中表演團立即趕回佛州州立大學的澳伯門

音樂廳準備晚上 8 時的公演。這場演出吸引了 400 多人觀賞，塔城社區學院副

校長 Sharon Jefferson 並贈送紀念品，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

胡琪斌特地趕來捧場。  

該團演出「先民過台灣」、「旋轉乾坤」、「鐵扇雄風」、「娜魯灣風情」、

「陀螺千千轉」，「喜慶年年」，以及「天羅地網」等七幕精心設計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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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上另一層表演的境界。  

整場演出歷時 70 分鐘，團員們充滿活力和技巧高超的表現，贏得掌聲不斷。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何邱美郁及台美協會致贈禮金給團員們，台下觀眾則紛紛上台

和團員們合影。（吳天順）  

20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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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 號召義工募款 

【本報佛州訊】塔城華人協會，日前號召 40

多位義工義賣籌款，籌集社團組織活動的經

費。該組織成立於 1997 年，是由中國移民組

成的民間社團，協會成員大多數是在美國留

學畢業的華人專業人士。  

塔城華人協會每年在中國傳統節日組織各種

活動，例如慶祝春節、元宵節、中秋節、4

月初的「塔城之春」大遊行、5 月的亞洲月

活動、及 9 月底的亞洲節慶點、支持中文學校及地方電視台等。  

塔城華人協會是這些活動的積極組織參與者。  

日前佛州大學橄欖球隊和北卡杜克隊在塔城比賽，盧震宇會長號召了四十多位

義工來義賣籌款，其中也包括了父子黨和母女群，年青人的參與也帶來了許多

活力。  

該協會目前有 250 多戶入會，實際會員超過 500 人。該社團現代化管理程度很

高，社團理事每年經投票選舉產生，並且由社團成員輪流擔任，以便有效發揮

成員的積極性。 

(吳天順)  

2007-11-06 

城華人協會日前號召 40 多位義

工義賣籌款， 

籌集社團組織活動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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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卡拉泉水公園 

【吳天順】位於佛州首府塔城南部大約 14 哩

的瓦卡拉泉水公園（Wakulla Springs 

state park），不僅是野生生物保護區，也

是全美國的自然地標，和最美好的自然歷史

景觀之一。  

傳說中，森密諾爾印地安人命名瓦卡拉泉水

為「神奇之水」。每天從水源頭湧出 12 億加

侖的泉水，這是世界最大淡水的泉水湧出地之一，每年吸引訪客超過 20 萬人。

地底下自然湧出的泉水形成的一條河，兩岸仍保持著原始亞熱帶叢林風貌，早

期的泰山電影即在此拍攝。公園湧出的泉水長年保持保持華氏 70 度，夏天許多

遊客來此游泳。  

對該泉水公園，潛水探索者和科學研究員有驚人的發現，水源頭下有一個巨型

的地下水坑洞系統充滿著隧道、深坑和化石，並發現了古生物學第三紀的柱牙

象和其他史前動物的化石。  

此巨型的地下水坑洞系統吸引了許多科學研究計畫，伍德維爾喀斯特平原計畫

（Woodville Karst Plain Project）是研究此地水蝕石灰岩洞項目之一，目

前探險者已經從水源頭深入地底 2 萬 3810 呎，發現了白色的泡沫、豐富的小

龍蝦和蓋滿細菌的石灰岩。  

該公園也是佛羅里達野生生物棲息所，訪客可騎自行車或是徒步穿越森林和沼

澤來欣賞各種各樣野生生物，例如美國鱷魚、熊、海狸、貓頭鷹、美洲野貓、

陸龜、佛羅里達豹、佛羅里達海牛、灰狐狸和水獺等。  

瓦卡拉泉水公園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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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有一片豐富的闊葉森林包含了黃樟、山毛櫸、和鵝掌楸，植物的種類都有

標示，公園徒步區長度共 16 哩，公園裏常見到白頭鷹、卡羅來納州山雀、卡羅

來納州鷦鷯、魚鷹和野鴨等。  

如果民眾對教育遊覽感興趣，可以與公園聯繫專員來當導遊，佛羅里達法律禁

止移動所有植物或抓任何野生動物，前往遊覽時不要危害公園內被保護的動植

物。  

有意前往參觀公園者若需進一步訊息，可電洽 32305 (850) 224-5950，

Wakulla Springs state park & Lodge 550 Wakulla Park Drive Fl 。  

200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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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 快樂野餐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麥克雷公園舉辦野餐會

，招待台灣中正國中 40 位文化大史團的家庭

，約有 80 多人與會。  

活動當天天氣涼爽，是野餐的好日子。三小

時的戶外活動從中午開始內容包括有豐富午

餐、贈送貼心的小禮物、介紹新會員、中正

國中近況報導、未來活動預報、湖邊散步、

照相、玩遊戲、比賽活動、話家常、敘舊、

和研討兩周後的露營細節等。  

在好天氣和美景陪襯下，與會的大人與小孩一起度過了一個愉快的周末。 

（文/吳天順）  

2007-11-29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麥克雷公園

舉辦野餐\會， 

招待台灣中正國中 40 位文化大

史團的家庭，約有 80 多人與會

。 

【圖/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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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同鄉露營 遠離城囂 

【本報佛州訊】塔城台美同鄉日前在聖喬治

島舉辦三天兩夜露營，與會者均玩得十分盡

興。  

聖喬治島有個九哩長的海灘州立公園，介於

阿帕拉奇可樂海灣和墨西灣之間，離塔城約

有 90 哩。丹尼斯颶風在 2005 年吹毀了海灘

和露營區，經過一年多的修復，2007 年底露

營區才重新開放。  

此次露營循例是利用塔城中文學校沒有排課的周末舉行。這次露營共有 10 戶家

庭參加，包括不過夜以及遠道來自亞特蘭大者，則有四十多人參加。  

有些家庭是第一次參加這個活動，但是許多家庭已經參加過了十多次了。八年

前塔城中文學校曾經在此辦過露營活動，有人特別留戀聖喬治島，經由投票決

定大夥兒又回來「重溫舊夢」。  

露營形式是大家分工合作，黃錦混擔任召集人、張有源管理財務、林義仁組隊

釣魚、蔡建新專說故事、吳孝中攝影、太太們掌伙食、青少年齊歌唱、兒童們

玩遊戲，大家遠離城市在此地三天兩夜，享受戶外生活的樂趣。（吳天順）  

2008-01-10 

塔城台美同鄉會在聖喬治島露營

時合影。 

【圖由吳孝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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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 3 華裔表演 掌聲響 

【本報佛州訊】塔城賴利博物館日前主辦多

元文化的冬季假日慶典，活動包括長達六小

時的節目表演，吸引了約千人與會，其中華

裔青少年盧夏楠應邀表演古箏，吳啟瑋和吳

啟瑞兄弟亦受邀表演扯鈴，獲得觀眾熱烈掌

聲。這三位塔城華裔青少年經常接受義務表

演，藉以發揚中華文化。  

該冬季假日慶典也設立了許多攤位販賣飲食

、藝術品、和玩具。贊助團體包括里昂縣司

法部、黑人婦女全國聯誼會、塔城律師會、首都民主黨婦女俱樂部、及塔城名

人組織等 25 個團體。州代表 Curtis Richard-son、州參議員 Al Lawson、和

塔城市長 John Marks 都參與表示支持。  

慶典除了提供娛樂和美食外，也替賴利博物館籌款。賴利博物館位於塔城市中

心傑佛遜街道旁，此博物館修造於 1890 年，原本是約翰賴利的住家，賴利是

一個卓越的非洲裔教育家、商人、和民眾領袖。  

1995 年，一群熱心人士將賴利的房子改建成賴利博物館來致力推廣非洲裔美國

人的歷史和文化。(吳天順)  

2008-01-15 

華裔青少年盧夏楠(中)和吳啟瑋

、吳啟瑞兄弟(左、右）， 

在多元文化的冬季假日慶典中，

分別表演古箏和扯鈴。 

【圖由 Taylor Mors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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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維返台 塔城中校師生不捨 

【本報佛州訊】塔城中文學校老師陳思維日

前取得佛州州立大學大眾傳播碩士學位，即

將學成返台，塔城中校師生均感謝他一年多

來的扯鈴指導。  

陳思維一年半前從台灣來到塔城佛州州立大

學攻讀大眾傳播碩士學位，當時塔城中文學

校正在研究如何善用兩年暑期夏令營留下來

的扯鈴，前校長王四川得知陳思維曾獲台灣

扯鈴比賽亞軍，特別情商他到中文學校成立

扯鈴隊並且開班授課。現任校長張有源繼續維持傳統，保存扯鈴隊。  

日前陳思維拿到了大眾傳播碩士學位，還特別上完了最後一堂扯鈴課，和大家

一齊拍完照片才離開塔城。  

一年半來，陳思維帶領中文學校的扯鈴隊參加了許多表演，如 9 月的亞洲節、2

月的春節晚會、和 4 月的塔城之春大遊行等。陳思維也受邀於 3 月的佛州州立

大學國際節、5 月亞裔傳統月的台灣周、及藝術和科學學校的全校大會等單獨

表演。  

大家都希望他能早日回來塔城繼續攻讀博士學位，或者接受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邀請，來塔城幫忙暑期夏令營。 (吳天順)  

2008-01-22 

塔城中校扯鈴班小朋友和校長張

有源(後排左)、 

老師陳思維(前右四)合影。 

【圖由黃翊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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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春節聯歡 采風樂坊同賀 

演出 10 首新曲 吸引 400 多人觀賞 贏得滿堂采 

【本報佛州訊】來自台灣的采風樂坊日前在

塔城和居民迎接春節，並在佛州州立大學的

澳伯門音樂廳演出，獲得好評。  

采風樂坊來訪並參加春節聯歡晚會，是由塔

城台美協會黃錦混會長安排，為了讓該團團

員能體驗到美國家庭生活，黃會長特別安排

了一些有音樂氣質的家庭來接待來訪大使團

的住宿。樂團共有六人，包括團長黃正銘、

林慧寬、吳宗憲、林易嫻、李淑芬、梁燕萍

，他們的專長分別是二胡、琵琶、笛子、古

箏、揚琴、與阮咸（柳琴）。  

該團先參加由塔城台美協會和台灣同學會合

辦的春節聯歡晚會，晚會下午 4 時半開始，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秘書蘇介雯亦

參加活動。  

春節聯歡晚會下午 6 時半結束，大家稍微休息後，接著再趕到佛州州立大學的

澳伯門音樂廳欣賞晚上 8 時的采風樂坊公演。  

采風樂坊這場演出吸引了 400 多人觀賞，該團演出「滿面春風」、「月琴」、

「愛戀」、「大地之心」、「Chasin' Bill」、「非洲玩索」、「歡樂的夜晚

」、「落水天」、 

「西子姑娘」、「桂花釀」共 10 首新曲。  

采風樂坊演出一景。圖中從左至

右依序為吳宗憲–笛子、林慧寬

–琵\琶、李淑芬–揚琴、梁燕

萍–阮咸（柳琴）、林易嫻–古

箏、黃正銘–二胡。 

風樂坊團員和觀眾們合影。 

【圖由王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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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演出歷時 90 分鐘，團員們充滿活力和技巧高超的表現，贏得掌聲不斷。最

後在大家起立鼓掌及呼喊安可聲中，團員們加演了一首老歌「夜來香」。  

演出結束後，台下觀眾則紛紛上台和團員們合影留念和交談。  

采風樂坊為了將絲竹音樂帶進一般民眾的生活中，以近距離的互動讓民眾體驗

悅耳的絲竹音樂，長期以來采風樂坊走訪台灣各鄉鎮與城市也受邀於全世界著

名的國際音樂節中演出，該團網址：http://www.cfmw.com.tw。  

（吳天順）  

200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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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館慶鼠年 紅包飛舞  

會長改選 佛州大電機系副教授董正高票當選 

【本報佛州訊】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在鄉園

餐館舉行慶祝鼠年活動，餐館老闆邵夢符親

自主廚，老闆娘王玟沅熱情地招待，讓會員

們賓至如歸，彷彿又回到了家「鄉」故「園

」和親朋好友一起過年。  

兩個多小時的活動中，何廷瑞教授多年的「

發紅包」招牌節目，仍是孩子們最喜歡的。

另一人人都喜歡的項目是「抽獎」。  

40 多年前塔城華人不多，目前定居在佛州奧蘭多的李長堅博士於 1976 年創立

北佛州中華會館並且擔任會長至 1979 年。接著熱心公益的僑務委員何邱美郁

主持會務 20 多年，直到 2001 年改選，由黃錦混接任會長。隨後於 2006 年 10

月會長改選中，由佛州州立大學電機系副教授董正高票當選。  

這一年多來北佛州中華會館維持了傳統的春節活動及春秋兩季的野餐，並參加

了 3 月份的佛州州立大學國際節。董會長也設立了北佛州中華會館的網站。 

（吳天順）  

2008-02-21 

何廷瑞教授(中坐者)在北佛州中

華會館慶新年中發紅包。 

【圖由方守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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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伴去滑雪 

【文：吳天順】塔城華人日前浩浩蕩蕩地前

往位在北卡的 Wolf Ridge Ski Resort 滑雪

，此次滑雪是讓許多未曾見過雪的孩子們見

識雪的滋味，共有二十多戶華人家庭參加。  

該滑雪活動由鄧國濤女士擔任召集人，她並

分享一年前她家滑雪的經驗。小孩學滑雪和

雪地滑板都很快，不需半天就見到一個個坐

纜車上山，又再見到一個個快快樂樂地滑下

山來，一次又一次好像不會累。  

2008-03-01 

 

 

圖左起為吳啟瑋、吳啟瑞、蔡偉

凌、蔡偉博在滑雪場時一景。 

【 圖：凌精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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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灣學生會 國際節擺攤  

推廣寶島文化 簽餅、高山茶、鼠年燈籠待客 

【吳天順】第十屆佛州州立大學國際節日前

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舉行，邀請 40 多個國際

學生協會和地方社團共襄盛舉。美國廣播公

司地方新聞主播蘿蘭‧朵賽特（Lauren 

Dorsett）擔任節目主持人，氣象主播南茜‧

狄隆（Nancy Dignon） 

主持抽獎。  

塔城台灣學生會和台美協會聯合推出的攤位

上展示了台灣工藝品，陳思先和周訓宇幫訪

客算命，許維榕和陳惟柔用台灣高山綠茶和可口簽餅招呼訪客，李孟儒和徐之

瑜分送鼠年燈籠和台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剪紙模型，吳天順替訪客別上會

發光的精巧徽章，還有黃錦混忙著照相和招呼客人。大家分工合作，好不熱鬧

。  

其他 40 多個國際學生協會和地方社團亦推出各式展覽，吸引民眾目光。  

節目表演則有愛爾蘭河舞、日本舞、阿拉伯肚皮舞、印第安舞、泰國舞、印度

舞、菲律賓舞、非洲舞、墨西哥舞、中南美洲舞和現代舞等。  

其中舞蹈服裝五顏六色，配上輕快活潑的音樂，四小時的節目絕無冷場。當天

有 1000 多人參加，體驗來自五大洲、三大洋等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工藝、茶

、食物和文化。  

2008-03-13 

塔城台灣學生會和台美協會在佛

州州大聯合推出的展示攤位一景

。 

圖由台美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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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舞龍迎春 

【本報佛州訊】塔城華人協會日前舉辦一系

列迎春活動，包有春節聯歡會、電影欣賞、

及會長改選等，均吸引了不少人士與會。  

其中長達四小時的春節聯歡會，是在佛州州

立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行，節目由張遠師父

訓練的舞龍隊揭開序幕，舞龍隊穿梭在 600

多人中，非常熱鬧。  

接著主持人之一王雲松以一串和「鼠」字有關或發音相同的成語或吉祥話來開

場。  

節目非常豐富，包括：回顧猪年、小孩說成語、小孩領紅包、合唱、歌舞、話

劇、武術、小品、國樂、贊美詩、猜謎、抽獎、及介紹八位新理事，八位新理

事們互相推舉出新會長盧俊偉。  

華人協會和學生會安排電影欣賞：「蘋果」及「頤和園」。休息期間提供飲料

和油炸元宵等給會員們享用。  

（吳天順）  

2008-03-08 

城華人協會在新春活動中的舞龍

隊表演一景。 

【圖由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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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春宴 熱鬧 

僑務委員何邱美郁 私房菜上桌 

【本報佛州訊】塔城中文學校日前舉行春宴

，款待教職員及理事會的成員和家屬。  

僑務委員何邱美郁及其夫婿何廷瑞歡迎大家

與會，何邱美郁特別為「春宴」準備了豐富

的私房菜，席開四桌，菜一道道地上，前後

兩小時，大家吃得十分高興。  

宴會中校長張有源特別致詞感謝老師們和家

長會長這一年來的辛勞和貢獻，並祝賀大家

新的一年一切如意順利。(吳天順）  

2008-03-18 

佛州僑務委員何邱美郁（立者左

）和塔城中校校長張有源（立者

右） 

在春宴中敬酒。【圖由塔城中文

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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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嬰 塔城傳福音 

【吳天順】塔城華人基督教會日前邀請在奧

蘭多市中華教會丁燕嬰博士至塔城布道。此

行共提供五堂聚會，主題包括: 雲霧人生及

榜樣教會。  

其中慕道而來的人數最多的是第一堂布道會

–「雲霧人生」。丁燕嬰引用聖經雅各書第

四章十四及十五節來布道，並引用了不少例

子來加深慕道的感受。其中一個例子是以一

位來自湖北弟兄的「計畫永遠趕不上變化」經驗最為傳神。  

塔城華人基督教會的前身可追述到 1960 年代家庭查經班。當時常在楊華球夫

婦及夏良宇夫婦等家中舉辦，因為查經班人數漸增，以後遷到美國教會，借用

其場地來聚會，1992 年遷到 Parkway Baptist Chuch 聚會，並命名為塔城華

人基督教會。2002 年 2 月，塔城華人基督教會建立起自己的聚會場所。目前正

常聚會人數約有 120 人。在塔城附近有興趣來參加聚會者，可查尋教會網址：

www.tcccfl.org。  

2008-03-22 

丁燕嬰博士在塔城華人基督教會

布道。吳天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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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 遊戲大會熱鬧滾滾  

【本報佛州訊】塔城華人協會所屬塔城中文

學校，日前在湯姆布朗公園舉行春季遊戲活

動大會。，內容包括：悠悠（扯鈴）、拼中

文、筷子夾玻璃球、釣魚、呼拉圈、摸標把

、套瓶子、接乒乓球、跳麻袋、跳繩、和拔

河比賽。  

當天天氣不冷也不熱，正是戶外活動的好天

氣，大人互道家常，小孩忙玩遊戲，一片歡

樂，前後兩小時，約有 120 人參加。。  

塔城中文學校有二所，雖同名卻是不同的組織，一校教正體字，另一校教簡體

字。多年來兩校相處融洽，近年來也互相交流，如二年前合辦春季遊戲活動大

會和合買 SAT-II 中文模擬教材等。  

教簡體字的塔城中文學校目前共有 13 個班級，其中一個是成人中文班。另有

一個針對 

初中學生數學輔導班。 該校屬於塔城華人協會重要的一個分部，華人協會經常

密切地 

支援該校的活動，現任校長是沈文莉。  

該校網址為：http://www.catfl.org/school/index.html。  

（吳天順）  

2008-03-29 

塔城中校日前舉行春季遊戲活動

大會，與會者扯鈴一景。 

【圖由沈文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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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龍搶眼 亞洲協會風光 

「塔城之春」遊行 美女花車、海盜船等 129 隊爭艷 

【本報佛州訊】塔拉哈西第 40 屆春季大遊行

日前在塔城南北主道門羅街上舉行，吸引了

成千上萬的民眾擁入觀賞，場面十分熱鬧。  

今年共有 129 個團隊參加「塔城之春」遊行

，包括有樂隊、花車、徒步隊伍、以及警車

、消防車、救護車等。活動中除了反映佛州

歷史傳統的南方美女花車、海盜船等等，更

表徵近年佛州多元文化的現狀。  

在「亞洲協會」旗下的中國、日本、台灣、菲律賓、韓、泰、印度、巴基斯坦

等族裔居民的會員隊伍表現突出，各隊成員穿著五彩繽紛的民族服裝，春意盎

然引人注目。歡欣翻騰的台灣龍和兩條大陸龍，廣受民眾歡迎。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謝其旺和僑務秘書楊佳欣特地趕來塔城與會

、不但對台灣總統選舉做簡報，亦參加遊行和訪問政治友人。  

謝其旺也在遊行前替新的台灣龍點上眼睛，這條由徐淑寧訓練出來的台灣龍栩

栩如生。大陸隊除了兩條由張遠師父訓練出來的舞龍之外，也包括武術隊和北

京奧運的宣傳隊。  

今年被邀擔當遊行總領隊是 Chick-fil-A 餐館的創建者 S. Truett Cathy。他

沿途贈送他寫的書、母牛娃娃玩具以及優惠券。大會組織者說他被選上是因為

該餐館也正在慶祝他們的第 40 周年紀念。  

遊行從上午 10 時 30 分一直進行到中午 12 時，亞洲協會獲得團隊優勝獎。（

吳天順） 2008-04-10 

參加塔城之春遊行的塔城台美協

會成員在活動中合影。 

【圖由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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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聖火 吳天順點燃 

【本報佛州訊】特殊奧運聖火傳遞將在 5 月

16 日進入奧蘭多，啟動今年夏天佛州特奧比

賽的開幕式。塔城中文學校前校長吳天順日

前參加佛州 25 周年「執法聖火傳遞」，被邀

負責點燃聖火並擔任首棒傳遞聖火。當天將

有一百名執法官員和警察學校的學生參加這

長達 1.1 哩的聖火傳遞。  

佛州特殊奧運聖火傳遞儀式，由佛州檢察長

麥克倫（Bill McCollum）主持，「執法聖

火傳遞」從艾拉湖附近門羅街旁的公眾超市 

Publix 停車場集結，然後往市中心的國會大廈以跑步方式來傳遞聖火，前有摩

托車開道，後有警車和防彈的 Hunvee 壓陣，百人大隊浩浩蕩蕩地跑進國會大

廈庭院。今年佛州將有三百多個警察單位負責全州 64 個縣的聖火傳遞之旅。詳

細資訊可查詢網址﹕http://www.specialolympicsflorida.org。  

2008-04-24 

吳天順（前者）手持火炬，首棒

傳遞聖火。 

圖由佛州特殊奧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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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武術賽 8 月開打 

 

【本報佛州訊】日前塔城中國武術館決定於 8 月 23 日舉辦美國東南區武術錦標

賽，設武術個人單項、對練和舞龍舞獅集體項目。  

塔城中國武術館由中國武術協會教練員張遠和武術高級教練呂慶芳開辦，他們

多次組織和參與大型社區活動。此次舉辦武術錦標賽，主旨是以武會友、切磋

技藝、交流文化。  

該館多年來推廣武術、交流文化，擔當文化使者和中美兩國人民之間的橋梁。

有興趣者，可瀏覽其網址：www.ChineseMartialArtsCenter.com。 

（吳天順）  

200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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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小學生 饑餓初體驗  

扮窮人 席地而坐吃泡飯 

【本報佛州訊】日前塔城藝術與科學中小學

舉辦「奧凡饑餓盛宴」活動，此為該校教育

世界經濟活動之一，主旨在讓學生們體驗真

實社會一面。  

塔城藝術與科學中小學日前安排部分學生、

家長、和他們的朋友參加餐會，將參加者分

為三組：15%的人分在「富人組」、25%在「

中產階級組」，剩下 60%就屬「窮人組」。  

富人組吃三道義大利菜的盛宴、中產階級組吃正常墨西哥餐，而窮人組則坐在

地上只吃一些泡飯。所有人一邊吃，一邊談論貧窮、饑餓、營養不良等問題，

他們在親身體會窮人問題及感受的同時，也探索怎樣做可以讓窮人也得到溫飽

和照顧。  

其中的白飯是由鄭氏餐館老闆鄭元涵捐贈，學生吳啟瑞被分到富人組享用有人

服務的盛餐，可惜沒有米飯，老師不准他去分享他父親抬來熱騰騰的米飯，並

解釋要讓窮人組感到飢餓，他們唯一的食物（白飯）本來就故意準備不足。  

奧凡是國際民間樂施會，這個組織在全球開展對貧窮與飢餓問題的人道主義工

作。美國奧凡分部的網頁是：http://www.oxfamamerica.org  

（吳天順）  

2008-05-03 

窮人組坐在地上吃一些飯和水。

【圖由塔城藝術與科學中小學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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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協 歡慶亞太裔傳統月 

【本報佛州訊】為慶祝 5 月亞太裔傳統月，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學生活動

中心舉行慶祝活動，邀請了多個亞太裔的社

團和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協會共襄盛舉

。  

活動從上午 11 時開始，亞洲協會提供一些餃

子、春捲、炒麵、炸雞和青菜等食物供大眾

享用。  

節目表演從中午 12 時開始，表演節目和現場

文化展示活動等，都由各個社團精心準備。各自呈現出其文化和各種藝術展品

如繪畫，書法等，表演有古箏、時裝、舞蹈、武術、歌唱、法輪功等節目。  

塔城華人協會和中國學生會宣傳了北京 2008 奧運會，受到大家歡迎，台美協

會和台灣學生會也為將來塔城表演的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青年作宣傳，並分送

台灣國寶魚（櫻花鉤吻鮭）剪紙模型、及會發光的精巧徽章。有興趣欣賞該活

動的相片，可查詢網站：http://www.asiantlh.org/ （吳天順）  

2008-05-24 

佛州州大學生活動中心日前舉行

亞太裔傳統月。 

【圖由佛州州立大學中國學生會

提供】 
 



 57

 

 

 

 

 

 



 58

 

塔城華人 為川震募款  

華人協會和 FSU 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合辦多項活動 募得 2 萬 4000 多元 

【本報佛州訊】塔城華人協會和佛羅里達州

立大學 FSU 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成員，近半

月來忙著為四川地震受難的同胞四處奔波募

捐。日前聯合舉辦多項活動。  

兩社團日前舉辦大型電影晚會募捐。FSU 國

際中心主任 Cindy Green 宣讀了 FSU 大學副

校長 Mary Coburn 致全體中國學生學者慰問

信。晚會上同學們表演了唱歌、詩朗誦、合

唱等向遇難同胞表達哀悼之情。最後一起觀賞「功夫之王」。在晚會上大家紛

紛為災區捐款，共收到 4000 多元。  

5 月 22 日晚上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草坪上舉辦了燭光悼念會，佛羅里達州州長

克里斯 

Charlie Crist 特派常務副主任 Robert J. Sparks 到場參加悼念活動，並宣

讀州長給主辦單 

位的親筆信。FSU 大學副校長 Mary Coburn 派代表國際中心主任 Cindy Green

到會講話 

，塔城華人協會主席盧俊偉也發表了演講，許多代表發言。  

此外，許多小型捐款活動包括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圖書館、學生活動中心、工

學院和有華人的公司和機關設立捐款箱，並在購物中心派出義工到商場設立捐

款站。  

佛州州立大學（FSU）燭光悼念

活動。 

【圖由徐向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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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日前為止，FSU 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和塔城華人協會共收到捐款逾 2 萬

4000 元，經過討論決定將 8000 元透過中國駐休士頓總領館轉交「中國教育發

展基金會」，用於救助災區學生和校園重建，其他捐款轉交給中國紅十字會。  

（吳天順）  

20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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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教育大學 塔城演出叫好 

【本報佛州訊】來自台灣屏東教育大學的原

住民青年服務社團，日前在塔城慶祝亞太裔

傳統月台灣周演出三場，獲得熱烈好評。  

來訪團隊共 20 人，包括團長張淑英、藝術總

監柯梅英、攝影師周玉玲、行政人員董家嫻

及 16 位原住民大學生。  

該團先在塔城社區學院舉辦公演，該校副校

長 Robin Johnston 贈送紀念品、 

里昂縣議會派人專程送來「台灣傳統周宣言」，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僑務秘書楊佳欣亦出席。  

該團先以台灣原住民十三族代表和觀眾互動，接著表演「鄒族：祭天」、「阿

美族：迎靈、宴靈、和送靈」、「卑南族︰婦女節吟唱古調、猴祭禱歌、歡慶

歌舞、和未婚青年遊訪女孩家戶」、「阿美族：勇士舞、砍伐巨木、蓋房子、

和歡慶歌舞」等原原本本台灣原住民祭天和慶典的傳統。  

舞者在舞台上莊嚴地呈現出原住民祭典的精神，充滿活力的表演也充分地表現

出歡慶的氣氛和促進豐富劇場文化交流。  

團員們參觀聖卡佛特天主教學校 (Holy Comforter Episcopal School) 並演

出部分精彩舞蹈，全校近 700 師生們觀賞表演。  

在參觀藝術與科學學校也演出部分精彩舞蹈，前往機場時，充滿活力的團員們

吸引了航空公司地勤人員和機場保安人員，柯總監在多人要求下，率團員們唱

了幾首歌和帶動一些人起舞，熱熱鬧鬧地贏得滿堂采。(吳天順)  

2008-06-07 

 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青年服務

社團團員們， 

在塔城社區學院表演後合影。圖

由傅賽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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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老少弦樂團 遠征民俗節表演 

【吳天順】成員包括華裔揚琴樂手吳啟瑞等

的塔城老少弦樂團（The Young and the 

Old String Band），日前至百哩外的

Stephen Foster Folk Culture Center 

State Park 參加第五十六屆佛羅 

里達民俗節，為期三天的慶祝活動包括：音

樂、舞蹈、故事、工藝和美食。從愛爾蘭小

提琴樂曲和金桔餅，到移民帶來的種種音樂和文化遺產，充分地表現出佛羅里

達家庭和社區的世代生活。三天的表演節目超過了三百場。  

今年邀請到著名的納許維爾市（Nashville）鄉村歌手兼葛萊美獎得主查理麥

考伊 

（Charlie McCoy）表演，查理麥考伊已演唱了 44 年鄉村歌曲，代表現代鄉村

音樂整 

個發展的過程。  

另外有許多得過獎的歌曲作者、藍調大師、校園歌手、民俗表演優勝者、歌劇

男女主角、流行音樂歌手、民間音樂小組、曼陀林演奏者和吉他彈奏者等均共

襄盛舉。  

今年的活動主題是「經營養牛的牧場」。在佛羅里達民俗節日中，與會者能和

文化傳統大師促膝談心，也可以嘗試自彈曼陀林、講故事、編織籃子、學習如

何收集家庭歷史、跳方塊舞、辨別本地動植物、購物遊覽、參訪佛羅里達傳統

和當代工匠等。大會還安排月光晚會，許多人士留宿在附近旅館或者在公園露

營區過夜。  

塔城老少弦樂團演出場景。 

圖由 Julie Harringto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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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了解第五十六屆佛羅里達民俗節，可查詢網址：

http://www.floridast3ateparks.org/folkfest/default.cfm。 2008-0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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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館野餐會 義賣捐四川震災 

【吳天順】塔城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於 A. J. Henry Park 舉行野餐會，活動

內容包括 

有會員交誼、慶祝端午節、招待台灣學生，以及為四川地震災區募捐，吸引了

百多人士與會。  

今夏早暑，但是中華會館慶祝端午節的傳統不變，近百人冒著大暑參與盛會。

往年聽何廷瑞教授說屈原和划龍舟的故事，以及喝雄黃酒和掛艾草避毒典故的

時候，公園的濃蔭和大涼棚協助「消暑氣」。  

北佛州中華會館榮譽主席何邱美郁當天捐贈了三百多個親手包的粽子，部份讓

與會者大開朵頤，其餘作義賣品為四川地震災區募捐。當天義賣和樂捐共募得

1245 元。  

為了讓一些不懂中文的來賓能全程配合節慶，安排了兩位節目主持人，會長董

正教授說中文，楊華球教授說英文，配合的相當好。  

20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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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校夏令營 報名中 

【本報佛州訊】塔城中文學校將於 8月 4日至

5日舉辦第四屆青少年夏令營，主辦單位歡迎

有興趣人士報名參加。  

夏令營是由北佛州塔城中文學校主辦、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巡迴文化教師指導，已邀請到台

灣民俗舞蹈老師朱黛南、藝術老師廖文榮以及

體育老師陳傳宗。  

其中陳傳宗老師和塔城特別有緣，四年前九個

塔城家庭前往 Gainesville 參加佛州中文學校聯合會主辦的夏令營，陳老師當時教

授「跳繩」、「扯鈴」、「毽子」、和「陀螺」。隨後，塔城僑團和僑校主辦的夏

令營也請到他擔任巡迴文化教師。  

夏令營課程將分大中小三班，對夏令營有興趣者可與張有源聯絡﹕

david.chang@hotmail.com （吳天順）  

2008-07-15 

 陳傳宗老師第一次在塔城表演

扯鈴時一景。圖由王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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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陳泠霏 讓愛再飛揚 

【吳天順】塔城 Stepping Stones 幼兒園

日前在午睡之際發生火災，四歲華裔幼女陳

泠霏不幸遇難。塔城主流報紙和多家電視台

都報導了這個不幸的事故，也播放了陳泠霏

的家庭錄像，令人心酸。  

陳泠霏是朱平和陳莉莉夫婦的掌上明珠。當

陳泠霏知道媽媽又懷孕後，多次認真地告訴

爸爸、媽媽和朋友們，她會是個好姊姊。可

惜她當好姊姊的願望不可能實現了。  

陳莉莉目前懷著七個月的身孕，難承失女之痛。為防發生早產，已入住醫

院。  

佛州州立大 學 FSU 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塔城華人教會、塔城華人協會以及

社區各界都積極向朱氏夫婦提供協助、關愛和捐款。  

紀念陳泠霏的燭光晚會於 7 月 25 日晚間 8 時 30 分在 FSU Langford Green

舉行，告別式和葬禮於 7 月 26 日下午在塔城華人教會舉行。參加的人數眾

多，充分流露出對陳泠霏愛的思念。  

朱平和陳莉莉夫婦將捐款先用於葬儀費和植樹紀念陳泠霏，剩餘金額將平分

捐贈給塔城紀念醫院的小兒科和聯合國設在中國的兒童基金會。有意捐款

者，可寄支票到塔城華人教會，地址為:Tallahasse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For: GraceChen Memorial 8801 Centerville Rd Tallahassee，

FL32309。  

2008-07-31 

 四歲的陳泠霏生前持洋傘，笑

容燦爛的可愛照片。圖由陳家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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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青少年夏令營 圓滿落幕  

成果展表演精采 小朋友表演民俗舞蹈、扯鈴、陀螺等 

【本報佛州訊】由塔城中文學校主辦，中華

民國僑務委員會巡迴文化教師指導的為期五

天的青少年夏令營活動，日前圓滿結束，並

於佛州州大的莫爾大禮堂舉行學習成果展示

和表演，吸引許多師生和家長參加。  

塔城中校夏令營邀請到遠道來訪的台灣民俗

舞蹈老師朱黛南、民俗藝術老師廖文榮，以

及民俗體育老師陳傳宗。該校現任校長張芳

儀目前還在台灣，由前校長張有源主辦夏令

營活動，數月前就開始籌畫，並在夏令營裡

全程參與。夏令營課程分大中小三班。  

朱黛南老師教授的舞蹈包括「快樂農夫」、「歡喜鑼鼓」、「鐵扇雄風」

等，朱老師是第二次來佛州教民俗舞蹈。陳傳宗老師教授「跳繩」、「扯

鈴」、「陀螺」，並和助教們一齊表演扯鈴，成為結業式的壓軸節目，陳老

師是第三次來佛州傳藝。  

廖文榮老師教授 29 名小朋友「立體摺剪紙」、「翻身板」、「竹蜻蜓」、

「中國結」、「國畫」、「旋轉卡片」、「搖擺物」、「七巧板」。小朋友

們的作品在莫爾大禮堂展覽，今年未照往例在里昂縣公共圖書館舉辦台灣民

俗藝術作品展覽，學生們在結業式後可以帶回自己的成果。  

夏令營活動期間，老師們也利用短暫的午餐和休息時間，到塔城扶輪社和兩

百多位熱心人士交流。  

 塔城中文學校夏令營團體照。

【圖由 Joyce Carbonell 提供】

 夏令營的大班男女學員參加廖

文榮老師的國畫課後合影。【圖

由 Joyce Carbonel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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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教於高雄縣阿蓮國小的廖文榮老師表示非常感謝中華民國台灣的僑委

會給他們三位老師有這個服務僑胞的機會，讓他們可以服務這裡的僑胞，並

一起研究、認識台灣所保有的民族舞蹈、民俗體育等優良傳統文化。 

（吳天順）         2008-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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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協促廢除歧視亞裔法令  
塔城會長廖客來 為維西琳達舉辦募款餐會  

【本報佛州訊】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

客來日前在 Lucy Ho＇s 餐館，為佛州

第九選區民主黨提名的州眾議員候選

人維西琳達 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 舉辦募款餐會。會中，針

對佛州「亞裔居民不能擁有土地權」

的法令，咸認為是對亞裔公民的岐視

和侮辱，要求廢除。  

任職於塔城社區學院的維西琳達，是佛州第九選區民主黨提名的州眾議員候選

人，該選區包括里昂縣北區和傑佛遜縣西北區。  

募款會中廖客來首先強調今年 11 月的總統大選，以及佛州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建

議廢除「亞裔居民不能擁有土地權」的法令。在全美各州中，唯佛州尚未廢除

這一條制定於二次大戰前，防止日本人擁有美國土地的條文。雖然目前此法令

似乎並不執行﹔但該法律的存在不符美國憲法，更是針對亞裔公民的岐視和侮

辱。促議會通過修正案，極為至要。  

接著廖會長介紹並推薦維西琳達，期望維西琳達當選後能幫助爭取亞裔的合法

應得權益。  

維西琳達則在演講中提到，亞裔居民像課堂內努力用功聽課並且不會鬧事的好

學生，如此往往得不到注意，因此也分享不到某些應得的權益，也限制了發揮

貢獻的機會。  

維西琳達也向與會者暢談她在能源、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政見。最後，她鼓勵

廖會長和其他有意者將來從政，直接代表亞裔爭取權益，並貢獻、發揮、分享

亞裔公民和居民的智慧、文化、友誼、和創造力。  

 廖客來為州眾議員候選人維西琳達舉

辦募款餐\會後合影。【圖由 Mike 

Vasilind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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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西琳達競選訊息，可上網查詢 www.michelle08.com。 (吳天順)  

20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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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濃濃台灣味 

【塔拉哈西訊】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塔城街

心公園舉辦亞洲節，此活動己成為塔城最受

歡迎的年度露天盛會之一。  

塔城亞洲節是由菲律賓華裔廖客來（Cyde 

Diao）4 年前創立的塔城亞洲協會主持，該

協會其他活動有春季和冬季大遊行，以及藝

術和工藝品展覽。  

上午 10 時，塔城中華武術館張遠師父率領舞龍隊在「中國功夫音樂」聲中為

亞洲節開幕。節目不停地在 2 個表演場地同步演出。  

街心公園共有 70 多個攤位，包括塔城的各亞裔組織，展出亞洲各國和各民族

的文物藝術或供應亞洲美食。今年的特色是多了推薦市、縣、州、和總統候

選人的攤位。  

在眾多攤位中，台灣攤位展品豐富並贈送精美紀念品。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

錦混先生暑假時從台灣板橋鴻勝醒獅團買回的醒獅吸引了不少人。  

義工們也賣出了不少慶祝中華民國 97 雙十節音樂會的入場券，音樂會將由台

灣采風樂坊演出。（吳天順）  

2008-10-04 

 

亞洲節中的台灣攤位，吸引不少

遊客。戴雅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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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留莎參演「塔城亞洲節」 

【吳天順】塔城亞洲協會暨華人協會日前特

別從中國請來「瀟湘古韻樂團」創始人鄒留

莎，至塔城亞洲節演出助陣。  

鄒留莎和一群藝術家在 1997 年 7 月成立了

「瀟湘古韻樂團」。開始致力舉辦各類音樂

交流活動，為來自全中國各地及世界各地的

各種民族民間樂團籌辦交流音樂會和社區演

出，及每年安排在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演

出，以促進國際文化交流和開闊本樂團樂手的視野。  

鄒留莎為湖南長沙人，出生於藝術世家，畢業於中國湖南人民藝術專科學

院，任職中國湖南長沙花鼓戲劇院。曾隨多位名師學習琵琶、古箏、和古

琴。鄒留莎已從事 20 多年琵琶、古箏、和古琴教學及專業演奏工作。  

她曾在中國湖南人民廣播電台「音樂晚風」節目作連續系列民族樂器講座。

歷年來，一直被中國民族管弦樂學會及中國民族樂器演奏水平考級委員會授

予「優秀指導教師獎」且任中國音樂家協會考級委員會專家評委。  

鄒留莎在塔城大約待了一星期。除了參加亞洲節活動外，也訪問了佛州州立

大學音樂系並有多場交流演出。臨行前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來（Clyde 

Diao）在 Lucy Ho's 餐館為鄒女士送行。  

2008-10-11 

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來（右

一）為鄒留莎 

左前三）送行。圖：塔城華人協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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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慶雙十 國樂很搖滾  

酒會後 「東方傳奇」文化訪問團表演精采 

【吳天順】塔城台美協會日前舉辦慶祝中華

民國 97 年雙十國慶酒會，駐邁阿密台北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謝其旺夫婦和僑務秘書楊佳

欣特地趕來塔城與會，台灣實踐大學董事長

謝孟雄及僑委會專員呂慧明率領雙十國慶文

化訪問團亦來訪表演，塔城市長 John Marks

夫婦、前縣議長 Ed DePuy 及其女友、政要和

許多僑胞都參加了活動。  

酒會後，大家共同欣賞來自台灣的「東方傳奇搖滾國樂」文化訪問團在佛州州

立大學的澳伯門音樂廳演出，團員陣容不小，包括領隊、藝術總監、藝術行

政、嗩吶手、二胡手、琵琶手、揚琴手、古箏手、長笛手、阮咸（柳琴）手、

燈光設計師、音響工程師等 20 人，主要團員都來自台灣采風樂坊。  

這場演出吸引了 400 多人觀賞，先看馬英九總統的 7 分鐘文告錄影，然後該團

演出「懷春」、「數蛤蟆」、「良宵」、「冬天的雨」、「孤城」、「彝族舞

曲」、「賽馬」、「追逐」、「青春舞曲」、「康定情歌」、「心機」、「卜

卦調」、「高山流水」、「落水天」、「傷別風」、「風」等共 20 個節目。  

2008-10-18 

國慶文化訪問團員表演壓軸節目

「風」。圖：王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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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期中慶 寓教於樂 

【吳天順】塔城中校日前特別舉辦了一場寓

教於樂的期中慶祝活動，活動由校長張芳儀

主持，全校師生與家長熱烈參與，共同度過

了一個愉快的下午。  

活動由初級班的小朋友獻上快樂的祝福拉開

序幕。在益智比賽開始之前，為了緩和一下

緊張的情緒，先由國中部的小朋友林之瑜、

吳敬翔、陳瑜瑾吹奏了一首優美的農村曲；小學部的小朋友王蘊欣，則以可

愛的舞姿跳出牛犁歌。接下來就是活動的高潮─益智比賽。  

比賽設計為 3 大項：比手畫腳、詞語接龍以及中國傳統節日問答。成績由全

體老師審核，活動進行中，不時傳出學生熱烈討論的聲音。  

當公布成績與答案時，學生的笑聲與惋惜聲此起彼落，學校也準備了摸彩的

獎品，在人人有獎的喜悅中，大家還品嘗了美味的糕餅。  

2008-10-28 

塔城中校學生在期中慶祝活動

時，準備上台表演。簡秀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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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武術賽 百人過招 

【吳天順】2002 年創立的塔城中國武術館

日前在麥克林公園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美國

東南部中國武術比賽，比賽項目包括詠春

拳、搏擊術、形意拳、太極拳、兵器、內

功、功夫、舞龍等，約有來自各地的 100 名

選手參賽。  

選手們除了來自東南部中國武術團隊外，更

有從華盛頓特區及紐約長島趕來共襄盛舉的團體。選手們經驗豐富，曾經參

加過 2007 年 8 月華盛頓特區武術大賽、2008 年 5 月佛州奧蘭多舉行的第 10

屆國際中國武術邀請賽、2008 年 7 月巴爾的摩舉行的第 20 屆國際武術大

賽。在本屆比賽中表現傑出。  

此比賽從上午 8 時開始到下午 2 時才結束，比賽過程精彩緊湊， 比賽活動主

旨是促進武術交流和增進友誼。  

主辦單位希望無法到現場觀賽的同好，可以上網到塔城中國武術館網址，流

覽當天的比賽照片，網址為

http://www.chinesemartialartscenter.com。  

2008-11-20 

在塔城舉行的第一屆美國東南部中

國武術比賽圓滿閉幕，獲獎的選手

們戴著獎牌在現場合影。圖：張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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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協會 辦亞洲節慶功宴 

【吳天順】塔城協會日前在 Lucy Ho's 中餐館舉辦第 4 屆亞洲節慶功宴，塔

城台美協會、台灣學生會、華人聯誼會、中國學生及學者聯合會、中華武術

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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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義工參加。  

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及夫人珍‧麥克斯（Jane Marks）、新當選

的州眾議員密雪兒‧維西琳達（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及其夫

婿 Mike 也趕來參加。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塔城街心公園舉辦第 4 屆亞洲節，在活動中設攤的候選

人大都在 11 月大選中獲勝，活動相當成功。  

塔城附近亞裔居民約佔總人口 2.5%，塔城亞洲協會主席廖客來（Cyde 

Diao）選前為佛州第 9 選區州眾議員候選人維西琳達舉辦募款餐會。  

結果維西琳達以 4 萬 1026 票險勝對手的 4 萬 623 票。  

廖客來在慶功宴上特別強調要大家走入美國主流社會，尤其是已在主流界有

了朋友之後，更應如此。  

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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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春晚 開始售票  

【塔拉哈西訊】塔城台美協會將於 1 月 31 日下午 6 時至 8 時 30 分在佛州州

立大學（FSU）Grand Ball Room, Oglesby Student Union，舉行牛年春節

晚會，歡迎有興趣人士參加。  

台美協會特別邀請到塔城中文學校、Deerlake 初中合唱團、FSU 音樂系、太

極協會，以及領養華童美國家庭協會等的藝術家來演出。  

表演節目中亦將穿插領紅包、抽獎，及頒發獎學金和義工獎等。  

春節晚會日前已開放購票，在 China Delight（Alice，850-222-8898）、

Lucy Ho's Oriental Bistro（Masa，850-893-4112）、台美協會（Carl 

Huang，850-443-1613 和 taiwanhaung@yahoo.com）、塔城中文學校（T. S. 

Wu，850-577-3058 或 TienShuenn.wu@gmail.com）出售。  

一般票價為 12 元、5 歲以下小孩免費。台美協會會員和學生有優惠，每人票

價為 8 元。若以支票購票，支票抬頭寫 TAA。欲知詳情可查詢台美協會網址﹕

http://www.tallytaiwan.org。（吳天順）  

20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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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 遠征北卡滑雪  

【塔拉哈西訊】塔城華人日前再度結

伴前往位在北卡的 W o l f  R i d g e  

S k i  R e s o r t 滑雪，此次滑雪團隊雖

然規模比去年稍小，但參與者都是春

秋兩季露營俱樂部的好友。   

該滑雪活動由剛剛選上北佛州中華會

館主席歐陽小美擔任召集人，她並分

享過去 2 年來滑雪的經驗。活動中，小孩和「勇敢的」大人學滑

雪和雪地滑板都很快，不需半天就見到一個個坐纜車上山，快快

樂樂地滑下坡道。   

活動中，害怕摔跤的大人留守在室內，有人看光碟加緊把握時間

補看平時想看的電影和電視劇，有人上網查詢股市及讀電郵，也

有人群聚「砍大山」整個行程大家都玩得相當盡興。（吳天順）   

2 0 0 9 - 0 1 - 2 9  

 

塔城華人結伴前往北卡滑雪的合

影。【圖：吳孝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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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 熱鬧慶新春 

【吳天順】塔拉哈西訊   

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舉行慶祝牛年活

動，吸引了百餘人與會，其中包括台

灣及來自各國的華僑及當地美國朋

友，十分熱鬧。   

此次活動不但有聚餐、音樂表演、謎

語、賓果及摸彩，更讓華僑與此地美國朋友了解中國新年的意義

及樂趣，也讓許久不見的僑胞們有相聚話家常的機會。   

3 個多小時的活動中，何廷瑞教授多年的「發紅包」招牌節目仍

是孩子們最喜歡的，另外是「抽獎」。   

目前定居在佛州奧蘭多的李長堅，於 1 9 7 0 年創立北佛州中華會

館，並且擔任會長至 1 9 7 9 年。接著由僑務委員何邱美郁主持會

務 2 0 多 年，直到 2 0 0 1 年改選，由黃錦混接兩任會長。隨後於

2 0 0 6 年 1 0 月會長改選，由佛州州立大學電機系副教授董正當

選。 2 0 0 8 年 1 0 月會長改選中，由歐陽小美當選。歐陽小美將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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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將加強和塔城中文學校、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等團體的

互動。   

2 0 0 9 - 0 2 - 0 3  

北佛州中華會館會員們參加牛年慶

祝活動時報到一景。方守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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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 CSSA 歡慶牛年 

【塔拉哈西訊】塔城佛羅里達州立大學

（FSU）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CSSA），日

前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迎牛年春節晚會，參

加晚會學生學者和各國來賓超過 500 人，包

括該校多個大學生組織的會長、州眾議員密

雪兒‧維西琳達（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及其夫婿亦與會。  

春節晚會活動中有文藝表演舞龍、中國武

術、扯鈴、古箏、鋼琴、小提琴、琵琶、遊戲、男女獨唱、合唱、肚皮舞、

太極拳等豐富多彩的節目。  

今年比較有特色的節目包括是男女雙人四手聯彈的鋼琴表演，這兩個人四隻

手在一個鋼琴上彈，對兩個人的配合要求很高，而表演者則是兩位小朋友，

10 歲的王子博和 8 歲的王子薇。  

節目表演後是聚餐和抽獎活動，晚會提供了 30 多種不同風味的飯菜。讓與會

者大飽口福。最後才進行抽獎活動，讓獲獎者興奮不已。  

另外 CSSA 近日也放映了兩部春節賀歲片「非誠勿擾」和「梅蘭芳」，以及中

央電視台的春節聯歡晚會與會員們分享。  

（吳天順） 

佛州州立大學中國學生學者聯誼

會春節晚會節目主持人左起為程

毅、劉曉、朱涵和江茜。【圖：

徐向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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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 慶牛年 

【文：吳天順】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

大（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迎牛年春節餐

會，莫爾大禮堂並有表演節目，吸引相當多

中外人士與會。  

當晚與會來賓超過 500 人，活動由台美協會

會長黃錦混主持，場地由台灣學生會及義工

們布置，可口的晚餐則請三家美食餐館打

點。  

今年的節目大多由孩子們表演，有高中生

Anthony Thorpe 小提琴獨奏表演

「Concerto in G Major by Oscar Rieding」、Connie Jo 和 Joelle 姊妹

小提琴二重奏表演「Humoresque」、十多位領養家庭的孩子們表演 Eden 

Rush 編導的「老實人的空花盆」舞台劇、DeerlakeMiddle School20 名中學

生們表演合唱「茉莉花」和舞蹈「鳳陽花鼓」、中文學校學生表演扯鈴、塔

城藝術中心的 Olivia Foley 表演「綠島小夜曲」舞、Allison Huang 和其

他三位表演芭蕾舞「我的朋友–玩偶」。  

成人的表演亦十分精彩，有 Michelle Huang–小提琴、Yi-Zhang Chung–

鋼琴、和 Chia-Ching Shen–大提琴的三重奏演出多首台灣民謠、和太極協

會三位長老示範太極拳。圖為 Deerlake 中學生們在塔城台美協會迎牛年春節

活動中，身著紅色旗袍，喜氣洋洋地合唱「茉莉花」。  

2009-02-17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大

（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迎牛年

春節餐\會，圖為 Deerlake 中學生

們在塔城台美協會迎牛年春節活動

中，身著紅色旗袍，喜氣洋洋地合

唱「茉莉花」。圖：Steven 

Canno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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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亞裔美國學生會 歡慶牛年 

【吳天順塔拉哈西訊】佛州州立大學亞裔美國

學生會日前在塔城舉辦迎接春節晚會。此項活

動免費招待 250 名學生，包括有中式晚餐、看

表演、跳舞，並請到來自紐約的華裔脫口秀演

員 Eliot Chang 表演脫口秀，整整 2小時毫無

冷場。  

 

當晚節目包括舞獅、菲律賓舞、印度舞、泰國

舞、話說中國十二生肖的起源、拉丁舞、和越南舞。50 個志願學生佈置場地和招

待 250 名客人用膳，中間也安排了 15 分鐘讓客人們大跳迪斯科，Eliot Chang 從

頭到尾在換節目時表演脫口秀。  

 

Eliot Chang 是少有的華裔喜劇脫口秀演員，當年他放棄醫科的學業到華爾街去工

作，然後下決心當喜劇脫口秀演員，經常上 Comedy Central 電視台表演，近年來

每年到各大學表演，深受各大學歡迎。 

  

佛州州立大學亞裔美國學生會主席 Ian Johnson 經過長久辛苦的籌劃，終於成功地

請到他來主持迎春晚會。  

2009-02-21 

佛州州立大學亞裔美國學生會春節晚會

中，與會者大跳迪斯可。Ian Johnson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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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駐休斯頓總領事 訪 FSU 
吳天順 

March 05, 2009  

 

 
中國駐休斯頓總領事喬紅與 FSU 常務副校長 Provost Abele 合影。  

圖：徐向榮提供 

  

塔拉哈西訊 

中國駐休斯頓總領事館總領事喬紅日前率僑務組領事儲開旻和政新組陳光大領事一

行三人，訪問塔城佛州州立大學（FSU）。喬紅一行在佛州州大助理副校長王緒斌

和幾位華裔教授陪同下會見該校常務副校長 Provos Abele。  

該校副校長 Provost Abele 對喬紅一行來訪表示歡迎，Abele 說該校計畫擴大在中

國招收本科生，為了吸引中國優秀學生來 FSU 學習和減輕學生負擔，FSU 今後將對

在中國錄取的學生減免 50%外州學費，使中國學生一年的學費不超過 1萬美元。  

喬紅對 FSU 計畫表示感謝和欣賞，並表示將把 FSU 的有關設想轉達給中國國內有關

教育部門，爭取這項計畫早日得以實現。  

會談後喬紅一行參觀了 FSU 校園及剛落成的高性能材料研究中心，喬紅希望 FSU 教

授和研究人員今後能加強與中國的科技交流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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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紅一行並於晚間在 China Super Buffet 參加由 FSU 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塔城

華人協會、塔城中文學校、FSU 和 FAMU 華裔教授代表、以及往屆的幾任華人協會

主席等聯合舉辦的歡迎晚會。  

晚會上，喬紅在致詞首先向塔城的華人華僑和中國留學生致謝問候，並對塔城華胞

和留學生過去舉辦的一系列活動表示由衷的感謝。  

會上有與會者希望總領事館在能派人到塔城為當地及周邊地區的華人華僑和留學生

辦理護照等證件，喬紅答應將僑界要求轉告領事館證件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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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送暖 塔城中國 6 殘兒有新窩 
吳天順 

March 26, 2009  

 

   
 

圖片 1 / 2  迎接新生 

芭芭拉‧凱迪斯（Barbara Kadzis）和領養的孩子們一同走出家門口。 圖：Mike 

Ewen 提供 

 

 
 

圖片 2 / 2  舞龍助陣 

美國廣播公司「改頭換面：家庭版」主持人 Ty Pennington（右二）和舞獅隊成員

合影。 圖：Patsy Eccl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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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拉哈西訊】美國廣播公司（ABC）周日晚間黃金時段的真人秀「改頭換面：家

庭版」（Extreme Makeover:Home Edition）製作群日前來塔城拍攝專集。為在多

年前到中國領養了六位需要特別照顧孤兒的凱迪斯（George & Barbara Kadzis）

家庭蓋一棟新房子。可是，男主人翁喬治不久病逝，遺憾未能搬進新家分享歡樂。  

凱迪斯夫婦雖有自己親生的小孩，但還在多年前到中國領養了六位需要特別照顧的

孤兒︰Melody 目盲、Julia 耳聾、Martin 的右臂和手伸不直、Phoenix 和 Celeste

兔唇已修好、Aileen 失去生父又遭生母拋棄。  

由於凱迪斯夫婦的中文不流利，幾位領養的孩子們英語也不很好，所以家庭成員們

利用音樂作為共同溝通工具，凱迪斯夫婦的親生兒子 Chris 和 Martin 會彈吉他及

鋼琴，Aileen 可演奏長笛、Melody 喜歡彈古箏、Julia 愛跳舞，組成一個很動人

的樂章。  

可惜在州政府監獄（Correct Institution）當牙醫的喬治近日不幸二期腦癌發

病，入院急救的第二天，他接到通知將獲得一棟更好的房子，包括兒童特別需要的

設計和給喬治安靜休養的空間。「改頭換面：家庭版」製作群並把模型帶到醫院給

喬治看。  

施工一切進行順利，共有 2000 多名義工來共襄盛舉，熱熱鬧鬧了一個星期，製作

群特別情商塔城台美協會和張遠武術館表演舞獅舞龍來助陣，製造熱鬧的氣氛。  

3800 平方呎嶄新的大房子如期交給凱迪斯家庭，可是，製作群離開塔城沒幾天

後，喬治在醫院病逝，遺憾未能搬進新家分享歡樂。塔城社區代表近日表示將繼續

資助凱迪斯家庭。  

該集節目將在 4月 12 日復活節晚上 8時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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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雜技團獻藝 
 

吳天順 

 

March 28, 2009  

 
吳橋雜技團團員在杜鵑花國際民俗節中的精采表演。 

 圖：余學鈞提供 

  

【塔拉哈西訊】三月天是春暖花開的好季節，位於喬治亞州南方的弗杜斯塔市

(Valdosta)日前舉辦為期三天的杜鵑花國際民俗節 (Azalea International Folk 

Fair)慶祝活動，其中東亞館由佛州奧蘭多中華精英藝術團團長余學鈞主持，來自

中國雜技之鄉的吳橋雜技團團員在現場表演雜技，塔城高中生吳啟瑋亦應邀前往表

演扯鈴。  

杜鵑花是弗杜斯塔市的市花，此項杜鵑花國際民俗節是由來自台灣的 Serena 

Huang 女士在 2000 年慶祝中國春節時發起。三天的節慶共有兩個階段，有兩天專

門為初中生設計的「認識世界與國際文化」教學課程。  

東亞館由來自佛州奧蘭多中華精英藝術團團長余學鈞博士主持，其課程包括中國、

台灣、韓國、日本的現況、歷史、和地理並且穿插著表演古代王朝時裝展和傳統的

婚禮。壓軸秀由中國雜技之鄉的吳橋雜技團團員的表演。想更了解這個國際民俗

節，可上網:www.gainternationalfolkfair.org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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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遊行 基隆中正國中奪獎 

塔拉哈西訊 

April 04, 2009  

 

參加第 41 屆塔城之春遊行的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問團和僑界人士合影。圖中

前排著黑衣者為駐邁台北經文處長曹立傑。 （圖：主辦單位提供）  

 

  

 

 
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問團成員於遊行行進中表演精采的扯鈴。  

（圖：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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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台灣的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演團日前四度訪問塔城，參加塔城年度大活動

「塔城之春」遊行。由塔城華人、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演團，以及駐邁經濟文

化辦事處成員組成的遊行隊伍，更獲得該遊行的非營利組織首獎「Andrew 

Jackson's Award」。  

在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的努力和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的協助下，基隆中正國中

民俗技藝訪演團再次訪問塔城，並由塔城 20 個美國家庭協助五天四夜的住宿。在

塔城期間，團員們在佛州州立大學演出，並和塔城許多中小學校文化交流。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曹立傑、副處長胡琪斌、政務組組長謝妙宏、領務秘書蕭光

偉，以及僑務秘書楊佳欣等亦趁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演團來訪期間，至塔城拜

會。曹立傑一行拜會了州政府官員及議會領袖、並推動佛州眾議會通過加強與台灣

姐妹州關係決議案，舉辦歡迎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訪演團酒會，亦參加了塔城春

季大遊行並與僑界座談。  

歡迎酒會約 200 多人參加。酒會中，佛州多位友台眾議員在現場宣讀眾議院第

9039 號決議文，重申佛州與台灣姐妹州情誼，並將加強推動台、佛間各項交流與

合作。  

第 41 屆塔城之春大遊行在 3月 28 日舉行，曹立傑一行、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夫

婦、僑務諮詢委員徐彩惠夫婦、塔城中華會館會長歐陽小美夫婦、塔城台美文化協

會會長黃錦混等僑界人士均參加了遊行。  

約 120 支隊伍參加遊行，代表台灣的隊伍穿戴「Taiwan Touch Your Heart」字樣

的 T恤及中華民國國旗帽，不斷熱情揮舞國旗，再加上基隆中正國中訪演團民俗技

藝演出，贏得民眾如雷掌聲及喝采。遊行隊伍並獲評審單位評比為非營利組織類別

第一名的「Andrew Jackson'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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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國際節 台灣攤位旺 

塔拉哈西訊(吳天順) 

April 18, 2009  

 

第 11 屆佛州州立大學國際節中，可愛的小孩提著逗人喜愛的牛年燈籠。  

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第 11 屆佛州州立大學國際節，日前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舉行，主辦單位邀請了 60

多個國際學生協會和地方社團共襄盛舉。此國際節是讓大家有機會體驗來自五大

洲、三大洋等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工藝、茶、食物、和文化，吸引了約千人與會。  

塔城台灣學生會 (TSA)和塔城台美協會 (TAA)聯合在活動中推出的攤位上，展示台

灣工藝品，台灣學生會會長陳思先幫訪客算命，一些學生用台灣高山綠茶招呼訪客

和分送牛年燈籠，還有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忙著照相、贈送會發光的精巧徽章、和

招呼客人。大家分工合作，好不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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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節目表演則有愛爾蘭河舞、日本舞、阿拉伯肚皮舞、印第安舞、泰國舞、印度

舞、菲律賓舞、非洲舞、墨西哥舞、中南美洲舞等。舞蹈服裝五顏六色，配上輕快

活潑的音樂，讓四小時的節目沒有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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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圍棋賽報名囉 
塔拉哈西訊 

April 28, 2009  

 

 

塔城華人協會將於 5月 9日舉辦第二屆圍棋賽，主辦單位歡迎愛好圍棋者者踴躍報

名參加。  

塔城華人協會表示，舉行圍棋賽是希望能提供大家在周末晚間一些休閒活動。  

有意報名參賽者，可電郵至：tiehujiang@gmail.com 報名。  

比賽地方地點在中國武術中心，地址為 2108 Wind Drift Ct,Tallahassee,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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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 競賽募款 
塔拉哈西訊 

April 30, 2009 

 

  
塔城台美協會團隊日前再度參與為塔城社區學院基金會籌款的「Capital City 

Caper」活動獻愛心，圖為參與團員們在 Dillard's 百貨公司前合影。  

(圖：Robin C.Johnston 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參與社區學院基金會籌款的「Capital City Caper」活動，該活

動共有 12 個團隊參加，每隊各有八人，在長達三小時的競賽下，為塔城社區學院

基金會共籌得 1萬 2000 元，籌得的善款將用來建蓋 Ghazvini 健康中心。  

活動於下午 2時整展開，共 96 人參加，12 輛大型高級加長大轎車分別載各隊前往

塔城六個競賽地點，包括到 Capital Eurocars（車商）、Tallahassee Democrat

（報社）、和 Dillard's（百貨公司）參加機智競賽，到 Fusion Cafe's 猜像乳酪

漢堡和炸薯條的甜食點心用的材料，去塔城社區學院猜其藝術系學生表演誰是兇手

的神秘謀殺案，和前往 Fun Station 打雷射攻防守戰等。  

競賽長達三小時，緊張刺激，各隊就像 CBS 電視公司極速前進(Amazing Race)真人

秀般地快跑和上下大型高級加長大轎車、尋找指示和回答問題，期間可以打電話找

救兵提供答案。賽後，大家一起聚餐和參加頒獎儀式。（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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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 Living Treasures 入鏡 
 

塔拉哈西訊 

吳天順 

May 19, 2009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在家中親手烹飪一景。 圖：Ryals Lee 提供 

 

 

塔城 Character & Heritage Institute(CHI)目前正在籌款 5萬 5000 元拍攝

Living Treasures 光碟，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暨前北佛州中華會館主席何邱美

郁被選為拍攝對象。  

何邱美郁在塔城不但是以中式餐飲手藝聞名，更是塔城佛州州立大學戲劇系知名的

戲服製作者。  

另外，她亦活躍於塔城華人社團和主流社會組織。  

籌款活動正在何邱美郁積極推動下進行，預定在其今年 10 月 27 日生日前完成。  

目前共有三種募款方式：在 Lucy Ho's Oriental Bistro 聚餐，每人付 60 元；到

何邱美郁家品嚐其親手烹飪的 10 道菜，每桌付 1000 元；陪何邱美郁到日本和台灣

烹飪遊，費用未定。  

詳情可上網查詢：www.thech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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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官邸辦活動 
塔拉哈西訊 

 

May 21, 2009  

 

佛羅里達州州議會和州長特別立法指定每年 5月為「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

州長克里斯特 (Charlie Crist) 並將於 5月 26 日晚間 6時-7 時 30 分在其官邸舉

辦慶祝活動並宣讀慶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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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羅里達州州議會修正案特指定每年 5月為

「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佛羅里達州今後將在 5月期間舉辦多種多樣的文

化、藝術、教育、和社區活動來慶祝亞太裔傳統月。(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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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 慶亞太裔傳統月 
塔拉哈西訊 

May 30, 2009  

 

 
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Chi-Valry Wu 在攤位前示範兼教扯鈴技巧。 

 圖：黃錦混提供 

 

 

為慶祝 5月亞太裔傳統月，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 Palmer Monroe Community 

Center 舉行慶祝活動，邀請了多個亞太裔的社團和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協會

共襄盛舉。  

活動從上午 11 時開始，亞洲協會提供一些中式快餐供大眾享用。塔城亞洲協會會

長廖客來(Clyde Diao) 致詞歡迎 200 多位與會佳賓，並宣讀佛州州長克里斯特 

(Charlie Crist) 近日宣布的法案 HR5572─訂下每年 5月為「佛州美國亞太裔傳

統月」。  

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和塔城台美協會聯合在活動中推出攤位，展示國旗、台灣

風景圖、西遊記木偶、手工藝品、陀螺和牛年燈籠等台灣工藝品。Chi-Valry Wu

在攤位前示範兼教授扯鈴技巧。參與幫忙的義工包括有黃錦混、徐淑寧、陳立仁、

王自瑀、孫韻芝、簡秀安、戴雅君，以及 Salim Tali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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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活動除有各國的舞蹈和樂器等表演節目，另有工藝禮品展示，主辦單位邀請了

20 多個國際學生協會和地方社團參與，CBS 電視公司也來採訪，場面熱鬧。  

表演節目則有代表亞洲各地特色的藝術文化，如菲律賓的竹樂器交響樂團、韓國的

鼓舞、日本的扇舞、中東的肚子舞、美國的現代舞、中國的工夫、印度的傳統舞、

泰國的民族舞、以及法輪功展示等。  

(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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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亞裔月 州長官邸熱鬧溫馨 
吳天順 

June 02, 2009  

 

 
徐淑寧持州長簽署的 HR5572 法案、吳天順持 5月 21 日「世界日報」剪報和佛羅里

達州州長克里斯特（Charlie Crist）合影。 圖：Dan Looney 提供 

 

 

 

佛州塔拉哈西訊  

佛羅里達州州長克里斯特（Charlie Crist）日前在官邸舉辦慶祝「佛州亞太裔美

國人傳統月」活動，邀請了來自佛州各地 100 多位亞太裔美國人共襄盛舉。  

與會者包括何廷瑞及何邱美郁夫婦、黃錦混、吳天順及徐淑寧夫婦、李子方及吳礽

藝夫婦、毛岩、姜仕軍、許柯、韓洁洁、姜鐵虎、王慶富、盧俊偉、徐向榮、鄧詠

嫻和吳國練等 20 餘位來自於中港台三地的佛州居民。  

州長在正廳歡迎客人並和客人合影，吳天順及徐淑寧夫婦利用時機向州長介紹「世

界日報」，州長非常高興地戴上眼鏡仔細觀看，並且把剪報交給助理留做紀念。  

大約一小時的簽名照相過後，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來（Clyde Diao）及幾位代表

致詞，隨後州長發表簡短演說。  

克里斯特表示，其祖父 14 歲從希臘到美國追尋更好的機會，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

家，努力的人都有成功的機會。亞太裔美國人是教育程度比較高的一群，並且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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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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仍強烈團結在共同信念中。  

州長非常高興他是第一位佛州州長簽署州議會修正案，特指定每年 5月為「佛州亞

太裔美國人傳統月」，來表彰亞太裔美國人的成就和貢獻。今後佛羅里達州將在 5

月間舉辦多種多樣的文化、藝術、教育和社區活動來慶祝亞太裔傳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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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鏖戰 童亮奪冠 
吳天順 

June 16, 2009  

 

 
塔城華人協會日前舉辦第二屆圍棋賽，經過多日鏖戰，結果由童亮（右）奪冠，陳

京平（左）獲亞軍。 圖：姜鐵虎提供 

 

 

塔城華人協會日前在塔城中國武術中心館舉辦第二屆圍棋賽，吸引不少愛好圍棋者

參加。  

圍棋賽採循環制，12 名圍棋愛好者利用多個周末的夜晚在塔城中國武術中心館參

賽，館主張遠也參戰，其夫人呂慶芳則忙著招待客人吃西瓜喝茶水，比賽者和圍觀

者群聚一堂，氣氛熱絡。  

比賽最後一晚，由童亮和陳京平進入決賽，經過激烈搏殺，童亮執白子以半目的微

弱優勢險勝，獲本次比賽冠軍。陳京平獲亞軍，張錦峰淘汰了上屆冠軍姜鐵虎拿下

第三名。  

塔城華人協會在賽後為獲得前三名的棋手頒發獎杯，活動亦在頒獎後圓滿結束。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age_label=wjgafl&id=

2730128 



 124

塔城社區學院訪台灣姐妹校 
吳天順 

July 02, 2009  

 

 
塔城社區學院今年度「姐妹學校」訪問團部分團員和師長。 

圖：Jeanne O'Kon 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社區學院年度「姐妹學校」互訪團將第一次至台灣參觀一個月，團員包括七名

學生：Skylar Carlson、Morgan Helton、Abraham Reising、Christopher Ryan 

Young、Folayan Wright、Ray Harless，及 Amy Smith，他們於 7月 2日啟程。  

16 年前，高雄市私立三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三信高商) 英語老師 Jerry Fussell

參觀塔城社區學院後，從塔城邀請了八位老師前往三信高商當暑期的英文教師。

1995 年兩校正式簽約成為「姐妹學校」。  

塔城社區學院院長 Bill Law 說：「塔城社區學院非常自豪地結交了台灣老朋友，

這給我們學生一個獨特機會來努力維持兩校友誼，再次顯示本校重視發展全球性教

育。」  

該院歷史和社會科學系系主任兼暑期活動負責人 Jeanne O'Kon 博士說：「我們和

台灣姐妹學校的互動是本校發展全球性教育最佳的項目之一。今年是第一次有七位

學生可分享這個美妙的機會。他們將分別住入台灣人的家庭裡，並且與三信高商學

生互動、教他們英語、和他們一同旅遊四個星期。」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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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副會長 皮爾斯 台灣教暑期英語 
吳天順 

July 23, 2009  

 
麥克皮爾斯(中)教基隆中正國中學生英語發音。 圖：基隆中正國中提供 

塔拉哈西訊 

任職於弗拉格勒學院塔城分校（Flagler College-Tallahassee)的助理教授麥克皮

爾斯，日前當選塔城台美協會副會長，他並完成在台灣基隆中正國中為期四周的暑

期英語發音班授課，返回塔城。  

麥克皮爾斯的專長是培訓 ESOL(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師資

及擔任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老師，中正國中的英語發音班課程包

括：發音練習、唱歌、背誦、電腦輔助語言學習，以及一對一特別輔導。皮爾斯表

示，在課堂中會強調其運用了多年的拼音、音韻回應性和語音意識理論。  

皮爾斯曾經在高雄三信高商教過暑期英語班。這次教學機會源於皮爾斯及夫人

Karen 兩年前招待兩名基隆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學生，當時共有 40 位團員來美參

加「塔城亞洲節」。去年春天，皮爾斯拜訪基隆中正國中，並且促成他在中正國中

教暑期英文班。今年春天，基隆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來參加「塔城之春大遊行」，

再度邀請皮爾斯繼續利用暑假為該校服務。  

皮爾斯表示，中正國中學生很喜歡唱「Red, Red Robin」這首英文歌，因為正確地

唱出這首歌，可以糾正「R」聲的發音。皮爾斯進一步發現，學生對英語發音變得

更有信心，並且比較不害羞。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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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灣民俗夏令營 秀成果 
塔拉哈西訊 

August 04, 2009  

 
圖片 1 / 2 

青少年台灣民俗夏令營成員在里昂縣公共圖書館展覽場地前，和賴文惠(左一)、梁

樹人(左二)、黃幸芸(左六)老師合影。 (圖：黃幸芸提供) 

 

 
 

圖片 2 / 2 

塔城中文學校夏令營參與師生合影。 (圖：黃幸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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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北佛州塔城中校舉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巡迴文化教師指導的第五屆青少年台

灣民俗夏令營活動，日前圓滿結束，並在佛州州大的莫爾大禮堂舉行學習成果展示

和表演，吸引許多師生和家長參加。  

今年的青少年夏令營活動邀請遠道來訪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巡迴文化教師指導，

三位授課老師分別是教台灣民俗舞蹈的黃幸芸、民俗藝術的賴文惠，以及民俗體育

的梁樹人。  

其中，黃幸芸老師教授舞蹈，內容包括有「小仙童」、「舞動大漠」、「群獅

會」、「夜上海」，以及「我武為揚」等。  

賴文惠老師則指導 40 多名小朋友「剪紙藝術」、「紙雕吊飾」、「布袋戲臉

譜」、「捏麵人」、「燈籠彩燴」、「花燈」，以及「中國結藝」等。小朋友的作

品除了在莫爾大禮堂展覽外，目前已經開始在里昂縣公共圖書館展覽，一直展至第

五屆塔城亞洲節之前(10 月 3 日)才結束。  

梁樹人老師教授「空手技法」、「套路」、「散手」、「少林棍」、「功夫扇」、

「扯鈴」及「陀螺」等民俗體育。梁樹人老師並教導小朋友表演團體扯鈴、銀扇耀

輝，以及少林棍套路對練等。  

主辦單位表示，除校長、老師、家長的努力外，義工群也功不可沒。劉人豪帶領兩

名義工助陣，一些高年級的中文學校學生黃立姍、黃翊涵、吳敬翎、吳敬翔兼任義

務助教。主力義工有傅賽爾及彭蕙芬夫婦、吳孝中及陳麗夫婦、Daniel McGowin

及林佩璇、Karen Pierce 及 Kara Lenard 婆媳、Caya Henry 及 Joelle Henry 母

女、張芳儀、林暉恩、余秀、麥資季、Eden Rush 等。(吳天順)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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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武術賽 月底比高下 
塔拉哈西訊  

吳天順 

August 22, 2009  

 
塔城中華武術館日前喬遷新館，圖為參加慶祝活動的部分人士合影。  

圖：張遠提供 

 

 

塔城中華武術館將於 8月 29 日在塔城 Jack McLean Community Center 舉辦第二屆

國際武術比賽，主辦單位期待和更多的習武者進行武術切磋和學習。  

塔城中華武術館張遠師父和他的女兒張金紫日前出席在華府舉辦的武術錦標賽，一

起贏得了形意拳、形意劍、劍術、雙刀、棍術、少林拳、和九節鞭的六枚金牌和兩

枚銀牌。他們接著參加在巴爾的摩美國國術總會舉辦的國際武術錦標賽，又贏得五

枚金牌和三枚銀牌。  

張遠認為教授武術，不僅能使學生強身健體，更能傳播中國文化。  

中華武術館在近日喬遷新居，並且成功地舉辦了隆重的遷館的慶祝活動。亞洲協會

會長 Cyde Diao、塔城華人協會主席毛岩、和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前會長徐向榮等

都前來祝賀。學生們表演了舞獅、舞龍和功夫，結束前大家享用中華美食。  

中華武術館歡迎有興趣的朋友參加第二屆國際武術比賽，詳情可參觀網站：

http://chinesemartialartscenter.com。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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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美科文研討會 9 月開鑼 
 

記者陳文迪 奧蘭多報導 

August 27, 2009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理事、顧問和工作人員召開「北美科技文化研討會」籌備會議，

熱烈討論內容安排。 （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CASPAF）主辦的「北美華人科技及文化研討會：生物科技與醫

療保健之創新與企業」，將於 9月 9日至 12 日在奧蘭多市 Disney's 

Contemporary Resort Disney World Resort 舉行。  

會議主題為生物科技與醫療保健、營養養生與維護以及增進生活品質；並藉會議提

供產、官及學界與美國主流社會交流契機；並提供兩岸與北美華人人才交流及研究

項目合作機會。  

該會議由中華民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協辦單位包括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

代表處科技組、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佛州政府相關部門，並有美國及佛

州相關大型企業、美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贊助。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徐祖慈表示，今年會議擴大規模，希望能經由今年的「醫療

保健、營養養生和生命」研討會交流及分享資訊和研究成果，讓兩地在追求產業和

經濟成長同時，也能注意到個人保健及飲食營養，提高生活品質。  

今年專題講員包括台美兩地醫學及科技界菁英，有國際知名的愛滋病醫療專家何大

一醫師、居開發電玩遊戲領先地位的 EA SPORTS 副總裁兼總經理 Steven Chiang、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惠鈞、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心血管部門主管凱利（Daniel P. 

Kelly）、中佛大醫學院院長葛門（Debra German）、Nemours 兒童健康基金會預

防，以及政策副總裁 Debbie 張、台北醫學院教授楊玲玲、台大醫學院教授陳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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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蘇懷仁醫師、唐代駒博士等，資訊及流程可瀏覽網頁

http://www.caspaf.org/conference/index-tw.php。  

三天的活動行程從 9日晚上歡迎晚宴開始，有台灣形象館及各種攤位商展、十餘場

專題講座及研討，北美學人之夜晚會等，橘郡郡長克勞第（Richard Crotty）將出

席歡迎晚宴，佛州州長克里斯特（Charles Christ）將出席 10 日上午的開幕典禮

並演說。活動詳情及費用可瀏覽學人協會網站 www.caspaf.org，或電徐祖慈

（407）423-0098、（407）310-0823。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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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為八八風災募款 
塔拉哈西訊 

September 05, 2009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舉行為台灣八八水災募款賑災，部分參與餐會的人士合影。圖中

從左至右依序為徐向榮、佛州副州長 Jeff Kottkcamp、吳天順、毛岩。  

Chi-Valry Wu∕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晚間在 Masa 餐館舉行「慈善賑災餐會」，募款援助台灣莫拉克

風災受害災民，許多民眾響應送暖善心捐款。  

出席賑災餐會人士除塔城台美協會會員外，還包括佛州副州長 Jeff Kottkcamp 及

夫人 Cindie、佛州第九選區州眾議員 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塔城社區

學院校長 Bill Law、塔城社區學院基金會執行長 Robin Johnston、國際太極協會

主席 Karen Laughlin、Character and Heritage Institute 主席 Gail Rosier、

台灣學生會同學、塔城華人基督教會兄弟姊妹、塔城華人協會會員、中國學生學者

聯誼會同學、北佛州中華會館會員、塔城主流報社記者 Amanda Nalley 以及遠從邁

阿密來宣導 2010 人口普查的鄧詠嫻等。  

活動由台美協會副會長麥克皮爾斯主持，副州長 Jeff Kottkcamp 重申台灣和佛州

間的姊妹州關係、並讚揚塔城台美協會賑災活動。  

州眾議員 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 及塔城社區學院基金會執行長 Robin 

Johnston 也致詞，期望台灣災民早日脫離苦難。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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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美華人科技文化研討 落幕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September 15, 2009  

 
北美華人科技及文化研討會中主持專題討論的講員和來賓，圖左起：歐伯特醫師

(Jay Albright)、張隆基教授、陳培哲教授、季蘊華教授、黃耀文教授、楊玲玲教

授、佛羅里達醫院副總裁沙力柏(Sy Saliba)、Academia Sinica 副總裁 Andre 

（記者陳文迪／攝影） 

 

 

「北美華人科技及文化研討會：生物科技與醫療保健之創新與企業」於 9月 9日至

12 日在奧蘭多市迪士尼 Contemporary Resort 會議中心召開，分為兩場主題演

說，兩場午餐主題會報，以及六場的專家會談；並有慶祝晚會，頒獎表揚理事和新

舊任會長交接，劉英接任會長，吳天順獲選 2011 年準會長。  

另外，亦頒發新設置兩項大獎，會長獎得主佛州高科技集團總裁貝瑞吉(Randolph 

Berridge)以長期贊助科學發展研究，獲得表揚；呂金功獎則是紀念第一位到中佛

州開發柑橘等農產品有功的華人呂金功，由迪地市(DeLand)市長代表受獎。  

大會在 12 日舉行該協會事務會議後圓滿落幕。  

為了讓參加會議者增進交流，大會在外場設置許多攤位，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

事處及台灣外貿中心聯合架設台灣形象館，慈濟基金會奧蘭多聯絡處亦在入口處設

置大型的展場，其他還有包括 EDC 大奧蘭多經濟發展委員會、佛羅里達醫院等單位

的許多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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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及 11 日兩場主題演說分別為：從發現到復元和現代保健趨勢，六場專題討論

分別為：醫學創新與國際交流、生醫產業的新發現、醫藥科學的創新、健康的生

活、吃的營養、科技世界；午餐專題研討包括醫學城及奧蘭多生研和從學術發現到

產業移轉。  

原訂的主題演說者何大一醫師因為父喪無法主持開場演講，改由台灣大學校長團團

長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簡報台佛高等會議。  

與會者提問相當踴躍，幾位佛州地區未能參加高等教育會議的學校代表、與會的

EDC 代表等，均表示興趣，希望加入合作，參加明年到台灣舉行的第二屆台佛高等

教育會議。  

該會議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 主辦，中華民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

協辦單位包括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佛州高科技集團，並有包括迪士尼、EDC 大奧蘭多經濟發

展委員會、奧蘭多商會、佛州醫院集團、徐祖慈集團、中佛大、佛州科技學院等許

多研究機構和商家贊助。  

今年專題主講的講員囊括台美兩地醫學及科技界 20 餘位菁英，講員之資訊及演講

行程可瀏覽網頁：http://www.caspaf.org/conference/index-tw.php。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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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 歡慶中秋 
吳天順 

October 08, 2009  

 
塔城中文學校中秋節、教師節及慶生會等慶祝活動。 

圖為塔城中校校長黃錦混（中）主持活動。  

林佩璇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特別舉辦了一場中秋節、教師節及慶生會等慶祝活動，在校長黃

錦混主持下，全校師生和家長加上與會嘉賓共 60 多人參與，大家一起度過一個輕

鬆愉快的周末午後。  

當天活動首先由校長黃錦混介紹中秋節及教師節的由來，接著頒贈敬師禮券給八位

勞苦功高的老師。慶生會，是新上任黃校長為中文學校增加的一項溫馨的活動，本

月共有七位壽星。  

活動中與會者喜悅地品嘗美味的月餅、蛋糕、點心及飲料時，黃錦混同時宣布了今

年秋季班將參加包括有塔城第五屆亞洲節、台灣音樂會、露營、學術競賽及期末遊

園會等五項活動。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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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中國學生學者慶中秋 
吳天順 

October 15, 2009  

 
引吭高歌前排由左至右分別為曹萬君、王晶、趙玉婷、金醒、崔迪， 

和全體表演者合唱「大中國」。  

圖：張春福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佛州州立大學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CSSA)日前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禮堂舉辦中

秋國慶晚會，吸引了約 400 人與會，大家一起品嚐中式美食，同時觀賞節目演出。  

晚會開始前，與會者一起品嚐應景的月餅，還有芝麻球、春捲及蛋塔等中式傳統美

食。  

晚會由李菲霏和劉宇思主持，學生會主席張春福和教授胡壽平先後致辭祝大家國慶

中秋節快樂，並解說在美生活學習應注意的事項。  

活動中同學們展現多項才藝，表演了吉他、小提琴、電子鋼琴、男女聲合唱、舞蹈

及玩遊戲等。節目豐富多樣，禮堂裡不時響起陣陣掌聲。  

表演節目最後在全體合唱「大中國」中結束。  

表演結束後，與會者還一起觀看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0 周年國慶閱兵式」。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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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杯武術賽 張金紫奪冠 
吳天順 

October 22, 2009  

 
參加第二屆國際暨第一屆「美洲杯」武術比賽部分得獎人士和裁判合影， 

從左至右為 Bear Ma、Alison、張金紫、Alison 夫人和傅祥。  

圖：徐向榮提供 

 

 

塔拉哈西訊  

2002 年創立的塔城中國武術館，日前在麥克林公園活動中心舉辦第二屆國際暨第

一屆「美洲杯」武術比賽，比賽項目包括詠春拳、搏擊術、形意拳、太極拳、兵

器、內功、功夫、舞龍、舞獅等，約有來自各地的 70 名選手參賽。  

參賽選手們除了來自美國東南部的中國武術團隊外，有從南美巴西來的 Alison 夫

婦和從華盛頓特區來的黃氏武館武術高手共襄盛舉。地主塔城中國武術館在張遠師

父帶領下，取得好成績。比賽結果由張金紫、Bear Ma 和 Mei Cai 獲得前三名。  

本次比賽的壓軸表演由華盛頓黃氏武館弟子們展示別具風格的獅子舞。  

主辦單位提供網址，可瀏覽當天的比賽照片，網址為

http://www.chinesemartialartscenter.com。  

Reference: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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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 換新血 
記者陳文迪奧蘭多報導 

October 24, 2009  

 

慶祝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20 周年慶及北美洲華人科技文化研討會成功和頒獎晚會，

日前在迪士尼飯店會議廳舉行，會中新舊任會長交接，會長徐祖慈功成身退與理事

群均獲頒感謝獎牌，劉英接任新會長，吳天順獲選 2011 年準會長；除了頒獎典

禮，並有精彩的音樂歌舞和雜技、日本太鼓等豐富節目，近 300 人來自北美各地及

台灣與會，共享藝術饗宴。  

潘明安首先介紹與會貴賓及迪士尼、EDC、佛羅里達醫院、徐祖慈建築事務所、中

佛大等贊助單位代表。接著由會長徐祖慈致詞並頒獎。徐祖慈在致詞中感謝各界的

支持和協助，讓活動順利圓滿，使該學會 20 年寫下新里程碑。  

當晚頒該會 2009 年度新設置之會長獎及呂金功獎，會長獎得主由佛州高科技集團

總裁貝瑞吉 (Randolph Berridge)以長期贊助科學發展研究，獲得表揚；呂金功獎

以有柑橘之神稱譽的呂金功之名設立，他是第一位到中佛州開發柑橘等農產品的華

人，呂金功無後人在佛州，當晚之獎項由迪地市長艾普瑞代表受獎。  

徐祖慈頒發感謝狀給籌辦北美洲科技文化研討會活動的工作人員和理事群，並介紹

新任會長劉英博士，在全場的見證掌聲中，完成交接。  

劉英為大家介紹新任理事群，包括明立君、周禮、張隆基、李長堅、陳學海、陳

偉、許俊湘、桂慶寧、吳天順、徐祖慈等，大多數理事都是卸任會長，劉英特別感

謝前輩的支持和愛護，他也特別增加三位女性副會長陳越沙、伯納德和岑瀑嘯醫師

等新生力軍，一起為新年度的會務和促進交流一起開拓努力。  

劉英並頒發獎牌給卸任會長徐祖慈，感謝徐祖慈的傑出領導，完成學人協會的升

級，成功的舉辦北美科技文化研討會和連結佛州與台灣的高等教育結盟。  

晚會節目由喜慶的「祥獅獻瑞」拉開序幕，接著連串的雜技和音樂節目登場，精湛

的演出，獲得全場的熱烈掌聲。  

音樂部份以中國古典樂器演奏為主，吳珞古箏獨奏「雪山春曉」，楊瑞以二胡演奏

祝明的匈牙利小提琴名曲 Czardas，由吳珞以鋼琴伴奏；他們亦以古箏二胡合奏中

西組曲，琵琶名家吳曉演奏名曲「十面埋伏」等演出，讓與會者驚豔。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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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萬人樂翻天 

吳天順 

October 27, 2009  

 
塔城台美協會攤位由傅賽爾精心設計成蝴蝶形。從左至右為在攤位服務的蘇照瑀、

簡秀安、黃珮芸。 圖：Dan Looney 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塔城街心公園舉辦第五屆亞洲節，活動由塔城中華武術館舞龍

隊表演揭開序幕。塔城民主日報在報導中表示，活動約吸引了 1萬 2000 多民眾與

會。  

街心公園內共設有 80 多個攤位，包括塔城的多個亞裔組織，展出亞洲各國和各民

族的文物藝術或供應亞洲美食。今年更增加了許多特色，包括爭取佛羅里達州民主

黨國會參議員候選人 Kevin Burns 從邁阿密趕來設攤位、著名女作家包圭漪從新澤

西州 Blairstown 前來設簽賣攤推銷其新書「刀叉和筷子的啟示錄（The 

Chopsticks-Fork Principle: A Memoir and Manual）」等。  

美國廣播公司地方電視新聞主播蘿蘭‧朵賽特（Lauren Dorse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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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Marks 介紹

與推廣本活動的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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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攤位中，塔城台美協會的攤位由傅賽爾精心設計成蝴蝶形而顯得與眾不同，中

國學生學者聯誼會情商書法家鄭威偉當場揮毫，吸引了許多觀眾；法輪功攤位則大

力宣傳將在傑克遜維爾市公演的「神韻藝術團」。  

從喬治亞州南方的弗杜斯塔市來的 Serena Huang，忙著推展明年為期三天的「杜

鵑花國際民俗節」；來自邁阿密的美華協會南佛州分會長鄧詠嫻，也撥款給主辦單

位宣導 2010 人口普查，並贈送義工亞洲協會特製的 T恤。  

在眾多攤位中，台灣攤位展品豐富，並贈送精美紀念品。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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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晚會 
記者陳文迪 

October 29, 2009  

 
圖為工作人員和演員在謝幕後與部分嘉賓合影。  

記者陳文迪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20 周年慶及首屆北美洲華人科技文化研討會圓滿閉幕，在迪士

尼飯店會議廳舉行的晚宴和頒獎晚會，迪地市長艾普卡（Bob Apgar）夫婦及瑪莉

湖郡市長大米勒夫婦、大奧蘭多經濟發展委員會（EDC）總裁兼執行長吉力（Ray 

Gilley）等政經教界人士全程與會。  

晚會內容豐富，連串的雜技和音樂節目盡展中華文化藝術，還邀來日本太鼓助陣，

演員的精湛技藝贏得滿堂采。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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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輝、佛州大交響樂合演 讚！ 
吳天順 

November 07, 2009  

 
徐輝(中站立者)和佛州大交響樂團在澳伯門音樂廳合作演出。  

圖：徐向榮提供 

 

 

塔拉哈西訊  

來自中國瀋陽的青年女鋼琴家，現為佛羅里達州立大學音樂學院鋼琴系博士候選人

徐輝，日前和佛羅里達州立大學交響樂團在佛州州立大學的澳伯門音樂廳演出，獲

得相當好評。  

2004 年，徐輝以優異成績從烏克蘭敖德薩國立音樂學院畢業，獲得鋼琴演奏碩士

學位，並且獲得佛羅里達州立大學全額獎學金，來到塔城繼續攻讀演奏博士學位。  

徐輝在美留學期間曾獲多項比賽大獎及榮譽，如印第安那州曼西鋼琴協奏曲比賽第

一名，佛州查伯曼鋼琴比賽第一名，佛州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華盛頓國際鋼琴

比賽第四名。2009 年夏，徐輝並受邀參加紐約鋼琴國際音樂節演出。  

日前徐輝和佛州大交響樂團在澳伯門音樂廳合作演奏，徐輝演奏的普洛克菲耶夫第

六鋼琴奏鳴曲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都受到聽眾一致好評。  

特別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有很多華彩段都需要有超強的八度演奏技術，徐

輝無可挑剔的演奏技巧讓演奏八度的雙指在黑白鍵上自如馳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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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會後，徐輝談起她對每一個作品的演奏都試圖從音樂中去觸摸，去探究作曲家

的靈魂，盡量靠自己的感覺去捕捉和體會來接近作曲家的內心世界。她認為這對思

考人生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音樂之所以有魅力，也是因為每個人的演奏都各具有

其個性。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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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音樂饗宴 Encore 聲不斷 
吳天順 

November 17, 2009  

 
八人合唱蕭泰然的「嘸通嫌台灣」，圖中演唱者從左至右依序為洪凱馨、謝宛妤、

林孝軒、林南雁、沈佳靜、魏萱慈、黃明琇和馬伯恩。圖：塔城台美協會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 Dohnanyi Recital Hall 推出台灣音樂饗宴，吸

引 200 多位人士參加，極獲好評。  

這場音樂會是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支持台美協會在塔城推展的一系列活

動之一。  

該活動由塔城台美協會沈玫伶、麥克皮爾斯、黃錦混主辦，並邀請台灣開南大學助

理教授朱育佑專程趕來領軍。朱教授為塔城台美協會創始人之一，2008 年獲佛州

州立大學音樂博士，主修小提琴。  

表演曲目第一首是佛羅里達高中二年級學生 Anthony Thorpe 和洪凱馨合奏台灣客

籍作曲家呂泉生編曲的「阮若打開心內的門窗」。接著由小提琴手魏萱慈、單簧管

手林南雁和鋼琴手謝宛妤合奏旅美鋼琴家石青如編的多套台灣民謠曲。上半場音樂

會由朱育佑用小提琴獨奏了六首許常惠編的前奏曲。  

中場休息後，兩位佛州州立大學音樂系學生黃明琇和沈玫伶用雙鋼琴合奏陳思宇編

的三首素描曲。隨後麥克皮爾斯父女合唱台灣原住民歌曲「牽阮的手」，接著麥克

的乾兒子劉人豪也加入齊唱「伊是阮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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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節目由洪凱馨、謝宛妤、林孝軒、林南雁、沈佳靜、魏萱慈、黃明琇、馬伯恩

八人帶領全場來賓合唱蕭泰然的原唱曲「嘸通嫌台灣」。  

在全體表演者謝幕時，來賓們不斷地喊叫 Encore！Encore！Encore！朱教授於是

再度用小提琴拉奏了兩首台灣民謠。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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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姊妹 塔城考古挖寶 

吳天順 

December 12, 2009  

 

林為池在考古隊中忙了一天，挖到一個「印地安人玩的棋子」。  

圖：林久安提供 

 

塔拉哈西訊  

塔城 Panhandle 考古學會、佛羅里達州考古研究局，以及佛羅里達州大學人

類學系正合作進行考證西班牙探險家德索托（Hernando DeSoto）率領探險

隊在塔城 Old Town 社區紮營過冬的歷史，塔城華裔林久安和林為池姊妹也參

加該「德索托專案-DeSoto Project」挖寶。  

據了解，在西元 1539 年至 1540 年間，德索托率領的探險隊，抵達目前的塔

拉哈西所在，亦即傳說中，印地安人命名「塔拉哈西」的 Old Town。  

探險隊在塔城 Old Town 社區紮營過冬，住了五個月，這是他們四年半在美洲

新大陸 4000 多英里探險中逗留最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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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Town 社區是塔城市中心少有的好住宅區，仍然保有許多二次世界大戰前

蓋的住屋並且保留著原始建築的特色。  

該社區範圍東起於 Magnolia Drive，西至里昂高中，南以田納西街為界，北

區包括 Trinity Catholic School、Kate Sullivan Elementary School、

Cobb middle School 三所學校。  

1997 年一項該住宅區調查報告中認定，超過 75 棟房屋是值得成為當地歷史

該保存和保障的建築物。周六經常可看見許多考古人員拿著工具在一些房屋

的院子裡挖掘。  

佛羅里達州法律保障屋主，如果挖出的寶藏將歸屋主擁有。日前林久安和林

為池姊妹在考古隊中忙了一天，挖到一顆「印地安人玩的棋子」。有關更多

此項活動的資訊，可以查閱網頁 www.past-tallahassee.org。  

 

http://www.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ocal_story/push?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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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醫師 吳守惠辭世 

塔拉哈西訊(吳天順) 

December 19, 2009  

 

經常為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免費義診的塔城 82 歲華裔醫師吳守惠日前去世。  

吳守惠在中國出生，畢業於台灣國防醫學院，他先在台灣行醫然後去北非洲

利比亞任骨科和外科醫生，於 1978 年來美國定居。  

吳守惠取得醫生執照後，在塔城附近的 Chattahoochee 州立醫院服務，退休

後自行開業，經常為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免費看診，也欣然幫助到家中求診

的病人。  

吳守惠家人將他葬在塔城 Meadow Wood 紀念公園，並決定種花卉與樹紀念

他，有意捐款者可洽塔城第一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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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芭蕾舞秀 中國茶獲好評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2, 2010  

 

塔城世界芭蕾公司創新公演舞蹈「中國茶」（Chinese Tea），極獲好評。圖

為演出時的一幕。  

（圖：Patsy Eccles 提供） 

 

 

2008 年創立的塔城世界芭蕾公司（World Ballet, Inc）日前在佛羅里達州

農機大學的 Lee Hall 大禮堂公演兩場別開生面的芭蕾舞秀，其中一組名為「

中國茶」（Chinese Tea）的舞蹈，把中國的舞龍舞獅、扯鈴都編在舞蹈中，

極獲好評。  

世界芭蕾公司創始人賀南德茲（Henry Hernandez）專精於俄國式的芭蕾

舞，此次公演融入了其他國家舞蹈的精華，包括西班牙舞、阿拉伯舞、俄羅

斯舞、丹麥舞、印度舞、中國舞等。  

賀南德茲鼓勵塔城多元化族群的團體參與，他和該公司贊助者 Patsy Eccles

在去年 10 月的亞洲節邀請 Chi-Valry Wu 參加該公司的年度公演。  

短短數月中，賀南德茲、Chi-Valry 和 Patsy 三人把中國的舞獅舞龍和扯鈴

都編成一組新的舞蹈「中國茶」，表演時非常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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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社區人士何廷瑞、何邱美郁夫婦也情商客串演出，該公司不少團員來自

中文學校、領養中國大陸孩童的家庭，另亞洲協會都參加了公演。在表演

中，可以看到許多華裔舞者的精采演出。  

兩場的公演非常成功，677 個座位的大禮堂幾乎滿座。有關更多此公演活動的

資訊，可查閱網頁 http://worldballet.homestead.com/index.html。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5729069/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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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音樂會為海地賑災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06, 2010  

 

為協助海地震災災民，塔城佛羅里達州立大學音樂學院鋼琴系博士候選人徐

輝發起音樂欣賞會募款捐款活動，將於今天（6 日）下午 3 時，在三合一循道

衛理教會舉行。  

三合一循道衛理教會（Trin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地址 120 

West Park Avenue, Tallahassee, FL 32301-7784。另佛州州立大學中國

學生學者聯誼會前會長徐向榮目前正忙著推動此項捐款善事，他希望大家踴

躍參加，所有捐款將轉到美國紅十字會。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581158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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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州大亞裔學生會 歡慶春節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0, 2010  

 

佛州州立大學亞裔美國學生會春節晚會後，部分表演者在現場合影。  

圖：徐向榮提供 

 

成立於 1997 年的佛州州立大學亞裔美國學生會，日前在塔城舉辦迎接春節晚

會，免費招待 250 名學生。晚會內容包括泰式晚餐、表演、跳舞，並請到來

自舊金山的菲裔演員 Joey Guila 表演脫口秀，兩小時的活動毫無冷場，十分

熱鬧。  

歡慶會受邀者包括塔城亞洲協會會長 Clyde Diao、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前會

長徐向榮、塔城中國武術館館主張遠、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準會長吳天順及徐

淑寧夫婦等。當晚表演節目包括舞獅、菲律賓舞、越南舞、泰國舞、拉丁舞

和日本舞等，30 位義工學生布置場地和招待 250 名客人用膳，中間也安排迪

斯可時段。  

今年有四位特別來賓 Felipe Matos、Gaby Pacheco、Carlos Roa、Juan 

Rodriguez，他們從元旦由邁阿密用步行走來參加這個歡慶虎年活動，並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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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非法移民子女福利法案，這四位 20 多歲的西裔學生將繼續走到華盛頓美

國國會山莊，預計 5 月 1 日可以到達目的地。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41559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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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學生學者會 喜迎虎年 

塔拉哈西訊 

February 23, 2010  

 

「灰姑娘」演出者孫洪泉（由左至右）、尹航、謝謙、陳航、李權鴻、蘇敬

勇在舞台上展現演技。 （圖：張春福提供） 

 

佛羅里達州立大學（FSU）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CSSA）日前在該校摩爾大禮

堂和 Grand Ball Room 分別舉行虎年春節聯歡會和除夕宴會，聯歡活動邀請

包括佛州州大國際學生中心等組織和兄弟團體的國際友人參加。塔城華人學

生學者和嘉賓們在精彩的節目和豐富的美食陪伴下喜迎虎年，共慶佳節。  

活動主持人尹航、李菲霏、姜茜、劉宇思和吳琦雯閃亮登場，正式拉開聯歡

會序幕。王晶、江韻、侯晨美等帶來的韓國性感熱舞「任何運動」引爆全場

氣氛。  

尚晉兵、桑清湘等組成的合唱小組一展歌喉，周靜琳的古箏彈唱，馮雅晶的

民族舞和于嬌的爵士舞，徐珊珊、崔夢瑤等的中國旗袍秀，曹萬君、馮爽及

李婷婷的優美歌聲，還有由李悅編劇，謝謙、陳航、尹航、李權鴻、孫洪

泉、蘇敬勇等演出的「灰姑娘」，不斷把晚會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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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由李婷婷和李亮主持的除夕晚宴上，聯誼會主席張春福宣讀了中國駐休

斯頓總領事館總領事高燕平的新春賀信；中國學生學者聯誼會特別為本年度

的優秀志願者頒發 2009 年度熱心志願者獎；聯誼會指導老師牛旭峰代表聯誼

會為兒童們發紅包送祝福。晚宴上很多學生學者也參與了各項趣味遊戲，現

場氣氛活躍。（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43822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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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佛州中華會館春宴 佳餚配美樂 

塔拉哈西訊（吳天順） 

February 27, 2010  

 

合奏 

 

北佛州中華會館日前在鄉園餐館舉行慶祝春節活動，由餐館老闆邵夢符親自

主廚，老闆娘王玟沅熱情招待，讓會員們賓至如歸。  

該會是塔城歷史悠久的華人團體，歷任會長分別為李長堅、何邱美郁、黃錦

混、董正、歐陽小美，這是會館第二次選在鄉園餐館舉行慶祝春節活動。  

兩個多小時的活動包括楊華球教授的「新年祈福」、享用晚餐、品嚐現任會

長歐陽小美親自烤 100 多份 cup cake 式的改良年糕。  

會員表演包括有董正獨唱，由朱國雄電子琴伴奏，朱俊達和方凌威彈吉他合

唱、林之瑜橫笛和吳敬翔電子琴合奏、蘇沛恩小提琴、楊華球口琴，以及抽

獎、賓果遊戲、孩子們領紅包等。  

慶祝春節為該會每年三個主要活動之一，其他活動為春季和秋季聚餐，目前

每隔兩年在秋季聚餐時改選會長及幹部。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48458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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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 歌舞迎春 

塔拉哈西訊（吳天順） 

March 06, 2010 

 

女聲小合唱「茉莉花」及「遠方的客人請你留下來」，演唱者由左而右分別

為：尚晉兵、桑清湘、余鳳蘭、劉彥、高冬梅。 圖：徐向榮提供 

塔城華人協會(CAT)日前在佛羅里達州立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春節聯歡會，

參加的華人和各國來賓有 400 多人。  

聯歡會由華人協會會長毛岩主持，他首先向來賓拜年，並總結過去一年舉辦

的各種活動和工作。  

聯歡會文藝表演豐富多彩，如舞龍、舞獅、武術、古箏、小提琴、女子獨

舞、集體舞、女聲小合唱、二重唱等。節目表演過程中還穿插了給兒童發放

紅包和抽獎活動，讓大家驚喜不已，精彩表演不時博來陣陣掌聲。  

在文藝節目表演之前是聚餐，大家歡聚一堂，品嘗了聯歡會提供的 20 多種各

式美食。 另外，聯歡會中還向與會者宣傳了 2010 年美國人口普查知識，號

召大家踴躍參加今年的人口普查及填寫寄回人口調查表。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59318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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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經文處長 拜會州議會 

邁阿密訊 

March 11, 2010  

 

經文處長曹立傑（左二）及同仁，與議長 Larry Cretul（中）及多數黨黨鞭

Carlos Lopez-Cantera（右二）合影。 圖：台北經文處提供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曹立傑日前偕副處長胡琪斌，以及組長謝妙宏前往佛

州首府塔拉哈西市拜會州眾議長 Larry Cretul、副議長 Ron Reagan、多數

黨領袖 Adam Hasner 及黨鞭 Carlos Lopez-Cantera 等議會領袖。  

曹立傑此行，主要是希望加強與佛州政要之聯繫與友誼，並說明台灣政府推

動參與國際民航組織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緣由及重要性、台灣援助

海地震災情形及兩岸關係進展等。  

州議會領袖表示台灣之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社會多元化之蓬勃發展，

足為開發中國家發展楷模，尤其台灣政府及人民援助海地之大愛精神，令人

敬佩。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65969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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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 

外館消息 

曹處長與佛州僑胞共同歡慶春節(駐邁阿密辦事處) 

張貼日：2010-2-26 

 

照片說明：曹處長致贈舞獅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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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與佛州僑胞共同歡慶春節，駐邁阿密辦事處曹處長立傑 2月 18 日特藉轄訪佛州

首府塔拉哈西市之行，晚宴塔城僑務諮詢委員何秋美郁暨夫婿、塔城台美協會黃會

長錦混、北佛州中華會館會長歐陽小美、中華學人協會吳會長天順、塔城中文學校

林助理校長、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同學會幹部等人外，20 日中午續偕夫人及本處同

仁參加由珊瑚泉中華文化協會、南佛州波卡中華文化協會、邁阿密中文學校及佛州

台灣廠商聯誼會聯合舉辦的新春慶祝活動。 

 

曹處長於出席上述兩項活動致詞時，除向與會僑胞拜年外，另亦說明我國積極參與

國際人道援助海地各項作為、推動有意義參與聯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航組織(ICAO)

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訴求及駐處本年推動經貿外交及城市外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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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點。曹處長籲請旅佛州僑胞發揮影響力，協助政府爭取美國友人對台灣參與國

際社會的支持、邀請美國廠商赴台參加台北各類國際專業展及推動僑居地城市與台

灣城市間的各項交流與合作。 

 

珊瑚泉市副市長 Claudette Bruck 於應邀致詞時特別推崇珊瑚泉中華文化協會致力

社區文化交流的努力與貢獻，並籲請與會僑胞踴躍登記參加 2010 全美人口普查活

動。上述新春慶祝活動採園遊會方式進行，並由珊瑚泉、波卡及邁阿密 3所中文學

校學生表演多項精采節目，場面熱鬧歡愉，頗受與會中外人士之讚賞。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43643&ctNode=155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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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經文處長曹立傑 訪塔城 

塔拉哈西訊 

March 16, 2010 12:02 AM | 8 觀看次數 | 0  | 0  |  |  

 

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長曹立傑一行與塔城僑界人士於座談會後合影。圖中前

排從左而右依序為廖英雄、何廷瑞、何邱美郁、曹立傑、歐陽小美；後排從

左而右依序為陳立仁、吳天順、黃錦混、胡琪斌、謝妙宏、王自瑀、林佩

璇。 圖：林佩璇提供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曹立傑日前率副處長胡琪斌和政務組組長

謝妙宏，訪問塔城並拜會了州政府官員及議會領袖、並加強推動佛州眾議會

通過加強與台灣姊妹州關係決議案。曹立傑一行並於晚間在 Lucy Ho's Azu 

Restaurant 與僑界座談。  

當日參與座談人士包括有何廷瑞、何邱美郁、黃錦混、歐陽小美、林佩璇、

陳立仁、王自瑀、廖英雄、吳天順等。曹立傑先向與會者略述當天拜會活

動，並報告駐邁阿密台北經文處近期的活動。他述及中華民國搜救及醫療隊

在海地救護行動、台灣派出 C-130 運輸機首度飛越半個地球對海地震災人道

救援、駐海地徐勉生大使與齊王德公使在海地大地震中受傷後的康復情形、

痛失熱心公益的風扇大王吳詩在、「台灣之光」王建民於佛州維拉（Viera）

春訓基地加盟美國首府的華盛頓國民隊、佛州與台灣姊妹市的互動、經貿外

交進展等，並介紹新到任不久的僑務組組長金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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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曹立傑關切去年何邱美郁被選為拍攝 Living Treasures 光碟的進

展，請在場人士向塔城的華僑和台灣留學生致謝問候，對塔城台胞和留學生

過去舉辦的一系列活動表示由衷的感謝，也期望擴大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

訪演團多次和塔城許多中小學校文化的交流，成為基隆市和塔城姊妹市的官

方互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72538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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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脤災音樂會獲滿堂彩 

塔拉哈西訊 

March 20, 2010  

 

演奏者於會後合影，左起：沈玫伶、徐輝、Carolyn Bridger、朴思慧、金

娘希、鄧海瓊、Brent Williams、金源玨、Frank Kowalsky、Tucker 

Biddlecombe。 （圖：徐向榮提供） 

 

 

為協助海地震災災民，塔城佛羅里達州立大學（FSU）音樂學院鋼琴系博士候

選人徐輝發起音樂會募款捐款活動，日前在三合一循道衛理教會（Trin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舉行，受到好評。  

該音樂會得到 FSU 音樂學院教授和博士生鄧海瓊、金源玨、金娘希、朴思慧

、沈玫伶、Frank Kowalsky、M.Brent Williams、Carolyn Bridger、

Tucker Biddlecombe 等人的積極回應和參與演出，音樂會中徐輝演奏了李斯

特的超級技巧練習曲第九首「回憶」。  

鄧海瓊演奏了周熠國的「鄉韻」古箏曲，金娘希和沈玫伶演奏了弗朗克的小

提琴奏鳴曲，由徐輝鋼琴伴奏。男高音歌唱家 Tucker Biddlecombe 演唱了

由海地出生的美國作曲家里侯得瑞譜寫的「美國頌」，最後音樂會由兩位教

授 Frank Kowalsky（黑管）和 Carolyn Bridger（鋼琴）演奏舒曼的「幻想

曲」中落下帷幕。觀眾長時間鼓掌向所有演出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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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數百名 FSU 學生和塔城市民參加了賑災音樂會，音樂會中場休息期間大家

紛紛解囊捐款，由美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收集捐款，並轉交塔城美國紅十字

分會（www.tallyredcross.org），分會負責人之一 Debara Jump 告知，共

募得善款 1627 元。該音樂會照片可上網瀏覽

(http://picasaweb.google.com/xuxr88/XuHuiSBenefitConcertForHaiti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78504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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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餐會逾 450 人同歡 

塔拉哈西訊 

April 01, 2010  

 

部分工作人員和與會者於會後合影。 （圖：陳立仁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大（FSU）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慶虎年餐會，莫爾大

禮堂並有表演節目，與會來賓超過 450 人，包括塔城社區學院校長羅比爾

（Bill Law）夫婦 、副校長江斯頓（Robin C. Johnston）全家大小、以及

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金志遠等人。  

活動由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主持，場地由台灣學生會及義工們布置，晚餐則

委由三家美食餐館打點。活動從下午 6 時開始，先用餐、頒發獎學金和熱心

服務獎，然後欣賞表演。  

今年節目分台灣民謠和芭蕾舞蹈兩類。台灣民謠分別由 Woodville 小學合唱

團、Community Christian 初中合唱團、高中生 Anthony Thorpe，及佛州

州立大學音樂系學生沈玫伶、洪凱馨、謝宛妤、林孝軒、林南雁、沈佳靜、

魏萱慈、黃明琇等表演。塔城兩大芭蕾舞團 Southern Academy of Ballet

（SAB）和 World Ballet Inc（WBI）在台灣歌謠中穿插表演，All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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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領軍的 SAB 表演兩場法國芭蕾舞 Tarantella 及 Fairy Dance，Chi-

Valry Wu 領軍的 WBI 也獻上一場俄國芭蕾舞和新舞 Dance with Diablo。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6908204/article 

 



 167

塔城市長邀亞裔出席競選連任募款會 

塔拉哈西訊 

April 13, 2010  

 

塔城市長麥克斯夫婦（競選標語後的兩人）在競選連任募款會後和來賓合

影。 圖：徐向榮提供 

 

塔城亞裔人士日前應邀參加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夫婦在家中舉辦

的競選連任募款會。募款會中，麥克斯夫婦特別感謝亞裔友人多年的支持。  

麥克斯表示，他目前兼任佛羅里達州城市聯盟主席，他在第一線上工作以確

保塔城可反映出是佛羅里達州首府的重要性，和在能源、環保、教育都處於

領先其他城市的地位。但是塔城在未來的幾年可能面臨成長停頓。  

麥克斯心十足地道出已有的定案，來面對這項未來的挑戰以確保塔城持續的

進展，並且表示「經濟發展」將為其首要之務，未來五年的四大目標分別

為：創造就業機會和降低失業率、不加稅並達到收支平衡、創立生財機構、

促進多元化交通運輸安全和重視環保。  

麥克斯希望在場的亞裔人士利用他的網站 http://www.marksformayor.com/

深入認識他，並且檢驗他的競選政見和承諾。 來賓隨後熱烈發問，並合影留

念和預祝麥克斯在今年 11 月連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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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05189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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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舉辦亞洲節慶功宴 

塔拉哈西訊 (吳天順) 

May 01, 2010  

 

塔城亞洲協會部分幹部在第 5 屆亞洲節慶功宴中合影。 圖：Soma Sundara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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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舉辦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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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武術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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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名義工參加。  

佛州州長辦公室副秘書長 Bob Sparks、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 ）及

夫人和從菲律賓剛到的 10 多人訪問團也都趕來參加。  

塔城亞洲協會主席 Cyde Diao 表示，希望亞裔居民們團結起來共同走入美國

主流社會，並廣泛結交在主流界的了朋友。五年多下來大家共同努力下已有



 170

許多成果，並且得到佛羅里達州州議會和州長特別立法，指定每年 5 月為

「佛州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  

州長克里斯特於去年 5 月 26 日在其官邸舉辦慶祝活動並宣讀慶祝文件。塔城

附近亞裔居民約佔總人口 2.5%，每到選舉時都會有候選人來參加活動希望爭

取亞裔選民支持。  

此慶功宴活動由基本幹部 18 人分工合作，準備許多各國不同的食物，也向餐

各廳訂了豐盛菜餚，大家享用完餐點後還欣賞各國不同的表演。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26852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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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雙十籌備 僑界總動員 

記者陳嘉倩 芝加哥報導 

May 02, 2010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在芝加哥舉行首次「共同

召集人與秘書處」會議。 （記者陳嘉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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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迎接中華民國百歲華誕，美加僑界將舉辦一系列慶祝活動，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 1 日在芝加哥僑教中心舉辦「共同召集人

與秘書處」首次會議，來自全美各地及加拿大的僑界代表分別說明各地籌備

工作進度及計畫。 

 

會議由籌備會秘書長黃偉悌主持，共同召集人于金山、崔競乾亦是馬英九總

統聘請的慶祝中華民國百年慶祝活動六位海外委員成員，他們將參加 5 月 15

日在台舉行的第二次會議，會把美加僑胞的意見帶回台北，並希望全國委員

會能撥資源給僑界運用。 

 

駐芝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申佩璜除歡迎與會者，並感謝大家熱情為中華

民國百歲生日籌畫慶生。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陳永豐則表示，中華民國慶祝

100 年慶祝活動由文建會召集協調，他建議僑界儘早提出具體計畫，亦可以將

國內進行的活動擴展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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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競乾表示，2011 年亦是義大利建國 150 年，以及休士頓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建校百年，建議各地籌委會可運用這些巧合結盟共慶，擴大主流

社會的參與。她並建議可以主流政界名人的「夫人」為邀約對象，擴大文化

交流的層面及影響力。 

 

與會代表一一說明各地籌備進度，于金山以及美中地區主委關其煉和秘書長

孫序彰說明工作進度；華府代表同時亦是美加籌備會副秘書長的王震華則表

示，已請陳香梅女士擔任華府籌備會主任委員。 

 

西雅圖籌備會共同主席趙希文則表示，西雅圖地區已於上月底舉行「春之晚

宴」，為中華民國百歲生日暖壽。 

 

密西根召集人孫絡典則說，密西根地區將分春夏秋冬四季推出六到八項活

動，他們亦建議推出全美性的繪畫比賽等。 

 

休士頓主委張錦娟、劉秀美則表示，休士頓除了擴大舉行國慶餐會、遊行、

升旗典禮外，並計畫推出為期三天的功夫觀摩比賽，並將把活動內容製作成

CD 及特刊。 

 

加拿大聯絡人陳蔭庭則說明加拿大各城市的籌備情形，其中多倫多僑界將推

出植梅花等 12 項活動。 

 

美國西南地區籌備會秘書長高啟正亦談到了他們的植樹計畫，希望擴大辦理

國慶綜藝訪問團演出等建議。 

 

南加州籌備會共同主席廖聰明、明州召集人蘇秉輝及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候任

會長吳天順亦分別說明進度。 

 

美加僑界籌備會副秘書長張學海、巫和怡等與會者並一致通過慶祝中華民國

百歲生日，應不分黨派，不分藍綠，廣納大家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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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並討論決定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委員大會

將於 8 月 26、27 日兩天在休士頓召開，進一步分享資訊及籌備進度。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il/727585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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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僑界領袖齊聚芝加哥 討論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 
美加僑界領袖齊聚芝加哥 

討論中華民國建國百年慶祝活動 

  

 
 

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會員合影 

 

【本報芝加哥訊】「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於五月

一日假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舉行「共同召集人及秘書處會議」。來自美加各地的籌

備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及秘書處同仁齊聚一堂，交換意見，研討美加僑界慶祝活動多

項事宜和今後工作方針。 

 

于金山、崔競乾兩位共同召集人首先致詞說明在海外推動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

活動的意義以及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的工作目標。駐芝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申

佩璜受邀致詞，他除了歡迎來自美加各地的籌備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及秘書處同仁

外，並感謝大家熱情為中華民國百歲生日籌畫慶生。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陳永豐則

表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由文建會召集協調，他建議僑界儘早提出具體

計畫，亦可以將國內進行的活動擴展到海外。 

 

接下來的工作議程則由籌備會秘書長黃偉悌主持，他首先感謝前來與會的全體人員

在百忙中能撥冗參加此次會議，尤其是共同召集人周賢孟的日夜幫忙及共同召集人

王福權、陳素鉛夫婦的網頁協助。接著美加各地的籌備委員會負責人分別說明各地

籌備工作進度及計畫：美中地區主委關其煉和秘書長孫序彰說明工作進度；華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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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王震華則表示，己依據僑委會新頒佈的海外僑界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活動實

施計劃，擬定大華府地區的各項慶祝活動。西雅圖籌備會共同主席趙希文則表示，

西雅圖地區已於上月底舉行「春之晚宴」，為中華民國百歲生日暖壽。密西根召集

人孫絡典則說，密西根地區將分春夏秋冬四季推出六到八項包括繪畫比賽等活動。

休士頓主委張錦娟、劉秀美則表示，休士頓除了擴大舉行國慶餐會、遊行、升旗典

禮外，並計畫推出為期三天的功夫觀摩比賽，並將把活動內容製作成特刊。加拿大

聯絡人陳蔭庭則說明加拿大各城市的籌備情形，其中多倫多僑界將推出植梅花等活

動。美國西南地區籌備會秘書長高啟正亦談到了他們的植樹計畫，希望擴大辦理國

慶綜藝訪問團演出等建議。南加州籌備會共同主席廖聰明、明州召集人蘇秉輝及佛

州中華學人協會候任會長吳天順亦分別說明進度。 

 

本次會議主要重點在全美加僑界慶祝活動的討論。本次會議與會人員對相關慶祝活

動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包括地區性及全美加性，秘書長表示將會參考與會人員的意

見，確實規劃推動辦理各項決議的美加僑界慶祝活動事宜，以積極推動建國一百年

慶祝活動相關工作。此次會議決議十項美加全國性慶祝活動: 

 

1. 建議美加僑界在 2011 年元旦當天，在各地同步舉行升旗典禮，美東紐約時間

中午十二時，美西舊金山時間上午九點。通過本會將在全國性媒體刊登祝賀

廣告。 

2. 規劃環保聖火傳遞，追尋當年國父在海外奔走革命的路線。 

3. 建議國內有關單位針對海外僑胞製作一份 DVD，其內容應含括過去一百年的歷

史，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史蹟、國民政府統治中國大陸 38 年期

間，飽受軍閥割據、日本侵略、國共內戰的種種事蹟，另外當然是報導中華

民國在台灣 62 年的各項經驗與政績。 

4. 國內提供多套歷史圖片以便巡迴展覽，並協助本會編制海外僑民版紀念特

刊。 

5. 建議國內增強海外國慶綜藝訪問團陣容，並擴大辦理演出。 

6. 建議臺灣銀行發行建國百年紀念幣，並在海外銷售。 

7. 本會將組『建國百年回國祝壽團』，時間暫定在 3/29 前後。 

8. 捐款回國建立紀念碑及在美加各大城市地區植樹紀念。 

9. 聯絡全美中文學校協會辦理美加地區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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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劃讓海外年輕人共同參與慶祝活動。 

 

于金山、崔競乾是馬英九總統聘請的慶祝中華民國百年慶祝活動的兩位美加地區委

員，他們將參加五月十五日在台舉行的第二次會議，他們兩位將會把美加僑胞的意

見帶回台北，並希望全國委員會能撥資源給僑界運用。崔競乾並表示，明年亦是義

大利建國 150 年，以及休士頓的萊斯大學建校百年，建議各地籌委會可運用這些巧

合結盟共慶，擴大主流社會的參與。她並建議可以主流政界名人的「夫人」為邀約

對象，擴大文化交流的層面及影響力。美加僑界籌備會副秘書長張學海、巫和怡等

與會者一致通過慶祝中華民國百歲生日，應不分黨派，不分藍綠，廣納大家的參

與。 

 

會中並通過了修改會章，將聘請美加地區現任僑務委員為本會顧問。同時也討論並

決定「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大會將於八月

二十六、二十七日兩天在休士頓召開，進一步分享資訊及籌備進度。 

 

接著所有出席會議人員經審慎研商，特發表會議聲明。聲明中特別強調四項工作方

向：推動有指標性的建國百年系列活動；推動彰顯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推動

有助兩岸和平的建國百年活動；推動凝聚僑心的建國百年系列活動。聲明中也強調

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係由美加僑界人士共同組成之任務編組，具多元性、代表性，

為美加各界之交流平台。籌備委員會的主要功能為針對美加僑界建國一百年慶祝活

動進行討論，期能集思廣益、凝聚共識，彰顯美加僑界對建國一百年之重視，並藉

此形成全僑參與氛圍，獲致促進僑界團結和諧，強化美加僑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海內外攜手共築美麗願景之目的。 

 

最後，在會議結束前，于金山、崔競乾兩位委員特別感謝大家不辭辛勞遠從美加各

地前來芝加哥參加此會議，表現出美加僑界支持中華民國的決心。經過一整天的會

議，收穫豐盛，尤其感謝駐芝加哥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申佩璜處長和彭慎副處長全

程參與籌備會議，表現出辦事處對本籌備會議的關心與重視。更要感謝芝加哥僑教

中心陳永豐主任和林垙舞副主任、美中籌備會關其煉主任委員、芝加哥國父紀念館

劉天同董事長、芝加哥台聯會、及所有會工作人員的辛勞讓這次會議圓滿順利成

功。當然還有所有與會人員的參與，成就了這次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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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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供稿) 

 

http://www.washingtonchinesenews.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

rticle&id=100%3A100508b05&catid=34%3Alocalnews&Itemid=53&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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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改選 推新年度計畫 

塔拉哈西訊 

May 11, 2010  

 

 

塔城華人協會日前舉行理事會改選，並完成交接。該組織成立於 1997 年，協

會成員大多數是在美國留學畢業的華人專業人士。  

新上任的理事會表示今年計畫如下：保持、辦好原有的幾個傳統的年度活

動，如塔城春季遊行、春季燒烤春遊活動、亞洲節、中秋國慶晚會、中國春

節晚會。  

另為爭取更多華人參與。在條件許可情況下、開展更多的群眾活動，有每周

定點定時的排球、網球、羽毛球、圍棋、合唱團等活動。  

還有將加強和其他的華人組織的聯繫，包括塔城亞洲協會、塔城武術館、塔

城中文學校，FSU 中國學者學生協會等。共同開展活動擴大華人的影響。加強

和當地政府的聯繫、參與 2010 人口普查的推廣宣傳、參與當地社區的自願者

活動。  

該協會目前有 250 多戶入會，會員超過 500 人。社團理事每年一換由社團成

員輪流擔任。（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38636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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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廚藝巡迴講座 報名囉 

佛州訊 

May 11, 2010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主辦贊助的「2010 年中餐廚藝巡迴講座」將分別於本月

17 日至 21 日，以及 22 日至 24 日，在塔城和奧蘭多舉辦，主辦單位歡迎有

興趣人士報名上課。  

2010 年中華廚藝巡迴講座，邀請美食專家、暢銷食譜書籍作者程安琪及陳文

聰主講，程安琪的著作有：「廚房新鮮人」、「餡料 100：包起來的美味」、

「請客 Home Banquet」、「方便醬料輕鬆煮」、「上海媳婦的家常菜」等。  

陳文聰著作「飲料與調酒實務」。  

塔城活動由北佛州中華會館承辦，上課時間為 5 月 17 日至 21 日，詳情可洽

詢會長歐陽小美(850)893-0080，或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850)644-1508、

(850)385-7041。  

中佛州地區由佛州華商總會承辦，在奧蘭多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上課，時

間 5 月 22 日至 24 日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全程三天酌收材料費 20

元，亦可擇日參加，每日 10 元。報名及諮詢可聯絡華商總會會長陳建國

(407)973-0509、李素文(352)455-8895、江大崙(941)932-2169、廖柏虞

(352)408-6929、鄭淑惠(352)617-8272、張德增(407)810-7880、湯賢美

(407)859-8566、汪士毅(407)319-1688、林明賢(407)437-3677。  

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地址：2250 Principal Row, Orlando, FL 32837。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38636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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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行 7 萬民眾湧入 
塔拉哈西訊 

May 27, 2010  

 
塔城華人協會會員們組織龐大的隊伍，參加「塔城之春」遊行。  

（圖由徐向榮提供） 

 

塔拉哈西第 42 屆「塔城之春」春季大遊行，日前在塔城南北主道門羅街上舉

行，吸引了約 7 萬民眾湧入觀賞，場面十分熱鬧。  

今年共有 120 多個團隊參加「塔城之春」的遊行活動，包括有樂隊、花車、

徒步隊伍，以及警車、消防車、救護車等。活動中除了反映佛州歷史傳統的

南方美女花車、海盜船等，更表徵近年佛州多元文化日豐的現狀。  

在「亞洲協會」旗下的中國、日本、台灣、菲律賓、韓、泰、印度、巴基斯

坦等族裔居民的會員隊伍表現突出，塔城華人協會新增的舞獅隊更廣受民眾

歡迎。  

遊行從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參與遊行的隊伍依排列次序進場，路旁民眾則

以鼓掌、歡呼等為心儀隊伍鼓勵，氣氛熱絡，整個遊行活動一直進行到中午

12 時結束。  

今年遊行活動更促進一些相關活動舉行，如「Tallahasee Downtown Get 

Down」把數以萬計的人擠入市中心的街道上，他們吃著新鮮的海鮮和炸的海

產，順便享受現場音樂演出，同時欣賞露天舞蹈等，孩子們也在臨時組成的

兒童公園裏玩耍，歡樂聲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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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了解，「塔城之春」遊行的整個周末，共促進了市內達 500 萬元的消費。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71576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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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 25 歲 歷任校長同慶 

塔拉哈西訊 

June 03, 2010  

 

塔城中文學校歷任校長和貴賓們合影。立者從左至右為黃錦混、蔡建新、張

芳儀、張有源、王四川、何廷瑞、何邱美郁、鄭炳陸、唐玉清、林冠麗、朱

國雄、吳天順、吳孝中、張富美。 （圖：林佩璇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州大的「The Globe」舉辦 25 周年慶，師生家長及

各界人士與會致賀。  

當日除師生和家長參加外，校長黃錦混也邀請以前的老師和校長等擔任貴

賓，包括創辦人何廷瑞和何邱美郁夫婦，前校長鄭炳陸、唐玉清、朱國雄，

前副校長蔡建新和林冠麗，資深老師張富美等，前校長吳孝中、吳天順、王

四川、張有源目前仍是家長，前校長張芳儀是現任最資深的老師。  

活動由黃校長主持先介紹中文學校歷史以及貴賓們，接著各班老師帶著學生們

分別舉行學習成果展示和表演，博得滿堂采，最後大家享用由學生家長明園老板

準備豐富的餐點。 

 

塔城中文學校是一所獨立的僑校並不附屬於另一個僑團。2005 年前校長吳天順將

該校註冊為美國民間的組織，爾後從前校長張有源任期時該校開始買保險，如

此該校比較容易和佛州州大免費借用教室和籌辦暑期夏令營。目前該校已經由駐

邁阿密台北經文處和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合作連續辦過 5屆夏令營。許多師生和

家長們都留下難忘的回憶。 

 



 183

候任校長林佩璇將於 7 月 1 日正式上任。新學期將和佛州州大秋季班同步開

學，每周日下午 1點 30 分到 3點 30 分上課，詳情可用電子郵件和林佩璇連絡

(pmcgowin@gmail.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7841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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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塔城中校喜迎 25 周年 歷任校長受邀同慶 

 
 

2010 年 06 月 04 日 14:17

 
塔城中文學校歷任校長和貴賓們合影。（圖/林佩璇） 

  據美國《世界日報》消息，美國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的『The 

Globe』舉辦 25 周年慶典，該校師生、家長及各界人士與會致賀。  

  當天除了師生和家長參加慶典外，該校校長黃錦混還邀請了曾在該校任教的老師和校

長等人擔任貴賓，包括創辦人何廷瑞和何邱美鬱夫婦，前校長鄭炳陸、唐玉青、朱國雄，

前副校長蔡建新和林冠麗，資深老師張富美等。 

  其中，前校長吳孝中、吳天順、王四川、張有源目前仍是家長，前校長張芳儀是現任

最資深的老師。  

  

【來源：中國新聞網】

 

 

ht tp:/ /big5.hwjyw.com/info/content/2010/06/04/8160.shtml 



 185

 



 186

名廚塔城開講 慶台灣周 

塔拉哈西訊 

June 12, 2010  

 

圖片 1 / 2 

中餐廚藝講座上課的情形，四場講座示範了多道著名中菜，包括「三杯杏鮑

菇」、「猪肉鍋餅」、「軟溜魚帶粉」、和「水煮牛肉」、「紅燒牛肉麵」

等。 (圖由 May Tay-Himadi 提供) 

 

圖片 2 / 2 

「2010 年中餐廚藝巡迴講座」主講人和與會者合影。左起為陳文聰、Lisa 

Park、金志遠、程安琪、何邱美郁。 (圖由張巍勳提供) 



 187

塔城每年慶祝亞太裔傳統月台灣周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都會贊助不同團

隊到訪，今年爭取到「2010 年中餐廚藝巡迴講座」，邀請台灣首位在電視上

教授烹飪的名廚傅培梅女士的大女兒程安琪，和國立高雄餐旅學院副教授陳

文聰主講，廣受好評。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自今年初即開始爭取「2010 年中餐廚藝巡迴講座」到

塔城，確定講座主持人後，特別邀請北佛州中華會館主席歐陽小美和塔城台

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共商籌備事宜，務求辦好這次台灣周。  

何邱美郁還到亞洲協會的亞太裔傳統月籌備會中宣傳「台灣的茱莉亞‧柴爾

德(Julia Child)傳人將來塔城」，並向佛州州大國際事務中心主任 Cynthia 

Green 借「The Globe」作為講座開幕場地，邀請吳孝中翻譯、台灣學生會的

同學支援接待，也安排了四位攝影師（徐向榮、夏良宇、張巍勳、和 May 

Tay-Himadi）捕捉精彩鏡頭，同時還有兩家台僑開的中餐館支持此活動。  

程安琪曾和母親一同主持電視烹飪節目「傅培梅時間」，2004 年母親病逝

後，她持續傳授廚藝，著有：「廚房新鮮人」、「餡料 100：包起來的美

味」、「請客 Home Banquet」、「方便醬料輕鬆煮」、「上海媳婦的家常

菜」等。陳文聰著作有「飲料與調酒實務」。  

何邱美郁安排了四場廚藝講座：第一場示範「三杯杏鮑菇」、「猪肉鍋

餅」、「軟溜魚帶粉」、和「水煮牛肉」；第二場示範「醋溜明蝦片」、

「雞排扣飯」、「水煮牛肉」、和「燴干貝繡球」；第三場示範「三鮮兩面

黃」、「雞排扣飯」、「炒炒肉」、和「椒麻雞」；第四場示範「紅燴雞腿

排」、「避風塘大蝦」、「炒炒肉」、和「紅燒牛肉麵」。  

塔城社區學院副校長 Robin Johnston 夫婦、學院基金執行長 Margie 

Turnbull、縣議員 John Dailey、CBS 地方電視台周末新聞主編兼主播 Lisa 

Park、駐邁阿密台北經文化處組長金志遠，北佛州中華會館、台美協會、台

灣學生會，以及亞洲協會的成員都積極參與。何邱美郁表示此次活動能夠圓

滿成功，多靠大家幫忙，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類似的活動。(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91173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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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 夏至音樂日 
塔拉哈西訊 

June 15, 2010  

 

 

夏天即將來臨，塔城的首屆「夏至國際音樂日」（La Fete de la Musique

）將於本月 21 日晚間 6 時在 Mocking Bird Cafe 舉行，主辦單位歡迎民眾

參加。  

「夏至國際音樂日 」又稱為「法國音樂節」，源起法國，完全不同於其他音

樂節，因為它是全民參與的。該活動構想是由當時就職於法國電台的美國音

樂家 Joel Cohen 提出，1981 年總統大選過後，法國音樂舞蹈總監 Maurice 

Fleuret 向當時剛當選的文化部部長 Jack Lang 再次提出舉辦此音樂節的提

議並獲採納。於是在 1982 年，法國音樂節就在全國轟轟烈烈地開展起來。  

「夏至國際音樂日」發展至今，已在全球超過 350 個城市舉行，每年夏至這

一天，這些城市充滿音樂和歡樂，每個人都能與音樂來一次浪漫的約會。

Mocking Bird Cafe 地址 1225 North Monroe Street, Tallahassee。詳

情可查閱網址：www.aftally.org。（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793391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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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科學營 會太空人 

佛州塔拉哈西訊 

July 08, 2010  

 

哈里斯博士(後左一起)、佛州農機大學校長安摩斯(James Ammos)，和華裔

學生吳啟瑞(前左二)等五位學生代表共進午餐前合影。 

(圖由 Keith Pope 提供) 

  

聞名的艾克森美孚伯納德哈里斯科學夏令營(The ExxonMobil Bernard 

Harris Summer Science Camp)，今年第一次在塔城佛羅里達農機大學

(FAMU)舉辦。日前塔城三名華裔學生魏宇慈、施加瑩、吳啟瑞自 148 位各地

申請人中脫穎而出，得以參加這項為期兩周、包括住宿的「免費」科學夏令

營。  

該營創辦人哈里斯博士(Bernard Harris)是首位在太空漫步的非裔太空人，

今年 2 月 9 日，哈里斯在慶祝他太空漫步 15 周年時宣布，艾克森美孚公司將

提供資金給全國 30 所大學主辦科學營，讓 1500 多名中學生在今年夏天免費

參加。該營特色是給學生機會，了解大學校園生活，並激發他們對數學和科

學的熱情，俾能未來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兩周的塔城免費科學夏令營，共錄取 47 位由各校「數學」和「科學」老師

們共同推薦的優秀學生。哈里斯專程從德州休士頓趕來，和學生們分享他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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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工程和科學的經驗，並和包括吳啟瑞在內的五位學生代表共進午餐。該營

每日課程包括：自然科學、工程、數學、科技；活動包括：課堂學習、實

驗、專題研究、作文兼演講比賽，以及聽嘉賓演講等。  

該營的專題研究主題包括：水循環、氮循環、氫循環、二氧化碳循環、錳鋅

電池、碳鋅電池、氧化銅電池、鎘電池、蓄電池、光電池、燃料電池、鋰離

子動力電池等。作文兼演講比賽題目包括「我是誰」和「25 年後的我」。  

有關塔城夏季科學營詳情可電郵至 decatur.rogers@famu.edu，與負責人狄

科特‧羅傑斯博士 (Decatur Rogers)連絡。(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855220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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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誕辰郵票展 觀者留連 
塔拉哈西訊 

July 17, 2010  

 
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和塔城台美協會的攤位中，擺設「蔣故總統經國先

生百年誕辰紀念郵票展」，十分醒目。(圖由徐向榮提供) 

 

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和塔城台美協會日前聯合在塔城亞洲協會於佛州州

立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The Globe 舉行的慶祝活動中，推出「蔣故總統

經國先生百年誕辰紀念郵票展」，吸引與會者留連參觀。  

佛州州立大學台灣學生會和塔城台美協會的攤位是該活動最引人的攤位之

一，塔城亞洲協會邀請了許多個亞太裔的社團和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協

會共襄盛舉，有電視台記者來採訪，另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也來

祝賀。  

活動從上午 11 時開始，亞洲協會提供一些中式快餐供大眾享用。塔城亞洲協

會會長廖客來 (Clyde Diao) 首先致詞，歡迎 300 多位與會佳賓，接者與會

者欣賞表演節目，包括芭蕾舞、肚皮舞、菲律賓舞、泰國舞、印度舞、日本

舞、太極舞、中西樂器演奏、卡拉 OK 演唱等。  

展覽館中也展示了許多亞洲藝術品，整個活動長達 4 小時，場面十分熱鬧。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8794816/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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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肉粽、分享鳳梨酥....台美協會招待塔城民眾 

吳天順 

July 24, 2010  

 

塔城台美協會舉辦夏日活動，免費招待塔城民眾。圖為該會會長黃錦混(左立

者) 在活動中分粽子給予會者。(圖由張巍勳提供) 

  

【塔拉哈西訊】塔城台美協會日前在佛州州立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The 

Globe 舉辦夏日活動，免費招待塔城民眾，吸引百餘人參加，場面十分熱

鬧。  

此活動內容輕鬆，大家在炎熱夏天周末聚集在佛州州立大學話家常、會長黃

錦混全家日前剛從台灣回來，時差尚未調整過來，就忙著買糯米和粽葉，補

過端午節，並且免費招待許多非台美協會會員，會長夫人領軍包粽子和煮粽

子，塔城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們也在場散發宣傳單。  

活動廣告登在塔城民主日報上，吸引了不少當地非亞裔居民參加，更有競選

佛羅里達州第二地方法院法官的候選人凱倫‧吉佛斯(Karen Gievers)見報

導後，隨同夫婿前來拉票，為她準備今年 11 月 2 日美國中期大選活動暖身。  

活動從下午 2 時開始，台美協會提供一些中式餐點，還有台灣基隆中正國中

校長廖達鵬遠從台灣提供的基隆市著名李鵠餅店的特產鳳梨酥，供大眾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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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廖達鵬目前正在積極地籌備今年秋天率民俗技藝團來塔城進行第五度訪

問。  

駐邁阿密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曹立傑也期望擴大基隆中正國中民俗技藝

訪演團和塔城許多中小學校多次的文化交流，將成為基隆市和塔城姊妹市的

官方互動前奏曲。整個活動長達四小時才落幕。(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8869228/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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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橋界 為建國百年慶獻策 

【佛州訊】 

September 07, 2010  

 

部分佛州僑界代表在駐休士頓台北經文處長陳方正的官邸晚宴中合影。左起

依序為徐淑玲、錢開成、李非四、吳天順、廖唯志、葉國鈞及鄭義雄。 

(圖：徐淑玲提供) 

  

中華民國建國 100 年慶祝活動美加僑界籌備委員會，日前在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舉行，參加的佛州僑界代表們包括有來自邁阿密的僑務委員葉國

鈞、錢開成、李非四、倪崧岳，奧蘭多的廖唯志、鄭義雄和周淑媛夫婦，以

及塔拉哈西的吳天順及徐淑玲夫婦等，他們和近百名來自美加各地籌備委員

齊聚一堂交換意見，研討美加僑界慶祝活動規畫事宜和工作方針。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在會中對參加建國 100 年籌備會委員們表

達敬意，吳英毅表示，慶祝建國 100 年的主題活動，是在全世界 100 個國

家、個 100 個城市，傳遞環保聖火的慢跑行動，希望美加地區僑胞共襄盛

舉。僑委會也將全力配合僑社與美國主流社會所舉辦的百年國慶各項慶典活

動。台灣立委周守訓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感謝大家在海外齊心協力，一起辦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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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佛州地區將舉行的相關慶祝活動，僑務委員葉國鈞表示，和其他北美一

些大都會區將舉辦 100 項慶祝活動相較，佛州的慶祝規模較小，目前計畫中

的活動包括升旗典禮、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生功業展、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回顧

展、大邁阿密中華婦女會和珊瑚閣市博物館合辦書畫展等。  

此次會議主要重點在全美加僑界慶祝活動的討論，與會人士對相關慶祝活動

提出許多寶貴建議，秘書長黃偉悌表示，將參考與會人士的意見，推動辦理

各項決議事宜。  

會議討論了十項美加全國性慶祝活動：一、美加僑界在各地同步舉行 2011 年

元旦升旗典禮；二、規劃環保聖火傳遞；三、針對海外僑胞製作一份 DVD ；

四、提供多套歷史圖片，以便巡迴展覽；五、增強海外國慶綜藝訪問團陣

容，並擴大演出；六、發行建國百年紀念幣；七、組建國百年回國祝壽團；

八、捐款回國建立紀念碑；九、在美加各大城市地區植樹紀念；十、規劃海

外年輕人參與慶祝活動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ocal_story/9402800/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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