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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年前，本人有幸編輯了第一本 eBook「佛羅里達州中華學人鱗爪 -- (1) 」。真高興這兩

年ㄧ集的第三期 eBook「佛羅里達州中華學人鱗爪 -- (3) 」如期地出版了，這些整理好

的記錄可供給後來者作參考。 

筆者繼續幸運地，在近兩年內能夠搜集到《世界日報》佛州版主編兼記者陳文迪有關本會

許多活動的報導，自己在佛州各地參加僑界活動的報導，本會員們 (岑瀑嘯、穆椿榮、

鍾文義、和陳秀美等 ) 的文章，由呂賢修、李子方、和本人分別在北美版《世界周

刊》裏刊登了有關會員們生活點滴的三篇短文，與三篇由台灣來佛羅里達州參與活動者

的書面報告等共100多篇報導作為本期eBook的主要內容。 

內容中也包括了一個好消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日前公布佛州地區新增或續聘14

位僑務促進委員名單中包括了本會的周曼宜、劉廣然、和本人。 

感謝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長吳新興和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秘書蕭蓓如在百忙之中抽空贈賀

文。本人希望將會有相關報導繼續出版續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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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16 

(建國 105 年雙十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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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台灣」唱響奧蘭多 high 翻天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October 04, 2014 
 
 

 
節目 後全體揮舞國旗台上台下大合唱「愛拼才會贏」祝福中華民國國慶。(記者陳文迪/攝影) 

 

 
節目後全體演員和來賓們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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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 103 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璀璨台灣‧典藏金曲」演出，葉璦菱領唱陽光森巴。 

(記者陳文迪/攝影) 
 

 
慶祝中華民國 103 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璀璨台灣‧典藏金曲」演出，左起：陳思安、葉璦菱、劉明珠、

張瀞云合演戲鳳。(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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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璦菱走入觀眾席中，向觀眾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葉璦菱走入觀眾席中向觀眾致意，很受歡迎。(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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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璦菱的歌舞展現另一種魅力的性感。(記者陳文迪/攝影) 

 

 
 金嗓歌后以葉璦菱以華麗的歌舞登場。(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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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安演唱江蕙的歌曲，很有味道。(記者陳文迪/攝影) 

 

 
劉明珠演唱盈淚歌后姚蘇蓉的名曲「今天不回家和負心的人」，歌聲造型都神似。(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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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瀞云演唱鄧麗君的歌曲，笑容親切，甜美歌聲動人。(記者陳文迪/攝影) 

 

 
劉明珠模仿鳳飛飛維妙維肖，招牌動作重現巨星風采，令人懷念鳳飛飛。(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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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新在晚會中演唱歌謠教父洪一峰的經典歌曲。(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文化中心舉行的慶功宴中，文化訪問團員們合影，右五為團長賴麗瑩。(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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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 103 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璀璨台灣‧典藏金曲」，10 月 2 日晚在奧蘭多橡脊高

中(Oak Ridge High School)禮堂開唱，近 800 人與會聆賞。金嗓歌后葉璦菱、模仿鳳飛飛歌唱

的劉明珠、演繹鄧麗君歌曲的張瀞云、江蕙接班人陳思安以及新生代偶像歌手黃家新等風靡全

場，演繹典藏金曲，全場觀眾很 High，拍手唱和，掌聲不斷。當晚亦有歌謠及洪一峰、鄧麗君、

鳳飛飛等幾位巨星的影片介紹，氣氛感人。 
 

當晚，橡脊高中安排 60 人樂隊在門口迎賓，也有旗隊進場向來賓致意，氣氛莊嚴。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副組長江順琦、僑務組長李定勇夫婦與秘書林仕宜，

以及邁阿密多個社團的會長吳北才、蔡明亮等均專程與會，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諮詢委員

梅惠照，及中佛州社團代表亦出席踴躍，遠在塔城的吳天順等特別開了八小時車來奧蘭多，還有

一位僑胞專程從加州來追星。 

 

當天是訪問團演出的第 10 站，主持人 Terry 說奧蘭多是 開心一站，陽光之州的僑胞，熱情有

如太陽一般火熱，讓他們溫暖難忘。 

 

晚會前段由徐美蟬主持，佛州華商總會會長劉正民因在台灣，由前會長陳建國代表致詞，他特別

向聯合主辦捐款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社團等贊助單位致謝。接著王贊禹、訪問團團長、僑委會僑

教處副處長賴麗瑩及楊喬生分別致詞，祝福僑胞，並分享該團展示台灣文化實力與僑胞共慶國慶

的喜悅。會中互送紀念品，並頒獎表揚在台灣捷運事件中英勇救人的英雄。 

 

隨後開始表演節目，由陳思安以懷舊台灣歌謠開唱，並演唱多首江蕙的歌曲，分享她早年賣藝的

經歷，她表演各種廣告的聲音、留聲機、各行各業，尤其選舉的助選和拜票等，讓人懷念台灣街

頭巷尾的生活趣味。 

 

後演唱「愛拼才會贏」壓軸，全體與會者揮舞國旗，台上台下大合唱，並高呼口號，一起祝福

中華民國國運昌隆。隨後，在文化中心舉行慶功宴，團員及數十僑胞與會，大家聯誼交流，團員

們並應僑胞邀請合影，氣氛溫馨。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877862/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璀璨台灣 唱響奧蘭多 high 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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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周五亞洲音樂舞蹈會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09, 2014  

 

2004 年創立的塔城亞洲協會將於 10 月 10 日 (周五)晚間 7 時至 9 時在威斯敏斯特橡樹中心

(Westminister Oaks Maguire Center)，舉辦「亞洲音樂舞蹈欣賞會」，以及 10 月 11 日(周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劉易斯和布洛克瑟姆公園公園(Lewis and Bloxham Parks)舉辦「第十

屆塔城亞洲節慶祝活動」。 

 

今年為塔城亞洲協會成立十周年慶。除了照往例在白天舉辦第十屆露天亞洲節慶祝活動， 還增加

夜間室內表演欣賞會。日間活動免費，夜間活動每人 10 元，學生及耆老 5 元。活動詳情包括節

目單，可上網查詢：www.asiantlh.org/，或聯絡 Ms. Aurora Torres-Hansen，電話：

(850)321-1114，電郵：auroratorreshansen@gmail.com。 

 

台灣基隆中正國中 41 人的文化大使團將第六度來塔城共襄盛舉，交流文化。駐邁阿密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也將應邀出席 11 日中午開幕式並以貴賓身分致詞。Westminster Oaks 

Maguire Center 地址：4449 Meandering Way, Tallahassee, FL 32308。Lewis and Bloxham 

Parks) 地址：Intersection of South Monroe St and East Park Ave, Tallahassee, FL 32308。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23594/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塔城周五亞洲音樂舞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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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國中民俗團 塔城露一手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11, 2014  

 

 
林庭安細心教導校長布倫(Bullen)體驗扯鈴。(吳劭文提供) 

 

 
基隆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副團長廖達鵬(左)致贈紀念品，由 Gretchen Everhart School 

校長布倫(Bullen)代表接受。(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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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 學生上台參與訪問團演出，圖為許堯鈞 (右)指導小朋友學習。(吳劭文提供) 

 

台灣基隆市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 6 日晚抵塔城，參加第十屆塔城亞洲藝術節演出及校園訪

演活動。該團由副團長廖達鵬領隊，包括四位老師吳劭文、陳惠珠、廖宏毅、林品緯以及

36 名學生。 

 

訪問團行程緊湊，在當地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安排下，訪問團參訪塔城市中心挑戰學習中

心(Challenger Learning Center)、佛州州政府辦公室與佛州歷史博物館，讓全團師生在

與當地學生交流前，對佛州和塔城有進一步認識。 

 

該團 8 日上午應邀在 RAA Middle School 體育館演出，表演扯鈴、陀螺、跳繩三個項

目。表演過程中，台下學生與老師均驚歎不斷，看著扯鈴在空中隨意飛舞，陀螺精準的回

落架上，表演學生更在錯綜複雜的跳繩舞步裡，從容又井然有序的變化動作，如同精靈般

的身姿，令人印象深刻，留給 RAA 全體師生難忘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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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轉至 Gretchen Everhart School。該所學校很不一樣，大多數學生需要特別照

顧，全校從幼兒班到高四班，共有 209 名學生，學生和老師的比例為 7 比 1。在用餐前，

該校校長布倫(Jane Floyd Bullen)熱心的帶領全體團員參觀校園和各班學生，讓團員們感

受深刻，也體會到自己多麼幸福。 

 

訪問團以精湛表演回應，並指導交流，讓大家學習扯鈴；Gretchen Everhart School 的

師生則以熱情掌聲感謝訪問團到訪和分享。民俗訪問團副團長廖達鵬代表致贈紀念品，由

校長布倫代表接受。(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39142/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台國中民俗團 塔城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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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國中民俗團 塔城繩采飛揚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14, 2014  

 

 
民俗團表演跳繩絕技「繩采飛揚」。(吳劭文提供) 

 

 
民俗團舞蹈演出「鈴轉乾坤」。(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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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校長芙瑞德芮克森 (Julie Fredrickson，右) 贈感謝狀給民俗訪問團副團長廖達鵬 (左)。(吳劭文提供) 

 

 
民俗團演出舞蹈「絹花報喜」，十分喜氣。(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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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團演出舞蹈「陀螺千千轉」。(吳劭文提供) 

 

 
國際學生事務部主任婕蔘(Ms. Betty Jensen，立者) 親切接待民俗團。(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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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團演出舞蹈「牧野風情」。(吳劭文提供) 

 

 
民俗團表演舞蹈「飛龍在天」。(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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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CC 演出後，民俗文化團與學校代表合影留念。(吳劭文提供) 

 

台灣基隆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 9 日參訪藝術與科學學校(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簡稱 SAS)

及塔城社區大學(Tallahassee Community College，簡稱 TCC)，並作扯鈴、陀螺、跳繩等民俗

表演及民族舞蹈演出，以及文化互動交流，獲得熱烈回響。 

 

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當天上午參訪 SAS。該校非常重視民俗團到訪，從進入校園起即親切接待，

演出及交流等亦有妥善準備和安排。 

 

訪問團除了扯鈴、陀螺和跳繩外，還特別安排民俗舞蹈。整場表演吸引學生，隨著表演熱情回

應，每一個拋鈴，都讓孩子們興奮，歡呼聲隨著陀螺架上磚塊的高度增加而遞增，甚至為跳繩動

作的完成從座位上躍起。全場歡呼聲不絕。 

 

SAS 亦安排該校學生表演舞蹈，他們自信的笑容與出色表演，讓團員們印象深刻，得到學習；在

表演結束時，全體起立鼓掌互相鼓勵。隨後，SAS 安排兩校學生一對一交流，並且進入教室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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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課。當天午餐由 SAS 的家長們提供，在午餐後束參訪，兩校學生依依不捨揮手話別。 

 

當天下午參訪塔城社區大學，該校國際學生事務部主任婕森 (Ms. Betty Jensen) 特別為訪問團團

員們安排舒適的休息空間、美味點心及安排精通中文的校園大使導覽。當晚訪問團以 90 分鐘節

目表演，讓該校師生及塔城民眾驚豔。 

 

該場演出在全新寬敞的體育館登場，為塔城訪問的首場完整演出，訪問團依序演出鈴轉乾坤、陀

螺千千轉、 

 

繩采飛揚，並穿插飛龍在天、巧嬉絹傘、牧野風情、絹花報喜等民俗舞蹈，獲得滿堂熱烈掌聲。 

 

演出後，團員們和兩位 TCC 副校長施爾契 (Sally Search) 和史洛恩 (Barbara Sloan) 、婕森等，

及所有接待家庭合影留念。 

 

回到休息室後，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更準備手工飯糰為大家加油，為塔城大學的參訪之旅，畫

下溫馨美好句點。(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49056/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台國中民俗團 塔城繩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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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高中返校節 吳啟瑞膺王子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21, 2014  

 

 
23 名里昂高中返校節代表合影，吳啟瑞 (左四) 是當選者中唯一的亞裔學生。(徐淑玲提供)  

 

 
2014 年里昂高中返校節代表王子、三年級華生吳啟瑞(左)，與公主芭挈樂 (Zory Batchelor) 。 

(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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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里昂高中(Leon High School)三年級華生吳啟瑞當選該校 2014 年度 23 位返校節王

子(Home Coming Court-Prince)之一，是唯一亞裔。 

 

吳啟瑞是里昂游泳校隊的成員，品學兼優，他的父親是僑務促進委員、前佛州中華學人協

會會長吳天順。 

 

里昂高中成立於 1871 年，自 1916 年起組織美式足球隊，隨後，每年在「校友返校慶祝

校慶日」(Homecoming)的比賽中場，表揚由全校投票選出的學生代表(Court)，並作加

冕。一般被提名的候選人均是對學校有貢獻的學生，以無記名投票競選。 

 

今年里昂高中返校節代表(Homecoming Court)的加冕儀式安排在考克斯體育場 (Gene 

Cox Stadium) ，里昂高中與來自 200 哩外的彭薩科拉市(Pensacola)埃斯坎比亞高中

(Escambia High School)校隊的美式足球賽中場舉行，由里昂高中學生政府協會監督史都

華特(Joshua Stewart)主持。 

 

他歡迎來賓並感謝男仕服飾屋(Men's Wearhouse)提供晚禮服給四年級當選學生，並簡介

返校節代表候選人的競選資格，不但要品學兼優，課外活動有成就， 重要的是「有人

緣」，才能競選成功。 

 

23 位當選人依男女、不同類別，走過由該校預備軍人所持軍刀搭起的刀陣拱門紅地毯通道

進場。一二三年級代表三男四女，分別封為王子和公主。另外國王、王后、公爵及公爵夫

人等共 16 位，並有兩位紳士(Gentleman)及甜心(Sweetheart)，均為四年級生。加冕儀

式進行約 20 分鐘，隨後繼續比賽，里昂中學以 28 比 35 輸給客隊。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82118/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里昂高中返校節 吳啟瑞膺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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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第 10 屆亞洲節 圓滿閉幕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October 23, 2014  

 

 
劉嘉峰表演花式跳繩技藝精湛。(江順琦提供) 

 

 
中正國中學生表演安全帽花式陀螺。(江順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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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化節中泰國藝表演樂器演奏。(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亞洲文化節中，佛州大學全球中心也在現場設攤。(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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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表演中兩位辣妹的肚皮舞很精彩。(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中國的古箏隊音樂琮淙令人陶醉。(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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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藝的表演有採高翹舞蹈，很吸睛。(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奧蘭多日本太鼓隊的鼓舞之一。(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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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應邀致詞。(江順琦提供) 

 

 
中正國中之團體花式跳繩表演。(江順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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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中演出結束後謝幕。(江順琦提供) 

 

 
團體花式陀螺表演。(江順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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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雯表演花式扯鈴。(江順琦提供) 

 

 
葉子睿與黃翊暢表演花式陀螺。(江順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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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體驗亞洲風情—第 10 屆亞洲節(2014 Experience Asia-10th Annual Festival)日前在塔城

圓滿閉幕，包括中印日韓菲、錫蘭、台灣、泰國及美國等各地均有代表參加，以文化節目展演及

美食和文化攤位分享亞裔文化，與當地社區交流。台灣基隆中正國中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應邀

主場演出，表演吸睛。 

 

亞洲藝術節由塔城亞洲聯合會(Asian Coalition of Tallahassee)主辦，除了亞裔的文化大展，當天

吸引各界在現場設攤，政府選舉中心也在現場提醒民眾記得投票，作登記及諮詢輔導，佛州大學

也在現場進行全球學習中心教育導覽，另外還有許多單位，都藉著數以千計的人潮交流及分享，

現場氣氛熱鬧。 

 

有興趣者可上網欣賞現場活動剪影及攝像剪輯，網址：www.asiantlh.org/，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pages/Asian-Coalition-of-Tallahassee/114480355243950。 

 

該活動分室內及室外，日間在布魯斯布拉克漢公園(Lewis and Bloxham Parks)進行亞洲藝術大

展，舞台展演及文化攤位同步進行；夜間則在威斯米特爾橡樹中心(Westminister Oaks Maguire 

Center)舉辦「亞洲音樂舞蹈欣賞會」。 

 

中正國中青訪團在兩處均有盛大演出。該團為第三度受邀參加慶典，今年由中華民國民俗體運運

動協會理事長廖達鵬領隊，一行 41 人，陣容浩大，獲得主辦單位熱烈歡迎。中正國中青少年民

俗訪問團在上午及下午各表演一場，包括花式扯鈴、花式跳繩、雨傘及花式陀螺等，技藝精湛，

奇招百出，現場驚嘆與喝采聲此起彼落，掌聲不斷。 

 

當天活動，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亦應邀代表辦事處致詞，他表示，感謝主

辦單位盛情邀請，讓兩國能夠有深度文化交流的機會。 

 

中正國中青訪團此次來訪亦行囊滿載，透過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及塔城台美協會會長

黃錦混聯繫協調，團員們悉數被安排到當地居民家中寄宿，讓他們體驗美國的家居生活，學習實

用英文和文化交流。另外，為響應塔城市長夫人馬克斯(Jane Marks)的善心，青訪團也到威斯米

特爾老人院(Westminster Oaks)義演，與院中耆老共度一個愉悅溫馨的夜晚。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94636/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塔城第 10 屆亞洲節 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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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文化交流 喜迎台國中學生 
塔拉哈西訊 

 

日前，專訪台灣基隆市中正國中民俗運動訪問團接帶家庭 Wirgau 夫婦大衛和瑪莎(David & 

Martha)，有機會向他們介紹訪問團和塔城亞洲協會並報導接帶家庭的心聲。 

 

1980年，專業電子科的中正國中數學老師廖達鵬成立課外體育活動的民俗班。在還是聯考的年

代，升學主義觀念深植人心，學校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練習民俗才藝，同時也給予課業上的輔

導，使得學生在體育活動與學業兩者兼顧。1981年，台灣的民俗體育開始正式出國表演。在同年

的「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選拔賽，中正國中民俗班取得代表台灣到東南亞與美國等地進行表

演的資格。1999年，台灣政府邀請該校民俗運動訪問團來塔城參加佛羅里達州第43任州長傑布‧

布什Jeb Bush就職慶典禮表演活動和遊行。2006年，塔城中文學校夏令營經由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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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運動訪問團，塔城台美協會黃錦混會長經過一年多的聯

繫，並於2007年暑假親自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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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今年已經是第四次了) ，其他兩次為2009年和2012年，並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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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中正國中民俗團，僑務

諮詢委員徐彩惠和夫婿吳詩在、以及駐邁經文處成員組成的遊行隊伍，獲得該遊行非營利組織首

獎「安德魯‧傑克遜獎」。黃會長每次特別安排20多個塔城家庭接待來訪的民俗運動訪問團，節

省了團員在塔城期間的食宿費用。學生家長為了鼓勵這些品學兼優的孩子們大約自費3,000美

元包括到奧蘭多世界 大的狄斯耐樂園遊玩。塔城台美協會真心、愛心、和用心的 「落地招

待」相當成功地促成台美文化交流。 

 

塔城亞洲協會是由來自菲律賓的華裔廖客來(Clyde Diao) 於 2004 年成立。當時，前塔城中文

學校校長吳天順率塔師生與家長參加第一屆由該會主辦的亞洲節。隨後，吳天順已參加了上百

次的亞洲節籌備會，同時也擔任過財務長和審計長，目前職務是負責募款活動。一次亞洲節

需要八千到一萬美金的開銷，需要許多的贊助，例如：塔城田中夫婦 (源藏和美喜子) 和日本駐

邁阿密領事館每年買廣告和邀請奧蘭多日本太鼓隊來表演，太鼓隊的演出已成為塔城亞洲節的特

色，日本領事館也有代表全程參加並在日本攤位和民眾互動，今年來的領事高木雅夫先生負責公

共關係及文化事務；身為僑務促進委員的吳天順也請亞洲協會現任會長由印度裔的蘇麻‧孫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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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Soma Sundaram)邀請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代表出席亞洲節和以貴賓身分在開

幕式致詞，結果促成了駐邁阿密辦事處的副處長江順琦與夫人倪美容和秘書林仕宜同來共襄盛

舉；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捐其著作「夢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he Dream)義賣贊助，由佛

州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主任 Cynthia Green 在亞洲節主辦單位的攤位上負責。近幾年

來都有超過一萬五千民眾來同樂。 

 

以下的專訪可以看出如何經由中正國中民俗訪問團跳繩專長的陳昱瑄寄住在 Wirgau 家庭的過

程和 Wirgau 夫婦的心聲。 

 

Wirgau 夫婦在 5 年前到過台灣， 5 個子女也在台灣生活了 2 年。當時，先生在大學裏學習中

文，家人培讀並參加當地的大學相關活動。目前，他們已回到塔城。12 年級的女兒莉迪亞 

(Lydia) 和 11 年級的女兒利亞 (Leah) 已修完了美國大學理事會 College Board 提供 4 學年的中

文課程 AP Chinese。Wirgau 夫婦很高興他們的女兒們能和說標準中文的昱瑄來交談，尤其是餐

桌上的中文對話更是令 Wirgau 夫婦倆特別高興。Wirgau 夫婦談到昱瑄時，高興地指出昱瑄是

個令人感到喜悅的孩子和與昱瑄互動有數不完的樂趣。Wirgau 家庭的責任是安排昱瑄早晚餐和

接送她去參加台美協會安排每日參加的活動。每日的行程計劃已在多日前由台美協會安排好。寄

宿的昱瑄就好像家庭其他孩子一樣需要上學和參加課外活動，然後晚上在家過夜。唯一不同的是

昱瑄要到不同的塔城初中去交流。每天上午 Wirgau 夫婦送昱瑄到當天第一個活動的地點，下午

到當天 後活動結束的地把昱瑄接回家，接回的時間取決於當天的行程。例如：星期三下午二時

半，就可接回昱瑄並且 Wirgau 夫婦邀請她去幫忙代表林肯高中參加游泳比賽的大女兒莉迪亞加

油。在比賽場地，巧遇另一位里昂高中華裔游泳選手吳啟瑞；星期四要晚上八時半才可接昱瑄回

家，因為當晚有公演而 Wirgau 家庭成員也有機會欣賞到昱瑄精湛的跳繩的就技巧。星期日上

午，昱瑄和 Wirgau 全家大小一同上教堂參加主日學。歡樂的 6 天時光很快地過去了。星期日下

午，當巴士把昱瑄載走時，Wirgau 家庭成員都掉下眼淚。這一個 14 歲的台灣學生不但進入了

Wirgau 的家庭也已經深深地進入了他們的心房。這場互動的經歷後 Wirgau 夫婦希望他們交流

的關係能繼續，甚至打算去台灣看望昱瑄的家人。Wirgau 夫婦期望明年有機會再接待台灣來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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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陳昱瑄和 Wirgau 全家大小一同上教堂參加主日學後合影。左起：莉迪亞 、瑪莎、大衛和、班傑

明、 陳昱瑄、喬納森、和利亞。 (Martha Wirgau 提供) 

 

 
圖二：陳昱瑄去幫 Wirgau 家庭的大女兒莉迪亞 (前左 ) 游泳比賽加油，巧遇另一位華裔游泳選手吳啟瑞 

(前右) 。 (Martha Wirga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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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捐其著作「夢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he Dream) 在塔城亞洲節主辦單位

的攤位上義賣。由佛州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主任 Cynthia Green (坐者右) 負責。 (吳劭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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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之光徐祖慈 慶 30 年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October 23, 2014  

 

 
奧蘭多市長戴爾(Buddy Dyer，左)頒發褒揚狀給徐祖慈(右)及其公司，稱讚他為「奧蘭多之光」。 

(劉程驥提供) 

 

 
奧蘭多市議員史都華特(Robert Stuart,左)出席致賀。(劉程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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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名家楊瑞(左)與吳珞(右)表演國樂二重奏。(劉程驥提供)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日前舉辦 30 周年慶開放日特別活動，慶祝他創建的徐祖慈建築事務所和集團

(CTHsu & Group)30 周年。會中以「當東方碰上西方…」(When East Meets West…)為主題，除

了開放公司大樓讓各界參觀，也安排中西合璧的餐飲、古箏、二胡和豎琴、吉他樂團等，與賓客

同歡，與會者均開心稱讚有機會共享東西文化氣息濃厚的音樂及美食盛宴。 

 

當天東方音樂代表為奧蘭多的音樂名家楊瑞與吳珞夫婦，他們以二胡和古箏共譜中西樂曲，旱天

雷、梁祝、空山鳥語、紮紅頭繩和洋基嘟嘟(Yankee Doodle)等，西方音樂由蘇格特及其領導的

一月樂團(Dr. Sandy Shugart) ，演奏許多名曲，令人陶醉。  

 

奧蘭多市長戴爾(Buddy Dyer)及議員史都華特(Robert Stuart)均出席致賀，戴爾並頒發褒揚狀給

徐祖慈，稱讚他為「奧蘭多之光」，不論設計或建築均獲獎無數，從國際機場、各級學校和政府

建築，以及世界設計中心等，為佛州留下美好及可傳承的建築精品。 

 

徐祖慈在致謝詞時，感謝他的公司團隊的和諧團結努力，各界的支持、鼓勵和友誼，尤其許多顧

客的信任和支持，讓他們走過 30 年，度過經濟緊縮的危機。他說， 大的收穫是得到支持和友

誼。有關活動剪影可瀏覽網頁：www.cthsu.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94590/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奧蘭多之光徐祖慈 慶 30 年  



46 
 

塔城市長卸任 25 日歡送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23, 2014  

 

 
歡送塔城市長約翰‧麥克斯的海報。(廖客來提供) 

 

 

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即將卸任，他與 8 月底選出的候任市長吉爾樂(Andrew 

Gillum)的交接典禮將於 11 月 21 日舉行。 

 

麥克斯已連任三任市長共 12 年，頗受愛戴，塔城市府將於 10 月 25 日(周六)晚間 5 時起

至 8 時，在瀑布公園(Cascades Park)舉行音樂歡送會為他送別，該活動向大眾開放，有

音樂節目及簡餐等，免費進場，停車亦免費。 

 

主辦單位歡迎各界參加，可上網報名：TwelveYearsofService@talgov.com。 

 

塔城亞洲協會創會會長廖客來(Clyde Diao)呼籲亞華裔民眾踴躍出席，Cascades Park 地

址：1001 S Gadsden St, Tallahassee, FL 32301。(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5994580/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塔城市長卸任 25 日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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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血統 塔城市長尋求支持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25, 2014  

 

 
吳天順(右)和徐淑玲(左)夫婦贈送「塔城鱗爪」給格溫•葛理翰 (中) 。(徐淑玲提供) 

 

 
塔城市長夫婦與葛理翰父女合影。左起：塔城市長夫人珍‧麥克斯、鮑勃‧葛理翰、佛州第二選區美

國眾議員候選人格溫‧葛理翰(Gwen Graham)及塔城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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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將屆，各處選情激烈，塔城眾議員選舉，兩位候選人民調指數以 55 平分秋色，亞裔血

統的塔城市長珍‧麥克斯(Jane Marks)日前在其宅第舉辦聚會，為挑戰現任眾議員紹森聯

(Steve Southerland)的候選人格溫‧葛理翰(Gwen Graham)，向亞裔選民拜票，尋求支

持。 

 

佛州第二選區共有 60 多萬居民分布在塔城附近 14 個縣，亞裔人口比率雖然只佔 1.2%，

目前選戰激烈，更顯示亞裔選民的重要和關鍵。 

 

前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和徐淑玲夫婦亦出席聚會，他在會中以「塔城鱗爪」送給

格溫‧葛理翰。該集子收錄自 2007 年起在世界日報刊登過的塔城華人新聞，葛理翰對華人

幫助佛州第九選區州眾議員維西琳達 (Michelle Rehwinkel Vasilinda) 、塔城麥克斯市長

和里昂縣縣議會副主席林德利 (Mary Ann Lindley) 競選成功的報導特別有興趣。 

 

珍‧麥克斯的母親來自菲律賓，是首位嫁至塔城的亞裔婦女，母女倆在亞裔社區頗活躍。塔

城市長以亞裔女婿自居，此回選情告急，麥克斯夫婦特別幫忙助選，向亞裔同胞請求支持

格溫‧葛理翰。麥克斯也分享與葛理翰家庭長期的友誼，遠溯自 1979 年，當年葛理翰的父

親鮑伯‧葛理翰 (Bob Graham) 擔任佛州州長時，任命約翰‧麥克斯 (John Marks) 為佛州

公共服務委員會委員，為他開啟以後的從政生涯。 

 

格溫特別感謝亞裔友人支持，她分享從她父親任佛州州長和美國參議員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的政治生活經驗中的學習，以及她自己的競選經歷。她提到時間緊迫，希望大家大力幫忙

後衝刺，給她機會為大家服務。當晚，前州長葛理翰也陪女兒格溫與會，在餐敘中與出

席者交流，力挺格溫進軍國會，氣氛溫馨。(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005150/article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亞裔血統 塔城市長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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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灣中校 30 周年慶秀成果 

【墨爾本訊】 
November 01, 2014  

 

 
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右)贈送禮物給僑務組長李定勇(左)，感謝僑委會支持。 

(棕櫚灣中文學校提供) 

 

 
小朋友表演小提琴演奏及歌唱。(棕櫚灣中文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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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30周年慶活動中老師和學生合奏提琴協奏曲。(棕櫚灣中文學校提供) 

 

 
中校人員和與會貴賓合影。左起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中校創辦人薛正凱，僑務組長李定勇夫婦，右一校

長陳昭志教授，右二前校長穆椿榮。(棕櫚灣中文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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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30周年慶，部分學生及家長及與會來賓合影。(棕櫚灣中校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日前在佛州理工大學的航太科學大樓大禮堂舉辦30周年慶，師生家長及各

界人士與會致賀，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僑務組長李定勇專程出席鼓勵；

當日該校創辦人及前校長均回校共慶，一起回顧30年成長足跡，中校各班學生並展示中文學習成

果及才藝，贏得滿堂采。 

 

當天活動由校長陳昭志主持，他歡迎各界來賓與會，感謝各界長期支持華人教育，並簡介中文學

校歷史，特別介紹中校創辦人薛正凱及其夫婿穆椿榮、前校長沈春庭、前副校長鄔依萍、資深老

師、陳淑緩、童宗霓和王思敏，以及 資深的老師張惠蒨。 

 

接著各班老師帶著學生們分別舉行學習成果展示和表演，其中有台灣、中華民謠演奏及小提琴協

奏和歌唱等，博得滿堂采。 後，大家享用由學生家長準備的和紅薑花中餐館供應的豐富餐點。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目前有五班，包括幼稚班、大中小各班和學藝班等，獲佛州理工大學免費

借用教室，讓中校減輕不少開銷，才得已維持一學期90元的便宜學費。該校亦獲駐邁阿密台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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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處支持，長期合作，推廣海外華文教育及文化，前校長穆椿榮於2002年協助成立「佛羅里達中

文學校聯合會」，曾舉辦暑期夏令營和教師研習會等。 

 

當天的慶祝活動共6小時，詳情可瀏覽該校網站，網址：www.flsccaa.org/chinese_school。 

 

棕櫚灣中校每周日下午2時至5時上課，新學期均和佛州理工大學同步開學，需要詳情者可聯絡校

長陳昭志，電郵信箱：cheng@brevardcc.edu。(穆椿榮)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035048/article-

%E6%A3%95%E6%AB%9A%E7%81%A3%E4%B8%AD%E6%A0%A130%E5%91%A8%E5%B

9%B4%E6%85%B6-%E7%A7%80%E6%88%90%E6%9E%9C?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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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規畫未來 
【奧蘭多訊】 

November 06, 2014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在徐祖慈建築事務所舉行新年度第一次理事會，部分與會理事合影。 

左一為會長穆椿榮，右一前會長徐祖慈。(穆椿榮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理事會後在嘉麟閣餐敘，部分與會理事及家屬合影。前排左坐者為薛正凱，右坐者徐淑

玲，後排左起：劉英、穆椿榮、李守平、吳天順、徐祖慈和周禮。(穆椿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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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1日下午，在徐祖慈建築事務所舉行新年度第一次理事會討論會務餐敘規劃未

來，隨後並在嘉麟閣餐敘，氣氛溫馨。 

 

該會議由新會長穆椿榮主持，他首先祝賀學人協會新紀元的開始，並介紹新團隊成員，包括財務

長李守平、祕書長吳天順、和夫唱婦隨的會長太太薛正凱等。當天與會理事還有徐祖慈、劉英、

鍾文義、周曼宜、周禮，以及打電話參加會議的劉廣然等理監事。穆椿榮雖是首度為中華學人掌

舵，但早在四年前，即已在該會擔任祕書長協助執行行政工作，亦任候任會長兩年，熟悉會務，

當天會務討論相當順暢。 

 

當天提案討論項目有：如何善用顧問團隊、財務報告、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中的501(c)(3)條款申

請「佛州中華學人基金會」進展、回顧上屆年會和年度收支檢討、籌辦「中國文字演進-胡進杉書

法展」、研討「組佛羅里達州科技經建團到台灣參訪」的可能性、創建名譽顧問組、參加駐邁阿

密台北經文處到全佛羅里達州各地參與科技、文化，與經建活 

動並介紹中華學人協會和吸收會員等，與會者均踴躍發言，交流熱烈。 

 

會後，與會人員在嘉麟閣餐敘，循例邀請眷屬參加，大家閒談聯誼，氣氛溫馨。(穆椿榮)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063110/article-

%E4%BD%9B%E5%B7%9E%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

%94%E6%9C%83%E8%A6%8F%E7%95%AB%E6%9C%AA%E4%BE%86?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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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葛理翰當選國會眾議員 
【塔拉哈西訊】 
November 06, 2014  

 

 
吳天順(右)參加格溫‧葛理翰(左)募款活動時與她合影。(徐淑玲提供) 

 

國期中選舉4日結束，在民主黨噩耗連連下，包括塔城在內的佛州第二選區的國會眾議員、民主

黨候選人格溫‧葛理翰(Gwen Graham)，以12萬5132票 (50.44%)，險勝現任共和黨眾議員紹森聯

(Steve Southerland)的12萬2939票(49.56%)，差距僅2193票、0.88%。 

 

格溫父親、前佛州州長葛理翰(Bob Graham)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大學中心俱樂部(University 

Center Club)舉辦勝選慶功宴，向支持者致謝。他表示：格溫以18個月的努力，從7%勝選的機

會，到以125,132票成為該選區有史以來首位女國會眾議員，他以女兒為榮。 

 

日前參加格溫亞裔募款餐會的塔城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表示，當選情激烈、候選人民調指數以55

平分秋色時，格溫特別向亞裔選民拜票，尋求支持是明智之舉。佛州第二選區共有60多萬居民分

布在塔城附近14個縣，亞裔人口 

比率雖然只占1.2%，但在這次選舉中，再度顯示亞裔選票的重要性。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063100/article-

%E6%A0%BC%E6%BA%AB%E8%91%9B%E7%90%86%E7%BF%B0-

%E7%95%B6%E9%81%B8%E5%9C%8B%E6%9C%83%E7%9C%BE%E8%AD%B0%E5%93%

A1?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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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宴請志工 
【塔拉哈西訊】 
November 27, 2014  

 

 
塔城亞洲協會第10屆亞洲節慶功宴會場上參加者排隊拿餐飲。(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亞洲協會第10屆亞洲節慶功宴會場上參加者享用美食、閑話家常。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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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拉姆(左一)在第10屆亞洲節慶功宴開場致詞前和 

部分志工合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拉姆在第10屆亞洲節慶功宴開場時致詞。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亞洲協會23日下午在佛州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稱FSU) 的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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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動中心舉辦第10屆亞洲節慶功宴，約80位來自塔城台美協會、日本學生會、印度協會、菲律

賓協會、FSU學生以及許多組織的志工參加，會上並邀請大家參加12月6日冬季夜間大遊行。 

 

印度裔的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拉姆(Soma Sundaram)表示，慶功宴本該在10月份舉辦，

但大家的時間都很緊，排不出來，只好延到感恩節前的周末。 

 

蘇麻感謝大家支持今年亞洲節的活動，並簡報籌備中的活動，包括由塔城市政府舉辦12月6日冬

季夜間大遊行、明年2月21日FSU第20屆國際節慶祝活動等。塔城亞協會已參加過多次塔城市府

的日間春季大遊行，12月6日將是該會第一次組隊參加夜間遊行。另外，該會將於明年1月份召開

理事會，具體籌畫明年的活動。蘇麻表示，該會已成立十周年， 

將檢討過去和計畫未來，讓該會可以擴大服務並永續經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隨後，參加者享

用該會準備的中、印、菲、日等的美食、飲料、水果、和甜點並話家常。當天與會的華裔義工包

括廖客來、王穎、唐玉清和吳天順等。(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162488/art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5%8D%94%E6%9C%83-

%E5%AE%B4%E8%AB%8B%E5%BF%97%E5%B7%A5?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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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冬祭周六登場 
【塔拉哈西訊】 
December 04, 2014  

 

第28屆塔城冬祭將於12月6日(周六)上午9時起至晚間10時在塔城市中心展開，今年主題 

「薄荷糖、企鵝和聖誕紅」，9時起在瀑布公園(Cascades Park)有萊利大宅博物館年度文化展，3

時起在市中心設有五個舞台演出娛樂節目，在不同公園及廣場，分別有棒棒糖 

巷、裝飾樹比賽、工藝品商展、兒童活動區和溜冰區，並特設臨時美食小吃街。 

 

晚間6時在布洛克瑟姆公園 (Bloxham Park) 舉行亮燈儀式，隨後有叮噹跑步 (Jingle Bell 

Run) ，7時15分起夜間佳節遊行，將有100餘組織參加，塔城亞洲協會第一次參加遊行， 

出場序第87。有關塔城冬季節詳情可上網：www.talgov.com/parks/parks-winter.aspx。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191936/article-

%E5%A1%94%E5%9F%8E%E5%86%AC%E7%A5%AD%E5%91%A8%E5%85%AD%E7%99%

BB%E5%A0%B4?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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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杉書法展拉近美台關係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December 11, 2014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致詞。(劉金鵬提供) 

 

 
珊瑚閣博物館理事會主席衛樂斯(Chip Withers)致詞。(劉金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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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婦女會會長蔡明亮於現場揮毫。(劉金鵬提供) 

 

 
胡進杉書法展主辦單位特別製作之三式紀念明信片之一鐘鼎文。(劉金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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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杉書法展主辦單位特別製作之三式紀念明信片之一草書。(劉金鵬提供) 

 

 
胡進杉書法展主辦單位特別製作之三式紀念明信片之一隸書。(劉金鵬提供) 



63 
 

 
邁阿密戴德郡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席戴亞茲(右二起)代表郡政府頒發褒揚狀給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及

駐邁阿密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右一為珊瑚閣市前市長柯理根。(劉金鵬提供) 

 

 
經文處處長王贊禹於開幕酒會致詞。(劉金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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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右一）與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夫婦合影。(劉金鵬提供) 

 

 
潘雄華教授夫婦致贈現場畫作予珊瑚閣博物館館長Christine Rupp。(劉金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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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台灣與佛羅里達州兩地文化交流，佛州中華學人協會（CASPAF）與珊瑚閣博物館（Coral 

Gables Museum）合辦「中國文字演進—胡進杉書法展」，展出台灣書法名家、國立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處副處長胡進杉所書15種字體、19幅書法作品，即日起展至2015年2月1日。 

 

在開幕酒會中，華洋各界百餘貴賓雲集，珊瑚閣市市政府頒發褒揚狀，並特別宣布2014年12月4

日為「胡進杉日」。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珊瑚閣前市長柯理根(George Corrigan)、

珊瑚閣前市長夫人Jeannette Slesnik與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椎逸爾(June Teufel Dreyer)及古典

文學系教授寇比(John T. Kirby) 、邁阿密戴德郡 (Miami-Dade County）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席戴

亞茲 (Rene Diaz) 、聖湯瑪斯大學副校長陳思齊夫婦、僑務委員徐彩惠與楊喬生、僑務諮詢委員

葉國鈞、曾水福與于文孝、贊助廠商第一銀行總經理王為立、台灣廠商聯誼會會長陳平原、中華

婦女會會長蔡明亮等百餘位中外貴賓蒞臨參加；新北市姊妹市邁戴郡郡府及珊瑚閣市市政府均致

賀函。開幕酒會現場安排中華婦女會會長蔡明亮現場揮毫，潘雄華教授夫婦作畫，並放映國立故

宮博物院授權播放的「翰逸神飛」與「國寶娃娃」系列影片，另有七位志工針對展出的甲骨文、

鐘鼎文、小篆、魏碑、唐楷、草書、行書、西夏文、藏、滿文等文字歷史與相關資訊導覽，深獲

好評。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珊瑚閣博物館理事會主席衛樂斯(Chip Withers)與王贊禹分別致

詞，均盛讚開啟文化藝術交流新頁，鼓勵各界賞析國寶書法藝術。穆椿榮表示，該會自1985年創

立以來，積極促進台灣與佛羅里達州間的科技合作及學術文化交流，能與名聞遐邇的珊瑚閣博物

館合辦書法展首展，極為榮幸。珊瑚閣博物館理事會主席衛樂斯(Chip Withers) 表示，這次巡迴

展首展選在珊瑚閣博物館舉辦，是該館的榮幸，與駐邁阿密辦事處藝術合作的新頁，台灣與佛羅

里達州文化交流的新猷。他從前不瞭解中國文字之美，多年來與辦事處往來，已深深愛上優美的

文字藝術。 

 

王贊禹在致詞時指出，台灣向以「中華文化的領航者」自勵，在文化保存與藝術傳揚方面不遺餘

力。多才多藝、浸淫書法藝術有年的胡進杉先生，是目前少數尚能同時以歷代中國文字演進及少

數民族文字展示中國書法及文字演進的書法家。他邀請佛州的朋友們在參觀靜態書法展之餘，到

台灣觀光，實地體驗台灣人民的熱情好客，見證台灣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並觀賞寶島的富

麗美景，品嚐集合中外精華的美食及參觀藏有眾多瑰寶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223200/article-

%E8%83%A1%E9%80%B2%E6%9D%89%E6%9B%B8%E6%B3%95%E5%B1%95-

%E6%8B%89%E8%BF%91%E7%BE%8E%E5%8F%B0%E9%97%9C%E4%BF%82?instance=w

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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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獲佛州大藝術火炬獎 
【塔拉哈西訊】 
December 18, 2014  

 

 

 

佛州立大學年度火炬獎得主合影。左起：瓊斯(Jim Jones)、何邱美郁、埃利斯(Mark Ellis)和黛布拉‧布洛克

(Debra Brock)。(何邱美郁提供) 

 

 

 

 
FSU火炬校徽。1996年成立火炬獎的分類根據該校校徽上拉丁文刻印的三個校訓：力量 (Vires) 、 

藝術 (Artes) 和道德 (Mores) 。(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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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代表和獲獎人合影。左起：教授委員會主席加里‧泰森(Gary S. Tyson) 、 

藝術獎得主何邱美郁和教務長加內特‧斯托克斯 (Garnett S. Stokes) 。(何邱美郁提供) 

 

 
得獎人和觀禮代表合影。左起：FAMU水和空氣質量中心教授謝越平、前FAMU-FSU工學院院長陳景仁及

太太陳瑞滿、前FSU海洋系系主任薛亞及太太潘之蓉、 

FSU榮譽教授何廷瑞、得獎人何邱美郁及其兒子何仁毅和孫子John John S. Ho。(何邱美郁提供) 



68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稱FSU)音樂學院華 裔前劇服設計總監何邱美郁 

(Lucy Ho)榮獲該校年度火炬獎，頒獎典禮及晚宴在佛州大多德廳(Dodd Hall)傳承文化博物館 

(Heritage Museum)舉行，由FSU教授委員會主辦，得獎人均可邀請親友觀禮，何邱美郁的家人

和親友特別到場祝賀，氣氛溫馨。 

 

何邱美郁的夫婿何廷瑞為FSU榮譽教授，兒子何仁毅和孫子John John S. Ho從紐約趕來慶賀，其

他出席觀禮致賀的親友還有佛州立農機大學 (FAMU) 水和空氣質量中心教授謝越平、前FAMU-

FSU工學院院長陳景仁、陳瑞滿夫婦、前FSU海洋系系主任薛亞、潘之蓉夫婦，以及何邱美郁的

日本友人千鶴子‧林德利 (Chizuko Lindley) 等，共約百餘 來賓出席晚宴。 

 

火炬獎於1996年成立，FSU教授委員會以該獎表揚當年表現傑出的校友，肯定得獎人在學術上的

忠誠和熱情奉獻，致謝讚賞。火炬獎是根據在該校火炬校徽上拉丁文刻印的三個校訓，分別為力

量 (Vires) 、藝術 (Artes) 和道德 (Mores) 。甫於上月10日就任佛州大學 (FSU) 第15任校長的約

翰‧斯拉舍 (John Thrasher) ，曾於2011年獲「力量」火炬獎。 

 

今年四個項目的得獎人分別為獲得「力量」獎的埃利斯 (Mark Ellis) 與瓊斯(Jim Jones)，「藝

術」獎何邱美郁，「道德」獎黛布拉‧布洛克(Debra Brock)。 

 

頒獎晚會隆重溫馨，教務長加內特‧斯托克斯(Garnett S. Stokes) 致歡迎詞，教授委員會主席加里‧

泰森 (Gary S. Tyson) 介紹火炬獎選拔過程和得獎人資歷，隨後頒獎，並由校長斯拉舍作講評。當

晚節目和晚餐同步進行，並穿插餘興節目表演，席間與會者交流熱絡，氣氛溫馨， 後由教務長

斯托克斯作總結，結束晚宴。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255488/article-

%E4%BD%95%E9%82%B1%E7%BE%8E%E9%83%81-

%E7%8D%B2%E4%BD%9B%E5%B7%9E%E5%A4%A7%E8%97%9D%E8%A1%93%E7%81%

AB%E7%82%AC%E7%8D%8E?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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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瑞病逝東京享年90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December 18, 2014  

 

 
 

 

 

佛州大學榮譽教授何廷瑞、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的夫婿，日前在東京探親途中病故，

享年90歲。 

 

何廷瑞教授生於1924年11月20日，是台灣新竹的客家子弟。他與何邱美郁於1968年同時受聘於

FSU，多年來，在佛州僑界相當活躍，和藹可親，幫助許多學生。何廷瑞為人類考古學專家，對

原住民及進代史文化有許多著作及論文發表，均被各文史館典藏，有台灣土著的神話傳說比較研

究、日本平戶島上有關鄭成功父子之資料、布農族的栗祭儀禮、排灣族的歲時祭儀、台灣土著諸

族文身習俗之研究、布農族的粟作祭儀、泰雅族獵頭風俗之研究、台灣土著民族文獻，以及刊載

在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刊、台灣考古、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等許多篇章。 

 

何邱美郁與何廷瑞在獲頒佛州大學「火炬獎」後至東京探望她的女兒一家，與孫子們歡聚，何廷

瑞日前不幸病故，女兒何淑賢是花旗銀行亞洲部總裁，將於本周五在東京舉行告別式，遺體火

化，其他紀念何廷瑞教授90歲美好人生的儀式，可能在2月份舉行。 

 

何邱美郁夫婦原定探親後於2月4日返回佛州塔城，可惜何廷瑞教授已天人永隔。在此傷痛時刻，

喪家希望能保留隱私空間，暫時婉謝各界弔輓。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255488/article-

%E4%BD%95%E9%82%B1%E7%BE%8E%E9%83%81-

%E7%8D%B2%E4%BD%9B%E5%B7%9E%E5%A4%A7%E8%97%9D%E8%A1%93%E7%81%

AB%E7%82%AC%E7%8D%8E?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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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冬季遊行華人隊吸睛 
【塔拉哈西訊】 
December 20, 2014  

 

 
參加第28屆塔城冬季大遊行的部分塔城亞洲協會代表在遊行前合影。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第28屆塔城冬季大遊行日前在塔城市中心舉行，有100餘組織參加，塔城亞洲協會是首次參加。 

 

印度裔的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麻‧孫達拉姆(Soma Sundaram)率中華民國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

香港代表唐玉清、塔城社區學院舞蹈社團員等一行加入冬季大遊行行列。 

 

代表台灣的吳天順穿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服飾，包括帽子、圍巾、T恤，並持百從夏威夷攜回

的電子火炬；9歲的印度裔小男孩 Shubham Dixit 很喜歡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自願

幫忙舉著國旗參加遊行；塔城社區學院舞蹈社的團員們則沿途表演，相當吸睛。 

 

塔城亞洲協會隊伍中因為有美國、中華民國 (台灣)、中國、印度和菲律賓等國國旗，特別 

引人矚目，一些在路旁執勤的人士，紛紛向國旗陣敬禮。當晚遊行，不但氣溫不冷，而且 

遊行後才開始傾盆大雨，大家都說是天公作美，感謝老天爺祝福。(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265714/article-

%E5%A1%94%E5%9F%8E%E5%86%AC%E5%AD%A3%E9%81%8A%E8%A1%8C-

%E8%8F%AF%E4%BA%BA%E9%9A%8A%E5%90%B8%E7%9D%9B?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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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華會館鄭炳陸接掌 
【塔拉哈西訊】 

January 01, 2015  

 

 
北佛州中華會館新服務團隊。左起：主席鄭炳陸，方榮華、王雲程及吳孝中。 

(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主席交接，新會長鄭炳陸(左)和卸任會長夏良宇(右)。 

(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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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歷史悠久的華人社團「北佛州中華會館」，日前在熊貓餐館(Panda Buffet)聚餐，並舉行第

九任會長選舉，鄭炳陸當選會長，共有82位會員與會。 

 

選舉投票結果，前會長夏良宇獲 高票，但在2006年後制定的「北佛州中華會館」新組織章程中

規定會長不可連任，由次高得票者、前「塔城中文學校」校長鄭炳陸接任會長。鄭炳陸已從佛羅

里達州農機大學退休，並欣然接受帶領新團隊為會員服務，並召開第一屆理事會。 

 

理事會中決議四項提案，分別為同意會長提名的方榮華、王雲程以及吳孝中分別擔任秘書、財務

和活動委員；悼念甫故世的何廷瑞教授，慰問其遺孀何邱美郁；慶祝羊年活動暫定於情人節2015

年2月14日（周六）舉行，鼓勵會員們捐贈羊年慶典抽獎活動所 

需禮品。 

 

中華會館由已故的李長堅博士等熱心人士於1976年成立，並擔任首任會長，第二任主席由廖英雄

繼任，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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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錦混接第

四任會長，擴大服務邀請駐邁阿密經文處處長朱文祥來塔城組花車隊伍，參加塔城春季大遊行、

主辦雙十國慶酒會、協辦塔城中文學校夏令營、參加塔城亞洲協會主辦的亞洲節活動等。 

 

2006年夏，李昆被指定為代理會長，負責制定會館的臨時選舉法，並明定會長一任為兩年且不可

連任，當年秋天選舉共有九人參選，由董正當選第五任會長，接著第六至八任會長分別由歐陽小

美、林義仁和夏良宇等擔任。(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310478/article-

%E5%A1%94%E5%9F%8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

%E9%84%AD%E7%82%B3%E9%99%B8%E6%8E%A5%E6%8E%8C-?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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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僑界升旗典禮莊嚴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January 03, 2015 | 
 

 

 
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與會者揮舞國旗呼口號。(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界元旦舉行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兩位青年擔任升旗手。(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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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在升旗典禮司儀汪士毅領導呼口號。(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界元旦在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舉行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莊嚴唱國歌，並向國旗行注目禮。(記

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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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僑界元旦在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舉行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與會民眾歡喜合影。 

(記者陳文迪/攝影) 

 

 
開車兩小時來參加升旗典禮的僑胞，也當義工搬桌椅。(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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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元旦舉行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當天 酷的服裝—國旗裝。(記者陳文迪/攝影) 

 

 
長青社會員陳翔義演奏小提琴匈牙利舞曲。(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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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社舞蹈班表演華爾滋團體舞。(記者陳文迪/攝影) 

 

 
長青社會員寧培生二胡演奏「平湖秋月」。(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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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升旗活動來賓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駐邁阿密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在升旗典禮後致詞。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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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2015年元旦，中佛州僑界元旦中午在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舉行升旗典禮暨新春團拜，儀式

簡單隆重，與會者一起唱國歌、呼口號，看著國旗冉冉上升，在藍天下飄揚，氣氛莊嚴。與會人

士隨後進入禮堂舉行餐會，欣賞由長青社會員及龍之傳奇等演出的餘興節目，並有卡拉OK歌唱，

大家一起共度輕鬆的新年假期。 

 

當天活動有數百來自各地僑胞及華洋人士參加，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夫婦，與副組長

江順琦、秘書林仕宜，以及僑務秘書蕭蓓如等專程與會，中佛州地區僑務委員楊喬生、廖柏虞及

僑界包括天柏灣區與墨爾本等地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社團領袖均踴躍出席，相當熱鬧。 

 

該活動由佛州華商總會、佛州中華文化活動中心、大奧蘭多台灣商會、奇士美華人協會、佛州中

華學人協會、甘迺迪角華人協聯會、台灣同鄉聯誼會奧蘭多分會及奇士美分會等聯合主辦，駐邁

阿密台北經文辦事處及中華民國僑委會贊助。 

 

升旗典禮12時準時舉行，由佛州文化活動中心董事長陳建國主持，總幹事汪士毅擔任司儀。在國

歌及國旗歌聲中，全場向國旗行注目禮，一起高呼口號，在掌聲和歡呼聲中完成儀式。王贊禹並

致詞向與會者祝賀新年快樂，祝賀中華民國國運昌隆，風調雨順。 

 

儀式結束後，大眾一起進入禮堂，餐會及餘興節目聯誼會，由徐美嬋主持，與餐會同步進行。王

贊禹、楊喬生、陳建國及華商總會會長劉正民、奇士美華人協會會長嚴培達，以及大奧蘭多台灣

商會會長詹翠華等亦分別在聯誼會中致詞祝賀。 

 

龍之傳奇的美少女王君如表演單手頂雜技功夫，佛州長青社舞蹈班表演華爾滋及漂亮寶貝等團體

舞曲，會員陳翔義演奏小提琴匈牙利舞曲，寧培生二胡演奏「平湖秋月」，周國輝、汪小川、李

亞萍等則分別表演歌唱及戲曲；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亦演出京劇「霸王別姬」之項羽選

段，均獲熱烈掌聲。現場並拍賣由經文處提供的國旗裝，充作當天餐會之補助金，獲熱烈搶購響

應。隨後開放卡拉OK，讓與會者歌唱和翩翩起舞，現場氣氛輕鬆歡樂。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317184/article-

%E4%B8%AD%E4%BD%9B%E5%B7%9E%E5%83%91%E7%95%8C%E5%8D%87%E6%97%

97%E5%85%B8%E7%A6%AE-%E8%8E%8A%E5%9A%B4?instance=gaf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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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長訪墨爾本、棕櫚灣 
【墨爾本訊】 
January 15, 2015  

 

 
駐邁阿密經文處長王贊禹(右八)探訪墨爾本棕櫚灣，與僑胞歡喜合影。右起：江順琦、蕭蓓如、薛正凱、劉

翠英及李守平。(甘迺迪角華聯協會提供)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夫婦與副組長江順琦、僑務秘書蕭蓓如等，日前到墨爾

本、棕櫚灣等地拜會僑團，並在日本鐵板燒烤餐廳聚餐，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甘迺迪

角華人協聯會會長薛正凱、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中佛州中華學校校長劉翠英等僑界人士

與會餐敘，氣氛歡愉。 

 

王贊禹在致詞中感謝僑界支持，他表示，僑界的認同與向心力，不僅維護中華文化的延續與傳

承，更為大眾服務，在社會上為僑民增光。他亦介紹新到任的僑務秘書蕭蓓如，希望僑界領袖繼

續支持，協力合作，推動僑務。 

 

江順琦以目前正在珊瑚閣博物館展出的書法作品明信片贈送與會者，大家都很開心收到精美的書

法墨寶。 

 

陳昭志代表中校，特別感謝僑委會及經文處多年來對該校的支持與贊助，期待僑委會新秘書蕭蓓

如繼續輔導支持，讓海外華文教育、中文教學發展更順利，中華文化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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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亦進行甘迺迪角華人協聯會的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會長薛正凱榮退，由經文處處長王 

贊禹監交，與新會長李守平完成交接。 

李守平為當地傑出的財務規劃師，熱心公益，特別參與中文教學，並兼任象棋指導老師， 

與會者以熱烈掌聲鼓勵青年會長，期待在新領導下，有更多新血注入，讓華協聯會更上一 

層樓。 

 

卸任會長薛正凱在任期內推動國民外交，積極團結僑民，尤其每年籌辦春節晚會，多采多 

姿，經常在財務上贊助協會及中文學校，深獲會員及僑民愛戴，她在與會者掌聲中承諾， 

將繼續支持協會，協助新會長推動會務，促進文化交流。 

 

當天餐會交流熱絡，大家閒談歡敘，建言踴躍，並紛紛合影留念，氣氛溫馨。(穆椿榮)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367258/article-

%E7%B6%93%E6%96%87%E8%99%95%E9%95%B7%E8%A8%AA%E5%A2%A8%E7%88%

BE%E6%9C%AC-%E6%A3%95%E6%AB%9A%E7%81%A3?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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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經濟峰會 600人熱烈交流 
記者陳文迪／橘郡報導 

January 17, 2015  

 

 
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主講人在記者會後合影。(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現場，演講專家向郡長提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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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建築師徐祖慈(右二)向郡長婕可布絲(左一)祝賀峰會成功。(記者陳文迪/攝影) 

 

 
大奧蘭多台灣商會參加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代表，與郡長婕可布絲(前右三)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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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與會者提問。(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與會者提問。(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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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 2015 年經濟峰會，專家回答提問。(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中佛羅里達大學經濟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史奈斯 (Sean Snaith) 演講。(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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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郡長婕可布絲在峰會後的記者會回答問題。(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橘郡郡長婕可布絲致詞感謝工作人員及贊助者。(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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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 2015 年經濟峰會圓滿成功。(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圓滿成功。(橘郡經濟峰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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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2015年經濟峰會後，郡長婕可布絲在記者會回答提問。 

(記者陳文迪/攝影) 

 
橘郡2015年第三屆經濟峰會(2015 Orange County Economic Summit)15日在橘郡會議中心南

翼大樓三樓舉行，郡長婕可布絲(Teresa Jacobs)主持會議，邀請專家分析評估橘郡經濟展望及國

際貿易概況，近600名各界人士與會，交流熱烈。會中介紹奧蘭多讓大眾忽略的一面，期待各界

一起努力推廣，讓奧蘭多成為經濟發展的陽光之鄉。 

 

當天演講者包括：中佛羅里達大學經濟競爭力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s 

Institute for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主任史奈斯博士(Sean Snaith)、奧蘭多國際貿易中

心、佛州企業(Enterprise Florida)資深副總裁孟西亞(Manny Mencia)，以及葛倫堡全球發展

(Global Practice at Greenberg Traurig)主席巴庫斯(Jim Bacchus)，以及迪士尼資深假期俱樂部

副總裁波洛克(Ken Potrock)、國際企業中心主委羅斯(Jerry Ross)、奧蘭多國際經濟發展委員會

總裁及執行長維多(Rick Weddle)等，講者分別作出評估與分享，並指出奧蘭多地區新發展的項

目。 

 

與會專家深刻剖析經濟，讓大家了解奧蘭多的實力和潛力。佛州在全美製造業出口名列第 

一，全美高科技出口排第三位，2013年度奧蘭多出口額達32億，國際貿易已創造佛州1百萬個工

作，目前當地超過6萬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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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強調經濟發展趨勢必然是國際化，全世界人口美國只佔5%，需要各界努力發展高品質產品，

開發市場，目前出口量62%為拉丁美洲，盼能加強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等地的發展。 

 

郡長婕可布絲在致詞中向橘郡管理團隊及各界贊助者致謝。她說，大家都只知道奧蘭多是國際觀

光勝地，卻不知道奧蘭多的另一面和其他發展，藉著經濟峰會，預測並分析橘郡的發展與前瞻，

以及國際貿易的展望，希望能好好的向世界介紹奧蘭多，讓每個來訪者都成為潛力股，留駐腳

步，投資建設，打造橘郡成為理想和夢想的家鄉。 

 

當天峰會華裔建築師徐祖慈、奇士美華人協會會長嚴培達、慈濟奧蘭多聯絡處負責人林智等均出

席，大奧蘭多台灣商會會長詹翠華率該會幹部莊幸珠、陳國雄與會員志明、CICI等與會，眾人皆

感收穫豐碩。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fl/26376810/article-

%E6%A9%98%E9%83%A1%E7%B6%93%E6%BF%9F%E5%B3%B0%E6%9C%83-

600%E4%BA%BA%E7%86%B1%E7%83%88%E4%BA%A4%E6%B5%81?instance=w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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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失去主宰自我的能力 

岑瀑嘯 

7-31-2014 

當今醫學昌明，對於垂危的患者或傷者可以採取各種醫療手段延續其生命，作為傷患者的親屬家

人也往往會堅持盡力搶救，殊不知這樣做有時可能完全違背患者或傷者的意願。 

 

對此，我想根據多年臨床實踐所得，建議每個人在健康良好或起碼頭腦清醒時，向所愛的人（或

指定的病危治療決定人）交流：自己病危或傷重時希望如何處理， 好不僅寫下書面的“事前指示

（Advanced Directive）”，還要就此話題明確說出自己的願望。如此將可避免或會出現的爭議，

尤其有助於保持家人之間的融洽和諧。 

 

下面舉幾個例子以茲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一位 90 多歲的退休牧師 A，在一次嚴重中風後要依賴呼吸機呼吸，而且診斷顯示

無法與人交流的跡象。他的幾個孩子除女兒 F 外均已因病去世，F 不同意將呼吸機去掉。A 隨著

繼發的感染使用不同的藥物控制心律和抗菌素，本已不正常的腎功能日漸衰退到了需要血透析洗

腎的地步。大家都看著這個年邁的病人肉體上繼續接受醫療行為（這裏我不將之稱作 “醫治” ，因

為呼吸機、各種藥物、洗腎、經常抽血與照 X 光等等，都不是提供康復的行為，更沒有增加他的

安樂），無不為之覺得辛苦。 

 

A 本人並無事先寫下一旦自己病入膏肓或生命垂危之際對醫務人員的指示，所以我們只能遵照其

女兒 F 的指示。因為 F 是他法律上 親近的家屬，她有權對患者的治療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

定。 

 

正當此時其侄女 N 自外州趕來，她看到 A 飽受疾病煎熬的苦況十分感慨地跟我們說：叔叔若知道

的話，他絕對不想這樣活著；前兩年我父親 B 有相似的情況，那時他在醫院纏綿病榻境況毫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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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叔叔來看望就說，其實人活到這個模樣已經失去做人的意義了，我們是信奉主的，這是去

見主的時候了，主希望將我們召到身邊。 

 

N 所說的故事使我們首次得悉 A 的意願，因為此前患者女兒 F 沒有提過其父的具體願望。我們將

此在倫理小組中討論，小組成員包括（法律）風險處理員（Risk Manager）和律師，當然也有臨

床社工（Clinical Case Manager 或 Clinical Social Worker），加上參與診治的不同科的醫生、

護士、護士長，還有社區的一兩位不在醫院工作的志願人員。這些志願人員多數是自己家裏人遭

遇過類似情況，代表社區非醫護行業的觀點。 

 

患者之女 F 和侄女 N 自然也一起出席了此次倫理討論會。我們覺得 N 的意見非常重要，因為她

傳達了 A 生前說過的話，成了有力的證據。這件事就呈交法庭，由法官裁決。 

 

與此同時，醫院的律師查出 F 是年輕時被 A 收養的，但從未辦過收養的法律手續。故嚴格來說，

對 A 的醫療方案問題有法律效力的意見應出自其侄女 N 而非 F。 

 

儘管如此，大家覺得還是應該溫和體貼地處理此事。法官在庭上對 F 一直稱 A 為“你父親”，而並

沒有捅穿未經正式收養手續之事實，因按照法律 F 不能算是“女兒”。他問 F 有什麼理由相信 N 說

謊，F 流著淚答道，我其實沒有理由相信她說謊，只不過我實在捨不得見到父親走。 

 

在此情況下她含淚跟 N 一起表示：老人家不會願意這樣苟延殘喘下去。 

 

於是醫護人員為 A 注入足夠嗎啡，使之在不會感到痛苦的情況下，中止使用呼吸機和洗腎，幾天

後老人家安詳地辭世。 

 

基於此我提出本文開頭的建議，尤其有必要強調“交談”極為重要。因為當面說出自己的願望，包

括各種細節和假設的情況，會比較周全；寫下來的“指引”卻未必很完整，因為很多事情難以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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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病人指定的代言人（Surrogate），是應該和病人有過交談，而非僅以其寫下的事前指引為

準；但另一方面，在罕有的情況下，如果用 現代的醫學科技都不可能延長生命的話，法律上是

允許醫護人員不需考慮病人的事前指引或親人決定，不必動用通常用於延長生命指徵的醫療行

為。後者稱為生理無效（Physiological Futility）。 

 

例如當一個人在火災中吸入大量熾熱的濃煙，把肺組織完全破壞了，這時就算為其安上呼吸機，

氧氣也不能經由肺泡進入血液，這種情況下法律允許可以不上呼吸機。但此種例子極少；大部份

情況下，無論病人病情多重，只要有機器可以延續其生命指徵，除非病人事先寫下“指引”，或其

指定的代言人同意停止醫療行為，否則醫護人員都要盡力搶救。 

 

第二個例子與上述 A 的病情相似，患者 B 是軍人，其子 M 稱父親反覆說過，無論如何，都要為

生命戰鬥到底。儘管呼吸機、洗腎、輸血、抗菌素等都不可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更不要說治

癒了），但我們還得繼續做，因為這是 B 以前清楚地表達過的。   

 

我覺得人是不可能用任何一個名義去分類的。同一宗教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文化背景。價值觀多

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比如我生活的小城有些越南裔的美國人，他們不少信奉天主

教，但又跟非越南裔的天主教徒不盡相同。他們的文化是亞洲文化，取決於他的家庭教育及所處

社區的價值觀。 

 

現代醫療中當病人需要入院時，起碼在美國，很多時候都是由任職於醫院內科的醫生做主管醫生

（Hospitalists），他們全日在醫院照顧住院病人，所以沒有跟病人長期在門診接觸的關係。我的

情況與此不同。我以心血管會診的專科醫生的身份，應醫院主管的內科醫生邀請前往，照顧那些

我平時在門診跟進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病人。他們跟我的關係比跟主管醫生的關係更密切，因為

他們跟後者只是短時間接觸。 

 

所以，很多情況下我比較清楚這些病人的意願，儘管我只是心血管一個器官系統的會診醫生。主

管醫生會和會診醫生密切溝通，弄清病人的初衷。特別是有的病人患腦退化症，有時清醒有時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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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或者上了年紀，頭腦沒有那麼敏銳，在受到刺激或很多壓力，特別在陌生環境、在醫院這種

令他們經常感到恐懼的地方，他們的意識更加不清楚，推理能力更加下降。 

 

上述腦退化症患者入院後，哪怕僅僅過了一天，也會顯得比之前大為衰老遲鈍。其主管醫生雖然

是參與全面治療規劃，卻可能只看到患者所謂“老糊塗”的這個階段。作為專科醫生的我，因與病

人已在門診接觸多年，彼此熟悉，所起的作用就特別大。 

 

還有一種情況較複雜，就是病人多年前寫下“預先指引”，之後又向醫生表達過與之不一樣的意

願，我的一位九十多歲的病人便是這樣的例子。 

 

他曾寫道，當自己瀕臨死亡，繼續的醫療行為可能迴天乏術，或只是延續無意識的，或病情造成

生活品質極低而導致病人自己認為是無意義的生命的話，他就希望醫務人員放棄醫療行為。但後

來跟我見面時，隨著生活質量的繼續降低，他或者會表達一些更加具體的意願，比如，“倘若某一

天，我因糖尿病嚴重造成的血管堵塞，導致不可癒合的下肢潰瘍，需要截除下肢的話，我不接受

這種沒有雙腳坐在輪椅上度日的生活質量，因為那時已屬孤寡老人的我可能不得不離家入住老人

院，對我而言在家裡度過餘生是非常重要，在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的老人院，我這年紀朋友也不

多，更加與世隔絕，孤寂難耐。” 

 

這裏說明一下，美國的老人院並非屬於聯邦老人醫保中的一個項目，故入住者的開支需要自理。

康復院則不同，老人醫療和私人醫保都包括短時間康復院的福利，這指的是病人從醫院出院後暫

未能穩定到能夠回家休養的程度，作為醫院和家之間的短時過渡—可以是數天或長達數月；而老

人院則可能讓你住在裏面直到逝世。就算有些年輕時購買的老人院保險，其福利也有金額上限，

常常是不能延續到投保者去世。 

 

所以，上述老人家對我說，他不單要離開他與已去世的老伴曾居住幾十年的家，與溫馨的記憶如

照片及家中熟稔的物品分離，還可能要在老人院中耗盡自己的積蓄，以致沒有任何財產可留給自

己的子女及孫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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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提醒我的病人，修正或更新其原來寫下的書面“預先指引”，明確指出自己年過

九十，寧願出院回家，由到訪護理人員（通常是老人醫保和商業醫保的福利之一）每週換幾次外

敷和靜脈點滴的藥；如這些行為也無意義的話，選擇同樣是送醫送藥上門的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範圍的開支是老人醫保全包的，有的病人在臨終關懷人員精心照護下可能活一年兩年。

其間或有力氣外出（由家人車載）到公園或渡假區共享天倫。當然我作為當初“開（臨終關懷）

單”的醫生，要每半年再次確認病人需繼續接受臨終關懷的必要性，因為在罕見的情況下，病人有

大幅好轉而致一年內死亡的可能性小於 50%（一年內死亡的可能性大於 50%方能納入臨終關懷

的對象範圍）。 

 

當一對夫婦充當互相的“發言人”（即 Surrogate）時，有個不理想的地方就是現在通常兩夫婦一

起旅遊，或一起出門上路輪流駕駛同一輛車等等，萬一發生嚴重的損傷就算未必是生命垂危，但

有一段時間夫妻倆均不能為對方做醫療決定。 

 

為預防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建議他們預先另找一位“發言人”（Alternative Surrogate），以便在

原先的“發言人”不能發言時取代之。那通常是自己的好友或成年子女，但有時我覺得後者（甚至

配偶）均未必是“代言人”的 佳人選，因為他們太愛你，在關鍵時刻可能下不了決心或不忍心執

行你真正的意願。而你的好朋友倒可能毅然作出使你得償所願的決定。 

 

下面是我可以想到的兩個小小的建議。一個是除了平時注意寫下指導有關處理重病事項的“預先指

引”，並確認一位可靠人士--相信他可在你不能做決定時由他執行你所想要的決定。這個“可靠人

士”以你 親密 信得過的朋友為宜。 

 

法律上美國規定配偶是第一（代言人 Surrogate），當其不存在或不能做決定時（如不清醒或嚴

重癡呆）則由子女做決定。如果讓子女而非配偶擔任代言人，此時若有數名子女則不宜將他們的

名字全部列上去，因為有時彼等意見不一，將會爭論不休，等於你的死亡過程可能成了子女永遠

分裂的過程。那是沒有人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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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好選擇其中一個，而向其餘子女解釋：你們大家一起商量，但 終決定者是他。以我所

見，這位終極決定者通常居於較近處，例如同一個州，經常可以見到老人家，溝通交談較頻，瞭

解其價值觀，包括在不同情形下希望做到的事情。而別的子女可能居於外州。 

 

即使是住得較近或相處較密切的子女，我也會建議我的病人每當有機會談及有關問題，例如看完

一部電影、電視劇，或一個親戚朋友身體出了什麼事之際，有感而發，讓子女用智能手機錄下自

己的意願，涉及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自己的價值觀如何，從而使若有遠方的子女也有機會聽到。 

 

因為平時通電話或節假日一家團聚時，未必會觸及這類話題。但一時間的感想稍縱即逝，錄下來

可資備用為據。特別是年紀較大的老人家，可能糊塗，會一時清醒，一時不那麼清醒，就更應將

其清醒時的獨白或對話錄下來，可在電郵中給其他子女一份容積很小的複製本。此乃我的另一建

議。 

 

我的第三個例子是一個 30 多歲的年輕人 Y，騎摩托車時發生嚴重車禍，腦損傷至不可能恢復，他

年輕的妻子 W 很瞭解其價值觀，說丈夫很喜歡跳傘、徒手攀岩、爬山，喜歡活躍的生活與冒險，

而且很清楚地表示過絕對不能接受沒有自理的能力，那不僅不能繼續生活去體驗原先的探索世

界，兼且完全無法自理。所以 W 要求撤離 Y 的呼吸機。 

 

但雖然 W 在這方面有決定權，Y 在外州年約 60 歲的父母卻不能接受此現實，而且他們多時未見

其子，與自己的兒媳缺乏良好的溝通，因此不能完全信任 Y 的決定。 

 

基於上述，我們醫務人員覺得儘管撤離呼吸機符合法律要求，但應讓 Y 的父母瞭解事情原委，特

別是在他們與兒媳相處欠佳，沒有交談的情況下更需如此。W 也同意我們在電話中與 Y 的雙親詳

談。 

 

之後 Y 的父母仍堅決反對撤離呼吸機，我聽出他們極度震驚和悲傷但卻不明白其愛兒傷勢的嚴重

性，於是便詢問他們是否有親戚從醫，答稱其侄女 H 是急症室護士。在徵得傷者之妻 W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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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即致電 H 說明現況，她完全理解我們的看法說，不撤呼吸機談不到任何生活質量，那絕非

我表哥所願；她表示願向叔嬸作解釋。 

 

Y 父母聽罷 H 的敘述，稍為明白了一點，知道並非與他倆關係欠佳的兒媳一面之詞，加上我作為

醫生的解說（儘管互相之間素未謀面），在理智上對撤呼吸機的緣由有所認識，雖然情感上仍難

以接受。隨後他們和 H 一起當晚乘飛機趕到醫院，目睹 Y 的嚴重病況，終於一致同意將呼吸機撤

去。 

 

由此可見，有時法律上允許的事情，情理上仍難通過，需要花時間做足語言的交流。前述雖然在

紙上盡列所有子女的名字是合法的，但如其意見不一致，情理上便會陷入困境。故若在患者能做

決定時，紙面上須清楚指明 終決定權誰屬，子女們明白什麼是你想要的，會願意遵從 終決定

者的意見。如此將是患者去世後家庭保持融洽的很重要的一步。 

 

以上是我根據臨床經驗所能想到的一些建議，希望提供大家探討。臨末再說一遍，我畢竟並非律

師，所談種種均無任何法律知識為依據，只是身為一個醫務人員 20 年行醫所見的感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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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生成為病人時 

一位心臟科女醫師的思考 

岑瀑嘯 

8-14-2014 

2007 年夏天，我被確診罹患卵巢癌盆腔轉移，經手術及化療治癒。本文為首次將自己作為病人

的經歷與感想寫下。 

 

首先我感恩自己生於現代醫學發達的時代，能及早發現癌症並獲得有效的治療且癒後至今良好。

我展望未來的時候，看到更加早期發現癌症以及增加個體化地治療的必要性，在進一步提升治癒

率的同時儘量減少對病人生活品質的損害。 

 

我自認一向身體強壯，首次親身經歷現代醫學的神奇；同時體會到疾病和治療帶來的痛苦。生病

是一個孤獨的過程，無論有多少愛你的人為你打氣。做了那麼多年的醫生，儘管我常常提醒自己

要將心比心，易地而思，還是不及從自己患病所得的體驗深刻。 

 

當一個疾病不是像感冒那樣時間較短，患者的鬥志和自信會有起伏。而在與家人及醫療人員相處

的過程中，因為希望做一個容易相處的人，病人也會出奇地擔任了一部份照顧人的角色。當我忍

受一波又一波的噁心和嘔吐、腹瀉、肚子絞痛、發高燒的寒戰、退燒時候的大汗等等，難免會為

自己的無能和身體的脆弱給人帶來的不便感到內疚。 

 

當我剛得悉自己罹患癌症時，我的頭腦還處於往昔的“醫生狀態”，反而沒有那種我所觀察到的病

人驚愕、恐懼或傷心。所感受的只是希望可以多瞭解一點這類型的癌症，心裏想著哪一種腫瘤雜

誌我會在見完醫生後去搜索，甚至覺得自己的臨床和教學方面每星期、每月的計畫不會中止或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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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這種測量自己的影像、病理報告，搜索醫學文獻，去研究自己的疾病，是一種隔絕震驚的

形式；它又剛好屬於我的本行 熟悉的動作和行事，所以突然聽到惡耗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條件反

射似的，將自己的思維轉作一種學習和研究的形式。 

 

此過程讓我理解了為什麼一些病人在心血管病非常嚴重時，鍥而不捨地鑽牛角尖，要求我解答許

多我認為對疾病大方向的治療無關痛癢的細節；有的病人會經常在每次復診前在網上列印很多資

料，捅來和我討論，“聽我的意見”，其實只是令他的心得到一些安慰；而我經常覺得這種執著是

浪費時間，我難以理解這種不懂得抓重點的行為。等到自己也做同樣的事時我就明白，這種好像

“糊塗”的舉措是為了努力一種假像，仿佛自己還有能力掌控大局，以免陷於恐懼。這個假像就包

含不斷學習、研究、尋找答案的形式。 

 

我的同事非常體貼，知道了消息馬上開始幫我照顧我的所有病人，讓我專心休息。我任職所在的

心臟科在我接受治療不能上班的過程中，繼續發工資給我。但我還是答稱不要緊，以為我是不可

能病到不能工作的地步。即使不能維持原有工作量，或可減少工作量、病人的數量，或可在幕後

通過看病人的結果，和電話上繼續免費解答他們的疑難。而後者（電話諮詢）已是每個醫生的日

常事務。我覺得自己還可繼續做。 

 

如此無視問題的嚴重性，堅持工作，其實也是不願面對殘酷現實的一個反應。 

 

做了手術我才躺在床上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轉換--我不再是指導這個疾病的治療的醫生，而是一個

身體上有病的人。在此之前每次我和我的醫生探討病情，我站在旁邊就像是他的同事，一起討論

一個第三者的病理報告和身體影像的結果，看上去好像是一個 鎮靜、 合作的病人，其實也是

一個 否認現實的人。 

 

作為病人，我也經歷過標準化醫療手段帶來的不快。例如當我化療後白細胞減少，不同的感染都

少不了新一輪的 X 光胸片，抽血做細菌、真菌和病毒的培養，而且多是正值我難以有足夠睡眠的

情況（因腸胃不適的和高燒、發冷等而致），還因護士定時檢測我的體溫，發現我體溫升高便亮

燈為我抽血，用床或輪椅把我帶去放射科；如我太軟弱無力則由放射科工作人員前來為我照胸

片，這些都使我本已軟弱如麵條的身體備受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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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心裏明白這些都是重要的步驟，是醫生不希望失去捕捉到細菌、病毒和真菌的機會。只有

捕捉到這些病原體資料，他們才可以有的放矢地調整抗病毒和抗菌的藥物。 

 

當我手術後傷口的疼痛令我受皮肉之苦時，也感恩能有一個裝有微型電腦的自行控制的止痛靜脈

注射器（Patient Control Analgesia，PCA)。它其實不是新技術，但此次我切身體會到給病人一

個自我控制的機會是何等重要。病人無須等到疼痛難忍時才按鈴召喚護士，為己作止痛注射。因

為無論護士來得多快，總有一段時間讓病人繼續忍受痛苦。何況當時未必有護士可以即時自其正

在執勤的地方脫身前來。 

 

這種自我掌握命運的感覺很寶貴，自然 PCA 的預設止痛藥劑量有一定上限，病人不能多次按掣。

因為不少止痛劑是嗎啡或其衍生物，劑量太大可能會抑制呼吸。 

 

我另一個感受就是，醫學固然並非精確的科學，通常我們對預後的估計和一個治療手段效果的估

計，只是有一個數字附帶上去的估計，也就是一個統計上的可能性。病人經常（差不多是常規

性）的問題是，這個病嚴重不嚴重，或這個治療有無副作用，每天聽到很多次這種問題，有時我

的第一反應是：我很難給你“是”或“否”的答案：有百分之幾的可能會達到預期效果，成功的定義是

什麼；這種副作用或那種併發的幾率；至於嚴重與否，取決於你對疾病的認識和我們治療過程中

效果的動態評定。 

 

這些說法確實很科學，但同時也是令患者不安的答案。當然，我看來嚴謹的回答是一個職業化的

表現，不是光說病人想聽的；但當自己是病人時我就突然覺得，這些數字和計算之後的回答，對

於身患重病、面對重大醫療選擇的病人來說，蘊含著一種令人失望的冷漠。 

 

誠然，醫生主要職責是治病救人，盡力使之康復。能夠安撫其心情，解除他的思想包袱當然很

好，卻未必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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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病人難免因得不到安慰而沮喪，通常他不會因為認識到該答案的客觀性而對答話的醫生有

所體諒，可能心裏認為對方僅僅以事論事，一味“公事公辦”，做交易一般。 

 

這回我成了病人才真切地明白：醫療的過程重在客觀地評定患者的病況並給予科學性的治療，這

樣，有時情感上的安慰是難以兼顧的。或者可以說會是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身為醫生應時刻

謹記這種局限性，有時變身為一個心理輔導人員給患者以溫柔的心靈上的安撫。 

 

所謂“醫者父母心”，“情”豈非題中應有之義？ 

 

過去我認為病人照 CT (電腦斷層掃描) 是很簡易的一個過程，無非是在靜脈上注入攝影劑，病人

躺在 CT 機上照一照罷了（我覺得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病人受到的放射劑量）。這回我自己做 CT，

才感受到靜脈注射特別是口服造影劑時是難受的。 

 

吞服跟鋇餐相似的流劑絕非樂事。此舉旨在把造影劑輸入胃腸道，以便使 CT 所提供的資訊更具

臨床意義。儘管“餐單”包括草莓味、香蕉味或蘋果味（我全都嘗試過），即使口味調製得與水果

原味再如何相近，當我意識到此非食物，要一口一口吞下去，直至把一大瓶吃完，還是挺不容易

的。 

 

再者，躺在 CT 機那又硬又冷的床上時，當我不知道此次造影結果會是如何，也就是我的癌症是

否已經得到控制，有無復發，等等，為此而忐忑不安，我就會頓時覺得這個機器和技術員在話筒

中告訴我的，似乎隱藏著一些我所不曉得的東西，處於一個戰壕我的敵對方（就仿佛機器是我的

對手一樣）。 

 

由此我首次感受到，以往聽到的病人所云“你們醫生”之類的說法是他感到沒有一個人能看到他的

痛楚或恐慌，當人覺得無助時將世界看成非黑即白，非我即敵的思維，份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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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經歷中第一次覺得我的生命由兩股力量牽拉，一股是我的疾病，另一股是努力將這疾

病去除的那一隊人。而我似乎處於完全被動、無能為力的狀態。 

 

因生病令我更謙虛。以往儘管我對病人及家屬的建議純屬建議，但他們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或我

講話時實質上）已經含有一種傲慢，起碼是“自以為是”。我是假設自己知道什麼是對他們 有利

的，有時病人和家屬確實不知道何種選擇於全局 好，而只知不同的選擇可能帶來短期的好處和

壞處。 

 

事實上，他們往往需要一段（長短不一的）時間去探討，或者此探討的形式令醫者覺得他們似乎

對你不信任，老是重重複複的質問，而身為醫務人員在有限的時間表之下，確實會覺得這種來來

去去的質疑是病人的不友善，或其蒙昧無知的表現；醫者會認為自己已經解說得很清楚，事實就

是事實，而醫學有時也並非那麼複雜深奧，為何他們怎麼也不明白，或者毫無必要地將一件相對

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我現在才體會到，當一個病人或家屬覺得他在疾病治療過程中沒有參與權的話，那種無助就會令

其對治療疾病的這隊人都難以視為自己的團隊，他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力量，而只是一個被動的

成分。要使之感到他是在醫護人員這一隊裏一起並肩作戰，這不是一次門診 15 分鐘的見面或一

次查房便可達到的。成了病人的我首次體認到上述現象的存在。 

 

雖然我以前也對病人在我接受培訓時的作用心存感激，現在更加深了這種感謝之忱。因為我每次

見到新的醫生（手術醫生或新參與會診的各科醫生），或入院見新的主管醫生等等，我作為病人

提供的自我病史基本上就如以往工作時我對著話筒直接口述，再由電腦自行打出來的一份病史那

般精確完整，比如發病過程、診療方法、已接受過的治療和效果等，我基本上像一個醫生跟另一

醫生說話那樣言簡意賅。 

 

但當有正在受訓練的住院醫生來為其主管醫生先採病史時，他們一次又一次問我一些其他的症

狀，有無喉嚨痛、抽筋等，這些我覺得與我現在的病毫不相干的、或我個人認為對我毫無幫助的

問題，我都要一次次地回答，於是我意識到每一代醫生訓練的過程，其實就是無數病人耐心地為

之提供協助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醫生受訓時病人不光是接受其服務，而且提供了一個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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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即也提供了服務。換句話說，我感受到一個病人無形中肩負的所謂“教學任務”其實也很繁

重。 

 

我兩次的卵巢癌手術都是在我身為腫瘤專科醫生的妹妹所工作的癌症中心做的。我住在佛羅里達

奧蘭多，妹妹在德州休斯頓。我之所以選擇到那裏，首先是由於我信任妹妹的專業水準，而她為

我找的一位手術醫生是她 信任的；其次是我希望在另一個地方住院和治療（包括術後的恢

復），可以令我得到更好的休息。因為我在佛羅里達醫院任職多年，認識的人很多，我在確診和

停止工作後，很快醫院裏不少醫務人員都得到消息，有些病人知道被轉去我的同事那裏繼續治

療，他們都紛紛熱情致意，短時間內我收到 600 多份問候卡。 

 

如果我留在本地，將會有許多熱心的同事和朋友前來探訪，我或許不能得到更好的休息。而且我

也不希望讓同事見到治療的過程。 

 

在妹妹的照顧下，手術和術後恢復都非常順利，當然因為離開自己的居住地和自己熟悉的醫院，

到另一個地方診治（作為一個醫生以往的小病、小檢查都是自己的同事處理，不會有陌生的感

覺），所以我第一次體驗到：一個病人在自己 憂心時，把重要的決定權和信任都放在自己素未

謀面的陌生人手上那種感覺。 

 

雖然在美國這個專業管理比較嚴格的國家，醫生和醫院的品質都不會相差得太遠；但信賴首次見

面的陌生人為自己開刀，又相信同樣是首次見面的麻醉師（會將自己手術中和術後的痛苦降到

低限度），等等，這些信任是我以病人之身，第一次賦予。 

 

而且我是臨床上獨當一面多年的人，面臨需要將自己的生命交給自己不熟悉的同行，有一種感到

突而其來的不安。 

 

有句半玩笑的話說，”好的臨床判斷哪裡來的呢？是經驗來的，但從哪裡得到經驗呢？是從壞的臨

床判斷。”也就是通過做錯決定吸取教訓而得的經驗，是形成好的臨床判斷的基礎。正因為醫生知

道這個錯誤的決定對病人帶來的是什麼後果，所以我作為病人就很擔心這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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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術後的康復和每一輪化療身體為下輪化療作的準備，我也體會到身體本身的健康素質之重要

性。因為我從小經過游泳訓練，在父親的指導和鼓勵下我在中學和大學都參加游泳隊，參加過省

級游泳比賽，體質潛力較好，術後恢復期對化療所引起的對身體的負面影響消除較快。我病後格

外感激父母對我小時強調鍛煉身體之重要性，不僅要我讀好書，專心學到知識和掌握學習方法，

還要攢足身體健康的本錢，以便終身受用。這是多麼的有遠見。 

 

成了病人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儘管醫學經過多年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畢竟還是年輕的科學，

有許多不足之處。即使基於 好的初衷和動機，醫務人員所做的決定和行為都未必盡如人意，甚

至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不良後果。我第一次體會此種落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則不再

是科學和客觀地分析、量化方面的或然率問題，它對我本人不是百分之多少，而是殘酷的百分之

百。 

 

奇怪的是，一個人經歷疾病時會更加意識到身體內的一股生命力。平時身體無恙是一個謙虛的無

言的幫手，幫我們實現腦袋中之所想。但當我病時就會格外分明地覺得自己是一個活著的生物，

不僅是一個意識。例如我化療期間，有時一早起來看到鏡子中一個很消瘦的人，眼圈黑了、光

頭、面容蒼白甚至有點近似灰黃的一個人在回望我，有點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頭一次在賈

寶玉所居的怡紅院中照鏡的感覺。 

 

在我身體承受手術後的疼痛和面對化療期間的副作用時，由於本來任職醫生，軀殼內仍存的“醫

生”完全明白這現實的必然性；但作為“病人”我就總是“不服氣”，覺得自己被一個失去正常功能的

身體束縛住。但在吃驚的同時我強烈地意識到，這個軀殼裏面是一個很強的生命，在繼續其未完

成的各種運作；也就是說雖處罹患惡疾、生命 脆弱時，我反而第一次看到生命的力量，那是令

我非常佩服的力量。 

 

而正是因為意識到生命的強大，當我接受第二次手術時，躺在床上被推進手術室，在走廊不知轉

了幾個圈，我望著天花板一格一格、燈一盞一盞地飛過，到手術室內只是看到很亮的無影燈，刺

著雙眼，那時第一次體會到“放手”的意思，把所有的控制權、主動權放出來，交了出去的那種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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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身患可能致命的疾病如癌症，且需經多次治療，對其接受治療的日子會有兩種相互矛盾

的看法：一是這段時間乃一種獎勵，因為如果不是接受治療，這些日子可能不存在；但另一方

面，這也意味著失去部份生命：此期間不能如常地生活，不能做自己以為有意義的、可以發揮主

觀能動性的事，而是只能被動地接受療程。 

 

我想，這種感覺不僅是癌症病人，可能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會有的，並且需要學會去接受的。許

多醫療手段往往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增加了傷患者的痛苦，是把他今天的生活品質去換取一個承

諾--那就是希望可以活久一點，以及跨過這個困難之後的日子品質會比不接受治療為佳。這就是

我覺得現代醫學，或單純說是醫學對疾病治療所造成的一種具兩面性的效果。 

 

而有時為了在心理上接受這個矛盾性，病人會埋頭學習有關自己疾病的知識，學習的細節可能已

經到了妨礙他理解全局的程度。以往我會認為他們是過分執著，會反復告之曰：你無需知道更多

細節，或這些細節不重要，讓我替你操心即可，你 好自己盡可能設法活得好一點、瀟灑一點；

但現在我認識到，我這麼說或許是需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期待我的話會改變他們的心情--因為

他們力求掌握更多的有關資訊及治療方式是很自然的。 

 

我的化療本來是 6 個療程，但後來變為 7 個，因為其中一個療程中有種藥物在靜脈滴注射時，突

然導致我發生嚴重低血壓和心律減慢，當時迅即暈了過去。記得那瞬間腦海中閃過“我要死了”的

感覺。幸好醫務人員行動快，搶救及時，尚無大礙。為此改變了後面一個療程的成分，增加了一

個療程。 

 

自從這次血壓和心跳低到幾乎喪命（那是在我自己的醫院進行化療的），我每次走過診療室見到

搶救車（Crash Cart）都有所感觸，覺得它離我很近。 

 

搶救車 Crash Cart 是每個診所必備的一種鐵皮四輪車，高約及腰，寬約一臂，設置許多鐵皮抽

屜，分別裝著不同的急救藥、注射器和氣管插管的器材等，當病人突然出現生命體征的崩塌，可

立即推到病人身邊搶救。以往我當醫生時，它在我眼中像是一張凳子或桌子，不用時和家俬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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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兩樣；但當我成了病人，它的存在就使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因為可能要在我身上用到這些器

械。 

 

可見一個醫生和一個病人，對醫院或診所中的同一設備是有不同的觀察角度的，它所起的作用可

有天壤之別。醫務人員不用它時只不過放在那裏，是房間裏諸多物品和設備其中的一個；但就病

人而言，特別是用過它的那些病人見到它，雖未必心有餘悸，起碼會意識到自己身體惡化的可能

性是很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 

 

我生病後的另一收穫就是，以往當病人面對壞消息時一時感情上接受不了，我可能會握住他的手

說，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病後不再這樣說，改為：雖然我不可能、不可以或未做到完全知道你

現在的感受，但會儘量去理解你的感受。 

 

也就是說，我在溫言撫慰乍聞惡耗的病人時，不再自以為是地認定自己明白別人怎麼想，情感的

波動有多大。 

 

以上零碎地談了我作為病人的一些感受。這也是我首次在文章中憶述自己罹患卵巢癌，經過兩次

手術及 7 輪化療期間的心路歷程，和我學到從病人的角度去看疾病心得。我希望本文對於從事醫

務工作的讀者有所啟發或幫助，也希望與非從事醫務工作的讀者由此明白，醫生也像平常人一

樣，當他沒有親身經歷過一些事情的時候，他的某些看法難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我們每個人都

不妨多一些憐憫和諒解的情懷。 

 

人生在世，不乏三災六難五勞七傷，其中生病尤其尋常，其間特別需要別人的關懷，包括精神上

的安撫和物質上的支持。後者往往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而前者卻只需一顆善心。 

 

“良言一語三春暖”，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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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哪州更友好？華人創業風向標 
本報記者／呂賢修 

January 25, 2015  

 

 
紐約市熱錢多，但能創造的長期、高薪工作有限。(呂賢修／攝影) 

 

 
移民勇於創業，推動經濟發展。圖為法拉盛。(呂賢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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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勇於創業，推動經濟發展。(呂賢修／攝影) 

 

 
南方步調慢，華人走快三步便易成功。圖為亞特蘭大中國城。(呂賢修／攝影) 

 



108 
 

 
舉手投票簡單，但做生意難。(呂賢修／攝影) 

 

 
小商業是移民社區就業的重要骨幹。(呂賢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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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投票簡單，但做生意難。(呂賢修／攝影) 

 

 
陳秋貴認為，傳統製造業在紐約已不受重視。(呂賢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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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單已成為紐約小商家生活的一部份。(呂賢修／攝影) 

 

 
賦稅過高，商家感嘆生存不易。(呂賢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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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唐人街。（郭宗岳／提供） 

 

 
美國中小企業委員會(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ncil)近日公布全美50州對企業

友好程度統計報告，42項指標包含個人、公司、員工失業保險稅率、能源成本、犯罪率、政府支

出及負債、公務員比例、法規、交通等。前五名有許多華人嚮往的內華達州、佛州及德州， 後

三名則為華人 密集的紐約、新澤西及加州。 

 

據統計，2010至2013年，前25名各州接收了由後段州出走的100多萬人口。華人商業人士如何看

此項排名？ 

 

法規繁雜如額外徵稅本身經營連鎖藥房、作為紐約市議會少數有經商經驗的議員，顧 

雅明常提醒同僚：「舉手投票簡單，但做生意難。」他分析，多數議員出身維權組織，加上事業

有成的小商家許多不住在市內，因「選票至上」，紐約法規自然傾向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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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紐約與加州相似，重視社會福利，因此稅高，聯邦、州之外還收市稅。比如商業地產

稅，法拉盛緬街的店面一個月可能交上萬元，房東半數的房租也常用於交稅。員工失業保險稅也

偏高，影響商家雇人意願。市府因開支過高，凡事想分一杯羹，常以保護消費者為由立法。他舉

例，賣香菸、醫療器材，除州府牌照之外，還需市府牌照。裝招牌、雨棚、中央空調都要申請許

可，施工者需有牌照，每兩年檢查又收規費。又好比美甲店、理髮店，過去已需州府牌照，市議

會近期又立法有意比照餐館分級管理，形同額外徵稅。公務員過多，環保、消防、消費等各部門

都可開罰單。一處工地聯合受檢，動輒收到上萬元的罰單。小商家 常抱怨要同時應付多個部

門，大公司甚至為此成立單獨辦公室。政府一件事讓三個人做，但互踢皮球，什麼都慢，只有收

稅快，擔心欠稅，乾脆每三個月收一次。 

 

紐約市場大，流動人口多，吸引熱錢持續湧入，但多流向房地產或連鎖商店，能創造的長期、高

薪工作有限。他擔憂稅收過度依賴華爾街、觀光業，若再發生一次恐襲或金融泡沫，政府有可能

步上加州、底特律破產的後塵。 

 

紐約雖有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但科技人才長期流向加州。康乃爾大學科技學院將進

駐羅斯福島，市府也規畫在布碌崙成立科技園區，都有助招商、留住人才，鼓勵創業。近期市府

推動稅務改革，小公司減稅、大公司加稅，簡化公司報稅程序等措施，他希望能收成效。 

 

在新澤西經營廢紙回收貿易公司18年，陳家麒說，新澤西稅高，公司有超過四成收入交稅，因鄰

近港口及主要廢紙來源的紐約，加上需要貿易人才，因此離不開此地。貿易公司在新澤西是重要

產業，但政府偏重照顧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成長快的大公司，對小商業幫助有限。因離紐約市

場近，新澤西有許多批發、進出口華商。林映君與丈夫在新澤西經營建材批發10年，在紐約布碌

崙也有分公司。卡車是重要工具，她認為要交高速公路、跨州行駛稅、高速公路燃油稅，加上倉

庫的地稅偏高，是 大不利。在紐約、新澤西買倉 

庫，還有額外的貸款稅。因市場競爭，此行利潤已過低，如同又被剝一層皮。 

 

她說政府冗員、法規太多，消防局常來檢查倉庫，找藉口開罰單。倉庫稅一直漲，一年要5萬多

元，但附近街道淹水卻無人處理。一次被抽查，官員要求列出卡車所有在外州曾行駛的街道，形

同擾民。商家希望能省下應付政府的精力，可用於拓展業務。 

 

保護雇員雇主高成本 

 

2014年，豐田汽車北美總部、電動車Tesla電池廠先後決定由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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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至德州、內華達州，成為汽車業話題。南加州鑽石吧市議員林錫智認為，加州政府對所有企

業都不友善。以南加州為例，在所得稅外增徵營業稅，好萊塢大公司也許不在乎，但對小商家卻

是沉重負擔。 

 

他分析，加州政府支出過高，所得稅、購物稅皆超過10%。因為工會強大，法律保護勞工，比如

父母皆可請一個月有薪產假，由雇主承擔。開除員工需先觀察三個月，員工還可申訴。在當地經

營運輸顧問公司，他曾為開除一位員工，花7萬元打官司。 

 

加州政府雇員有全美 優渥的退休金制度，造成政府破產。他認為龐大的經濟體讓政府不擔心沒

人投資，新移民不斷湧入，也不怕人口外流，貿易商更離不開港口。由於每個郡可以自訂 低時

薪，有些區域為了招商，已特意調降薪資標準。 

 

在加州執業超過30年，拉斯維加斯原只是陳冠英律師的衛星辦公室，2003年他決定全家搬往賭

城。他不滿加州持續加稅用於發放福利，吸引越來越多非法移民、假窮人遷入。政府效率低下，

比如他在洛杉磯的辦公室重新貸款，一筆欠稅100多元的錯誤紀錄，政府部門處理耗時三個月，

讓銀行無法進行。相較之下，去年拉斯維加斯辦公室重新裝修，他到市府辦公室，卻獲得消防局

長親自指導。 

 

加州工會操控選舉，小商家也無奈。港口工人平均年薪10餘萬，但工會每次鬧休工，都成為貿易

商的負擔。內華達州沒有工會，他居住的社區，有高爾夫球場及24小時警衛，每月管理費僅160

元。洛杉磯一周收一次垃圾，費用反而比每周收兩次的拉斯維加 

斯要高。 

 

在聯邦稅之外，加州居民有獨特的海外收入稅，越來越多華裔退休人士，選擇搬至無收入稅的內

華達。除了傳統的賭場、酒店、觀光產業，當地正走向多元，他看好矽谷科技公司為節稅搬遷來

此。這座200萬人的國際都市，每年舉辦各類商展，各界菁英來此尋找商機，加上房價僅約南加

的四分之一，也有利吸引人才。缺點是市場仍太小，大學教育不 

如加州。他認為華人人口仍未到臨界點，但目前已有三家華資銀行、四家超市，華埠興起是早晚

的事。 

 

產業政策帶華社繁榮 

 

30年前，衛高榮初任IBM工程師，在北卡州的科技園區上班，第一個客戶是當時剛成立的聯想電

腦。他沒想到，聯想日後會買下IBM個人電腦事業，並將總部 



114 
 

由紐約遷來北卡，成為自己的鄰居。南卡與北卡因有熟練工人、高科技教育、高效率海關、多條

國際航線方便拓展南美市場，近年持續引來中國紡織、家具、太陽能、油漆、塑膠回收等企業投

資。台灣的電子、石化產業設立研發單位，帶動承包商進駐，加上能源、土地成本低與稅務優

惠，微軟、谷歌也選此成立數據中心。 

 

北卡華人商會創辦人之一，目前經營房地產公司的衛高榮說，許多華人因高科技工作遷移至此，

或在畢業後留下，當地北大、清華校友會成員已有上百人，華人圈常笑談「電線桿倒下壓死許多

博士」，也吸引金融、保險等不同背景的中國留學生創業。一日車程可往返紐約，生意競爭壓力

比馬里蘭小，因此餐飲行業紛紛入駐。目前華裔人口僅約1萬 

人，機場附近的中國城至今仍在招商。他看好未來，就像20多年前他擔任中文學校校長時帶領學

生所唱的校歌，「美東的精華區，我們的成長地」。 

 

亞特蘭大有「南方哈佛」之稱的喬治亞理工學院，加上可口可樂、UPS等企業設立總，從早期的

台灣留學生到後來的中國留學生，許多人選擇在此成家立業，目前華裔人口約10萬人。在當地執

業20餘年的會計師張拱誕說，喬治亞州持續投入機場、港口建設，成為重要轉運站，擺脫過去農

業州的形象，即便相鄰的田納西及佛州皆無州稅，但因交 

通方便、人口年輕，仍能脫穎而出，也吸引中國投資輪胎、木材、廢料回收、家具批發等產業，

並是美國東南區主要的餐館食材、用具批發中心。「南方步調慢，華人走快三步便易成功。」 

 

休士頓台商會長陳志宏，大學主修當地 熱門的地質探勘，未料後來接手父親的燈具製造及進口

生意。見證30多年來科技、石化等產業促進華埠發展，他說作為美國石化產業重鎮，德州有休士

頓港，南亞、台塑選擇在此投資設廠，相關的化工公司，加上太空總署的外包工作、供應商，也

吸引許多華人電腦、地質、化工工程師來此發展。過去個人電腦熱門時，曾有許多華資電腦公

司，但因利潤變低而消失，目前當地華人產業以餐飲、房地產為主。礦業、畜牧業、農業，雖多

屬勞動密集，但合法、非法勞工充沛。德州目前正努力發展多元產業，比如在市區興建大型醫療

中心，州府也以地稅減免招商。共和黨執政，民眾希望政府干涉越少越好。規定少，也降低了小

企業的管理成本。 

 

華人後代應創新創業 

 

曾任聯邦中小企業管理署副署長的徐紹欽博士，原是航太公司工程師，30年來從飛航零 

件、醫療器材到環保產業諮詢，他多次創業，員工 多時有近800人。在佛州起家，也是 

當地長期居民，目前他正規劃Fort Walton Beach航空工業園區。「公司旁邊就是白色沙 

灘，半數員工能在家中工作，有理想的人才自然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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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有世界 大的艾格林空軍基地（Eglin）。1984年，他掌握了機會創業，並隨時 

勢轉換跑道。他相信未來十年美國的 重要的商機，將包含能過濾飲水的奈米科技，以及 

針對家用機器人、無人車的人工智慧。 

 

他分析，華人傳統產業常離不開市場，鼓勵華人應放開眼界，了解所在的區域，多與地方 

商會交流，掌握商機。即便在對商業不友好的州，政府目前對研發節能相關的行業也有許 

多優惠政策。紐約便是目前對科技產業 友好的州，提供的稅務優惠條件也 好。 

 

他認為政府的角色不是教人如何做生意，而是提供創業者需要的資金、市場。有法規，也 

要重視商業成長，創造工作機會，才能收更多稅。「政府的協助是給真正有心的人。」，他建議

先知遊戲規則，再上場比賽。科技產業限制少，比如可在特拉華州註冊，當地商業 

法寬鬆，商業官司不需陪審團，無商業稅，公司負責人不需為本地居民，資產也不需繳稅。 

 

兒女都在矽谷創業，他從不鼓勵孩子賣童軍餅乾，認為要賣就賣檸檬茶，因為能了解產 

品、生產過程、成本、品管、配方、利潤，才能回收父母給的材料錢等概念。他也建議華 

裔家長鼓勵下一代掌握機會，創業之餘也學習創新，不能總埋怨政府與商人作對。 

 

創業地點要多方平衡 

 

20多年前，協和鋁門窗公司總裁陳秋貴選擇當時在紐約屬低開發區的皇后區法拉盛創業設廠，獲

得16年免地稅、免廠房稅、蓋工廠材料免稅、聘員工有補貼等優惠。目前分廠已拓展至加州、芝

加哥、密蘇里、新澤西等地，因製造業已不被紐約視為優先產業，他在外州看到當時的紐約。 

 

以製造業而言，他認為紐約州比加州友善。加州法規比紐約市還多，稅高之外，法規保護 

勞工，比如規定每工作兩個小時要休息15分鐘，開除員工必須立刻付清工資。但紐約市去年開始

實施五天帶薪病假規定，也顯示紐約市已不適合製造業發展。 

 

他分析，內華達州雖免稅，但人口少，徵人難。佛州退休產業興旺，製造業人口不足。德 

州對企業友善，有各種鼓勵設廠、發展的計畫，人員訓練、研發成本都可抵稅或有補助。 

德州市場廣大、土地成本低，什麼產業都要。喬治亞州重視產業的研發能力，給研發新產 

品的補助也優於其他州。因為兩地招商同等積極，因此他都正在考慮。賓州除了對製造業 

友善，技術訓練學校也多。他印象較深的是史克蘭屯市（Scranton），當地商會曾積極協助，就

環保規定聯絡政府評估，政府也願為廠區規畫工廠專用道路。他說：「這在新澤 

西、紐約幾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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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生活成本也影響員工應聘意願。治安不好，暗示當地居民素質不高。但治安不好的 

區、失業率高，政府給的優惠也更大，因此必須平衡考量。南方州因不需暖氣，生活開支 

較低，容易吸引人才。他認為只要政策對，都對創業有利。比如佛州，地價低、加上稅 

低，有六成人口來自外州，外地人通常較努力創業，也帶動就業及商機。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哪州更友好 華人創業風向標  

http://worldjournal.com/bookmark/26381040/article-%E5%93%AA%E5%B7%9E%E6%9B

%B4%E5%8F%8B%E5%A5%BD-%E8%8F%AF%E4%BA%BA%E5%89%B5%E6%A5%AD%E9

%A2%A8%E5%90%91%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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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跆拳大賽台選手再傳捷報黃丞靖奪金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January 27, 2015 

 
僑務秘書蕭蓓如(中)在慶功宴致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副組長江順琦(中)舉杯祝賀。(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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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功宴後，部分與會者和代表隊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總教練劉慶文(後左)介紹代表隊成員，前立者為韓籍教練劉泳大。(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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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功宴會後，部份與會者和代表隊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跆拳道代表隊贈送給僑務委員楊喬生夫婦奧運隊旗，感謝他們提供交通等贊助。(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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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功宴現場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銅牌選手王炳順(右一)與選手及僑胞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121 
 

 
跆拳道代表隊贈送蛋糕與賀卡給大奧蘭多台灣商會會長詹翠華(右二)，詹翠華與家人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2015 美國跆拳道公開國際組贏得金牌的三位選手，左起黃韻文、黃丞靖、林琬婷。(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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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美國跆拳道公開國際組贏得獎牌的選手，左起：金牌得主黃韻文、黃丞靖、林琬婷，與銅牌得主王炳

順。(記者陳文迪/攝影) 

 
慶功宴上開心合影，左起：經文處副組長江順琦夫婦，台灣代表隊總教練劉慶文夫婦，以及僑務秘書蕭蓓如。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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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5 年美國跆拳道公開賽，贏得國際組金牌的兩位選手林琬婷(左)與黃韻文(右)。(張顥騰提供) 

 
參加 2015 年美國跆拳道公開賽、贏得國際組 58 公斤級獎牌的兩位選手：金牌黃丞靖(左二)，王炳順(右

二)。(張顥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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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國跆拳道公開賽 (2015 US Open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24日賽程，台灣代表

隊男子組58公斤級選手黃丞靖奪金，王炳順獲銅牌，繼女子選手兩金後再下兩城。中佛州僑界在

龍宮餐廳舉行慶功宴，感謝代表隊為國爭光。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副組長江順琦夫婦、僑務秘書蕭蓓如等均專程趕至賽場加油，並與中佛州各

地僑胞出席慶功宴，由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數位僑界人士贊助，與會者包括來自墨爾

本的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甘迺迪角華美聯協會會長王守平、台灣同鄉聯誼會奧蘭多分

會會長趙志偉、佛州華商總會會長劉正民、大奧蘭多台灣商會會長詹翠華理事、慈濟奧蘭多聯絡

處負責人林智、陳美滿會計師與邱鴻榮博士夫婦，以及僑務委員楊喬生、紀翠麗夫婦，僑務顧問

王成章、蔡麗麗夫婦，僑務促進委員黃毅敏、張熙增、薛正凱等僑務榮譽職人員等。 

 

慶功宴由楊喬生主持，他代表僑界致賀，並向眾人介紹義工及加油僑胞。經文處副組長江順琦與

僑務秘書蕭蓓如也分別致詞祝賀選手。總教練劉慶文代表全隊感謝經文處及僑界支持。他表示，

跆拳道代表隊來美參賽，希望在2016年奧運爭取佳績，此次獲三金一銅，特別感謝教練團辛苦指

導和選手的勤奮努力。他並向大家介紹代表隊成員，包括全體教練、防護員和選手，並分享賽事

花絮。 

 

教練團分別頒發感謝卡及繡有代表隊字樣的帽子，給協助代表隊的僑胞和義工。代表隊教練朱木

炎當年的研究所同學張顥騰，特別從南卡開了八小時以上車程來奧蘭多，並在比賽期間擔任義

工，其熱忱感動眾人。 

 

贏得金牌的選手林琬婷、黃韻文與黃丞靖，以及銅牌得主王炳順，是當天大家爭取合影的對象。

另外，曾獲奧運金牌的朱木炎，也是眾多僑胞的偶像，許多人都把握機會與其攀談合影，親和力

十足的朱木炎毫無架子，親切的和會眾交流，讓大家都很開心。 

 

當天適逢詹翠華生日，大家同時為她舉辦驚喜派對，眾人齊唱生日快樂歌，氣氛溫馨歡樂。 

 

http://www.worldjournal.com/1280900/article-

%E7%BE%8E%E8%B7%86%E6%8B%B3%E5%A4%A7%E8%B3%BD-

%E5%8F%B0%E9%81%B8%E6%89%8B%E5%86%8D%E5%82%B3%E6%8D%B7%E5%A0%

B1-%E9%BB%83%E4%B8%9E%E9%9D%96%E5%A5%AA%E9%87%91/?n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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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柏瑞德航大 家庭周互動 
【佛州訊】 

February 14, 2015 

 

 
吳天順和徐淑玲夫婦在 ERAU 學生活動中心牆上吳啟瑋的大相片前留影。（徐淑玲提供） 

 
徐淑玲在 ERAU 學生活動中心吳啟瑋作品旁留影。（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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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瑋在社團帳篷內幫忙包義賣的法國煎餅 Crêpe。（徐淑玲提供） 

 
徐淑玲(右)在其子吳啟瑋(左)辦公室留影。（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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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瑋（右三）參加 ERAU 划船校隊晨間訓練。（徐淑玲提供） 

 
徐淑玲參觀 ERAU 天文台時留影。（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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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學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日前舉辦全校年度「家

庭周末親子活動」，邀請所有學生父母及親朋好友參加，除讓參加者有機會與學校教職員

工及其他學生互動外，並有學術演講及學生研究項目介紹等，內容豐富。 

該校位於黛通納海灘市(Daytona Beach)，華裔學生吳啟瑋在該校半工半讀，他的父母前

佛州學人協會會長吳天順、徐淑玲夫婦專程從塔城開車 250 哩與會。他們表示，身為第一

代移民的父母，能夠有機會到美國大學了解並體會孩子讀書、工作、起居生活和社交活動

等，感到既驕傲又欣慰。 

從 6 日至 8 日連續三天的家庭周末活動包括：逛校園、陪學生上課、在充氣墊上比武、觀

賞棒球賽、參觀天文台、招待早午餐、參觀預備軍官訓練、到各學院參觀活動、報告如何

申請助學金、聽音樂吃燒烤野餐、參觀女子籃球比賽和男子籃球比賽、參加紅地毯電影之

夜、學生的兄弟姐妹可參加睡衣聚會，以及到迪斯尼樂園或環球影城遊覽等。 

吳啟瑋就讀航太工程系，他帶領其父母參觀其辦公室，向父母介紹他的指導上司，並展示

他為學校媒體單位拍攝的影片及照片。吳啟瑋曾獲得第六屆塔城里昂郡新聞獎，並在佛羅

里達州高中學生科技社團聯合會帶隊贏得 On Demand Video 比賽冠軍，為了替父母「省

錢」，並訓練自己獨立和技能，他在該校發展服務處工作，負責活動的媒體報導。 (吳天

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159673/article-

%e5%ae%89%e6%9f%8f%e7%91%9e%e5%be%b7%e8%88%aa%e5%a4%a7-

%e5%ae%b6%e5%ba%ad%e5%91%a8%e4%ba%92%e5%8b%95/?ref=%E4%BA%9E%E7

%89%B9%E8%98%AD%E5%A4%A7%2F%E4%BD%9B%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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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 奧蘭多表揚義工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February 17, 2015 

 

 
徐紹欽為讀者簽書。(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企業家徐紹欽在奧蘭多年會中主題演講。(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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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亞裔官員協會 2015 高峰會主辦人賽特(Farook Sait)，在年會中推崇董繼玲培養青年，有遠見。 

(記者陳文迪/攝影) 

 
徐紹欽(左一)的演講生動吸引人，印裔青年特別向徐紹欽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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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市長戴爾頒發褒揚狀給四位國際領袖基金會成員，左起：嚴培達、楊喬生、徐紹欽、王成章與董繼玲。

(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會長嚴培達致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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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邁阿密分會會長鄭漢城在奧蘭多年會中分享。(記者陳文迪/攝影) 

 
徐紹欽為讀者簽書。(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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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書後，王贊禹(左)與徐紹欽(右)持「夢的守護者」一書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王成章以服務社區 25 年獲社區義工獎。左起：王贊禹、蔡麗麗、王成章及董繼玲。(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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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演講，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提問。(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顧問授證後合影，前排左起會長嚴培達、執行長董繼玲、經文處處長王贊禹與 ILF

理事長徐紹欽。(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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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在奧蘭多年會中簡報。(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奧蘭多分會 13 日晚在奧蘭多明軒餐廳舉行年會及顧問就職典禮，該

會執行長董繼玲與理事長徐紹欽專程前來為顧問頒發聘書及簡報。奧蘭多市長戴爾(John 

Dyer) 特別頒發褒揚狀表揚徐紹欽等，當天並頒發社區義工獎，得獎人王成章、徐紹欽作

主題演講，分享美國移民的精神和夢想。 

當晚聯邦亞裔官員協會 2015 高會主辦人賽特(Farook Sait)、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王贊禹與新聞處秘書孫博先、僑務委員楊喬生，以及僑社領袖近百人與會，交流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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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由張俊華主持，奧蘭多會長嚴培達首先致詞，她感謝顧問和各界支持，期待能為華裔

新生代打造平台，培養領袖才能，將來在主流社會有所發揮，造福華人社會。 

接著王贊禹、賽特分別致詞，王贊禹讚揚領袖基金會成績斐然，賽特則提醒華裔不要只在

工作上努力，要爭取領導位置，才有機會爭取自己權益。 

領袖基金會邁阿密分會會長鄭漢分享其視野及前瞻，他表示將致力在南美地區開發，灑播

ILF 的種子，讓南美地區的華人也能培養新生代，爭取權益及福利。 

董繼玲簡報國際領袖基金會概況及 2014 年度聯邦實習及青年大使實習成果，邀請與會者

參加 2015 年暑期將舉行的總會年會及華盛頓參訪，實際了解該會作業及影響，並呼籲一

起為栽培華人的新生代努力。 

隨後，董繼玲代表奧蘭多市長特別頒發褒揚狀給國際領袖基金會的理事長徐紹欽及長期服

務社區的奧蘭多會長嚴培達，顧問楊喬生及王成章，戴爾讚揚他們對社區的奉獻，並宣布

當天為四人紀念日。 

董繼玲與王贊禹一起為 2015 國際領袖基金會社區服務獎得獎人王成章頒獎，王成章以熱

心服務社區 25 年獲獎，王成章發表感言，分享從當年移民不懂英文需要求助，到成功後幫

助所有需要幫助者的心路歷程。 

董繼玲亦為奧蘭多分會顧問頒發證書，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顧問團成員包括會長嚴培達

及姚志飛、王成章、楊喬生、孫巧仙、鄭竹芳、楊強英、莊杏珠、Yvonne mei、林哲光、

林淑惠、顧杏琪、張羽斌、龐金偉、薛正凱及嚴培姍等 15 位顧問。 

當晚主題演講由徐紹欽主講，分享創業成功的故事。徐紹欽說所謂的企業精神是相信不可

能，有熱情，有夢想，永不放棄；知道自己有什麼、要什麼、可以做什麼，有信心、堅持

理想，就會成功。 

從來美留學到創業，白手起家到擁有多家企業及數十億資產，徐紹欽說，人生要有夢想，

成功不是偶然，成功是給有信心、不放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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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有解決的方案，就有成功機會。美國是個處處都是機會的國

家，美國政府是 大的買家，由於他從事國防品生產，需要加密的安全審查，他是第一代

移民，都有機會通過嚴格安全審核，可見美國的平等及機會。 

他說他的一生受母親影響很大，他的母親對他有信心，當年他因調皮被學校退學，母親告

訴他「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母親對他的信心，讓他對人生一切都充滿希望。 

他第一天進入美國，因時間差距，睡在圖書館長椅上，搜遍身上的零錢只夠買漢堡，卻得

到除了漢堡還有薯條和炸雞。店家贊助他，好心人接待他回家，這些溫暖成了他回饋社區

的動力，讓他在企業有成後，加入許多組織，幫助需要者，關懷和栽培青年，目前提供獎

金嘉獎科學老師。 

他並就 STEM-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分

享，並預測 2025 年以後的世界需要。演講後提問熱烈，他再分享科技創業、教育系統

等，也有人提議希望徐紹欽能成立小企業工作室，輔導如何與政府做生意。 

 

http://www.worldjournal.com/2229256/article-

%e5%9c%8b%e9%9a%9b%e9%a0%98%e8%a2%96%e5%9f%ba%e9%87%91%e6%9c%83

-

%e5%a5%a7%e8%98%ad%e5%a4%9a%e8%a1%a8%e6%8f%9a%e7%be%a9%e5%b7%a5

/?ref=%E4%BA%9E%E7%89%B9%E8%98%AD%E5%A4%A7/%E4%BD%9B%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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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青年京劇團 FSU 演出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26, 2015 

 

 
「望兒樓」劇照，麗英飾竇太真。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塔城華人協會在 Azu Lucy Ho 餐館舉辦天津市青年京劇團接風餐會，與會者合影。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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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別姬」劇照，趙秀君飾虞姬，陳璽強飾項羽。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京胡演奏國家一級演奏員朱建中。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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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青年京劇團到訪塔城公演海報。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空城計」劇照，馬連生飾諸葛亮。 (塔城華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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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稱 FSU)現代語言與語言學系的溫斯洛普

景當代法國和法語國家研究所，將於 2 月 26 日起至 28 日在該校舉辦「重新定位文化的走

向：法國和東亞與東南亞之間的參與和互動」(Reorienting Cultural Flows: 

Engagements between France and East/Southeast Asia)國際會議。 

會議期間，邀請中國「 天津市青年京劇團」27 日(周五)晚上 7 時，在 FSU 校園的 Askew 

Student Life Cinema 劇場演出，包括折子戲「天女散花」、「空城計」、「望兒樓」、

「霸王別姬」，以及京胡獨奏「小開門」、「柳青娘」、「萬年歡」等。 

演出免費對外開放。Askew Student Life Cinema 地址：942 Learning Way, 

Tallahassee, FL 32304。 

天津青年京劇團已於 22 日抵達塔城，由副團長李寶石擔任領隊，團員包括一級演員趙秀

君、陳璽強、孫麗英、馬連生、朱明和演員董卉等，塔城華人協會日前在 Azu Lucy Ho 餐

館設宴接待，並與塔城京劇票友歡聚交流。 

天津青年京劇團創立於 1984 年，目前擁有王立軍、孟廣祿、藍文云、張克、李佩紅、劉

桂娟、石曉亮、劉淑雲和董玉杰等國家一級演員，演出足跡遍布海內外，2005 年被中國文

化部評為全國重點京劇團。 

會議及演出詳情可上網查詢： 

http://www.winthropking.fsu.edu/Events/Reorienting-Cultural-Flows-France-

and-Asia。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445510/article-

%e5%a4%a9%e6%b4%a5%e9%9d%92%e5%b9%b4%e4%ba%ac%e5%8a%87%e5%9c%9

8fsu%e6%bc%94%e5%87%ba/?ref=%3F%3F%3F%3F%2F%3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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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瑞3.7追思音樂會 
【塔城訊】 

February 28, 2015 

 

 
佛州大學榮譽教授何廷瑞生前 喜歡的全家福相片，左起：兒子何仁毅、何廷瑞、何邱美郁及女兒

何淑賢。 (何邱美郁提供) 

 
紀念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FSU)榮譽教授何廷瑞的追思音樂會，將於3月7日(周六)上午11時在該校

醫學院禮堂舉行，地址：1115 West Call Street, Tallahassee,FL 32304，讓僑界及親友一起緬懷

何廷瑞教授的91載美好人生。 

 

何廷瑞是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的夫婿，他於2014年12月15日在東京探親途中病故，

享年91歲。他是來自台灣新竹的客家子弟，1967年應佛州州立大學(FSU)聘請來佛，何邱美郁亦

於次年受聘於FSU，夫婦倆在佛州僑界相當活躍，桃李滿門。何廷瑞為人類學家，發表過許多關

於原住民近代史的著作及論文，被各文史館典藏。 

 

何家婉謝花籃與花圈，希望各界人士將奠儀捐給：Dr. John T. J. Ho Endowed Graduate 

Fellowship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不克出席者，可將奠儀寄至佛州大學基

金會(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Foundation)，地址：2010 Levy Avenue, Building B, Suite 300, 

Tallahassee, FL 32310，詳情可電：(850)644-6000。(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493822/article-%e4%bd%95%e5%bb%b7%e7%91%9e3-

7%e8%bf%bd%e6%80%9d%e9%9f%b3%e6%a8%82%e6%9c%83/?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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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會館 啖美味拼盤 
【塔城訊】 

March 3, 2015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在北佛州華人協會羊年新年慶祝餐會中致詞。 

(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舉辦春節餐會，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音樂系學生甘嘉謙與張曉芬表演吉他和小提琴二重奏。 

(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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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佛州華人協會羊年新年慶祝餐會現場。(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舉辦春節餐會，會長鄭炳陸領唱台語歌曲「白牡丹」及「甜蜜的家庭」。 

(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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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佛州中華會館舉辦春節餐會，與會來賓合影，右起：經文處處長王贊禹、里昂縣議長林德利(Mary Ann 

Lindley)及其夫婿查理(Charlie)。(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日前於 Azu Lucy Ho 餐館舉行歡慶農曆新年春節餐會，120 多人與會，當

天年菜豐盛，還有精采表演節目，眾人共度愉悅新春佳節。 

該活動是新會長鄭炳陸領導新團隊舉辦的第一個傳統節慶活動，得到會友及各界熱烈支

持，里昂縣縣議長林德利(Mary Ann Lindley)偕其夫婿及家人參加，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王贊禹處長亦率秘書林仕宜、孫博先及僑務秘書蕭蓓如等，專程由邁阿密北上赴

會。 

當天餐會有 11 樣美味開胃菜，17 道色香味俱全的主菜，八種色彩鮮豔的壽司、五種時令

水果、五項精緻甜點及各類飲料等，與會者均大快朵頤，許多在會中相聚的老朋友更是藉

機暢談往事和新願景。 

餐會由吳孝中主持，會長鄭炳陸首先致詞，向與會者賀年，接著榮譽會長何邱美郁致賀

詞，她並宣布將於 3 月 7 日舉行紀念其夫婿何廷瑞教授的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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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縣議長林德利分享她和她的夫婿查理(Charlie)於 2011 年參加中華民國新聞局主辦的

「國際媒體及國際組織人士兩性平權主題參訪團」，在台灣參訪的活動及花絮；王贊禹則

介紹他曾參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百年傳承走出活路」專書。 

隨後並有音樂表演，鄭炳陸領唱台語歌曲「白牡丹」及「甜蜜的家庭」，董正與朱國雄演

唱「 愛」和「直到」，壓軸節目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音樂系學生甘嘉謙與張曉芬以吉他

和小提琴二重奏「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茉莉花」、「望春風」等歌

曲，亦以吉他獨奏國樂名曲「旱天雷」、「彜族舞曲」及「森林之夢」。熟悉的樂曲和旋

律引起共鳴，許多人都跟著吟唱，彷彿走入時光隧道。 

何秋美郁在表演後發紅包給小朋友和青少年，還有摸彩活動，獎品豐富，在歡愉氣氛中為

活動畫下圓滿句點。(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559840/article-%e4%bd%9b%e5%b7%9e%e4%b8%ad%e

8%8f%af%e6%9c%83%e9%a4%a8-%e5%95%96%e7%be%8e%e5%91%b3%e6%8b%bc%

e7%9b%a4/?ref=%3F%3F%3F%3F%2F%3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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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徐紹欽基金會教學獎揭曉 
【佛州訊】 

March 14, 2015 
 

 
第一屆華商「徐紹欽數學科學教學獎」日前頒獎，徐紹欽(左三)與得獎者米歇爾‧賀更斯(左二)、 

菲奧娜‧盧卡斯(右二)合影。(徐紹欽基金會提供)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日前在佛羅里達州歐卡陸沙郡(Okaloosa County)克雷斯特韋市商會

(Crestview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三月份早餐會議上，頒發其基金會設立的第一屆「卓越數

學和科學教學獎」，給兩名獲獎教師米雪兒‧賀更斯(Michelle Hokans) 及菲奧娜‧盧卡斯 (Fiona 

Lukas) ，兩人各獲5000元獎金，200多人共襄盛舉，場面熱鬧溫馨。 

 

徐紹欽表示，教師對於人生的啟蒙與指引，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他並認為，中國自古尊師重

道，教師是國家與社會 重要的資產，因此他設立此獎項，希望獎勵與顯揚教師的成就，並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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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更充裕的資金進行研究與教學。而且他也希望藉由此獎的設立，可以拋磚引玉，引發佛州其

他郡縣的效仿跟進，重視教育與人才的培 

養，進而改善社會。 

 

該獎項去年開始接受提名，經評審委員們仔細挑選後，共有六名數學老師和三名科學老師入圍，

入圍者並受邀參加早餐頒獎會。主辦單位邀請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致詞，出

席貴賓包括克雷斯特韋市商會董事長艾麗西‧亞布克(Alicia Booker) 、佛州第一選區國會眾議員傑

夫‧米勒 (Jeff Miller) 辦公室當地代表海倫‧里格登(Helen Rigdon)等人。 

 

當天的早餐會議由歐卡陸沙郡學校董事會主辦，克雷斯特韋市商會董事長艾麗西亞‧布克(Alicia 

Booker)在門口歡迎來賓，當地的高中樂隊在現場表演音樂，克雷斯特韋市商會執行長、同時也

是該郡議員哈里斯(Wayne Harris)致開幕歡迎詞並介紹貴賓。該郡議長博伊爾斯(Nathan Boyles) 

向王贊禹表示，希望未來能與台灣加強合作交流，並宣布將三月第一個禮拜定為「徐紹欽基金會

卓越數學和科學教學獎周」。 

 

除了兩位獲獎老師外，其他七名入圍 後決選的教師也各自獲得當地銀行提供的100元獎金，皆

大歡喜。(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803330/article-

%e8%8f%af%e5%95%86%e5%be%90%e7%b4%b9%e6%ac%bd%e5%9f%ba%e9%87%91

%e6%9c%83-%e6%95%99%e5%ad%b8%e7%8d%8e%e6%8f%ad%e6%9b%89/?ref=亞特

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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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stviewbulletin.com/education/10k-in-stem-awards-to-be-presented-

thursday-1.445428?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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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追思何廷瑞教授 
【塔城訊】 

March 21, 2015  

 

 
佛州大校長斯拉舍在追思會中分享他和何廷瑞教授的友誼。(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台灣合唱團在何廷瑞教授追思音樂會中獻唱兩首中文歌曲「祈禱」和「但願人長久」。(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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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佛州大榮譽教授何廷瑞追思音樂會的來賓，右起：佛州大校長斯拉舍、吉布森、馬里南、庫陸能、達帝斯

蒙、魏國榮和貝爾。(主辦單位提供) 

 
佛州大榮譽教授何廷瑞追思音樂會簽悼現場。(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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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榮譽教授何廷瑞遺孀何邱美郁(中)出席追思音樂會，仍難掩悲痛，左一為佛州大校長夫人 Jean 

Thrasher，右一為其子何仁毅，右二孫女 Kelly Ho。(主辦單位提供)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在追思會中分享他和何廷瑞教授的友誼。(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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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FSU)榮譽教授何廷瑞的追思音樂會，日前在該校醫學院禮堂舉行，近

300名何廷瑞的華洋親友、學生分別從各地趕來悼念，一起緬懷何廷瑞的91載人生。 

 

包括FSU校長斯拉舍(John Thrasher)、音樂學院院長吉布森(Don Gibson)、人類學系主任馬里南

(Rochelle A. Marrinan) 、現代語言系前主任庫陸能 (William Cloonan) 、塔城民主日報前發行人

達帝斯蒙 (Carroll Dadisman) 、美國退休空軍少將魏國榮 (William Webb) 、美國太極協會代表

貝爾(Ed Bell)，以及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等均出席，並在追思會中分享他們

和何廷瑞的友誼。 

 

何家的攝影師好友千鶴子‧林德利(Chizuko Lindley)、潘毓緒、夏良宇、王四川等趕來追思，並分

別在現場幫忙照相和錄影。 

 

追思音樂會有小提琴、鋼琴、吉他、獨唱和合唱節目，塔城日本合唱團獻唱兩首何庭瑞遺孀何邱

美郁挑選的日本歌曲「故鄉」和「淚滄滄」，塔城台灣合唱團則獻唱何廷瑞生前 愛的兩首中文

歌「祈禱」及「但願人長久」。何廷瑞的兒子、孫子和孫女都分別上台分享懷念之情。 

 

追思音樂會在中午結束，致悼者在現場觀看懷念何廷瑞的相片剪輯，許多與會者 

均是多年未見的老友，懷念故人，不禁唏噓，大家感觸良多。(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62222/article-

%e4%bd%9b%e5%b7%9e%e5%a4%a7%e8%bf%bd%e6%80%9d%e4%bd%95%e5%bb%b

7%e7%91%9e%e6%95%99%e6%8e%88/?ref=%E4%BA%9E%E7%89%B9%E8%98%AD%E5

%A4%A7/%E4%BD%9B%E5%B7%9E 

  



155 
 

佛州大重構文化交流軌跡 
【塔城訊】 

March 24, 2015 

 

 
天津市青年京劇團團員和主辦單位代表合影。左起：朱明、馬連生、陳璽強、藍峰教授、蒙羅主任、趙秀君、

庫陸能教授、孫麗英、董卉和副團長李寶石。(徐淑玲提供) 

 
孫麗英將「望兒樓」演講手稿贈送給徐淑玲，方便將來塔城京劇票友分享與交流。 (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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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秀君將「中國京劇中的旦角藝術」演講手稿贈送給徐淑玲，方便日後塔城京劇票友分享與交流。 

(徐淑玲提供) 

 
董卉演出折子戲「天女散花」。(徐淑玲提供) 



157 
 

塔城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稱 FSU)現代法國及法語語系文化研

究所，日前舉辦「法國與東亞：重構文化交流軌跡」國際學術會議，探討自 16 世紀耶穌會

教士踏上中國土地以後，法國與東亞之間曲折多變的文化交流，並重新認識該段複雜但豐

富的文化互動史。 

會議中發表有關法國與東亞各國在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烹飪等諸多領域的研究論

文，既記錄法國利用武力或宗教對一些亞洲國家侵略及殖民史，也見證近年來東亞經濟和

文化的發展，對法國乃至全世界的影響。 

FSU 法語系教授庫陸南 (William Cloonan)和藍峰，特別邀請中國「天津市青年京劇團」

在該校音樂學院舉辦「京劇研討會」，並在艾斯丘學生生活劇場(Askew Student Life 

Cinema)演出折子戲。 

京劇研討會中，領隊李寶石簡介天津市青年京劇團，趙秀君分享「中國京劇中的旦角藝

術」，孫麗英簡介「望兒樓」中老旦角色。 

學生生活劇場共演出四段折子戲，董卉表演「天女散花」、馬連生飾諸葛亮演出「空城

計」、孫麗英演出「望兒樓」、趙秀君與陳璽強分飾「霸王別姬」中的虞姬、項羽，另有

國家一級演奏員朱建中京胡獨奏「柳青娘」、「八板」和「柳搖金」。該場公演全場 388

個座位全滿，主辦單位還臨時加開另一間廳房作現場轉播，演員們的精湛演出獲得滿場

彩，熱鬧非凡。(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028558/article-

%e4%bd%9b%e5%b7%9e%e5%a4%a7%e9%87%8d%e6%a7%8b%e6%96%87%e

5%8c%96%e4%ba%a4%e6%b5%81%e8%bb%8c%e8%b7%a1/?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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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贊禹訪西佛大 關懷台生 
【佛州訊】 

March 28, 2015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在彭薩科拉市的坎托門(Cantonment)扶輪社參加午餐會議並簡介國

情。(徐紹欽提供) 

 
西佛大副校長凱利(右三)及科學、工程與衛生學院院長哈金斯(右一)等向王贊禹(右二)介紹網路安全訓練中

心。(徐紹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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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贊禹(左三)與西佛大副校長凱利(後右三)、科學學院院長哈金斯(右二)及台灣留學生合影。(徐紹欽提供) 

 
王贊禹處長與美國中小企業署前副署長徐紹欽探訪西佛羅里達大學台灣留學生。左起：王子綺、王鈺華、王贊

禹、徐紹欽、張晏慈、林廷佳及鄭詠欣。(徐紹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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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造訪彭薩科拉市(Pensacola)，並到西佛羅里達州

立大學關懷台灣留學生，與僑胞舉行座談。 

王贊禹首先到訪彭薩科拉市的坎托門(Cantonment)扶輪社，參加該社午餐會議。隨後到

西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探訪，由該校副校長凱利(Brendan Kelly)和科學、工程與衛生學院院

長哈金斯(Michael Huggins)接待參觀，關懷該校的 29 名台灣留學生。 

與僑胞的座談會在德斯汀舉行，與會人士包括當地僑民向耀輝、許瑞珍、程美琪、徐紹

欽、向華超、張明正、向映輝及向雲輝等。彭薩科拉市和台灣高雄市於 1977 年締結姊妹

市，西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也和台灣的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屏東商業技

術學院結為姊妹校，互動頻繁。王贊禹盼往後能加深與當地僑民的聯繫，經文處目前正積

極籌畫在西佛大舉辦僑界聚會及行動領務，可望於 4 月中或下旬成行。(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118941/article-%e7%8e%8b%e8%b4%8a%e7%a

6%b9%e8%a8%aa%e8%a5%bf%e4%bd%9b%e5%a4%a7-%e9%97%9c%e6%87%

b7%e5%8f%b0%e7%94%9f/?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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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 30 周年慶 
【塔拉哈西訊】 

April 11, 2015 

  

 

塔城中文學校將於 4 月 19 日(周日)下午 1 時至 4 時，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Askew 學生中心(Askew Student Center)101 室舉行建校 30 周年慶，該校

歡迎師生家長及各界人士參加。 

校長徐瓊芳表示，將邀請多名前校長回校同慶，一起回顧 30 年成長足跡，各班學生將展示

中文學習成果及才藝，還有拍賣活動、中文卡拉 OK 大賽，及豐富餐點等。詳情可電郵徐

瓊芳：r92341014@ntu.edu.tw 。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186598/article-

%e5%a1%94%e5%9f%8e%e4%b8%ad%e6%a0%a1-

30%e5%91%a8%e5%b9%b4%e6%85%b6/?ref=%E6%96%B0%E6%BE%A4%E8%A

5%BF/%E8%B3%93%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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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 4.19西佛州大有約 
【塔拉哈西訊】 

April 16, 2015 

 

 

佛羅里達州西北區白沙灣中美聯誼會將於4月19日(周日)上午11時至下午3時，在西佛羅里達州立

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大會廳(Commons Great Hall) 舉辦「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探訪台灣僑胞及學生聯誼會」，歡迎同鄉及同學踴躍參加。 

 

會長王英潔表示，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將率副組長江順琦及秘書到Pensacola探訪台灣僑胞及學

生，將設午宴招待Pensacola和Fort Walton Beach地區的台灣僑胞，與僑界在席間聯誼交流。 

 

地址：11000 University Parkway Pensacola, FL 32514。駕車者可由University Parkway進入校

園，在紅綠燈處左轉上斜坡，繼續開約一哩後，在停車場K處左轉，大會廳在停車場右邊。詳情

可電郵王英潔：llemley@pensacolastate.edu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195596/article-%e7%b6%93%e6%96%87%e8%99%95-4-

19%e8%a5%bf%e4%bd%9b%e5%b7%9e%e5%a4%a7%e6%9c%89%e7%b4%84/?ref=%3F

%3F%3F%3F%2F%3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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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副教授葉明 奪土木工程研究獎 
【塔拉哈西訊】 

April 21, 2015 

 

 
FSU 副教授葉明(左二)獲美國土木工程研究獎，與其家人及好友一起慶賀。(葉明提供)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科學計算系華裔副教授葉明，日前獲美國土

木工程師協會(ASCE)頒發「Walter L. Huber 土木工程研究獎」。其主要研究貢獻為進一

步發展模擬地下水多源污染動態的電腦軟體。該獎項表揚具有突出研究成果的 40 歲以下會

員，每年獲獎者僅三至五名。 

該軟體由佛州環保局另一華裔科學家李子方初創，並與葉明合作使其問世。兩人均出自南

京大學同系，但相差了 36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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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NLET 可模擬、追蹤，並圖示多源污染的移動過程，可同時處理數百個同類「點源」，

從根本上改善過去無法解決的污染問題，為一環保科技和管理的革命性工具。污染源往往

分為「點源」和「非點源」，環保管理首重可追查的「點源」，但如埋於地下，或一般家

用污水處理池相對於受污染水體的位置、距離、坡度不同，正確定量估算污染原極為困

難，只能將其作為「非點源」處理，往往無從下手， 後不了了之。 

該軟體及訓練課程可免費下載，目前已有歐、亞、美各洲各國環保同行下載應用，造福世

界。 

葉明曾於 2012 年獲美國能源部青年成就獎(Department of Energy Early Career 

Award)，並當選為美國地質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他亦精於「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及「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研

究。(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02974/article-%e4%bd%9b%e5%b7%9e%e5%a

4%a7%e5%89%af%e6%95%99%e6%8e%88%e8%91%89%e6%98%8e-%e5%a5%

aa%e5%9c%9f%e6%9c%a8%e5%b7%a5%e7%a8%8b%e7%a0%94%e7%a9%b6%

e7%8d%8e/?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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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贊禹一行 西佛州大聚餐交流 
【佛州訊】 

April 25, 2015 

 

 
留學生們開心合影，左起：林廷佳、李怡潔、王鈺華、鄭詠欣、張晏慈、王子琦。(Cindy 提供) 

 
白沙灣美華協會會長王英潔(左)與經文處長王贊禹(右)合影。(Cind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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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移民自我介紹，分享旅美生活經歷。(Cindy 提供) 

 
經文處訪佛州西北區，邀請當地政要與會交流。左起：徐紹欽博士、西佛州大副校長凱利、理學院院長哈金

斯、經文處長王贊禹。(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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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與白沙灣美華協會舉辦僑胞與留學生交流餐會，與會者合影。(主辦單位提供) 

 
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在西佛州大會上致詞。(Cind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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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長王贊禹一行探訪西北區，會晤僑胞。(Cindy 提供)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偕同副組長江順琦、秘書蔡秘琬梅、孫博先，以及台

灣貿易中心主任孫紀美等一行，日前探訪西北區，並在西佛羅里達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與當地僑胞及學生餐敘，並邀請該區政要與會交流；佛州眾議員英格朗(Clay Ingram)

闔家與會，美國前小企業署副署長徐紹欽、西佛州大學副校長凱利(Brendan Kelly)，與工程與衛

生學院院長哈金斯(Michael Huggins)均出席，連同僑胞共60多人與會。 

 

白沙灣美華協會(Gulf Coast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會長王英潔在致詞時，特別感謝

王贊禹一行到訪，並盼將來多舉辦活動，強化當地僑胞及學生的往來與聯繫。王贊禹表示，他在

外交部服務30多餘年，派駐各地期間，一向注重與駐地台灣留學生聯繫。他說，這樣不僅可讓國

家未來棟樑，在留學期間，瞭解政府對留學生的關懷，自己也在與留學生的來往中，學到很多新

知。留學生們也經常反映，有駐外人員訪問拜會過的學校，校方會對來自台灣的同學比較重視。 

 

眾議員英格朗曾於一年前訪問台灣，他對當地民眾的熱誠，及台灣的政經發展成就讚佩不已，也

很高興看見在白沙灣地區有來自台灣的朋友，並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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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敘期間，與會者分別上台自我介紹，並分享旅美經驗。辦事處代表們則於會場回答僑胞有關領

務相關業務及問題。 

 

與會者對王贊禹一行長程驅車到西北區相聚，十分感動並熱烈歡迎。活動歷時三小時，場面溫

馨、交流熱絡。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10145/article-%e7%8e%8b%e8%b4%8a%e7%a

6%b9%e4%b8%80%e8%a1%8c-%e8%a5%bf%e4%bd%9b%e5%b7%9e%e5%a4%

a7%e8%81%9a%e9%a4%90%e4%ba%a4%e6%b5%81/?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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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走過 30 年 各界同慶 
【塔拉哈西訊】 

April 28, 2015 

 

 
塔城中文學校義賣當地僑社熱心捐贈的物品。(塔城中文學校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 30 周年慶，部分參加人士合影。(塔城中文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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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文學校 30 周年慶活動中，學生表演扯鈴。(塔城中文學校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在社區進行義賣活動，販賣手工有機烘焙點心和台灣珍珠奶茶等。(塔城中文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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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成立 30 周年，日前連續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在社區義賣餐點為中校募款、

在佛州州立大學舉辦慶典等，各界同慶，祝賀塔城中校 30 年來，為海外華文推廣和華夏文

化傳承扎根。 

為學校籌募經費的義賣在塔城 Piney-Z 社區展開，歷任校長、家長與當地僑胞熱心捐贈物

品，一些家長與塔城台灣同學會更合力烘烤手工點心、製作道地台灣珍珠奶茶，為往來民

眾介紹台灣美食及文化之美。義賣活動於上午 7 時 30 分開始，甫一開張，即吸引許多民眾

選購，在一小時內，超過五成物品已銷售一空；當日所得全數捐贈塔城中文學校，作為下

學期營運基金。30 周年慶典在佛州大學 Askew 學生生活中心舉辦，由校長許瓊方主持。

當天雖大雨傾盆，但各界人士仍不減熱情，到場致賀。除了全校師生及家長，歷任校長黃

錦混、王四川、葛正復、張有源與黃弼晶皆出席，不克與會的校長李昆、吳天順、朱國雄

等亦於會前提供照片和愛心捐款。 

該慶典以歷史回顧剪影揭開序幕，許多當年影中的孩童如今皆已長大，逗趣的照片使全場

笑聲不斷。接著學生展現才藝，兒童班學生帶來三首台灣童謠，可愛的模樣獲得熱烈掌

聲。會話班學生 Yunus 以小提琴演奏流行歌曲，並與中班學生 Joshua 及 Ethan 共同表演

花式扯鈴，純熟的技巧贏得讚嘆。李宗翰老師以吉他自彈自唱陳建年名曲「海洋」，為節

目畫下完美句點。隨後進行美食義賣，現場氣氛熱絡，拍賣所得亦全數轉入塔城中校基

金。由於兩位前校長、北佛州中華會館會長鄭炳陸及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大力宣傳，

當地僑胞熱烈響應並贊助，使 30 周年慶順利圓滿。 

塔城中文學校成立於 1985 年，目前為一所獨立的僑校，不附屬任何僑團，為該區及鄰近

地區唯一教授正體中文的僑校。下學期將於年 8 月 23 日開學，每周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上課，詳情可電郵：tcstaiwan2015@gmail.com 。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13768/article-%e5%a1%94%e5%9f%8e%e4%b

8%ad%e6%a0%a1%e8%b5%b0%e9%81%8e30%e5%b9%b4-%e5%90%84%e7%9

5%8c%e5%90%8c%e6%85%b6/?ref=亞特蘭大/佛州 

  



173 
 

中華學人協會交流熱烈 
【佛州訊】 

April 30, 2015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在徐祖慈建築事務所舉行新年度第二次理事會，部分與會人士合影。前排左起：陳秀美、穆

椿榮、周曼宜；後排左起：徐祖慈、陳偉、周禮、劉英、吳天順及李守平。(穆椿榮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徐祖慈建築事務所，舉行新年度第二次理事會，討論會務、餐敘

年會和未來規畫。 

理事會議由會長穆椿榮主持，他首先歡迎與會人士，接著進行會議及財務報告。他指出，

該會已於 2 月 10 日獲國稅局核發正式許可成立基金會，並可追溯免稅期到 201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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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討論議題包括：基金會第一次董事會議召開事宜、回顧在珊瑚閣博物館(Coral Gables 

Museum)舉辦的「中國文字演進—胡進杉書法展」與後續活動、研聘法律顧問及會計師、

提名下任會長候選人、招攬新會員、催繳會員會費、接受前中小企業署副署長徐紹欽捐贈

100 本英文著作「Guardians of the Dream」，並討論年度研討會主題，暫定和「製

藥」相關，將聯繫相關演講者和贊助者等。與會者踴躍發言，交流熱烈。 

會後，與會人員循例邀請眷屬參加聚餐。恰逢僑界在龍宮自助餐館為中華台北啦啦隊代表

慶功，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也共襄盛舉，氣氛熱烈又溫馨。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17495/article-%e4%b8%ad%e8%8f%af%e5%ad

%b8%e4%ba%ba%e5%8d%94%e6%9c%83%e4%ba%a4%e6%b5%81%e7%86%b

1%e7%83%88/?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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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啦啦錦標賽中華隊奪冠 奧蘭多慶功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April 30, 2015 

 

 
贊助啦啦隊水果的鐘秀蘭，分享她買水果的趣事。(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胞為中華台北啦啦隊慶功，祝賀他們勇奪世界啦啦隊錦標賽冠軍。(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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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銀行黃董事長(左四)及總經理王為立(右二)宣布贊助中華台北隊 1 萬元。左一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

左三秘書長廖志華，右一僑務委員楊喬生。(記者陳文迪/攝影) 

 
被選作大會手冊封面的陳志偉手持大會手冊，展示和封面相同的英姿。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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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功宴中，隊員們開心歡呼。(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龍宮舉行的慶功宴中，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專程來奧，與中華隊及僑胞分享榮耀。(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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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功宴中，僑界人士與啦啦隊成員合影。左起：教練毛鍾瑩、詹翠華、鐘秀蘭、教練邱雯琪、廖志華、張育

銓、蕭蓓如、許瑤裁、許瑪麗、莊杏珠及國際裁判丁翠苓。 (記者陳文迪/攝影) 

 
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介紹團員，並分享啦啦隊的許多花絮。(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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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金牌的中華台北隊金牌教練組，左起：總教練張育銓、邱雯琪、廖志華及毛鐘瑩。 

(記者陳文迪/攝影) 

 
啦啦隊協會秘書長廖志華介紹隊員，並贈送與會僑胞紀念運動衫和毛巾。(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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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代表隊，勇奪 2015 年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大獎項「男女混合高級組冠軍」，中

佛州僑胞日前在奧蘭多市舉行慶功宴，有感台灣隊員不畏艱難集訓參賽、為國爭光，多名

僑胞慷慨解囊，會中交流熱烈，氣氛溫馨。 

當天晚會由陳果菩主持，僑務委員楊喬生、由邁阿密趕來的僑務秘書蕭蓓如，分別向代表

隊致謝道賀，感謝小將們為國爭光。由啦啦隊協會秘書長廖志華和理事長張育銓，向現場

人士一一介紹隊員，並表示由於經費不足，參賽者均自費參加，有隊員為了籌措參賽旅

費，到機場當臨時工人搬貨，直到清晨；嘻哈舞團體的 12 件舞台裝，還有上面的裝飾亮

片，都是隊員林辰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為了所愛的啦啦隊運動，許多隊員付出血汗，令人

感動。 

張育銓說，投身啦啦隊運動 20 多年，在有生之年，能帶隊打敗超強霸主美國隊得到冠軍，

這一輩子在這個運動上付出的汗水和淚水，都值得了。 

比賽期間贊助代表隊的單位及人士包括：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委員楊喬

生、僑務顧問王成章、Jade Bistro 餐廳林定偉、華園餐廳林作獅及林秀蘭，佛州中華學人

會會長穆椿榮、僑務促進委員薛正凱、大奧蘭多台灣商會會長詹翠華、台灣同鄉聯誼會奧

蘭多分會會長趙志偉、僑務促進委員黃毅敏、奇士美華人協會會長嚴培達等，台商會理事

許瑤裁，國際佛光會奧蘭多西區分會會長鐘秀蘭、奇士美華人協會副會長陳鎮凱、林淑惠

夫婦、徐祖慈、梅惠照、紐約第一銀行、林智及莊杏珠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17343/article-%e4%b8%96%e7%95%8c%e5%9

5%a6%e5%95%a6%e9%8c%a6%e6%a8%99%e8%b3%bd%e4%b8%ad%e8%8f%a

f%e9%9a%8a%e5%a5%aa%e5%86%a0-%e5%a5%a7%e8%98%ad%e5%a4%9a%e

6%85%b6%e5%8a%9f/?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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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參觀佛州大 
【塔拉哈西訊】 

May 9, 2015 

 

 
台灣水利專家和招待代表共進午餐。(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台灣水利專家和招待代表在 1933 年佛州大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保羅‧狄拉克 (Paul Dirac)的雕像前合影。 

(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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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在聽完介紹和李子方博士合作開發的電腦軟件應用後合影。(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台灣水利專家參訪佛州大學，在地球物理流體力學研究所合影。左起：何琮裕、許育榮、曾憲明、汪平洋、陳

秀雄、黃華煌、林昆賢、譚智宏、沈佳慧、葉明、黃建旺、Kevin Speer、周朝枝、李子方、Mohammad 

Sayemuzzaman 和吳天順。(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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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們在惜別餐會後合影。(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台灣水利專家參訪團一行12人，日前參觀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雙方期待今後台、美兩地水資源工

作者在科研、工程、技術、行政、法律、人員等方面合作與交流。 

 

該團由甘城(Gainesville)佛羅里達州大學的「中華民國基金」(Taiwan, R.O.C. Fund)贊助，參訪學

員包括農田水利會的周朝枝、黃建旺、許育榮、曾憲明、黃華煌、林昆賢、陳秀雄，淡江大學水

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何琮裕，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陳依蓮、沈佳慧，經濟部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局汪平洋，以及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譚智宏。為期約兩周的課程，主要參訪佛州各水

資源相關的學校、研究機構和水利管理局等。 

 

第一個參訪單位為佛州州立大學，經由服務於佛州環保部門的吳天順安排，台灣代表團首先參觀

地球物理流體力學研究所(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Institute)，該所所長史匹爾(Kevin 

Speer)歡迎代表團，並介紹該所的歷史和現有研究。譚智宏代表致謝，介紹代表團此行參訪目

的，並贈送台灣特產當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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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博士和李子方博士為代表團介紹地面塌陷實驗，該實驗曾被PBS/NOVA節目報導(詳情可上網

www.pbs.org/wgbh/nova/earth /sinkholes.html)。葉明的學生卡斯卓(Roger Benito Pacheco 

Castro) 展示地下水流量的觀測實驗；卡斯卓是美國國務院挑選的富布賴特學者 (Fulbright 

Scholar Student) ，雙方就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污染問題進行討論。 

 

隨後代表團訪問計算科學系，葉明介紹他和李子方合作開發的電腦軟件。李子方提到人類對待自

然界「水資源」的歷史關係，從「開發、利用」到「調度、保量」，到近50年的「生態、環保、

保質」為重點的普遍轉化規律，獲與會者認同。(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32345/article-%e5%8f%b0%e7%81%a3%e6%b

0%b4%e5%88%a9%e5%b0%88%e5%ae%b6%e5%8f%83%e8%a7%80%e4%bd%9

b%e5%b7%9e%e5%a4%a7/?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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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嘯 與百餘民眾「一起談心」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May 28, 2015 

 

 
岑瀑嘯醫師主持「一起談心「講座。(趙崇尚提供) 

 
醫療健康講座活動，耆老們打麻將。(劉程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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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嘯醫師主持「一起談心」講座，開心分享。(劉程驥提供) 

 
岑瀑嘯醫師主持「一起談心」講座，會後回答提問，交流熱烈。(劉程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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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嘯醫師主持「一起談心」講座，會後回答提問，交流熱烈。(劉程驥提供) 

 
醫療健康講座活動有排舞教學。(劉程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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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耆老下象棋。(劉程驥提供) 

康延服務中心(YESS Center)與亞洲風行雜誌(Asia Trend)日前舉辦醫療健康講座，佛羅里

達醫院心血管專科醫師岑瀑嘯以「一起談心」(Heart to Heart Talk)為題主講，分享心臟

疾病醫療及保健，並回答提問，會中交流熱烈，百餘民眾均表示獲益良多。 

當天活動以午餐拉開序幕，主辦單位為 55 歲以上人士提供免費午餐，餐後進行健康講座，

隨後開始康樂活動，與會者分別加入排舞、麻將、中國象棋和乒乓球等，氣氛熱鬧。 

岑瀑嘯先以半小時的心臟健康常識普及分享，隨後進行一小時的提問交流。她詳細說明冠

狀動脈疾病和慢性冠狀心臟病的症狀。典型的急性發作的突然症狀，患者會有胸前壓榨痛

和緊迫感，左手臂或左肩膀疼痛、或喉頭「發緊」，不典型的症狀，特別是年紀大的女性

或者各種年齡的糖尿病患者，沒有明顯的胸部疼痛，但有不尋常的呼吸緊迫、惡心、虛汗

和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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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症狀在短時間內如幾周或幾個月之間明顯感覺體力下降、爬樓梯或者快速步行的時候

感到胸悶和呼吸困難。 

她分享健康飲食的關鍵，指出依據人類的身體結構，沒有尖爪和鋒利的前牙，應該是素食

動物，因此應盡量減少吃肉，若吃肉，白肉如魚肉和雞肉，稍比紅肉健康。 

她說，素食可以獲得植物蛋白質和健康的不飽和脂肪酸。 好多食豆腐，豆腐有非常豐富

的植物蛋白質，有抗氧化功能，還富含鈣和卵磷脂。卵磷脂特別有益血管健康和小孩的大

腦發育。澱粉質的食物來源於棕色米粗糙大麥，土豆(馬鈴薯)也是很好的澱粉來源。選擇全

素食的人要注意補充維他命 B12。 

雞蛋黃食量每天不要超過一個，要多吃水果和蔬菜。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水果，因為植物

糖分不會像餅乾糖果那樣迅速吸收。蔬菜還包括蘑菇，含有豐富的卵磷脂(Lecithin)和煙酸

(Niacin)，對預防心臟病有效。 

另外要少吃鹽，多喝水。普通來說大概每 40 磅的體重，應該補充接近一升的液體，她建議

以喝茶形式補充水分，茶含大量的抗氧化物質，有時幾種重要的維生素，茶多酚有利降低

壞的膽固醇。 

她建議千萬不要吸菸，每天睡眠起碼 7 到 8 小時，並要減少生活壓力， 好有足夠活動，

每天走一萬步，或者每天快走半小時。 

另外，要注意口腔衛生，因為牙周炎會增加心臟瓣膜的感染率，口腔衛生差的人，身體相

當長期處於發炎狀態，會加快血脂在血管壁的積累，導致血管堵塞。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61421/article-%e5%b2%91%e7%80%91%e5%9

8%af-%e8%88%87%e7%99%be%e9%a4%98%e6%b0%91%e7%9c%be%e3%80%

8c%e4%b8%80%e8%b5%b7%e8%ab%87%e5%bf%83%e3%80%8d/?ref=亞特蘭大

/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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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俱樂部慶端午 
【塔城訊】 

June 20, 2015 

 

 
塔城華人午餐俱樂部成員慶祝端午節。(塔城華人午餐俱樂部提供) 

 

塔城華人午餐俱樂部，17 日在鄉園餐廳(China Delight)慶祝端午節。 

該俱樂部於十多年前，由當時在州環保局工作的潘毓緒、李子方和吳天順等人發起，由吳

天順擔任召集人。起初，大家於每月中的周五，到鄉園自費聚餐，聯絡感情、交換笑料和

生活經驗。由於每次歡聚總是意猶未盡，後來有人建議除月中聚餐外，增加每周聚會，甚

至可增加每日中午聚餐，成為「三中」聚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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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參加慶祝端午節聚會的成員包括：王友竹、張啟波、吳天順、李子方、潘毓緒、王

楊、胥兵、王雲程、蔡建新、黎華生、徐淑玲、魯傑和鄭炳陸共 13 名會員，冒著酷暑趕來

相聚，餐廳主人俞曉情也特別贈送粽子，向俱樂部成員賀節。 

有興趣參加塔城華人午餐俱樂部者，可電郵吳天順：wu@caspaf.org 。該俱樂部 7 月聚

會時間為 7 月 15 日(周三)中午，地址：220 West Tennessee St., Tallahassee, FL 

32301。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97698/article-%e5%a1%94%e5%9f%8e%e8%8f%af%e4%

ba%ba%e4%bf%b1%e6%a8%82%e9%83%a8%e6%85%b6%e7%ab%af%e5%8d%88/?ref=

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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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 獲頒佛州大榮譽博士 
【塔拉哈西訊】 

July 11, 2015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Lucy Ho)將獲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頒發

榮譽博士學位，佛州大校長斯拉舍(John Thrasher)日前致函通知何邱美郁，眾多當地僑胞

均為她感到開心。 

何邱美郁 5 日在 Masa 餐館設晚宴，感謝四個月前參與籌備追思其夫婿何廷瑞教授音樂會

的部分人員，與會人員包括：陳景仁、陳瑞滿夫婦，潘毓緒、夏良宇，黃錦混、盧敏慎夫

婦，王四川、林婉華夫婦，及吳天順、徐淑玲夫婦。何邱美郁在席間除感謝好友的關懷與

協助，並傳閱斯拉舍的信函，分享榮耀。 

佛州大將頒發何邱美郁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並感謝她對該校和塔拉哈西社區的奉獻。何

秋美郁多年來為佛州大歌劇系的師生設計及製作戲服，廣受歡迎，對歌劇系節目的成功演

出居功厥偉。此外，何邱美郁的家人也慷慨地為佛州大和塔拉哈西社區提供優良的亞洲食

品和分享亞洲文化。一位提名委員說：「何邱美郁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哺育社區及大眾。」 

佛州大表示，將在今秋安排授予何邱美郁榮譽人文博士學位的儀式，感謝何邱美郁在藝術

及美食等多方面的分享。 

何邱美郁曾任佛州大音樂學院前劇服設計總監，設計製作劇場服裝逾 40 年，在台灣出生的

她，其作品深獲美國主流社會認同，曾獲佛州大頒發年度火炬獎，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雖年逾 80，仍擔任北佛羅里達中華會館名譽會長。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330805/article-%e4%bd%95%e9%82%b1%e7%b

e%8e%e9%83%81-%e7%8d%b2%e9%a0%92%e4%bd%9b%e5%b7%9e%e5%a4

%a7%e6%a6%ae%e8%ad%bd%e5%8d%9a%e5%a3%ab/?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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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國藝術展開幕 
【塔拉哈西訊】 
August 25, 2015 

 

 
2015 塔城中國藝術展展覽海報。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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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塔城中國藝術展 25 日上午 9 時起，在佛羅里達農業和機械大學(FAMU)社會科學藝

術和人文學院視覺藝術系福斯特泰納畫廊開展至 9 月 25 日(周五)。正式開幕式和招待會，

將於 8 月 28 日晚 5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在福斯特泰納畫廊舉行。 

塔城中國藝術展旨在為當地社區文化提供更為豐富的中國文化元素，展品包括中國當代藝

術家作品，以及塔城當地華人創作和收藏的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藝術品，包括傳統中國畫、

書法、版畫、攝影、剪紙、雕塑、陶藝、刺繡及工藝美術品、微電影等。 

此活動策劃人為 FAMU 視覺藝術系副教授劉南，並特別邀請中國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系主

任趙均來塔城參展和交流，塔城華人協會會長劉懿萱亦幫忙聯繫協調。 

有興趣了解往年塔城中國藝術展詳情者，可上網：www.liunanart.com。展場地址：

1630 Pinder Street, Tallahassee, FL 32307。(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399493/article-%e5%a1%94%e5%9f%8e%e4%b

8%ad%e5%9c%8b%e8%97%9d%e8%a1%93%e5%b1%95%e9%96%8b%e5%b9%

95/?ref=%E4%BA%9E%E7%89%B9%E8%98%AD%E5%A4%A7/%E4%BD%9B%E5

%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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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洪秀柱後援會 9.5 造勢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August 27, 2015 

 

 
奧蘭多洪秀柱後援會將於 9 月 5 日(周六)晚舉辦造勢晚會，圖為海報。(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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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洪秀柱後援會將於 9 月 5 日(周六)晚舉辦造勢晚會，圖為海報。(主辦單位提供) 

 

奧蘭多洪秀柱後援會，將於 9 月 5 日(周六)晚 6 時在奧蘭多王記酒樓舉辦造勢晚會，該會

強調只有團結才有勝利，特別設計海報，以大手指「今天你不站出來，將來會永遠站不出

來」，呼籲各界支持洪秀柱。 

贊助團體包括梅培德基金會、世界孫中心金會、奧蘭多台灣同鄉聯誼會、奧蘭多榮光會、

奇士美華人協會、中國國民黨奧蘭多安良工商會、華僑總會、華僑協會、廣東同鄉會、華

人福利會、春天及東方超市以及王記酒樓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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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有 DJ 及卡拉 OK 助興，每人餐費 21 元，訂位可電總召集人梅惠照：(305)216-

1107、副召集人林遵瀛：(352)255-5667、趙志偉：(407)960-9888、總幹事孫芸：

(407)352-3717，或徐美嬋：(407)443-9496。 

地址：5160 West Colonial Dr., Orlando, FL 32808。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02767/article-%e5%a5%a7%e6%b4%aa%e7%a

7%80%e6%9f%b1%e5%be%8c%e6%8f%b4%e6%9c%839-

5%e9%80%a0%e5%8b%a2/?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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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之夜 頒獎 
【佛州訊】 

September 1, 2015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9 月 19 日科技與文化研討會宣傳海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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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將於9月19日(周六)，在奧蘭多迪士尼假期旅館會議廳 (Holiday Inn Orlando 

Downtown Disney) 舉行慶祝成立26周年慶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將有專題演講、學人協會

之夜頒獎晚宴及壓軸晚會。 

 

今年主題為「醫藥的發展和技術與衛生預防戰略」，邀請許照惠博士主講，還有六場各60分鐘的

研討會，分別由李作斌、張紀德、徐紹熾、陳偉、岑瀑嘯和穆容平主持。該會希望藉此增加大眾

對當前醫藥發展及科技新知的了解，幫助大眾享有更健康的生活。 

 

午餐中安排Wells Fargo財務顧問副總裁David P. Lee進行財經分享，晚宴則有歐卡陸沙郡

(Okaloosa)經濟發展局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主席徐紹欽分享其創業成功的故

事。 

 

9月18日 (周五)前註冊有優待，會員每人100元，非會員130元，學生60元，不包含晚宴的學生票

30元。報名和住宿安排可上網：www.caspaf.org。 

地址：1805 Hotel Plaza Blvd, Lake Buena Vista, FL 32830。(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10248/article-%e4%b8%ad%e8%8f%af%e5%ad

%b8%e4%ba%ba%e5%8d%94%e6%9c%83%e4%b9%8b%e5%a4%9c-%e9%a0%9

2%e7%8d%8e/?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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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10.3 體驗風情 
【塔拉哈西訊】 

September 17, 2015  

 

 
塔城亞洲協會主辦的第 11 屆亞洲節宣傳海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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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主辦的「第 11 屆亞洲節‧體驗亞洲風情」(2015 Experience Asia-11th 

Annual Festival)，將於 10 月 3 日(周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塔城市中心路易斯和

布拉克漢公園(Lewis and Bloxham Parks)舉行。將有中、印、日、韓、菲、錫蘭、台

灣、泰國、中東及美國等國社團組織參加，展出亞洲藝術文化節目、美食和文化攤位，與

當地社區人士交流。 

活動免費入場，詳情可上網：www.asiantlh.org。(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35292/art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7%af%80-10-

3%e9%ab%94%e9%a9%97%e9%a2%a8%e6%83%85/?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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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龍社社長劉廣然 傳授說話 8 技巧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September 19, 2015 

 

 
「溝通的藝術」講座後，部分與會來賓與講者劉廣然(前排左一)、佛光會奧蘭多東區會長俞孟貞(前排右四)合

影。(余孟貞提供) 

國際佛光會佛州協會日前舉辦「溝通的藝術」論壇，由扶輪社奧蘭多龍社社長、國際佛光

會北美聯誼會美東區主任劉廣然主持，演講生動，並有實例分享及現場互動，華洋會友提

出包括兩代親情等許多問題討論分享，也建議多利用社交媒體部落格、臉書、推特及 Line

等增進溝通及交流分享，氣氛熱烈。 

奧蘭多東區分會會長俞孟貞開場致詞，她感謝劉廣然的分享，希望與會者利用時間說出看

法、想法，互動交流，發表心聲。 

劉廣然特別製作溝通的藝術與領導力投影片分享。溝通三要素：言語占 17%，語氣占

34%，肢體語言占 49%； 有效的八個說話技巧，包括：說話時看著對方、表情柔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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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練習說話口氣及觀察自己說話表情、語氣溫和、手勢及肢體表情、放鬆的心態、慢慢

地說、簡潔以及注意用字技巧。 

她說，成功的溝通需瞭解問題所在，克服困難，弄清為何對方難以溝通？要廣結善緣，讓

對方真正瞭解；注意對方反應並隨機應變，並要有耐心，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積極聆聽

很重要。 

要說服他人，一定要捉住對方心理、打動對方的心，並利用同類意識。這些「技巧」也要

勤練不輟，模擬情境，演練反省。 

提升溝通能力的要訣，為把思緒有系統性、結構性地表達。要多了解別人、站在對方角度

想問題，並盡量說正面話語，不用負面語言。 

她舉例，如在開會期間與其說「不可以講電話」，不如說「請關掉手機」；告訴小孩不可

以玩大人電器，不如請他出去找小朋友玩球；要及時並恰到好處稱讚。處理個案時，要耐

心聆聽、關心、同情並回應，不要搶著說話，或急著插話；要以三好為基礎，做好事、說

好話、存好心，溝通會流暢。 

當天，劉廣然的父親、現年 95 歲的劉老先生也舉文學例句分享，老先生記憶力之佳，讓大

家印象深刻。 

俞孟貞在結語時提醒與會者，講了很多，能做到幾點？要記得經常練習，並盡量做好。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38951/article-

%e5%a5%a7%e8%98%ad%e5%a4%9a%e9%be%8d%e7%a4%be%e7%a4%be%e9

%95%b7%e5%8a%89%e5%bb%a3%e7%84%b6-

%e5%82%b3%e6%8e%88%e8%aa%aa%e8%a9%b18%e6%8a%80%e5%b7%a7/?r

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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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慶 26 周年 

同時舉行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 群英薈萃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September 22, 2015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在研討會中致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頒獎，感謝贊助 26 屆年會的僑務委員許照惠(中)及徐紹欽(右)。(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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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科技與文化研討會中，穆容平醫師(中)講解骨科保健及關節疼痛。(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26 屆年會頒獎晚宴，來賓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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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26 屆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講者、幹部及來賓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左)，與其女穆容平醫師(右)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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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許照惠(左三)及徐紹欽(左四)獲頒感謝獎牌，僑界代表祝賀。(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19 日在奧蘭多迪士尼假期旅館會議廳(Holiday Inn Orlando 

Downtown Disney)，舉辦慶祝成立 26 周年慶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邀請八名學者

專家就不同主題分享，並進行頒獎晚宴。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及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分

別以「與時俱進」、「群英薈萃‧惠澤僑梓」賀函，祝賀大會圓滿成功。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與秘書孫博先、台灣貿易中心邁阿密主任孫紀

美，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游慧光等均與會。王贊禹及游慧光均致詞

肯定該活動。 

今年主題為「醫藥的發展和技術與衛生預防戰略」，素有「生化科技天后」美譽的僑務委

員許照惠，分享其產業經驗作為開場。隨後研討會依序登場，李作斌簡介「優良藥品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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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GMP)及其重要性；張紀德談研發新藥過程及肝病的預防和須知；徐紹熾談非

診療的藥物發展。陳偉教授談安眠藥物的使用和如何幫助安眠；岑瀑嘯醫師談心臟保健；

穆容平醫師解說骨骼保健及關節疼痛的醫療。 

當天午餐由 Wells Fargo 公司贊助，該公司財務顧問副總裁李守平、財務計畫專家塔克洛

(Rikesh Thakrar)與寇克(Daniel Kirk)，分別分享財經計畫及信託。 

歐卡陸沙郡(Okaloosa)經濟發展局(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徐紹欽

分享其創業成功故事。贊助年會活動的許照惠、徐紹欽和李守平等均獲頒感謝獎牌。周曼

宜策畫餘興節目，奧蘭多青年獅隊表演舞獅、雜技、小丑諧劇，中華學校帶來民族舞蹈，

以及中美協會賀琳表演孔雀舞，在溫馨熱鬧的氣氛中，為活動畫下句點。 

過去六年來，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幫助台灣與佛州大學結盟，舉行交流互訪，並邀請科學、

教育、環保、水利和醫療等專家分享。此次文化研討會除增進大眾對當前醫藥發展及科技

新知的了解、獲得更健康的生活，並希望促進台佛兩地學者及科研界合作。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19 日在奧蘭多迪士尼假期旅館會議廳(Holiday Inn Orlando 

Downtown Disney)，舉辦慶祝成立 26 周年慶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邀請八名學者

專家就不同主題分享，並進行頒獎晚宴。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及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分

別以「與時俱進」、「群英薈萃‧惠澤僑梓」賀函，祝賀大會圓滿成功。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與秘書孫博先、台灣貿易中心邁阿密主任孫紀

美，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游慧光等均與會。王贊禹及游慧光均致詞

肯定該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42982/article-%e4%bd%9b%e5%b7%9e%e4%b

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94%e6%9c%83-%e6%85%

b626%e5%91%a8%e5%b9%b4-%e5%90%8c%e6%99%82%e8%88%89%e8%a1%

8c%e5%b9%b4%e6%9c%83%e5%8f%8a%e7%a7%91%e6%8a%80%e8%88%87/?

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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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學人協會 分享財務管理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September 24, 2015 

 

佛州學人協會日前舉辦 26 屆年會及科技與文化研討會，會中安排財務管理講座，Wells 

Fargo 公司財務顧問副總裁李守平、財務計畫專家塔克洛(Rikesh Thakrar)與寇克(Daniel 

Kirk)，分別就財經計畫及信託等進行分享，讓與會學人了解家庭財務計畫及信託的重要。 

李守平從管理投資及風險、如何管理並充分利用債務、制定退休計畫、整合投資收益、如

何保護自己及家人的資產等多項重點，分享如何利用財務計畫、保險等，幫助完成個人及

家庭的財務目標。 

他表示，要觀察市場的波動，了解自己的需要，訂定目標，並審慎查核，才能確保投資安

全。在規畫退休方面，要先了解自己理想的退休時間、生活方式及退休收入等，才能決定

何時開始及協調退休計畫的相關投資和資產。 

李守平指出，好的信託計畫，可以幫助保護資產及節稅，有利於財產繼承，是創造財富

好的方式之一。他提醒與會者立遺囑的必要性，不要避忌。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45840/article-

%e4%bd%9b%e5%b7%9e%e5%ad%b8%e4%ba%ba%e5%8d%94%e6%9c%83-

%e5%88%86%e4%ba%ab%e8%b2%a1%e5%8b%99%e7%ae%a1%e7%90%86/?re

f=亞特蘭大/佛州  



214 
 

奧蘭多雙十高球賽 吳光立、徐祖慈奪冠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September 24, 2015  

 

 
雙十國慶杯高爾夫球賽中，選手揮杆。(詹翠華提供) 

 
2015 年雙十國慶杯高爾夫球賽後，參賽球員聚餐。(詹翠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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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球員把國旗插在車上，慶祝國慶。(詹翠華提供) 

 
獲得 B 組冠軍的徐祖慈(左)，為現任 99 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長。(詹翠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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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雙十國慶杯高爾夫球賽在奧蘭多舉行，參賽球員合影。(99 高爾夫俱樂部提供) 

 

慶祝中華民國 2015 年雙十國慶高爾夫球賽(Double Ten Day Celebration Joint Golf 

Tournament)，9 月 20 日在奧蘭多冠軍高爾夫球場(El Campeon Course)圓滿落幕，分

A、B 兩組進行，比賽結果由吳光立、徐祖慈分別奪冠。賽後舉行頒獎餐會及抽獎，氣氛歡

樂。 

該活動由大奧蘭多台灣商會與奧蘭多 99 高爾夫俱樂部(99 Golf Club Orlando)聯合舉

辦，共有來自佛州傑城、天帕、墨爾本及中佛州當地高球好手數十人參賽，舊雨新知相聚

競技，大家以球會友，歡喜慶祝國慶，共度輕鬆歡樂假期。 

瑪麗湖郡(Lake Mary)議員米勒(Sid Miller)偕同其子克里斯(Chris Miller)參賽，佛州高科

技走廊總裁貝瑞吉(Randy Berridge)也參賽，皆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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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前六名分別為：A 組第一名吳光立，第二名曹震傑，第三名周勝康，第四名曹震宇，

第五名米勒(Chris Miller)，第六名貝瑞吉。 

B 組第一名徐祖慈，第二名米勒 (Sid Miller) ，第三名嚴培達，第四名黃博佃，第五名

James 羅，第六名莊達雄。 

近洞獎得主：第二洞曹震傑，第八洞黃博佃，第 12 洞曹震宇及第 15 洞許朝陽。 

99 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長徐祖慈在致詞時，特別感謝蕭俊吉與吳建章組織球賽。吳光立主持

抽獎，現場人人有獎。台商會及一些熱心人士贊助球賽。 

大奧蘭多台灣商會贊助雙十國慶高爾夫球賽者包括會長詹翠華，副會長楊琇雅、薛正凱、

莊杏珠、林哲光及理事許瑤裁，顧問楊喬生、王成章等。 

比賽當天天氣晴朗，球場上藍天白雲綠蔭，風景如畫，詹翠華及徐國鈴特別將會場掛滿青

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球場上，許多輛球車也都掛上國旗，隨風飄揚。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45826/article-%e5%a5%a7%e8%98%ad%e5%a

4%9a%e9%9b%99%e5%8d%81%e9%ab%98%e7%90%83%e8%b3%bd-%e5%90

%b3%e5%85%89%e7%ab%8b%e3%80%81%e5%be%90%e7%a5%96%e6%85%8

8%e5%a5%aa%e5%86%a0/?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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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逾萬人參加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8, 2015 

 

 
塔城第 11 屆亞洲節登場，台美協會黃琦涵(右)介紹醒獅道具。(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第 11 屆亞洲節登場，塔城華人協會姜媛媛編導舞蹈演出。(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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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第 11 屆亞洲節登場，劉南表演現場揮毫。(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第 11 屆亞洲節登場，鄧海瓊率團員表演古箏。(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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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路易斯和布拉克漢公園(Lewis and Bloxham Parks)，主辦「2015 體

驗亞洲風情—第 11 屆亞洲節」(2015 Experience Asia-11th Annual Festival)，共有

70 多個攤位，帶來中、印、日、韓、菲、錫蘭、台灣、泰國、中東及美國等地的文化表演

及美食，公園內搭建兩座舞台，推出 36 場節目，與會民眾逾萬人。 

演出節目包括民族舞蹈、中國功夫、舞獅、古箏，還有日本太鼓等。主持人為美國廣播公

司地方電視台新聞主播 Paulo Salazar，現場並設有流動氣象報導站，讓民眾親身體會如

何擔任氣象記者。 

開幕式由塔城前市長夫人馬克思致歡迎詞，印度裔的塔城亞洲協會主席蘇瑪‧孫達拉姆

(Soma Sundaram)，向現場來賓介紹在場各族裔主要幹部，包括身為菲律賓華裔的秘書長

法蘭西斯科(Fernando Francisco)、香港裔的文化助理主任唐玉清、菲裔的文化主任奧蘿

拉‧漢森(Aurora Hansen)、菲律賓華裔的下任主席迪奧(Clyde Diao)、公關主任梅琳達‧柯

溫(Melinda Cowen)。 

塔城台美協會攤位由會長黃錦混率志工群與來賓互動，其中以醒獅的道具 吸引人，戴培

倫和黃琦涵幫助來賓套上獅頭拍照，很受歡迎。 

塔城華人協會攤位由主席劉懿萱率理事會成員和志工群共襄盛舉，佛羅里達農工大學

(FAMU)視覺藝術系副教授劉南示範書畫揮毫，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SU)中國學生會主席劉

志純，擺攤邀民眾品茗。還有舞蹈表演「靜夜思」、「小蘋果」，以及鄧海瓊率古箏團演

奏。(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68295/article-%e5%a1%94%e5%9f%8e%e4%b

a%9e%e6%b4%b2%e7%af%80-%e9%80%be%e8%90%ac%e4%ba%ba%e5%8f%8

3%e5%8a%a0/?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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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瑞 「返校節」三度入選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20, 2015 

 

 
2015 年里昂高中返校節，四年級華生吳啟瑞 (右) 與皇后伊麗莎‧霍爾特姆(Eliza Haltom)合影。(徐淑玲提

供) 

 
2015 年里昂高中返校節皇后，由兩位紳士護衛通過軍刀拱門和紅地毯通道進場。圖中左起：哈里森 

(Michael Harrison) 、皇后伊麗莎‧霍爾特姆 (Eliza Haltom) 與吳啟瑞。(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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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名里昂高中返校節代表合影，吳啟瑞 (右七) 是當選者中唯一亞裔生。(徐淑玲提供) 

 

塔城里昂高中(Leon High School)四年級華生吳啟瑞，當選該校 2015 年度返校節(Home 

Coming Court)17 名成員之一中的紳士(Gentleman) 兼皇后護衛，這是他連續第三年當

選，是入選者中唯一亞裔。 

吳啟瑞是該校高中企業家俱樂部的副總裁和游泳校隊成員，品學兼優。 

里昂高中成立於 1871 年，自 1916 年起組織美式足球隊，每年在「返校日」

(Homecoming)舉行美式足球比賽，中場休息時，舉辦加冕儀式，表揚由全校投票選出的

學生代表。一般被提名的候選人，均是對學校有貢獻者，以無記名投票競選。 

儀式在考克斯體育場(Gene Cox Stadium)進行，由里昂高中學生政府協會監督史都華特

(Joshua Stewart)主持。他致詞對來賓表示歡迎，並簡介返校節代表候選人的競選資格。

他表示，除了品學兼優，在課外活動取得成就外， 重要的是「有人緣」。 



224 
 

當天共選出成員 17 人，各年級男女代表各一名，分別封為國王和皇后、王子和公主、公爵

及公爵夫人、並有兩位紳士。17 位當選人依性別及加冕類別，走過由該校預備軍人持軍刀

搭起的刀陣拱門，和紅地毯通道進場。 

加冕儀式進行約 20 分鐘，隨後繼續比賽。當天由里昂高中出戰來自中佛州湖地市

(Lakeland) 的凱瑟琳高中 (Kathleen High School) 校隊，球賽激烈，還進入延長賽，結

果里昂高中以 20 比 21 輸給客隊。(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87971/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87971/article-%e5%90%b3%e5%95%9f%e7%9

1%9e-%e3%80%8c%e8%bf%94%e6%a0%a1%e7%af%80%e3%80%8d%e4%b8%8

9%e5%ba%a6%e5%85%a5%e9%81%b8/?ref=%E4%BA%9E%E7%89%B9%E8%98

%AD%E5%A4%A7/%E4%BD%9B%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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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 獲頒佛州大榮譽博士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22, 2015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致詞。(何邱美郁提供)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校長索拉舍為何邱美郁披上榮譽博士學位的披肩。(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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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獲頒榮譽博士學位後發表感言。(何邱美郁提供) 

 
何邱美郁的兒子何仁毅上台幽默致詞，逗得台上台下幾乎笑翻天。(何邱美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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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邱美郁(中)在會場中，與佛州州務卿德茲勒(左)、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右)合影。(何邱美郁提供)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Lucy Ho)日前獲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

稱 FSU)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典禮在奧普曼音樂廳(Opperman Music Hall)舉行，她的家

屬親友、昔日同事及僑界人士近 300 來賓與會觀禮，其日本友人千鶴子專程從日本趕來，

佛州州務卿德茲勒(Kenneth W. Detzner) 、佛州私立大學聯盟總裁墨爾 (Ed H. Moore) 

及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等亦專程與會並致賀詞，氣氛溫馨。 

何邱美郁曾在佛州大音樂學院歌劇系服務長達 45 年，2014 年退休。她是該校於 164 年前

設立榮譽學位以來的第 128 位獲殊榮者。 

頒發學位儀式由佛州大學校長索拉舍(John Thrasher)主持。索拉舍感謝何邱美郁多年來在

佛州大的卓越表現和貢獻，以及慷慨的文化及美食分享和奉獻，並讚揚她為社區傑出成

員。 

在研究生院院長馬庫斯(Nancy Marcus)、臨時教務長和學術執行總裁麥克洛蕊(Sally 

McRorie)閱讀榮譽學位引文後，索拉舍為何秋美郁披上彩帶，正式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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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贊禹在致詞時讚譽何邱美郁為「復興才女」(Renaissance Woman)，說她像海綿一

樣，吸取東西文化的精華，創出雙贏成果。 

何邱美郁在發表感謝演說時說：「我真的很感謝幫助過我的人，否則，我不能有這樣的成

就。」，她所指的是昔日歌劇系的上司費雪(Douglas Fisher)、音樂學院院長弗洛奧爾斯

(Patricia Flowers)，過去音樂學院的院長和管理人員，以及她的餐廳員工們。 

何秋美郁家人也在會中致詞分享，女婿 Leong 稱讚她臨危不亂的做事態度；其子何仁毅

說，只要看他母親的身材，就可了解她烹煮的食物有多棒！讓台上台下笑翻天。 

何邱美郁在佛州大歌劇系服務 45 年，期間縫製數千件服飾，幾乎涵蓋可以想像到的每個時

期和風格。該系服裝儲藏室 95%以上的禮服、西裝、夾克、農民襯衫，以及日本和服都是

何秋美郁親手剪裁和縫製；在她傑出的職業生涯中，其能力獲稱道，她的敬業精神、慷慨

奉獻及分享的人生態度也獲讚賞。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91844/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91844/article-%e4%bd%95%e9%82%b1%e7%b

e%8e%e9%83%81-%e7%8d%b2%e9%a0%92%e4%bd%9b%e5%b7%9e%e5%a4

%a7%e6%a6%ae%e8%ad%bd%e5%8d%9a%e5%a3%ab-2/?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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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化裝賽 「邪惡皇后」奪冠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31, 2015 

 

 
裝扮成邪惡皇后的羅賓‧貝賓(中)，勇得塔城環保單位萬聖節化裝比賽活動冠軍。(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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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環保處馬汀尼茲中心(Florid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ob 

Martinez Center)30 日(周五)舉辦「萬聖節裝扮比賽」，該活動由員工士氣增進資源委員

會(Staff Morale Improvement Resource Committee)主辦，吸引不少州府員工參加，

比賽結果由戴金冠、著紫袍的「邪惡皇后」奪冠。 

參賽者的裝扮五花八門，有女超人、蜘蛛俠、忍者、吸血鬼、尖頭外星人、運動精靈和非

洲旅客等，也有華裔員工戴上中國熊貓頭套同樂。 

比賽從中午開始進行，參賽者先進行合照，接著進行裁判和觀眾票選。首先加總兩組所給

分數，篩選出 高分的前三名，再進入第二輪比賽。進入第二輪比賽的前三名都是女生，

分別為女超人、女忍者和邪惡皇后。 

在決賽時，三名裁判一致選出「邪惡皇后」為第一名，扮演者羅賓‧巴賓(Robin Babin)獲

頒冠軍獎品，為一袋糖果。隨後現場進行聯誼餐敘，與會者分別分享各自選擇裝扮特定角

色的理由和花絮，趣味橫生，在歡樂愉悅的氣氛中，結束一年一度的慶祝萬聖節活動。

（吳天順）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07188/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07188/article-%e8%90%ac%e8%81%96%e7%af

%80%e5%8c%96%e8%a3%9d%e8%b3%bd-%e3%80%8c%e9%82%aa%e6%83%a

1%e7%9a%87%e5%90%8e%e3%80%8d%e5%a5%aa%e5%86%a0/?ref=亞特蘭大/

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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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砸 3000 萬 建飛機維修中心 
【佛州訊】 

November 5, 2015 

 

 
華商徐紹欽將在佛州歐卡盧莎郡建造該郡 大的飛機維修服務中心。圖為該中心飛機庫。(徐紹欽提供)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投資 3000 萬元，在佛州歐卡盧莎郡(Okaloosa)克雷斯特韋市

(Crestview)建造該郡 大的 8 萬平方呎飛機維修服務中心，該工程目前已完成 8000 呎的

飛機跑道，及 4 萬平方呎的飛機庫和辦公場，預計在兩年內完成，將可創造 600 個高科技

高薪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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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表示，歐卡盧莎郡鄰近墨西哥灣和阿拉巴馬州，雖有 大的空軍研發單位 Eglin 

AFB，但發展一直以臨海觀光為主。他認為該郡未來的發展應該以北方為主，利用廣大的

土地資源，航太科技人才，八千呎重型軍機起降的跑道和機場，以航太做為發展的主力。

他說，在未來五到十年，人們將可看到克雷斯特韋市在航天、航空電子設備、和飛機相關

產業領域的成長。  

 

徐紹欽與事業夥伴凱勒(Robert Keller)，與克市市長凱德(David Cadle)和教育家米切爾

(Dennis Mitchell)，日前至塔城拜會佛州參議院主席(President of the Florida Senate)

蓋茲(Don Gaetz)，並獲得其支持，承諾將盡其所能，幫助開發歐卡盧莎郡的經濟中心。  

 

徐紹欽表示，蓋茲對他的支持很重要。他說，企業的發展不是完全單打獨鬥，要能了解如

何借力。政府有無比龐大的力量和資源，不容忽視；經營者要像馬車夫，要懂得如何駕馭

比自己壯又快的馬匹，但不需自己疲於奔命，只要坐穩且握緊韁繩、把握方向就行。  

 

徐紹欽也提到支持教育的重要。他指出，有硬體設備的發展，也需要軟體的支持，他希望

將來藉提供實習機會，增進學生對航太工業的興趣，選擇航太相關學系就讀，並作為研究

及就業方向。(吳天順)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14988/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14988/article-

%e5%be%90%e7%b4%b9%e6%ac%bd%e7%a0%b83000%e8%90%ac-

%e5%bb%ba%e9%a3%9b%e6%a9%9f%e7%b6%ad%e4%bf%ae%e4%b8%ad%e5%bf%83

/?ref=亞特蘭大/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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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小記》塔城華人的午餐俱樂部 
／方木子 

November 22, 2015 

塔城（Tallahassee）是佛羅里達州州府。正如其它美國的中小文化城一樣，塔城華人以就

業於大學及州政府部門者為多。工作家計之餘，約三五同好，聚餐聊天，在異國它鄉用獨

特的中華文化和語言，互通音訊，切磋學問，擴展眼界，空論政經，乃是極其珍貴又經濟

實惠的社交活動。同時，我們吹牛爆笑，發洩牢騷，共度節慶，分憂解愁，偶獻才藝，品

嚐美味，聯誼子女，友誼以致深交，始於酒肉也頗自然，無可厚非。 

多年前，聚餐大都在周末晚飯時間各家輪流作東。每家帶一拿手菜，或由東主包辦。各家

帶菜分享的好處是東主省事，嚐各家特色美味，可用一次性餐具，剩菜各自帶回。 東主包

辦無可諱言的優點是上菜有序，有道，有系統，有節奏。主人也藉機收拾住房宅院，陳列

插花盆景，翻新壁上書畫，及擺出整套精瓷餐具招待嘉賓。 

幾年前，老李夫婦做東，精心準備了十四道美食宴請友好。兩夫婦在廚房忙得不亦樂乎，

甚至自己無法上桌用膳。客人當然大快朵頤。渠等原意乃拋磚引玉，共同抬升聚餐品味。

可惜標準似乎太高，令人視為畏途，難以為繼。 

十多年前起，在佛州環保局工作的老潘、老李和口天吳等人往往在實驗室會議廳一起吃自

帶的午餐，然後繞到附近烏龜塘去散步。七年前，老潘退休，大夥兒選兩家餐館辦了「餃

子宴」和「麵宴」慶祝他的退休。接著有人提議發起「午餐俱樂部」（Chinese 

Luncheon Club，簡稱 CLC） 

。口天吳自告奮勇當了電子郵件發帖召集人。每月一次中午在餐館自費聚餐。東主由餐館

代勞。一轉眼，聚會人數漸增，已包括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農機大學、環保局、交通局等

幾位現職或退休華人院長、教授、博士、科學家、工程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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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聚餐地試過多家中餐館、日餐館、美國餐館、法國餐館等。後來大家首選地點居中

的一家中餐館「鄉園」(China Delight)，因為飯菜可口，豐儉隨意，環境寬敞，整潔大

方，引人聯想和重溫自幼熟悉又懷念的華夏餐飲文化。再加上美女老闆俞曉情的盛意招

待、免費香茗，端午送粽子、中秋請月餅，偶而奉嘗本廚特色菜、令賓至如歸。午餐份量

特足、有人吃不完還打包帶走。聚會時間通常為每月中旬星期三正午，趕時間的早走請

便，不趕時間的可以慢慢聊。 

華夏宴飲文化和藝術，源深流長，豐富多彩，並帶濃烈的地域特色。它往往進步發展於太

平盛世，風調雨順之年。美酒美菜美點之外，還講究地點環境，室內裝飾，餐具家具，賓

客搭配，座次按排，上菜順序，菜譜協調卻不陷俗套。席間還有娛樂遊戲，包括音樂、戲

曲、酒令、吟詩、對聯、猜拳、猜謎等。列代著名亭台樓閣，與相得益彰的名人、名文、

名詩、名畫，往往與民間餐宴盛事有關。滕王閣(名樓)，王勃(名人)，滕王閣序(名文)乃絕

佳例子。秦漢以來由地方當局負責建修，村外路口的十里長亭 ，乃迎送遠遊親友設宴專

用，遍及全國的公共設施。華夏民族重視親情友誼，共度良辰，共享美食的優良傳統，其

文化、禮儀和藝術，可謂全球絕無僅有。值得吾等驕傲、研究、發揚和繼承。 

更重要的乃是，這可以化友誼成世交。家庭宴飲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調整年輕後輩

的個性，顧及他人利益和感受，培養優秀雅致的社交禮數，恢弘氣質，得體應對，服飾著

裝，儀表品位，甚至鍛練組織能力的良好場合。 史傳，項梁讓年輕姪兒項羽主辦家宴，訓

練項羽日後指揮大軍的才能。此為先例。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39092/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39092/article-%E3%80%8A%E6%B5%AE%E7%9

4%9F%E5%B0%8F%E8%A8%98%E3%80%8B%E5%A1%94%E5%9F%8E%E8%8F%

AF%E4%BA%BA%E7%9A%84%E5%8D%88%E9%A4%90%E4%BF%B1%E6%A8%82

%E9%83%A8/?ref=%E4%B8%96%E7%95%8C%E5%91%A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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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結業典禮 美食飄香 
【塔拉哈西訊】 

December 5, 2015 

 

 
塔城中校舉行秋季班結業典禮及感恩餐會，小班學生表演兒歌。(塔城中校提供) 

 
張哲瑋為大家說故事。(塔城中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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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秋季班結業典禮暨感恩同樂會，與會者合影。(塔城中校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日前在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 Bellamy Building，舉行秋季班結業典禮及感恩

餐會，歷任校長與校友們「回娘家」，與全校師生一同歡慶，學生表演兒歌和說故事等，

氣氛歡樂。 

校長許瓊方在致詞時，感謝嘉賓於百忙中抽空蒞臨，老師們說明各班現況與下學期展望，

小班由四名學生用中文自我介紹，並表演兒歌，稚趣的演出，逗笑所有賓客。中學班的學

生為大家講述吝嗇富翁剪頭髮的故事，寓意深長、內容有趣，與會人士都說讚。 

表演後進行感恩同樂會，學校提供點心，家長們都拿出絕活，中西式點心紛紛出籠，不但

撫慰遊子思鄉的胃，也讓當地朋友們更加了解台灣飲食文化與好客的特性。會中美食飄

香，談笑聲此起彼落，相當熱鬧。 

當天活動邀請前中校董事會董事長廖英雄及其妻鍾玉麗老師指導，其兒女也為塔城中校校

友，如今其外孫、外孫女都加入中校就讀，認真學習中文，一家三代令人稱羨。 

還有幾位前校長也親臨現場，現任北佛州中華會館會長鄭炳陸，與妻子藺琬琪都熱情支持

塔城中校，提議春季再為學校舉辦義賣活動，募集更多資金幫助學校發展。中校資助人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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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璧及其夫 Philip 亦到場支持。現任塔城台美協會主席黃錦混，不僅兒女皆為中校校友，

兒女畢業後仍繼續回校服務，推動校務運作，顯現中文學校為一個和樂融融大家庭。 

塔城中校成立於 1985 年，目前為一所獨立的僑校，不附屬任一僑團，且為鄰近地區唯一

教授正體中文的僑校。塔城中校下學期將於 2016 年 1 月 10 日開學，上課時間為每周日下

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詳情可電郵：tcstaiwan2015@gmail.com。(吳天順)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66894/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3566894/article-%e5%a1%94%e5%9f%8e%e4%b

8%ad%e6%a0%a1%e7%b5%90%e6%a5%ad%e5%85%b8%e7%a6%ae-%e7%be%

8e%e9%a3%9f%e9%a3%84%e9%a6%99/?ref=%E4%BA%9E%E7%89%B9%E8%98

%AD%E5%A4%A7/%E4%BD%9B%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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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氣象 中佛全僑大團拜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January 5, 2016 

 

 
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中，與會人士合唱中華民國頌，揮舞國旗呼口號。(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與會人士揮舞國旗呼口號。(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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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中，與會人士合唱梅花，揮舞國旗呼口號。(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國旗歌歌聲中，青天白日旗冉冉上升。(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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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中，華林寺創辦人陳培(中)親自敲鑼，帶弟子舞獅。(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後舉行餐會，前左起：趙志偉、梅惠照、楊喬生、薛正凱，後左起：徐美嬋、石

楚良、嚴培達、詹翠華、孫芸、穆椿榮及林遵瀛。(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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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活動後，頒發僑務證書及感謝狀。(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僑界聯合升旗典禮及新年新氣象全僑大團拜，於元旦上午在奧蘭多第一東方超市前

廣場舉行，以華林寺熱鬧醒獅和功夫展示拉開序幕，華林寺創辦人陳培親自敲鑼，為新年

伊始祝福。活動吸引 200 多名華洋人士共慶，廣場上大紅橫幅和旌旗飛揚，歌聲和口號相

呼應，熱鬧非凡。 

聯合升旗典禮由六個社團聯合主辦，包括：大奧蘭多台灣商會、佛州奧蘭多榮光聯誼會、

奧蘭多台灣同鄉聯誼會、奇士美華人協會、甘迺迪角華人協會、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贊助

單位有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東方超市、春天超市、僑務

諮詢委員梅惠照、楊喬生、僑務顧問王成章等。經文處副組長江順琦、倪美容夫婦，僑務

秘書蕭蓓如專程與會，僑界各社團亦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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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典禮由奧蘭多榮光會會長石楚良擔任司儀，前中佛州中華青年會會長鐘博婷、鐘博盈

姊弟擔任美國國旗升旗手，中華民國國旗由台商會副會長林哲光及奧蘭多市府專員黃輝雄

擔任升旗手，在中美國歌及國旗歌聲中，星條旗和青天白日旗冉冉上升，民眾情緒高昂，

僑胞們都很高興在公眾場合升旗，可以向當地社區及各族裔介紹青天白日旗的故事。 

接著，全體合唱中華民國頌和梅花等歌曲，並歡呼口號。隨後由徐美嬋主持新春團拜，江

順琦、梅惠照、楊喬生和六位主辦單位會長石楚良、詹翠華、趙志偉、嚴培達、李守平和

穆椿榮，分別向僑胞賀年及致詞。 

江順琦感謝僑胞支持政府，祝福新年新氣象，他並與蕭蓓如頒發僑務促進委員續任聘書給

倪柏時，新任委員詹翠華、鐘秀蘭、劉正民，僑務諮詢委員楊喬生，亦頒發感謝狀給籌辦

國慶及其他活動的僑社團體，包括大奧蘭多台商會、奇士美華協、台聯及榮光會等。另

外，也宣布原僑務顧問王成章獲選任僑務委員，將擇日頒發證書。 

新春餐會在王記餐廳展開，人潮將餐廳擠得水洩不通，只好憑票管制進場，徐美嬋特別介

紹王記東主，感謝他提供特價美食，讓參加升旗的來賓享用。與會者聯誼歡敘，處處都是

祝福和歡聲笑語，喜氣洋洋。 

http://www.worldjournal.com/3641195/article-%e6%96%b0%e5%b9%b4%e6%9

6%b0%e6%b0%a3%e8%b1%a1-%e4%b8%ad%e4%bd%9b%e5%85%a8%e5%83

%91%e5%a4%a7%e5%9c%98%e6%8b%9c/?ref=%E4%BA%9E%E7%89%B9%E8%

98%AD%E5%A4%A7%2F%E4%BD%9B%E5%B7%9E&ismobil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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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領袖基金會 授證顧問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January 16, 2016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聯邦亞太裔委員會前主席賽特(右一)演講。(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舉辦年會，顧問團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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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顧問閻飛虎(中)是 年輕的支持者，左為其母，右為董繼玲。 

(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董繼玲簡介國會獎章，鼓勵華裔青年申報。(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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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僑界社團代表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董繼玲頒發服務獎，前左起：嚴培達、楊喬生，賽特妻子、詹翠華、董繼

玲及楊強英、王成章。(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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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嚴培達(左)獲頒白宮總統義工團第一件女用夾克，右為董繼玲。(記者陳

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中，顧問楊強英(右)從北京帶來書法作品贈送給會長嚴培達(中)，左一為董繼

玲。(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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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年會，左起：簡雅琪、林哲光、董繼玲(中)及簡雅琪父母。(記者陳文迪/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奧蘭多分會(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Florida 

Chapter)，日前在奧蘭多仿膳川菜屋舉行年會，總會執行長董繼玲專程從華盛頓來奧，為

顧問授證並頒發服務獎。 

晚會由奧蘭多分會會長嚴培達主持，董繼玲簡報國際領袖基金會及青年學生在華盛頓實習

概況，她也分享她被任命為國會獎章(Congressional Award)委員的好消息。 

奧蘭多分會顧問團包括林哲光、鄭蓮、姚志飛、楊喬生、王成章、薛正凱、孫巧仙、林淑

惠、王健芬、孫曉燕、張俊華、詹翠華及簡雅琪，還有來自加拿大的嚴培珊，來自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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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強英、閻飛虎；閻飛虎還是學生，是 年輕的支持者，林哲光及簡雅琪則是夫唱婦隨，

全力支持培養青年領袖，熱忱可嘉。 

服務獎獲獎人分別為嚴培姍、楊強英、詹翠華及聯邦亞太裔委員會前主席賽特(Farook 

Sait)，各獲頒印有歷任總統簽名的紀念瓷盤。 

另外，嚴培達領導團隊，讓總會在今年多得到 5 萬多元的基金贊助，董繼玲特別帶來白宮

總統義工團專用的女用夾克贈送給嚴培達，總統義工夾克一向只發給男性義工，今年起開

始發給女性，嚴培達是首位獲得者。身為北京書法協會副會長的楊強英，則帶來親筆書法

「大愛無疆」贈送嚴培達。 

僑務委員王成章夫婦、僑務諮詢委員楊喬生夫婦、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台灣同

鄉聯誼會奧蘭多分會會長趙志偉、秘書長徐美嬋、慈濟奧蘭多連絡處負責人林智等皆與

會。 

諮詢國會獎章詳情可電嚴培達：(407)766-2889，或電郵：yanpeida315@aol.com。該

獎開放給 14 至 23 歲青年，詳情可上網：congressionalaward.org/。 

http://www.worldjournal.com/3670469/article-%e5%a5%a7%e8%98%ad%e5%a

4%9a%e9%a0%98%e8%a2%96%e5%9f%ba%e9%87%91%e6%9c%83-%e6%8e%

88%e8%ad%89%e9%a1%a7%e5%95%8f/?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250 
 

廖客來接掌塔城亞洲協會 
【塔拉哈西訊】 
January 26, 2016 

 

 
塔城亞洲協會改選，會長廖客來(立者右六)與眾理事合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左起：Cynthia Green、Soma Sundaram、Solita Francisco、Kathryn Quintin、Fernando 

Francisco、Santosh Dixit、Michelle Wu、吳天順、廖客來、Aurora Hansen、Danielle Luz、

Melinda Cowen、唐玉清、Tiffany Reyes 、Portia Campos、和田中源藏。) 

 

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一月份董事月會中完成改選，菲律賓華僑廖客來(Clyde Diao)升任會

長。 

當日並選出候任會長漢昇(Aurora Hansen)、秘書長法蘭西斯可(Fernando Francisco)、

審計長吳天順、財務長田中源藏(Genzo Tanaka)、公關米蘭達‧寇文(Melinda Cowen)、



251 
 

新聞珊達瑞姆(Soma Sundaram)、文教唐玉清、籌資迪希特(Santosh Dixit)、國際事務

辛西亞‧葛倫(Cynthia Green)、學生代表凱薩琳‧昆汀(Katherine Quintin)和蒂芬妮‧瑞儀

斯(Tiffany Reyes)、網站管理索莉塔‧法蘭西斯可(Solita Francisco)。 

該協會共有五名行政人員、七名董事會指導員，並保留三個席次給三位亞裔協會主席，分

別為塔城華人協會主席劉懿萱、印度協會主席 Baskar Krishnamoorthy，以及菲律賓協會

主席 Romeo Aggabao。 

會中亦籌備該會今年第一個活動，將於 2 月 13 日(周六)下午 2 時至 6 時，在佛羅里達州立

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國際學生活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Engagement)，

舉辦 2016 國際節(International Bazaar 2016)，該會歡迎各界有興趣人士參加，詢問可

電：(941)524-5572，或上網：cge.fsu.edu/culturalPrgms/intlBazaar.html。 

塔城亞洲協會成立於 2004 年，近年來，每年主辦的亞洲節「體驗亞洲風情」(Experience 

Asia)，都有 30 多個國家及地區參加，設置 70 多個攤位，提供文化展示、舞台演出及美

食，吸引數萬民眾，已成為塔城 大的室外活動之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697560/article-%e5%bb%96%e5%ae%a2%e4%b

e%86%e6%8e%a5%e6%8e%8c%e5%a1%94%e5%9f%8e%e4%ba%9e%e6%b4%b

2%e5%8d%94%e6%9c%83/?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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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杉書法展 即起至 4.30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February 6, 2016 

 

為推廣台灣與佛羅里達州兩地文化交流，「中國文字演進—胡進杉書法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Scripts)即日起在佛州塔城州府大樓 22 樓畫廊展

出，展品包括台灣書法名家、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處長胡進杉所書 16 種字體、

19 幅書法作品，展至 4 月 30 日，並將於 9 日(周二)下午 4 時舉行招待會，向主流各界推

廣。 

佛州州務卿戴茲納爾(Ken Detzner)表示，很高興胡進杉書法展在州府展出，他指出，國際

文化交流，豐富佛州人民的生活，增進藝術修養及能力，協助建立社區。 

該展由佛州州府主辦，佛州中華學人協會、佛州台灣企業基金會(Florida 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Foundation)協辦，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協助，詳情可上網：

dos.myflorida.com/cultural。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31145/article-%e8%83%a1%e9%80%b2%e6%9

d%89%e6%9b%b8%e6%b3%95%e5%b1%95-%e5%8d%b3%e8%b5%b7%e8%87

%b34-30/?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31145/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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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 集思廣益 
【佛州訊】 

February 6, 2016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理事會後在嘉麟閣餐敘，與會理事及家屬合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日前在該會前會長徐祖慈建築事務所舉行新年度第一次理事會，討論會

務，會後在嘉麟閣餐敘，氣氛溫馨。 

當天會議由會長穆椿榮主持，他感謝理事們從各處趕來開會，有南佛州的陳思齊和劉英、

北佛州的吳天順，以及中佛州的徐祖慈、陳秀美、李守平、周曼宜和周禮等，可謂四方與

會，一起為協會開啟第 27 年新頁。會議簡報 2015 年財務報告和 2015 年年會活動，並討

論 2016 年的會議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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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今年年會主題為「21 世紀科技對人類的影響」(The Impact of 21st Century 

Science & Technology on the Human Beings)，也說明籌備計畫，並徵詢候任會長推

薦人選、討論籌款和國稅局 501(C)(3)條款相關的稅務問題，通過委聘劉廣然會計師處理該

會相關報稅事宜等提案討論，以及臨時動議。 

當天會議提案和臨時動議討論及交流均相當熱烈。一些理事指出，台灣來美留學生以及學

人到佛州就業人數逐年遞減，學人協會面臨青黃不接挑戰。另外，當地有許多來自中國大

陸的學人和專業人士，亦已成立類似的專業組織，今後學協活動需加強品質，才能吸引會

員和主流人士參與。 

大家也談到如何改革，包括從上而下，應增加非來自台灣華裔和非華裔人士在理事會的席

次；從下而上，在如何幫助學生和年青會員方面都要加強；更要有組織領導和基層幹部的

培訓機制，建議建立導師或輔導師(Mentor)的制度。另外，與會者也互勉，理論必須配合

行動，行動必須接觸地氣和群眾，不能期待僅以研討會主題吸引會員參加年會，將試辦餐

敘活動，集合會員和會友們集思廣益。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31237/article-%e4%bd%9b%e5%b7%9e%e4%b

8%ad%e8%8f%af%e5%ad%b8%e4%ba%ba%e5%8d%94%e6%9c%83-%e9%9b%

86%e6%80%9d%e5%bb%a3%e7%9b%8a/?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31237/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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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杉書法展 促台佛文化交流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13, 2016 

 

 
與會來賓合影，左起佛州副州務卿波斯特(Kerri Post)、州務卿戴茲納爾(Ken Detzner)及駐邁台北經文處處

長王贊禹。(駐邁經文處提供) 

 
塔城舉辦「胡進杉書法展」，駐邁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左)向佛州眾議員 Lake Ray 夫婦介紹參展作品。 

(駐邁經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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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舉辦「胡進杉書法展」，佛州眾議員 Daphne Campbel(左三)、佛州台灣廠商聯誼會前會長游銘亮夫婦

(右三、右二)，佛州台灣廠商聯誼會前會長鄭瑞雄(左一)、台貿中心主任孫紀美(左二)合影。 

(駐邁經文處提供) 

 
康培莊(John Copper)教授(左)與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合影。(駐邁經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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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舉辦「胡進杉書法展」，邁阿密榮光會會長趙泰敏(左起)、僑務委員王成章、佛州州務卿戴茲納爾、僑務

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佛州眾議員羅婕絲及邁阿密榮光會前會長徐結武合影。(駐邁經文處提供) 

 
塔城舉辦「胡進杉書法展」，來賓研究中文字體之美。(駐邁經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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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舉辦「胡進杉書法展」，駐邁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右一)、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左一)及眾議員

Lake Ray III(左二)、Daphne Campbell(左三)及 Danny Burgess, Jr.合影。(駐邁經文處提供) 

 

「中國文字演進—胡進杉書法展」在佛州首府塔城亦會大樓 22 樓展開，日前舉行接待酒

會，來賓雲集。 

胡進杉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處長，此次展出 16 種書法作品，包括甲骨文、鐘鼎

文、石鼓文、小篆、簡牘文字、隸書、章草、魏碑、唐楷、草書、行書及行草等 12 種字

體，及西夏文、藏文、滿文、和八思巴文四種少數民族文字，共 32 幅作品。 

該活動旨在推廣台灣與佛州兩地文化交流，透過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調，由佛

州州務院文化局、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和佛州台灣廠商聯誼會聯合舉辦，將展至 4 月 30 日。 

酒會由佛州州務院文化局局長珊蒂‧熊尼西(Sandy Shaughnessy)主持，她先用中文向與會

人士拜年，並簡介特展緣起，及她本人在觀賞中國書法之美時，受到的震撼與感動。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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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戴茲納爾(Ken Detzner) 在致詞時，先請與會貴賓向台南地震罹難者默哀；隨後，

說明近幾年來佛州與台灣經濟文化交流互動頻繁及重要性。 

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在致詞時，簡述中國文字數千年的演進，並提及台灣除了強大的經貿與

創新實力外，在中華文化保存與藝術傳揚方面亦不遺餘力。他引述唐朝書評家所言「或重

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與「初疑輕煙澹古松，又

似山開萬仞峰」，並介紹胡進杉在書法藝術及少數民族文化及文字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

就。 

王贊禹並邀請佛州的朋友們在參觀書法展之餘，前往台灣觀光，實地體驗台灣人民的熱情

好客，見證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並觀賞寶島的富麗美景，品嘗美食及參觀藏有眾多

瑰寶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當天與會的貴賓包括王贊禹、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榮、佛州

台灣廠商聯誼會前會長游銘亮夫婦、前會長鄭瑞雄、副州務卿波斯特(Kerri Post)、佛州第

12 選區眾議員雷克‧瑞三世(Lake G. Ray, III) 、聯邦參議員盧比歐的北部選區主任米姆士 

(Brian Mimbs) 、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佛州第九選區眾議員瑞雯珂 (Michelle 

Rehwinkel) ，以及佛州第 95 選區眾議員羅婕絲 (Hazelle P. Rogers) 等；還有從奧蘭多

趕去的僑務委員王成章、邁阿密榮光會會長趙泰敏、前會長徐結武、台貿中心主任孫紀

美，塔城地區僑務顧問黃錦混、僑胞鄭炳陸與藺琬琪，以及熱愛中華文化之日本朋友田中

源藏、田中美喜子等。(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46102/article-%e8%83%a1%e9%80%b2%e6%9

d%89%e6%9b%b8%e6%b3%95%e5%b1%95-%e4%bf%83%e5%8f%b0%e4%bd%

9b%e6%96%87%e5%8c%96%e4%ba%a4%e6%b5%81/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46102/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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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新春聯歡 喜洋洋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18, 2016 

 

 
塔城中校家長和學生持橘子祝福大家大吉大利。(塔城中校提供) 

 
兒童班學生 Yoshi Hutt 很開心得到撲滿小豬。(塔城中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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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文學校日前舉辦新春聯歡會，師生們互相拜年，共同品嘗應景年節美食，現場祝賀

祝福聲不斷，喜氣洋洋。 

聯歡會首先由校長許瓊方向大家拜年，接著由各班學生展示中文學習成果。兒童班學生

Yoshi Hutt 向與會人士拜年，說吉祥話，祝福大家猴年大吉大利。青少年班學生張哲瑋解

說大年初一爆竹除舊歲由來，張哲瑞祝大家年年有餘、歲歲平安。每個學生都得到校方準

備的紅包，許瓊方亦發給每個學生小豬撲滿，勉勵學生從小學習理財之道，教導大家除了

用壓歲錢購買零食和玩具，也要把一部分作為儲蓄。 

各班老師分別以「猴」為主題的賀詞，互相拜年。老師們也獲得校方準備的感謝紅包。 

幾位前會長如黃錦混等，分別帶來自家種植的金桔和橘子，祝福眾人猴年大吉；張有源太

太麥資季製作年糕與蘿蔔糕，祝福眾人步步高升；許瓊方則配合情人節，製作草莓巧克

力，請大家「吃甜甜、過好年」。 

也有家長也捐出與友人們為塔城中校募得的款項，表達對中校的支持與祝福。 

當天並宣布將於 2 月 20 日(周六)晚 6 時與塔城台美協會、塔城台灣同學會，在佛州州立大

學學生活動中心大會議廳(Grand Ballroom)，聯合舉辦慶祝猴年春節晚會，歡迎各界參

加。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59331/article-

%e5%a1%94%e5%9f%8e%e4%b8%ad%e6%a0%a1%e6%96%b0%e6%98%a5%e8

%81%af%e6%ad%a1-

%e5%96%9c%e6%b4%8b%e6%b4%8b/?ref=%E4%BA%9E%E7%89%B9%E8%98%

AD%E5%A4%A7/%E4%BD%9B%E5%B7%9E&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59331/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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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聯誼 首頒「最佳貢獻獎」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25, 2016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民樂合奏「蘇堤漫步」和「春節序曲」。(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部分表演人員謝幕。(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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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兒童舞蹈表演「The Gummy Bear」。(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頒發「塔城華人傑出貢獻獎」，右三起：Alec Lam、Peter Lin、牛

旭峰，以及代 Lucy Ho 領獎的台灣學生會副會長孔祥宇。(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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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中華人協會主席劉懿萱(中)頒發年度塔城華人 佳貢獻獎給 Peter 

Lin(右)。(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現代舞表演「Just One Last Dance」。(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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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的六位主持人，左起：劉均元、Alec Lam、王友竹、Richard Wu、姜

媛嫄、唐大昊。(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PJMT 樂隊表演。(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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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中，台灣學生會副會長孔祥宇(右二)扮成孫悟空抽獎。(主辦單位提供) 

 

2016 塔城華人聯合聯誼迎猴年慶新春晚會，日前在佛羅里達州農機大學 (Florid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University) 的李霍爾禮堂 (Lee Hall Auditorium) 舉

行。該活動由塔城華人協會、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學生學者聯誼會、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中華

語言與文化交流協會，以及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台灣學生會聯合舉辦，吸引約 600 人到場同

慶。 

 

活動包括文藝演出及新春晚宴。聯歡會由姜媛嫄、王友竹、劉均元、唐大昊、Richard Wu

及 Alec Lam 共同主持。晚會由孩童們的舞蹈「好日子」開場，舞出對新年的祝願；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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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民樂合奏「蘇堤漫步」與「春節序曲」，以及相聲、小品、脫口秀等節目分別登場，

妙語連珠，引人捧腹大笑。 

台灣學生會副會長孔祥宇特別裝扮成「孫悟空」，在全場穿梭散發糖果，帶來猴年祝福。 

另外，當晚亦首次頒發「塔城華人 佳貢獻獎」，表揚對塔城華人社區貢獻卓越者，四位

得獎人分別為 Peter Lin、牛旭峰、何秋美郁(Lucy Ho)以及 Alec Lam。 

 

文藝演出結束後進行晚宴，塔城華人教會唱詩班在宴中獻唱兩首歌曲，贏得滿堂彩。 

 

四名主辦單位主席，包括華人協會劉懿萱、學生學者聯誼會劉志純、文化與語言交流協會

Justin Cheng，和台灣學生會副會長孔祥宇均表示，將以今年的成功為基礎，將來繼續合

作，傳承及宣揚中華文化，讓更多的人認識中華文化和語言的魅力，為當地華人服務，並

整合資源，讓資訊在華人社區更加通暢便利。(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77645/article-

%e5%a1%94%e5%9f%8e%e8%8f%af%e4%ba%ba%e8%81%af%e8%aa%bc-

%e9%a6%96%e9%a0%92%e3%80%8c%e6%9c%80%e4%bd%b3%e8%b2%a2%e7

%8d%bb%e7%8d%8e%e3%80%8d/?ref=%E4%BA%9E%E7%89%B9%E8%98%AD

%E5%A4%A7/%E4%BD%9B%E5%B7%9E&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77645/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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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 250 人迎春 4 華生得獎 
【塔拉哈西訊】 

March 1, 2016 

 

 
塔城台美人士「雙獅獻瑞」賀新春。(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台美人士賀春節與同樂中的「雙獅獻瑞」，左起：Matthew Poplin、Kenyon Bertelsen、吳啟瑞和

Joseph Portil lo。(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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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人士賀春節與同樂會中來賓合影。左起：李剛、陳越、陳婉菁、黃錦混、盧敏慎、麥資季、張有源與

葛正復。 (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頒發獎學金 500 元，得獎學生與頒獎人合影，左起：Fran 

Berry、謝文琪、粟媛媛、Lucy Ho、楊秀鈞、楊勝安及楊澈。(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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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右)在塔城台美人士賀春節與同樂會中發紅包給小朋友。(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認養亞洲小孩家庭協會的初中和高中學生們合影。(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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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台美協會、塔城中文學校、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及塔城認養亞洲小孩家庭協會

(Tallahassee Families with Asian Children，簡稱 TFWAC)等，日前聯合在佛羅里達州

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新春餐會及文藝匯演，吸引 250 多人

同樂。  

新春餐會由學生楊沚豫與高士文主持，共有八個節目，高中生吳啟瑞率三位洋同學

Matthew Poplin、Kenyon Bertelsen 和 Joseph Portillo 表演「雙獅獻瑞」，鄭佳文表

演鋼琴獨奏，道家太極拳社(Taoist Tai Chi Society)世界總會會長 Karen Laughlin 與會

友們在現場教來賓打「猴形太極拳」，FSU 音樂系學生劉泰興與金碧舟表演三首「鳳陽花

鼓」及新春組曲，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亦在會中為小朋友發紅包。會中並進行抽獎，共

有 30 多位幸運者得獎。 

當晚，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並頒發獎學金各 500 元給四位佛州大學

生，鼓勵他們在課業表現優異外，還對台美交流做出貢獻，得獎學生為謝文琪、粟媛媛、

楊秀鈞及楊勝安。 

活動圓滿成功，氣氛溫馨。當晚有 17 名認養家庭的初中及高中孩子參加活動，他們都曾在

中校學習，如今都已亭亭玉立，讓與會者感嘆時光飛逝。 

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向合辦活動的各單位致謝，他表示，是大家的支持和協助，才能

讓晚會順利進行，希望大家新年如意，期盼將來能再合作，為社區服務，提供好活動和節

目。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89754/article-%e5%a1%94%e5%9f%8e250%e4

%ba%ba%e8%bf%8e%e6%98%a5-

4%e8%8f%af%e7%94%9f%e5%be%97%e7%8d%8e/?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789754/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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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華會館春宴 大快朵頤 
【塔拉哈西訊】 

March 5, 2016, 6:00 am 249 次  

 
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慶元宵，與會來賓欣賞節目。(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慶元宵，餐會主持人吳孝中(左)、王友竹(右)。(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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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慶元宵，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音樂系學生演奏小提琴。(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慶元宵。(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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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慶元宵。(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北佛州中華會館日前舉行歡慶元宵節慶新春餐會，近 100 人與會，菜餚豐盛，還有精

采表演節目，眾人共度佳節。 

該會已有 40 年歷史，會長鄭炳陸領導舉辦傳統節慶活動，得到會友及各界熱烈支持，鄭炳

陸也利用餐敘機會，向與會僑胞們說明南台灣地震捐款事宜。當天有 11 樣美味開胃菜，

17 道色香味俱全的主菜，八種色彩鮮豔的壽司、五種時令水果、五項精緻甜點及各類飲料

等，與會者均大快朵頤。 

餐會由吳孝中和王友竹主持，鄭炳陸首先向與會者賀節，接著由榮譽會長何邱美郁致賀

詞。鄭炳陸並與妻子演唱「牽阮的手」，為表演拉開序幕。隨後進行音樂表演，張啟波以

板胡獨奏「月牙五更」和蒙古民歌「鴻雁」，李耀勤演唱「鄉愁」和「香巴拉並不遙

遠」。壓軸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音樂系學生以小提琴演奏「茉莉花」、「甜蜜蜜」等歌

曲，熟悉的樂曲和旋律引起共鳴，許多人都跟著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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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縣議員林德利(Mary Ann Lindley)的丈夫查理(Charlie)，亦在會中演唱「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等兩首歌曲，浪漫的爵士樂，令人勾起濃濃懷舊情韻。 

節目後還有猜燈謎、抽獎品等活動，獎品豐富，在歡愉氣氛中畫下圓滿句點。(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01537/article-

%e5%a1%94%e5%9f%8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e6

%98%a5%e5%ae%b4-%e5%a4%a7%e5%bf%ab%e6%9c%b5%e9%a0%a4/?ref=

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01537/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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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新體育館奠基典禮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March 17, 2016 

 
徐祖慈建築事務所承建奧西拉郡新 64 消防局的預想圖。(徐祖慈建築事務所提供) 

 
徐祖慈建築事務所承建奧蘭多第一學院體育館的預想圖。(徐祖慈建築事務所提供) 

 

華裔建築師徐祖慈為中佛州地區奧蘭多第一學院(The First Academy)及奧西歐拉郡

(Osceola County)消防局設計承建的工程，日前分別舉行破土典禮，各界主流人士與會。 

奧蘭多第一學院新體育館(New Field House Gyminasium)日前舉行破土及奠基典禮，該

項面積達 3 萬 2000 平方呎的工程，緊鄰原來的體育館，設備包括：體育培訓室、教職員

支援中心、食品及飲料販賣區及零售商店。新體育館的設計和建築以成為校園焦點為目

標。第一學院財務長錢伯斯(Jerry Chambers)表示，該校已籌募到工程款 1050 萬元，感

謝徐祖慈公司的設計，全校師生對新體育館都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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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西歐拉郡消防局的新 64 消防局(New Fire Station 64 Project)，建築面積達 1 萬 2388

平方呎，共分為四個區域，包括維修、支援、宿舍、體能訓練、多用途空間和行政辦公室

等。工程預算 440 萬元，預計 10 月完工。 

奧郡政府工程管理處主任佩斯(Pete Pace)在典禮中肯定徐祖慈團隊的設計，他表示，與徐

祖慈事務所合作已 20 多年，此次與郡府工程處合作，工程原型設計超過預期，將可做為未

來奧郡其他消防局建築的參考。 

另外，戴爾通納(Deltona)市府亦於日前宣布，選用徐祖慈事務所，為新的耆老社區中心及

體育館提供規畫及建築，該社區中心工程面積約 4 萬平方呎，體育館包括籃球場和其他活

動區域，工程預算 800 萬元。徐祖慈表示，很開心能為戴市提供服務，該市人口持續成

長，他和團隊將以促進發展為目標，幫助戴市設計及規畫設施。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34834/article-%e5%a5%a7%e8%98%ad%e5%a

4%9a%e6%96%b0%e9%ab%94%e8%82%b2%e9%a4%a8%e5%a5%a0%e5%9f%b

a%e5%85%b8%e7%a6%ae/?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34834/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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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高中企業家社團 向雇主致敬 
【塔拉哈西訊】 
March 26, 2016 

 

 
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年度宴會，部分與會師生合影。(徐淑玲提供) 

 
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舉行年度宴會。(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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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年度宴會，校長艾普丁(左)在開場時致詞。(徐淑玲提供) 

 
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年度宴會，授課老師吉爾(Athena Gill)及學生波第羅(Joseph Portillo)、吳啟瑞(左)

合影。(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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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年度宴會，主席歐康寇(立者左)和老師吉爾(立者右)致詞。(徐淑玲提供) 

 
里昂高中商業企業家社年度宴會，吳啟瑞(右一)主持向僱主致敬單元。(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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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高中(Leon High School)商業企業家社，日前在首府鄉村俱樂部(Capital City 

Country Club)舉行第 47 屆「雇主和雇員年度宴會」，社團師生和雇主一起歡慶年度成

果，並向雇主頒發感謝狀。 

成立於 1871 年的里昂高中，自 1969 年起開設選修課程「商業企業家」(Business 

Entrepreneurs)，並組成社團，為該校 17 個重點培養社團之一，學生參加該社的必要條

件，是要有付薪資的雇主。2015 年度共有 19 名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在 18 個單位工作，

包括州長、縣檢察官辦公室、佛州大學及小學、牙醫診所、炸雞、冰淇淋、花店、餐飲服

務及醫療等。 

當天活動由主席卡蜜兒‧歐康寇(Camille Okonkwo)致詞拉開序幕，校長艾普丁(William 

Epting)亦致詞，他感謝企業雇主們給學生機會，提前經歷實際工作的經驗；理事安斯莉‧

西頓(Ansley Seaton)和貝莉‧史考特(Baylee Scott)介紹幹部；理事奈特貝克(Quentin 

Knight-Baker)簡介該社 47 年的歷史，布里安娜‧布里托(Briana Brito)帶領餐前祈禱。 

該校四年級華生吳啟瑞為社團中唯一亞裔成員，他在凱特沙利文小學(Kate Sullivan 

Elementary School)工作。當天他主持「向雇主致敬」及頒發感謝狀，學生們接連向自己

的雇主表達謝意。 

壓軸由指導該課程達 25 年的老師雅典娜‧吉爾(Athena Gill)總結，這也是她 後一次參

與，她發表感言，回顧社團歷史與前瞻，感性的發言，令在場人士動容。(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59033/article-%e9%87%8c%e6%98%82%e9%a

b%98%e4%b8%ad%e4%bc%81%e6%a5%ad%e5%ae%b6%e7%a4%be%e5%9c%

98-%e5%90%91%e9%9b%87%e4%b8%bb%e8%87%b4%e6%95%ac/?ref=亞特蘭

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59033/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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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行 周六登場 
【塔拉哈西訊】 
March 31, 2016 

 

「2016 年塔城之春」大遊行，將於 4 月 2 日(周六)上午 10 時 30 分起，在塔城市中心登

場，該遊行為美國東南區 大的遊行之一，參與者可以體驗到南方熱情，近來每年都吸引

逾萬人共襄盛舉。 

今年有 100 個組織參加遊行，將有花車、遊行樂隊、舞蹈團等。遊行後，塔城市中心活動

公園有手工製品展示與拍賣、臨時兒童遊樂場，以及當地與全國知名藝人表演。詳情可上

網：www.springtimetallahassee.com/events/。(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72870/article-%e3%80%8c%e5%a1%94%e5%9

f%8e%e4%b9%8b%e6%98%a5%e3%80%8d%e5%a4%a7%e9%81%8a%e8%a1%8

c-%e5%91%a8%e5%85%ad%e7%99%bb%e5%a0%b4/?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72870/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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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行 萬民歡騰 
【塔拉哈西訊】 

April 5, 2016 

 

 
吳天順(右)與塔城之春遊行總指揮吉姆‧默多夫(Jim Murdaugh，左)合影。 (徐淑玲提供) 

 
參加塔城之春大遊行的徐淑玲(左)與塔城 ABC 電視台氣象主播卡薩諾瓦‧努爾斯(Casanova Nurse，右)合

影。(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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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大遊行隊伍之一，美女們在遊行中追趕西班牙鬥牛。 (徐淑玲提供) 

 
「塔城之春」大遊行中的花車隊伍之一。 (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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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塔城之春」遊行的民眾，媽媽帶著小女孩拾獲許多珠鍊，開心合影。(徐淑玲提供) 

 
「塔城之春」大遊行中的遊行隊伍之一火車花車一景。 (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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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中)穿著國旗裝，參加塔城之春大遊行，相當醒目。(徐淑玲提供) 

 

「2016 年塔城之春」大遊行，2 日在塔城市中心登場，此為美國東南區 大遊行之一，每

年均吸引數萬人參加，今年不受天氣影響，有百餘隊伍遊行，數萬民眾熱情參與，熱鬧非

凡。 

該遊行今年為第 48 屆，一如往年有 100 個組織、包括花車、遊行樂隊、舞蹈團等參加遊

行，可惜，「塔城亞洲協會」和兩岸三地的華人團體都缺席，從 2003 年起即連續參加該

活動的台灣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和徐淑玲夫婦，今年應邀到貴賓席觀禮。 

今年大遊行總指揮為塔城社區學院 (Tallahassee Community College)校長吉姆‧默多夫

(Jim Murdaugh)，該校和台灣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為姊妹校，前校長

威廉‧羅 (William Law)曾於 2012 年參訪台灣，參加「第四屆台灣與佛州高等教育交流會

議」。 

由於遊行前一晚傾盆大雨，當天清晨仍細雨不斷，籌委會曾考慮是否停止大遊行；但當天

一早即有成千上萬穿雨衣、撐雨傘的民眾和來自各地的遊客，擠在市中心等待觀賞，幸

好，天氣隨後轉晴，讓大家都放下焦慮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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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從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以聲勢壯大的警察摩托車中隊為先鋒，隨後、參與遊行的隊

伍依排列次序登場，一些隊伍沿途拋灑珠鍊與糖果，讓遊行大道兩旁的孩子們撿拾，許多

大人也一起湊熱鬧，現場歡呼聲不斷，圍觀民眾也以熱烈掌聲和口哨聲，為各自支持的隊

伍加油鼓勵，氣氛熱絡。 

當地 ABC 電視台也在貴賓台旁架設臨時播報台，由氣象主播卡薩諾瓦‧努爾斯 (Casanova 

Nurse)現場轉播遊行實況，遊行直到 12 時許才結束。 

「塔城之春」春季大遊行活動起源於 1967 年，當時南佛州和中佛州的立法者，提議將首

府從塔拉哈西遷到奧蘭多，這遊行是塔城居民為了捍衛塔拉哈西繼續為佛州首府的活動之

一，延續至今。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84513/article-%e3%80%8c%e5%a1%94%e5%9

f%8e%e4%b9%8b%e6%98%a5%e3%80%8d%e5%a4%a7%e9%81%8a%e8%a1%8

c-%e8%90%ac%e6%b0%91%e6%ad%a1%e9%a8%b0/?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84513/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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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 分享「心的開始」 
記者陳文迪／中佛州報導 

April 5, 2016 

 

 
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心的開始」，永瀚法師演講。(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佛光山光明寺住持覺凡法師(右)贈送書籍給鐘文義(左)，中為商會顧問陳秀美。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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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部分與會者和主講人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鐘文義演講強調建築安全的重要。(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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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鐘文義演講。(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顧問陳秀美(左)贈送禮品給主講人鐘文義(右)。(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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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講座，龐維武醫師(右)提問。(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佛州台美商會專題講座，商會顧問陳秀美(右)贈送紀念品給佛光山邁阿密道場住持永瀚法師(中)，左為光明

寺住持覺凡法師。(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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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台美商會日前在奧蘭多路易絲媽媽義大利餐廳(Mama Louies Restaurant)舉辦兩

場專題講座，有 40 多年建築及開發工程經驗的 82 歲老工程師鐘文義以「由南台灣地震災

害對建築施工的檢討」為題分享；佛光山邁阿密道場住持永瀚法師以「心的開始」分享，

如何保持「陽光的心」，講座後均有提問交流，分享熱烈。當天活動由台美商會顧問、創

會會長陳秀美主持，她簡介兩位講者的資歷，並分別贈送禮物給鐘文義和永瀚法師，感謝

他們撥冗分享。永瀚法師和光明寺住持覺凡法師亦以書籍贈送陳秀美和鐘文義。 

鐘文義為台美商會前會長，畢業於台南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後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土木

工程博士，40 多年來在中佛州及沙洛蘇打(Sarasota)地區興建不少高樓及社區。他分享多

年開發及建築經驗，分析維冠大樓倒塌原因及改進方式；從建築設計、施工和現有建築物

的處理等各點作解說，強調建築安全的重要，建築安全法規需要徹底執行；亦分享買房屋

置產時應注意事項，檢驗費絕對「不能省」。他也分享他在空心磚的一些專利，介紹空心

磚在建築結構上優於傳統紅磚的特點，不但重量較輕，且可以插入鋼筋或加灌混凝土，增

強建築物強度；以及泡沫混泥凝土的結構及使用；另外，亦分享他回饋母校，在成功大學

設立的領袖人才獎助學金計畫。 

另一場演講「心的開始」，講者永瀚法師以投影片及動畫片等輔助分享，還有歌唱及帶動

唱等，生動有趣。她以十修歌分享：「人我不計較，彼此不比較，處事有禮貌，見人要微

笑，吃虧不要緊，待人要厚道，心中無煩惱，口中多說好，所交皆君子，大家成佛道」。

永瀚法師引述盲人作家海倫‧凱勒「面對陽光，就不會看到陰影」，和拜倫所說的「悲觀的

人雖生猶死，樂觀的人永世不老」。她說：心若改變，態度會跟著改變，態度改變，習慣

跟著改變、習慣改變則性格改變，人生也會隨之改變。她提醒與會者要了解自己的弱點，

正視並突破，才能從「烏雲」轉為「陽光」，並帶領大家做遊戲，談陽光的感覺、如何成

為陽光的人，並一起歌唱「心中的陽光」，氣氛溫馨。 

http://www.worldjournal.com/3884522/article-%e4%b8%ad%e4%bd%9b

%e5%b7%9e%e5%8f%b0%e7%be%8e%e5%95%86%e6%9c%83-%e5%88%

86%e4%ba%ab%e3%80%8c%e5%bf%83%e7%9a%84%e9%96%8b%e5%a7

%8b%e3%80%8d/?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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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就創智贏家鯊魚杯賽 吳啟瑞獲亞 
【塔拉哈西訊】 

April 26, 2016 

 

 
里昂縣公立學校總監彭傑克(Jackie Pon)致詞。(徐淑玲提供) 

 
五名參加競賽的學生在頒獎後合影，左起：Travis Harvil l、Kinsey Griggs、Andrew Goren、吳啟瑞和

Emily Gordon。(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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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瑞(中)獲獎後和指導老師 Athena Gill(左)，以及節目主持人 Mike Campbell(右)合影。(徐淑玲提供) 

 
就讀里昂高中的華生吳啟瑞介紹他的「奇妙吸管」創智專案。(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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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瑞獲獎後和母親徐淑玲合影。(徐淑玲提供) 

 

美國青年成就社(Junior Achievement USA)北佛州大灣區分部，日前在佛州州立大學特

恩布爾中心(FSU Turnbull Center)，舉辦「第一屆青年成就創智贏家鯊魚杯賽」(JA Big 

Bend Shark Bowl)，吳啟瑞以「奇妙吸管」(Wunder Straw)專案獲第二名，贏得 1000

元獎學金和 300 元零用金。 

吳啟瑞闡述構想，並帶來三種不同口味的奇妙吸管，他表示，計畫和各大糖果廠合作，生

產各種口味，並隨著節慶增加口味，也將生產健康無糖或加維他命的奇妙吸管。 

冠軍得主為艾蜜莉‧高登(Emily Gordon)，獲 2500 元獎學金和 500 元零用金，第三名為

戈倫(Andrew Goren)，獲 500 元獎學金和 200 元零用金，第四名為哈維爾(Travis 

Harvill)，獲 250 元獎學金和 100 元零用金，第五名葛利格斯(Kinsey Griggs)，獲 100

元獎學金和 50 元零用金。 

比賽依抽籤排順序，參賽者上台用五分鐘簡介各自的專案報告，由三位裁判各進行一分鐘

評論和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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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採美國廣播公司(ABC)「創業鯊魚幫」(Shark Tank)實境節目模式進行，該節目一大

特點，即是企業家和高階管理者，透過節目考慮給予尋求投資的創業者投資。大灣區青年

成就社的迷你版，則號召塔城 1500 名選修創業相關課程的高中生，在各校社團舉行初

賽，選出四名優勝進入各校複賽，再選出各校總冠軍進入決賽。 

主辦單位表示，舉辦創智贏家鯊魚杯賽的目的，是要幫助高中生了解商業的概念，無論將

來他們是否成為企業家，都可獲得對企業的寶貴見解和信心。 

http://www.worldjournal.com/3943798/article-%e9%9d%92%e5%b9%b4

%e6%88%90%e5%b0%b1%e5%89%b5%e6%99%ba%e8%b4%8f%e5%ae%

b6%e9%af%8a%e9%ad%9a%e6%9d%af%e8%b3%bd-%e5%90%b3%e5%9

5%9f%e7%91%9e%e7%8d%b2%e4%ba%9e/?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943798/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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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團 訪塔城瀑布公園 
【塔拉哈西訊】 

May 5, 2016 

 

 
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訪塔城瀑布公園，與哈葛瑞維斯(右六)、賈基(右五)合影。(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提供) 

 
藍圖 2000 機構經理哈葛瑞維斯(立者)，為台灣水利專家參訪團進行簡報。(台灣水利專家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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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參觀瓦庫拉地下泉(Wakulla Springs)合影。(台灣水利專家團提供) 

 

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一行九人，日前參觀塔城市中心的瀑布公園(Cascades Park)，該公園

於 2014 年完工，去年獲美國公共工作協會(American Public Work Association)2015

年度公共工程項目獎(Public Works Project of the Year Award)。 

該訪團由甘城(Gainesville)佛羅里達大學的「中華民國基金」(Taiwan, R.O.C. Fund)贊

助，參訪學員包括農田水利會的彭炯博、徐國揚、杜榮鴻、李建良、陳裕峰，以及台灣大

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的蔡昊宸、楊書容、洪嘉鴻、李威；桃園農田水利會督導股股長

彭炯博擔任領隊。 

塔拉哈西市里昂縣於 1989 年 11 月以公投方式批准增加銷售稅，以提供資金改善交通項目

和執法設施；根據佛州章程條款，在佛州、里昂縣和塔拉哈西市共同監督下，創建「藍圖

2000 機構」管理、規畫和建設相關工程；瀑布公園(Cascades Park)為其重要計畫之一。 

在里昂縣議員林德利(Mary Ann Lindley)與總工程師吳孝中安排下，藍圖 2000 機構的經

理哈葛瑞維斯(Charles Hargraves)為參訪學員們作簡報，同時由李子方即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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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葛瑞維斯簡介塔城市中心的七年(2013 年-2020 年)基礎設施改進計畫，該公園原址曾是

煤氣公司和發電廠的廢棄場，造成嚴重泥土和水污染。經由整治後，包括挖出和處理已污

染的泥土，留下一個 52 呎的深坑，匯聚雨水形成小湖，提供公園灌溉用水；廢棄發電廠的

廠房則改建成愛迪生餐館(Edison Restaurant)。佛羅里達大學遙測中心(Center for 

Remote Sensing) 主任賈基 (Jasmeet Judge) 簡介「中華民國基金」的相關運作。 

訪問團亦前往近郊參觀世界聞名的瓦卡拉地下泉(Wakulla Springs)，兩岸仍保持原始亞熱

帶叢林風貌，早期的泰山電影即在此拍攝。(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3970027/article-

%e5%8f%b0%e7%81%a3%e6%b0%b4%e5%88%a9%e5%b0%88%e5%ae%b6%e5

%9c%98-

%e8%a8%aa%e5%a1%94%e5%9f%8e%e7%80%91%e5%b8%83%e5%85%ac%e5

%9c%92/?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3970027/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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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湾 2/6 地震災害對建築施工的檢討 
鐘文義   wenychung@yahoo.com 

4/02/2016 

(Received May 9, 2016) 

前言 

今年二月六日南台灣的 6.5 級地震造成一棟 17 層住商混合大樓倒塌，導致一百多人

死亡，海内外同胞們都無比的心痛。據報導，在該建築物主要塌陷處發現有沙拉油

桶與紙張等雜物，這些東西是在多年前興建時就已經放進去的。這些雜物因為沒有

承受重量的能力，其應承擔的重力集中到周邊的建築材料上，因而使得周邊建材所

負擔的重量高達數倍之多，而成為載重弱點，再加上颱風或地震的動能又增加了該

載重弱點所須承載的重量。該載重弱點承載過多重量因而使得整個建築物崩塌。類

似的悲劇在台灣以前就曾發生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筆者願將自己在佛羅里達

州從事多年的建築設計與施工經驗，提供給有興趣的同胞們参考，並請指教。 

建築設計 

台灣古代的建築物多是僅一層樓高且以符合農業社會需求為主而建造的房屋， 而且

蓋了後通常都是僅供自住，然後父傳子，子傳孫，傳了一代又一代。對該建物的興

建與修繕都不需要經過政府的許可。但今天的社會環境已完全不同，到處都是高樓

大厦，即使原本只是蓋來供自己居住的單樓層房屋日後也可能出售他人，因此現今

的房屋買賣已是很普遍的事了，這也就形成了公共安全問題。今天我們大家都必須

遵守法律、由建築設計師依照規定設計，並由政府加以嚴格審查核准發給建築許可

執照之後才能開工。所有建築設計師包括測量師、環保師等等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

工程師與建築師等，均依照業主意願施作符合安全與經濟需求及政府法規所定原則

而設計建造建物。 這些政府規定一般都由技術人員及人民以公開討論及聼證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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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識，然後再由立法機關通過而公布實施。由於環境隨時在變，人民的需求及

反應也隨時間的經過而有不同，這些規定也要與時俱進隨時修正。因此相關技術人

員必須每一、兩年就要進修一次才能繼續擁有專業證照資格。 再者經過建築設計師

依照規定完成設計圖及施工規範，並將之呈交給政府有關單位審核， 這手續通常會

花很多時間，因為設計者與政府審查者有不同意見，是很難避免的事， 經過雙方的

折衝同意之後，由政府發給工程施工許可執照。我們應該了解政府的審核並不代表

對該工程的保證，確保建築物確實安全的責任仍在建築設計師身上。有了施工許可

執照之後，業主就可開始審查承造包商的資格及比價招標。以往有圍標送紅包及偷

工減料的違法行為，這就是造成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 

專業證照對每一位建築設計師與包商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這相當於他的第二生命。

如有仼何違法行為，將被撤銷或停止執照甚至必須坐牢而付出慘重代價，嚴重影響

其個人的職業生涯，但為了確保人民的生命安全，政府應該極盡所能努力宣導相關

觀念，建立全民正確認知，並嚴正執法。 

建築施工 

包商平常可以不必僱用專職的主任工程師，需要時再依實際情況委請一般工程師幫

忙，這樣可節省費用，尤其小包商須想盡各種方法節省開支並提高工程品質以發展

其事業。在台灣很多建築物都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在灌混凝土之前都必須經過政府

單位檢查材料强度、是否符合設計圖放置鋼筋等基礎作為，每一樓層地板、柱子及

牆壁都必須分開驗收。在驗收通過後到灌混凝土之間有可能被放入雜物，這行為對

居住安全的危害嚴重程度簡直跟殺人沒兩樣。因此業主應該僱用工地安全人員以確

保所建造的建築物結構安全無虞，政府也必須很嚴格地執行相關法令。這在剛開始

階段執行上會比較困難，但上了軌道以後一般人都會具有良好的道德心與守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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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同時不同工作的人員也會互相監督及協助。例如灌混凝土、排鋼筋及架設模板

的人都由不同業者甚至不同公司來做。灌混凝土的人發現建築結構裡有任何雜物存

在，就必須立即停工並通知業主與政府有關人員。每一個工程 

得以良好完成均有賴於業主、建築設計師、包商與政府驗收人員的相互配合與精誠

合作，與建築有關的每一個人員都必須完全負起責任，對政府法規一定要切實遵守

與執行以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現有建築物的處理 

我們知道過去已經不只一次在台灣建築物的倒塌現場發現沙拉油桶等雜物，並因此

造成很多人死亡。那麼現在居住的房屋是否會有相同的事故發生，是我們目前必須

努力面對的課題。我們應當邀請具有專業執照的建築工程師，以特別儀器檢查現有

全部建築物的主要承載的鋼筋混凝土結構是否有任何缺失。如有任何發現，應該馬

上進行修繕，必要時甚至完全放棄該建築物以保護住民的生命安全。這些費用應該

由住户分擔而由政府單位審核與監督。有心人士也可捐款成立相關的基金會或組織

來從事此極具意義及高度重要性的事務。任何工程在施工中做得好又做得對，總比

以後發現問題後再來補救所付出的代價要便宜得多。 

我們檢討過去在工程施工上所發生的問題，會牽涉到人的問題的複雜性，我們應該

考慮是否免除過去錯誤所應承擔的責任，讓現有建物裡既存的問題可被揭露而獲得

處理，均安全無慮，並因而從今以後都可以很嚴格地執行法律。 

在建築結構方面，今天在台灣廣泛使用的鋼筋混凝土並不一定比其他建築材料來得

便宜，例如以鋼鐵建造的建築物比較不會在主要結構裡放入雜物而影響該建物的安

全，而且在依照施工進度所進行的驗收作業也比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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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是建築的 重要事項，謹在此以 誠摯的心，懇請我們同胞共同努力以保

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鐘文義簡歷 

出生於台南縣下營鄉，當時是一個很窮困的農村。經歷了二次大戰承受了日本殖民

主義的迫害與不平等统冶，外加每日遭受飢餓與聯軍空襲的逃命生活。幸好二次大

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但在就讀初中一年级時，很不幸由當時在日本受訓為自殺

隊的一群青少年返回台灣後引發了二二八事件。我在學生宿舍裡保護了兩位所謂的

外省老師。初中畢業後由於父母經濟困難，我選擇就讀當時的台南工業學校，以擔

任中級技術人員為目標。後來在家兄的鼓勵與幫助下，我考取了困難度極高的成功

大學土木系。因在高職紮下良好基礎，我在大學三年級時就考上了當時非常珍貴很

難通過的國家考試髙考，而取得土木工程師執照，並當了髙薪的包商主任工程師。

後來再當了一年半的義務軍官役後赴美國 University of Florida 就讀土木工程系，

取得碩士學位後在 Columbia University 攻得博士學位。 之後在私人工程公司任

職，做不到三年，就開始自己創業專門做土木工程設計與不動產開發，開發了近四

百英畝社區與海邊髙級住宅公寓等等，獲得地方人士的髙度評價。 我在多年前曾回

到母校成功大學設立了領袖人才獎助學金。 

我在大約三十年前曾邀請武漢大學的一位建築教授來本地参觀空心磚在建築結構的

使用情形。 不久之後我訪問了上海與北京。政府當局當時為保護農業用地，並不鼓

勵人民使用紅磚作為建築材材。我告訴當地的重要技術人員，紅磚做建築材料已有

好幾千年的歷史，空心磚在建築結構上比紅磚有更多優點， 我們應該好好宣導用以

取代紅磚作為材料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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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在中國空心磚已很廣泛地使用在建築上，我在多年前就在中國取得了泡沫輕質

混凝土的結構專利，該材料目前也受到很廣泛的運用。 

很榮幸地我曾擔任過佛州中部與坦帕灣區台美商會會長，而有服務同胞們的機會，

我深切期待能與大家攜手共同合作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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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 歡慶傳統月 
【塔拉哈西訊】 

May 17, 2016 

 

 
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張啟波演奏板胡「月牙五更」。(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丹尼‧阿蘇媞(Dhani Astuti)表演印尼巴厘舞。(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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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菲律賓代表表演民俗舞。(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菲律賓代表團表演高蹺和木屐等的民俗舞後合影。(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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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裔傳統月慶祝活動中，宋文心演奏古箏名曲「漁舟唱晚」和「戰台風」，悅耳動聽。(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慶祝 5 月亞太裔傳統月，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里昂縣理若邑主圖書館(Leroy Collins Leon 

County Main Library)舉行慶祝活動，多個亞太裔社團代表及包括來自台灣、中國、香

港、馬來西亞、中東、日本、印度、菲律賓、印尼、越南和泰國等亞裔與當地民眾逾 150

人與會，現場並有各族裔設攤位展示各國工藝品。 

由於今年是大選年，已宣布參選下屆市議員的前塔城市長辦公室秘書長里克‧麥諾 (Rick 

Minor)，也到現場參加活動，與民眾交流，爭取亞裔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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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活動從下午 1 時 30 分開始，由在塔城市政府服務的漢森(Aurora Hansen)主持，塔

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來 (Clyde Diao)致歡迎詞，並說明每年 5 月「亞太裔傳統月」的由

來。  

隨後才藝及餘興節目分別登場，華裔有宋文心演奏悅耳動聽的古箏名曲「漁舟唱晚」和

「戰台風」；張啟波演奏板胡「月牙五更」，並獨唱「情怨」。 

其他節目包括朱莉婭‧賀南德斯(Julia Hernandez)演奏小提琴；梅琳達‧考恩(Melinda 

Cowen)跳中東肚皮舞；丹尼‧阿蘇媞 (Dhani Astuti)表演印尼舞；塔城首里手社(Tenshin 

Shoden Shurite Society)表演日本空手道、韓國跆拳道和中國功夫；菲律賓代表團表演

高蹺和木屐等民俗舞；蒂芙尼‧沃恩(Tiffany Vaughn)接受點歌，並即席表演吉他彈奏；塔

城社區學院和塔城體育協會的舞蹈團表演美國現代舞等，現場氣氛十分熱鬧。 

由於圖書館禁止食物與飲料，主辦單位很貼心準備點心，讓與會者帶回家享用。由於回響

熱烈，主辦單位決定明年將另尋場地，擴大舉辦活動。(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02509/art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5%8d%94%e6%9c%83-

%e6%ad%a1%e6%85%b6%e5%82%b3%e7%b5%b1%e6%9c%88/?ref=亞特蘭大/

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0250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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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徐淑玲回國參加慶賀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活動 
 

【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哈西訊】 
 

 
塔城徐淑玲 (前排左) 回國參加慶賀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活動時 

和行政院長林全 (前排右) 拍下合影留念。 
 

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哈西 (簡稱塔城) 徐淑玲日前回國參加慶賀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就

職活動，經由僑務委員會和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蕭蓓如秘書蕭辦理安排參加 5 月 20 日

(星期五)上午在台北市總統府前廣場的「慶祝大會」和 5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至 6 時在台

北市台北賓館的「接待僑胞茶會」兩項活動。 

 

徐淑玲是 1700 多位旅居海外僑胞回國共襄盛舉的一分子，能在現場和各地僑胞共同感受熱烈情

緒激動的幸運者， 也有機會在「接待僑胞茶會」活動中當場接應蔡英文總統交代的兩個任務：

「培養年輕的一代來從事僑務工作」和「推動國民外交」讓世界在經濟、文化、科技等等方面都

看到台灣的亮度。對總統的交代，臺下的徐淑玲和其他的僑民紛紛大聲報以做得到，不用擔心。 

 

當天陪同蔡總統出席的還有陳建仁副總統、行政院長林全，立法院長蘇嘉全、副院長蔡其昌、總

統府秘書長林碧炤、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副委員長田秋堇等人。臺上相

關要員致詞完後，走向臺下，與現場僑胞寒暄，熱情僑胞們將他們團團圍住爭相握手，徐淑玲也

有機會和行政院長林全拍下合影留念。 

 

僑務委員會在現場還準備了台灣在地美味小吃，擔仔麵、蚵仔煎、肉圓、蔥油餅等，也以台灣花

農種植的蘭花、玫瑰、桔梗製成的藝術花卉，以及「寶島台灣」、「展翅上騰」的冰雕設計讓僑

胞們一同品嚐體驗台灣豐富的美食與意象。並且，特別安排了台灣傳統歌謠與民俗傳統的表演藝

術。    (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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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環境與水資源研究員 3 華人入選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June 7, 2016 

 

 
美國土木工程學會環境與水資源研究所新專業研究員合影，前左起：吳天順、吳正易和陳藹薇。 

 (主辦單位提供) 

 
獲頒研究員的吳天順，在 EWRI 主席迪伊 (David Dee, Jr.)介紹新專業研究員的投影旁留影。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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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世界環境與水資源會議」(World Environmental & Water Resources 

Congress)日前在西棕櫚海灘市(West Palm Beach)棕櫚海灘郡會議中心(Palm Beach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舉行，並有「2016 年研究員入會授證儀式」(Fellows 

Induction Ceremony)，今年共有 14 位會員獲頒專業研究員，三華人入選。連續五天的

活動，以「關鍵基礎設施的需求：水和環境」(Critical Infrastructure Needs: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為主題，來自世界及全美各地的專家探討交流。 

入選專業研究員的華人，包括康乃狄克州的吳正易(Zheng Yi Wu)、印第安納州的陳藹薇

(Amy B. Chan Hilton) ，及佛羅里達州的吳天順。儀式由環境及水利資源研究所 (The 

Environmental & Water Resources Institute) 主席迪伊 (David Dee, Jr.) 主持，他分

別介紹出席的新研究員，感謝他們長期在水利及環境工程研究的支持和努力。 

環境及水利資源研究所是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旗下

的八大研究所之一，土木工程學會成立於 1852 年，是全美 古老的工程學會，現有超過

15 萬名會員，分別為學生會員、準會員、正式會員和特別會員或專業研究員。 

晉升為專業研究員的資格必須先成為正式會員至少十年，並且在專業上有顯著進步，或者

在工程、科學和應用技術有貢獻和成就；經常輔導學生、初級工程師和科學家們，提供他

們服務的機會；或在促進教育、理解和工程科學等有顯著成效；或積極參與該會的專業委

員會、會議，和在期刊發表論文。 

 

該學會目前批准的專業研究員未超過全體會員的 3.5%，每年由各專業分會定期接受申請，

並由四位人士組成的審查委員會審核。詳情可上網：www.asce.org/environmental-

and-water-resources-engineering/ewri-fellows/。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62332/article-%e4%b8%96%e7%95%8c%e7%9

2%b0%e5%a2%83%e8%88%87%e6%b0%b4%e8%b3%87%e6%ba%90%e7%a0%

94%e7%a9%b6%e5%93%a1-

3%e8%8f%af%e4%ba%ba%e5%85%a5%e9%81%b8/?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62332/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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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水利協會 聚首西棕櫚灘 
【佛州訊】 

June 14, 2016 
 

 
美華水利協會在佛州召開後，與會者合影。(美華水利協會提供) 

 
美華水利協會成員在佛州召開會議後，聚餐聯誼。(美華水利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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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水利協會在佛州召開，由會長蔡喜明(右)主持。(美華水利協會提供) 

 

美華水利協會(Chines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簡稱 CAWRA)日前

在佛州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會展中心召開會議及聚餐，交流聯誼，氣氛溫馨。 

當天，美國土木工程學會環境及水利資源研究所主任布萊恩‧帕森斯(Brian Parsons)暨會議

活動協調員賽妲‧波拉託(Ceyda Polatel)也到場致意，並參加討論。 

年會由來自伊利諾州新上任的第 12 任會長蔡喜明主持，先用英文討論將於 2017 年舉行的

「國際視角下的水資源與環境會議」籌備進度；隨後，蔡喜明報告四年一任的新理事，由

佛州葉明和田納西州的高士傑，接替德州的盛祝平和路易士安納州的蔡宗成；另外也確認

來自路州的蔡宗成為候任會長，來自加州的王若謙擔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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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卸任的會長蔡琬珊報告去年在上海舉辦「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活動；由於現

任及前後任會長都姓蔡，傳為美談。會議壓軸由來自台灣成功大學的周乃昉和新疆農業大

學的李玉進提供與會者兩岸概況及新消息。 

隨後，與會者合影，並聚餐聯誼，相約 2017 年 5 月參加美國土木工程學會的「2017 年世

界環境與水資源會議」，在加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相聚。 

該會於 1993 年成立，目前，已有 400 多名會員，大家凝聚共識，向海峽兩岸政府建言，

為會員們提供具體合作的機會。(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80438/article-

%e7%be%8e%e8%8f%af%e6%b0%b4%e5%88%a9%e5%8d%94%e6%9c%83-

%e8%81%9a%e9%a6%96%e8%a5%bf%e6%a3%95%e6%ab%9a%e7%81%98/?ref

=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80438/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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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水質研究 探索創新技術 
【佛州訊】 

June 18, 2016 
 

 
南佛州大教授葉宏珽，報告「厭氧膜生物反應器的污水處理和資源回收」。  (主辦單位提供) 

 
「佛羅里達州未來的水質研究」研討會現場。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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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州未來的水質研究」研討會，與會者合影，左二為南佛州大學助理教授葉宏珽。 (主辦單位提供) 

 
「佛羅里達州未來的水質研究」研討會現場。(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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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研究園區關係網(The Florida Research Parks Network)和佛州州立航天機構

(Space Florida)，日前在甘迺迪航天中心探險公園內的太空生命科學實驗室(Space Life 

Sciences Lab)，舉辦「未來佛州水質研究」研討會。 

該研討會探索水質研究的創新技術突破，包括無人機、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傳感器、衛星圖像、雲端運算和水質資訊系統等。其中南佛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助理教授葉宏珽 (Daniel Yeh) ，以「厭氧膜生物反應器

(AnMBRs)的污水處理和資源回收」進行分享。當天還有奧蘭多中佛大教授張乃斌，以及

塔拉哈西佛州環保廳工程師吳天順。各報告的電子版幻燈片已上網，有興趣可自行查閱，

網址：www.treasurecoastresearchpark.com/wq-research-workshop/。 

佛州州立航天機構，旨在促進佛州經濟發展，以擴大國內與國際多樣化的活動，支持佛州

人才的發展，並加強基礎設施，支持政府和組織，提高國家在商業環境中的競爭力，創造

佛州與航天相關經濟的機會。 

佛州研究園區關係網旗下包括八個組織。，分別為奧蘭多市的中佛州研究園(Central 

Florida Research Park-Orlando)、福邁爾斯市的佛羅里達海灣海岸大學創新中心

(Florida Gulf Coast University Innovation Hub-Fort Meyers)、波卡瑞通市的佛羅里

達大西洋大學研究園(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Research Park-Boca Raton)、塔拉

哈西市的創新園(Innovation Park-Tallahassee)、阿拉丘瓦市的進展企業園(Progress 

Corporate Park-Alachua)、皮爾斯堡市的寶藏海岸研究園(Treasure Coast Research 

Park-Fort Pierce)、坦帕市的南佛羅里達州大學研究園(USF Research Park-

Tampa)、，和邁阿密市的邁阿密生命科學園(University of Miami Life Science Park-

Miami)。 

研討會詳情可上網：www.treasurecoastresearchpark.com/wq-research-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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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journal.com/4091648/article-%e4%bd%9b%e5%b7%9e%e6%b

0%b4%e8%b3%aa%e7%a0%94%e7%a9%b6-%e6%8e%a2%e7%b4%a2%e5%89%

b5%e6%96%b0%e6%8a%80%e8%a1%93/?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091648/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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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出訪 邁阿密僑宴 
記者陳文迪／邁阿密報導 

June 25, 2016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巴拿馬及巴拉圭行程過境邁阿密，佛州僑胞到旅館歡迎。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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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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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巴拿馬及巴拉圭過境邁阿密，下塌的邁阿密海灘楓丹白露旅館

(Fontainebleau Miami Beach)特別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歡迎。(記者陳文迪/攝影) 

 
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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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巴拿馬及巴拉圭，行程過境邁阿密，佛州僑胞到旅館歡迎。(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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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台灣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到旅館歡迎的僑胞們握手致意。(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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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巴拿馬及巴拉圭，24 日中午抵達邁阿密，美國在

台協會執行理事唐若文，以代理主席身分前來接機。蔡英文下午 1 時許進入下榻的

邁阿密海灘楓丹白露旅館 (Fontainebleau Miami Beach) ，來自佛州各地僑胞近

200 人到旅館歡迎，佛州聯邦參議員盧比歐 (Marco Rubio) 也前往與蔡英文會面。 

僑務諮詢委員何秋美郁率小女孩為蔡英文獻花，僑胞們高呼總統好、小英加油、台

灣第一(Number One)，蔡英文並與歡迎的僑胞們握手，氣氛熱烈。 

對蔡英文擔任總統後的首次到訪，大家期待不已，為避免邁阿密都會區經常性的交

通堵塞，僑胞代表們幾乎都是大清早就出門，各路人馬於上午 11 時 30 分起，即分

別到旅館等候，許多社團帶來大橫幅，表達歡迎熱忱。 

歡迎僑胞除了南佛州當地社團外，還有塔城、奧蘭多、清水、天帕等地社團亦有多

位代表與會。僑務委員許照惠、徐彩惠、王成章，僑務諮詢委員曾水福、何秋美

郁、楊喬生和僑務榮譽職人員均出席，將旅館大廳擠得水泄不通。 

蔡英文當晚 7 時在旅館會議廳舉行僑宴，與 300 多名僑胞交流，三位美國聯邦眾議

員及邁阿密副市長出席餐會。她除感謝僑胞多年在海外對台美關係的支持外，也告

訴大家，她會和全民一起努力，帶領台灣走出困境。 

蔡英文下午前往參觀邁阿密港，全程由警車開道。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13049/article-%e8%94%a1%e8%8b%b1

%e6%96%87%e5%87%ba%e8%a8%aa-%e9%82%81%e9%98%bf%e5%af%

86%e5%83%91%e5%ae%b4/?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1304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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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 3 家上榜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July 19, 2016 
 

 
僑營美食評選委員與美食世界餐廳東主(右三)合影。(蕭蓓如提供) 

 
美食評選委員與湘園餐廳東主 Howard Tai(左一)合影。左二起：美食評選委員 Monica Chang、中衛總監發

展中心張淑華、成旅行政總主廚唐文浚、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與僑務促進委員陳聿志。(蕭蓓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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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評選委員在塔城 MASA 日本料理餐廳前合影，左起：僑務顧問黃錦混、張淑華、唐文浚及陳聿志委員。

(蕭蓓如提供) 

 
塔城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中)，與美食評選委員張淑華(左二)、唐文浚(右一)等合影。(蕭蓓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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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主辦的 2016 北美地區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活動，7 月份展開，佛

州地區今年第二次參加，有三家餐廳被推薦，分別為塔城 MASA 日本料理餐廳、天帕美食

世界餐廳(Meis Pizza)，與波卡的湘園餐廳(Uncle Tai’s Restaurant)。 

來自台灣的兩位美南區美食評選委員：中衛發展中心總監張淑華與成旅觀光公司行政總主

廚唐文浚，13 日晚抵達佛州，連續三日在塔城、天帕及波卡地區展開美食評鑑。 

唐文浚及張淑華首站到塔城 MASA 餐廳試菜，僑務顧問黃錦混與僑務促進委員陳聿志一同

參與評選，接著前往天帕與波卡。幾位評選委員對佛州地區北中南三家餐廳都表示肯定；

MASA 餐廳的和風設計及精緻餐飲，讓他們驚艷；美食世界餐廳服務當地留學生的台灣人

情味，令人備感溫馨，湘園餐廳則以道地的湖南菜，讓他們稱許。 

評選委員不僅評選上桌的美食，亦就餐廳內部裝潢、廚房到外觀都有詳細的考核要求，包

括廚藝技術、菜餚品質、菜及餐具溫度、食材搭配、色香味及飲品品質、服務人員的態度

儀容、點餐服務、環境整潔、空間規畫等都是分數的考量。 

僑營餐廳美食評選活動旨在推廣台灣美食，提升僑營美食業者經營水準，並提供豐富的經

營輔導與行銷資源，加強業者能力；通過評選的業者，將獲頒「僑營台灣美食餐廳」獎座

與標章，並有後續推廣活動，使消費者能識別優質店家，享用台灣風味美食。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83175/article-

%e5%83%91%e7%87%9f%e5%8f%b0%e7%81%a3%e7%be%8e%e9%a3%9f%e9

%a4%90%e5%bb%b3%e8%a9%95%e9%81%b8-

3%e5%ae%b6%e4%b8%8a%e6%a6%9c/?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83175/article-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3 家上榜

/?ref=亞特蘭大/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83175/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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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郡選監事募款 華裔受重視 
【塔拉哈西訊】 

July 21, 2016 
 
 

 
滿 18 歲的吳啟瑞(左)，參加里昂郡選舉監事候選人威廉姆斯募款會，覺得學到很多。 (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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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郡選舉監事候選人威廉姆斯舉辦募款會，與部分參加人士合影。(徐淑玲提供) 

 

塔城地區雖然亞裔人口不多，但在幾次選戰中均發揮關鍵作用，日前里昂郡選舉監事候選

人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的募款晚會，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來(Clyde Diao)夫婦、印

度裔前塔城亞洲協會會長蘇麻孫達拉姆(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及僑務促

進委員吳天順夫婦等，均獲邀參加。 

活動在塔城前市長麥克斯(John Marks)的住宅舉行，約 80 人出席。自 2003 年至 2015

年擔任三屆市長的麥克斯，為與會者介紹威廉姆斯，指威廉姆斯為佛州第八選區州眾議

員，曾被選為國家年度優秀立法者、塔拉哈西社區領導主席，亦是聯合勸募協會 (United 

Way)董事；已擔任八年眾議員的他，於去年決定換跑道，參選選舉監事一職。 

威廉姆斯發言時表示，自己是選舉的倡導者，一直在佛州選舉法修訂的 前線，為州政府

雇員加薪進行抗爭，推動通過郵寄投票和佛州提前投票的法律，支持將聯邦衛生證件作為

合格選民身分證的查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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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自己的政見包括：任命一個包含兩黨的市民委員會收集數據、提供更好的選民教育

和宣傳、倡導選舉日為假日、提供多種資源以確保高效率和有效的選舉進程、確保每一票

都算數，並推動在選舉日當天，提供免費公車給選民搭乘。 

選舉監事職責為負責選民登記、維護選民登記文件、執行聯邦與州和地方選舉、管理法律

規定的系列報告、以及維持佛州選舉法律，為四年一任的公職。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1299/article-

%e9%87%8c%e9%83%a1%e9%81%b8%e7%9b%a3%e4%ba%8b%e5%8b%9f%e6

%ac%be-%e8%8f%af%e8%a3%94%e5%8f%97%e9%87%8d%e8%a6%96/?ref=亞

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129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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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智贏家鯊魚杯賽 吳啟瑞獲表揚 
【塔拉哈西訊】 

July 23, 2016 

 

 
塔城市長吉樂姆(左一)宣讀褒揚狀，左二起：第一名艾蜜莉‧高登(Emily Gordon)、第二名吳啟瑞、第五名葛

利格斯(Kinsey Griggs)。(徐淑玲提供) 

 

塔城市議會日前在市立老人中心(Senior Center)頒發褒揚狀(Proclamation)，表揚「青

年成就創智贏家鯊魚杯賽」(JA Big Bend Shark Bowl)得獎人及相關工作人員，獲第二名

的華生吳啟瑞亦獲表揚。 

市長吉樂姆(Andrew Gillum)親自宣讀褒揚狀，指主辦單位「青年成就社」(Junior 

Achievement USA)，致力於提供青年經濟成就與規畫未來的知識和技能，讚揚該社在佛

州州立大學特恩布爾中心(FSU Turnbull Center)，成功舉辦「第一屆青年成就創智贏家鯊

魚杯賽」。 

獲表揚的第一名至五名學生為：柴爾斯(Chiles)高中艾蜜莉‧高登(Emily Gordon)、里昂

(Leon)高中吳啟瑞、林肯(Lincoln)高中戈倫(Andrew Goren)、戈比(Godby)高中哈維爾

(Travis Harvill)，和瑞卡德斯(Rickards)高中葛利格斯(Kinsey Griggs)。(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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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7579/article-

%e5%89%b5%e6%99%ba%e8%b4%8f%e5%ae%b6%e9%af%8a%e9%ad%9a%e6

%9d%af%e8%b3%bd-

%e5%90%b3%e5%95%9f%e7%91%9e%e7%8d%b2%e8%a1%a8%e6%8f%9a/?ref

=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757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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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贊助戴維遜科學營 機器人驚艷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July 23, 2016 

 

 
科學營的小朋友們學習操控機器人。(徐紹欽提供) 

 
科學營的小朋友們觀摩機器人展示，愛現的機器人翻跟斗，讓大家笑的很開心。(截自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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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義慈善企業家徐紹欽(右)在科學營中為學員們介紹機器人。(截自視頻) 

 
華義慈善企業家徐紹欽(左)在科學營中與講師們交流分享。(截自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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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營的小朋友們學習操控機器人，大家都玩的很開心。(截自視頻) 

 
科學營的小朋友們觀摩機器人展示，愛現的機器人還會裝死，逗得學員們開心不已。(截自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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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營的小朋友們觀摩機器人展示，愛現的機器人動作俐落，逗得學員們開心不已。(截自視頻) 

 

華裔慈善企業家徐紹欽日前在歐卡盧沙郡(Okaloosa)戴維遜中學暑期科學營(Davidson 

Middle School summer STEM camp)，為學員們介紹機器人，身高一呎、穿著 1 號服

裝的機器人歐卡盧沙(Mr.Okaloosa)能力超凡，不但表演武術功夫，翻跟斗、後空翻、跳

舞、還用如足球員一樣的俐落動作打乒乓球，讓學員們驚艷。 

徐紹欽說，現今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產品，未來可能取代 50%的工作。 

他介紹其他替代人力的現有機器人技術，如無人駕駛、旅館自動入住登記及雜貨店收帳

等，讓學員們認識已應用的機器人科技。 

在程式設計師雷維洛(Carlos Rivera)指導下，科學營學員們也開心學習操控機器人。雷維

洛亦作機器人的建構示範，他僅用一支小螺絲起子，連結起伺服器及電源，超過 17 種伺服

器系統和機器人的多種能力展示，歐卡盧沙 1 號讓學員們見識未來的高科技。 

徐紹欽並與老師們交流，談到科技工程等和機器人教育素質的重要，他讚揚戴維遜中學的

機器人課程老師賽斯登(Tim Sexton)，與歐卡盧沙 STEM 學院(Okaloosa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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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老師傑尼甘(Rob Jernigan)籌辦暑期科學營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認識歐卡盧

沙。徐紹欽成立的徐氏基金會為科學營活動贊助人之一。 

徐紹欽表示，從郡開始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非常重要。他說，來自鄉野地區的孩子們不見

得能獲優惠，他們將來與在達拉斯和洛杉磯地區的青少年一樣，都需要面對相同挑戰；他

將支持並提供幫助，讓北歐卡盧沙地區的科教發展更蓬勃，將來也能像南歐卡盧沙一樣，

甚至超越。 

參加科學營的學員們，都很喜歡機器人的課程和展示，他們表示，會將學習到的一些技巧

在初高中科學課程中應用。 

賽斯登表示，讓科學營充滿樂趣是成功的秘密，明年的科學營，可能會專注編碼及 3D 立

體打印方面。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7461/article-

%e5%be%90%e7%b4%b9%e6%ac%bd%e8%b4%8a%e5%8a%a9%e6%88%b4%e

7%b6%ad%e9%81%9c%e7%a7%91%e5%ad%b8%e7%87%9f-

%e6%a9%9f%e5%99%a8%e4%ba%ba%e9%a9%9a%e8%89%b7/?ref=亞特蘭大/佛

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97461/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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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徐紹欽 成功企業家不忘回饋社會 
／吳天順 

July 24, 2016 

 

 
徐博士回台灣促銷其書「創新致富：從 2 萬到 20 億的創業之路」，造成熱賣。(徐紹欽／提供) 

 
第一屆華商「徐紹欽數學科學教學獎」頒獎給兩位教師。(徐紹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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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航空工業公司」為當地 大的飛機維修服務中心。圖為該中心飛機庫。(徐紹欽／提供) 

 

徐紹欽博士是企業家、工業工程師以及終生的創業者。2007 年，小布希總統任命為他為聯

邦中小企業管理局政府合約與商業發展辦公室副主任，2010 年歐巴馬總統任命他為全國少

數族裔商業諮詢委員會委員。2011 年，他獲邀擔任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能源效率資深

研究員，現任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理事長。 

把自己想成是解決問題的人 

2013 年 2 月 17 日，我陪同駐邁阿密台北經文化處組長李定勇一同到佛羅里達州西北區去

給僑胞們拜年，有機會認識了徐紹欽博士。隨後，漸有機會交往，了解到他的經歷。徐紹

欽是台灣彰化人，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後，於 1976 年赴美深造，先後取得密蘇里州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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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學系統工業工程管理碩士、費城拉薩爾大學工業管理博士、哈佛商學院管理學位。

1984 年，他白手起家創辦「製造科技公司」(MTI) ，從事精密國防科技電子儀器的研發與

製造，曾獲全美「優良企業獎」。其後，他又創辦了三家成功的企業，包括提供網上資料

管理與內容服務的全零件資 料庫 (Total Parts Plus) 公司、製造電子醫療器材的行動監測 

(ActiGraph) 公司，以及徐氏企業集團（Hsu Enterprise Group LLC），以發展節能減

碳、綠能科技為主。 

2014 年 7 月 8 日，我收到徐紹欽所著的英文著作「夢的守護者 (Guardians of the 

Dream) 」。徐紹欽分享他從自家車庫起步到身價上億，擁有近七百五十名員工的企業；

靠著創新的思維，成功改變自己人生的經歷。這本書是 2009 年徐博士在聖地牙哥一場抗

議活動的遊行中，看到有人舉著「美國夢已死」的標語而萌發。徐博士希望藉該書的發

表，能夠鼓勵青年在美國創造自己的夢想。他也表示，很多年輕人抱怨機會都被上一代用

光了。事實上，只要有需求，需求能被滿足，就有機會。他說：「只要把自己想成是解決

問題的人，每個人都可以成功。」 

徐博士這本書的中文正體版譯名為「創新致富：從 2 萬到 20 億的創業之路」，於 8 月 1

日在台灣發行。他也於 2014 年 8 月 12 日專程回台灣促銷，造成熱賣。其銷售亮麗：根據

金石堂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24 日排行榜，該書在非文學類排行第 11 名，在企管類排名

第 3 名。這書也有發行中文簡體版本，書名為「創新創業在美國 ，一個現代華人的移民美

國夢」。此前，徐博士已在波士頓、羅德島、紐約、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奧蘭多、

亞特蘭大等地舉行演講和簽名會，均受好評。 

設立基金會 獎勵優秀教師 

徐博士他與妻子現居美國佛羅里達州西北區歐卡陸沙郡 (Okaloosa County)靠海的南方，

育有三名子女。在該州，南方地區由於近海觀光業發達，人文和教育發展比北方快很多。

根據佛羅里達州州政府統一學生的素質測驗，如 FCAT、SAT 等，北方的學生成績遠遜於

南方。徐博士為了培養更多的北方高中生對科技 (STEM) 的興趣，選擇科技做為學習目

標，造就人才，造福社會。2014 年秋天，徐博士和歐卡陸沙郡北方的克雷斯特維市商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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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決定每年由商會挑選兩名優秀科學教師，頒發各 5000 元獎金，讓獲獎老師可以度假

或做研究。 

2015 年 3 月 5 日，他在克雷斯特韋市商會的 3 月早餐會議上，頒發其基金會設立的第一

屆「卓越數學和科學教學獎」，給兩名獲獎教師米雪兒‧賀更斯 (Michelle Hokans) 及菲奧

娜‧盧卡斯 (Fiona Lukas) ， 200 多人共襄盛舉，場面熱鬧溫馨。 

他表示，教師對於人生的啟蒙與指引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自古尊師重

道，教師是國家與社會 重要的資產，他設立此獎項，希望獎勵與顯揚教師的成就，並幫

助其有更充裕的資金進行研究與教學。他也希望藉由此獎的設立，可以拋磚引玉，引發佛

州其他郡縣的效仿跟進，重視教育與人才的培養，進而改善社會。 

成立公司 幫助建立經濟中心  

日前，徐紹欽投資 3000 萬元在佛羅裡達州歐卡盧莎郡克雷斯特韋市成立「陽光航空工業

公司」，該公司將為該郡 大的八萬平方呎飛機維修服務中心，目前已完成 8000 呎的飛

機跑道工程及四萬平方呎的飛機庫和辦公場，預計在一年半內完成，將可創造 600 個高科

技高薪就業機會。 

他表示，歐卡盧莎郡鄰近墨西哥灣和阿拉巴馬州，雖有 大的空軍研發單位 Eglin AFB，

但一直以發展臨海觀光為主。他認為該郡未來的發展應該以北方為主，利用廣大的土地資

源、航太科技人才、八千呎重型軍機起降的跑道和機場，以航太做為發展的主力。他說，

在未來五到十年，人們將可看到克雷斯特韋市在航天、航空電子設備、和飛機相關產業領

域的成長。  

他與事業夥伴凱勒(Robert Keller)，與克市市長凱德(David Cadle)和教育家米切爾

(Dennis Mitchell)，2015 年 10 月中至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哈西 (Tallahassee) 拜會佛

州參議院主席蓋茲(Don Gaetz)，並獲得其支持，承諾將盡其所能，幫助開發歐卡盧莎郡

的經濟中心。 他表示，蓋茲對他的支持很重要。他說，企業的發展不是完全單打獨鬥，政

府有無比龐大的力量和資源，不容忽視。經營者要像馬車夫，要懂得如何駕馭比自己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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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馬匹，但不需自己疲於奔命，只要坐穩且握緊韁繩、把握方向就行。 他也提到支持教

育的重要。他指出，有硬體設備的發展，也需要軟體的支持，他希望將來藉提供實習機

會，增進學生對航太工業的興趣，選擇航太相關學系就讀，並作為研究及就業方向。 

我相信，徐博士採取的方式，也值得我們這些海外僑胞們學習到如何「入境隨俗」和「落

地生根」的技巧，更進一步發揮出類似徐博士回饋社會的模式。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89090/article-

%e3%80%8a%e4%ba%ba%e7%89%a9%e3%80%8b%e5%be%90%e7%b4%b9%e

6%ac%bd-

%e6%88%90%e5%8a%9f%e4%bc%81%e6%a5%ad%e5%ae%b6%e4%b8%8d%e5

%bf%98%e5%9b%9e%e9%a5%8b%e7%a4%be%e6%9c%83/?ref=世界周刊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189090/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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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談科技養成教育 
【佛州訊】 

July 28, 2016 
 

 
慈善企業家徐紹欽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在國際領袖基金會晚宴合影。 (徐紹欽提供)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日前在國際領袖基金會(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年

會，分享「科技養成教育」的經驗，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Mitch McConnell)等政

要肯定。 

徐紹欽談到，希望幫助更多高中生，培養對科技的興趣，進而選擇科技做學習目標。他表

示，去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工程學院為學生們講創業，全教室 60 個學生中，80%

是外國學生，美國長大的不到 20%；全美高中生也只有 15%表示對科技有興趣，所以他覺

得科技的養成教育很重要。 



351 
 

徐紹欽為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他成立徐氏教育基金會(Hsu Family Educational 

Foundation)，並於 2014 年起和歐卡盧沙郡北方的克雷斯特維市商會(Crestview 

Chamber of Commerce)合作，每年選拔兩名優秀科學教師，各頒 5000 元獎金。同時，

徐氏教育基金會亦和當地教育工作者成立機器人俱樂部，並贊助科學營，藉活動引發學生

對科技的興趣。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12522/article-

%e5%be%90%e7%b4%b9%e6%ac%bd%e8%ab%87%e7%a7%91%e6%8a%80%e

9%a4%8a%e6%88%90%e6%95%99%e8%82%b2/?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12522/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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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旅遊協會 塔城宴客 
【塔拉哈西訊】 
August 11, 2016 

 

 
來自奧蘭多的旅館代表，在塔城古德伍德莊園合影。(主辦單位提供) 

 

奧蘭多旅遊協會(Visit Orlando)日前在塔城古德伍德莊園(Goodwood Museum & 

Gardens)宴請塔城社區、社團組織人士，70 餘人與會，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夫婦亦獲

邀，與會者共享美酒佳餚，交流旅遊心得，還有抽獎，相當熱鬧。 

活動由奧蘭多旅遊協會的愛澤‧迪亞茲(Aitza Diaz)與湯斯(Michael Townes)主持，現場並

有該會的 14 家旅館會員在現場設置攤位，包括海洋世界雙樹旅館(DoubleTree by Hilton 

at SeaWorld)、中佛大雙樹旅館(DoubleTree Orlando East UCF)、奧蘭多希爾頓飯店

(Hilton Orlando)、奧蘭多凱悅麗晶飯店(Hyatt Regency Orlando)、奧蘭多國際棕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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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會議中心(International Palms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Orlando)、海洋世界

復興飯店(Renaissance Orlando at SeaWorld)、喜來登飯店(Sheraton Orlando 

North)及迪士尼文翰飯店(Wyndham Lake Buena Vista Resort Disney Springs)等。 

晚宴中，奧蘭多旅遊協會代表致詞歡迎與會者，並簡介一些景點現況；去年 Downtown 

Disney 改名為 Disney Springs，已增加 50 多家新店，海洋世界的 Kraken 和 Manta 雲

霄飛車、迪士尼動物王國的夜生活等。隨後為抽獎，獎品包括住宿禮券和禮物籃。 

奧蘭多旅遊協會是奧蘭多的官方旅遊機構，在世界各地十幾個國家設有辦事處，該會有

1200 多家中佛州企業會員，主導當地觀光產業。該會過去每年在州長俱樂部(Governors 

Club) 舉辦活動，去年開始改在占地 160 畝的古德伍德莊園舉行，該莊園保留 20 世紀初

鄉村莊園的風味，風格優雅。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54797/article-

%e5%a5%a7%e8%98%ad%e5%a4%9a%e6%97%85%e9%81%8a%e5%8d%94%e6

%9c%83-%e5%a1%94%e5%9f%8e%e5%ae%b4%e5%ae%a2/?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54797/article-shortlink/ 
  



354 
 

 

 

  



355 
 

美國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第 40 屆研討會暨 40 週年慶圓滿完成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於八月五日至七日，在亞特蘭大圓滿完成第四十屆年會，並慶祝四

十週年慶。今年大會主題是「21 世紀智慧城市—科技與城市創新國際論壇」。我們希望本次大會

能把創新的概念延展於智慧城市與環境保護，因為這是當今時代非常重要的需求，值得深入探

索。本研討會期待結合最廣泛與有效的應用, 為個人與社會找出對策與方針。協會除了邀請專家學

者共同參與討論外，並讓協會會員和僑界人士分享專業知識與個人經驗。 

 第一天在喬治亞理工學院，針對“創新概念與智慧城市”這個主題，設計《創新與智慧城

市論壇”(symposium)》 的平台，全天之中台灣來的產官學三方專家--台北市資訊局局長李維

斌，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物聯網創新中心主任周碩彥博士, , 智匯無線科技有限公司的王鵬堯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陳柏華博士，參觀喬治理工學院有關智慧城市的實驗室，觀察如何利用新進的技術

做有效率的智能化公共設施管理，其中包括交通、水電、地震、自然災害與空氣中觀測其質量的

新技術等。並與喬治亞理工學院的蔡宜長博士、 黃京華博士、 田芳博士等交換意見，讓台美能

做出實質的交流，產生建設性的意見與做法，繼之提供一個台美之間可長可久的合作網。 

 接下來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年會於八月五日星期五的歡迎晚宴揭開序幕。歡迎晚宴是由

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戴輝源處長主持。歡迎大會所有講員及分別來自喬治亞州、阿拉

巴馬州、北卡州、南卡州、德州以及佛羅里達州的會員。在相見歡之中，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戴處長致辭肯定中華學人協會舉辦學術研討會來回饋社會、支持政府，最後祝大會與四

十週年慶成功圓滿。晚宴豐盛，參與者個個大飽口福，讚不絕口。接下來有有林遵瀛醫師在住宿

旅館提供針灸的服務。 

世紀智慧城市—科技與城市創新 

 第二天是年會的正式會議，在八月六日星期六早上由副會長喬治亞奎奈學院的黃喜玲教授

主持，會長愛默蕾大學何婉麗教授致歡迎辭，並感謝包括蔡英文總統及馬英九前總統、前外交部

長錢復、前台中市長等對本會四十週年慶祝的賀詞。也感謝政府各單位及個人對於學人協會的贊

助及支持，沒有這些贊助，這次四十週年的大會沒辦法順利完成。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戴輝源處長則代表政府及外交部致上最深的感謝及肯定。他說中華學人協會是僑界中重要的角

色，希望能繼續傳承下去，並送給大會賀詞：「用心耕耘、精彩呈現。融合創新、惠澤廣

備。」。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表示科技部祝賀學人協會成立四十週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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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詞是「共濟群力皆俊傑，科技研發圖永續」。學人協會人才濟濟扮演重要的角色，希望大家能

踴躍參與行政院跨部會延攬人才的機會，為國家人民貢獻自己的能力。隨後論壇總召集人喬治亞

理工大學蔡宜長教授介紹紹本次大會的主題和專題演講者。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李維斌博士指出台北的重點不在於「有什麼樣的創意」，而是「讓

創意如何能展現出來」。政府應該站在輔助者的角色，而不是早期指導者的角色。能執行跨平台

跨局處的合作。案例一：製作晶片的上市，大廠製作能偵測空氣品質的晶片，由資訊局聯絡環保

局、體育局等單位，在台北各地偵測空氣品質、並上傳，讓民眾可以隨時取得這些資訊。案例二：

為推廣讀書的習慣，和民間公司「為你而讀」合作，在捷運站、百貨公司、火車站等各地放製

QR code，讓民眾只要一掃就能看到書，用五分鐘即可簡單看完一本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物聯

網創新中心主任周碩彥博士認為技術一直在改變，城市也一直在改變，所能提供的服務及技術也

在改變。他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全方位智能城市，注意到目標、服務、特色、執行。 產業革新則

應包括生產、量化、自動化、與智能工廠。  

 智匯無線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鵬堯博士指出一日生活圈是人一個小時所能抵達的範圍，

不管是用走路、騎馬、高鐵、甚至飛機。所以其實台北到高雄現在已經變成同一個城市，同在一

日生活圈。新竹智慧城市的執行分成策略及構面兩方面。例如執行智慧城市的許多便民服務（如

在各地設立個人熱點，架設無線網路）。例如提供市民卡，整合敬老卡等各項服務。王博士更特

別指出在建設智慧城市時創意性的重要，並提點如何產生創意性的方法。國立台灣大學助理教授

陳柏華博士，指出目前智慧城市常常利用雲端、大數劇來分析。利用民眾打 119 電話進來的資料，

來看如何讓緊急救護的系統更方便、更有效率。用錄像機拍攝路口，可以偵測機車和汽車的距離，

來判斷是否為安全的路口。分析機車、汽車在不同路口、不同時段的數據，看看是否有車輛入侵

安全距離，來判斷路段的安全狀況，提供市民政府參考。 

 從台灣來的講員講完之後，第二場次由王祥瑞教授引言、主持。首先蔡宜長博士指出美國

每年在交通運輸上的花費超過 1.7 萬億，所以如何把大數據轉換成解決問題的策略就是研究的重

點。例一：在 I-285 上擷取各個路牌的資訊，之後可以和 Google map 的資訊結合，民眾可以搜

尋路排上的資料。例二：如何利用影像擷取道路、橋樑上的裂縫，作為之後修補的依據。喬治亞

理工大學教授黃京華博士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飲用水、污染水及再生方面。每個地方使用水資源

的來源不同，如何整合這些不同的水資源就很重要。例如：回收尿液裡的氮磷養分，並利用尿液

做回收水。而喬治亞理工大學教授田芳博士正在研究能源、水、交通、建築、通訊的基本設施系

統。這些系統都有錯縱複雜的相互關係，其中一個項目是用數學模式來即時評估天然氣、電力以

及水的管線。大家對以上七位講者內容都提出熱烈的反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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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與文學探討 古箏與琵琶欣賞 

 下午分成兩個主題小組（環保/文學小組和青年學者小組）同時進行研討。在環保方面，

佛羅里達 A&M 大學教授謝越平博士闡明碳化生貭技術以及舒緩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可能性。他

說最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暴增是個不爭的事實。如何減緩這個趨勢以及全球暖化是人

類面臨的一大挑戰。本報告討論碳化生質技術的近況以及利用它來滅緩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

趨勢的可能性。謝教授的團隊並發明一種在家後院就可以應用的設計，用來吸收二氧化碳並增加

土壤的肥沃度。接著佛羅里達環境保護部門吳天順博士談美國佛羅里達州聖露西核能發電廠工業

廢水管理。美國核管理委員會裡的原子能法，要求廠內駐守著專員，必須日夜不段監控輻射劑量，

確保不會超標。在各排廢水口外也都設置水溫及流速監測站，確保排出的廢水沒有超出標準。佛

羅里達州 OCULUS 電子文檔管理系統能立即反應當時現況，讓各界可以審查廢水排放是否達標。

這值得我們參考，希望我們也可以成立類似系統，讓所有環保法律能透明化。《全文請上網下載》    
http://blog.capasu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E8%81%AF%E8%8F%AF%E5%A0%B1_LHT081216_A06‐1.pdf 

 

 
(攝影：華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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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華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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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apasu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E8%81%AF%E8%8F%AF%E5%A0%B1_LHT081216_A0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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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會 9.10 科技經建研討聯歡 
【佛州訊】 

August 20, 2016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2016 年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暨聯歡晚宴，將於 9 月 10 日(周六)在迪士尼園

區假日飯店(Holiday Inn at Walt Disney World Resort)舉行，今年主題為「21 世紀科

技對人類的影響」(The Impact of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Human Beings)。 

詳情及報名可上網：www.caspaf.org/conference2016/index.php，地址：1805 

Hotel Plaza Blvd., Lake Buena Vista, FL 32830。(穆椿榮)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82307/art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6%9c%83-9-

10%e7%a7%91%e6%8a%80%e7%b6%93%e5%bb%ba%e7%a0%94%e8%a8%8e

%e8%81%af%e6%ad%a1/?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82307/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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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育華府研討會 佛州代表不缺席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August 20, 2016 
 

 
佛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劉翠英(左一)與中華民國駐美副代表洪慧珠(中)及薛正凱，在中文傳承教育國際研討

會合影。(劉翠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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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參加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年會的佛州代表，左起：薛正凱、穆椿榮及劉翠英。(劉翠英提供) 

 

佛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劉翠英、前會長穆椿榮及墨爾本棕櫚灣中校創辦人薛正凱，日前

代表佛州，參加在華盛頓舉辦的第二屆中文傳承教育國際研討會暨第 22 屆年會。 

活動由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主辦，今年主題為「全球參與，創新教學」，來自全美各地

中校教師、家長約 500 人與會。除了中文教育教學研討及發展相關討論外，還有學藝競

賽、才藝表演，以及雙橡園等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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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椿榮表示，目前美國的華語文教育發展蓬勃，許多主流學校均增添華語課程，與中文學

校形成無形的競爭。此次研討會內容豐富，有中西學者做教育專題演講，還有美國當地和

台灣及香港、新加坡等地華文專家的 40 多篇論文分享，讓大家更了解華文教育的發展趨

勢，對中校的發展和教學規畫很有幫助。 

劉翠英表示，很高興有機會學習創新教學法，利用科技與全球接軌，一起推廣華文教育。

她感謝僑委會長期支持海外華文教育，為佛州多所中校提供教材，讓中華文化得以有系統

的傳承。 

中華民國駐美副代表洪慧珠與僑委會副委員長田秋堇參與大會，並發言肯定僑教的重要，

對海外推廣華文教育的工作者是很大的鼓勵。 

三人也到雙橡園參觀，當日雙橡園特別開放讓來自全美各地參加全美中校年會的老師們參

訪，劉翠英等趁著難得機會遊覽園區，在大樓建築和 12 道光芒的白日國徽前留影。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82293/article-

%e4%b8%ad%e6%96%87%e6%95%99%e8%82%b2%e8%8f%af%e5%ba%9c%e7

%a0%94%e8%a8%8e%e6%9c%83-

%e4%bd%9b%e5%b7%9e%e4%bb%a3%e8%a1%a8%e4%b8%8d%e7%bc%ba%e

5%b8%ad/?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282293/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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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梅因橫掃塔城 部分用戶仍斷電 

【塔拉哈西訊】 
September 8, 2016 

 

 
「赫梅因」颶風肆虐塔城，住宅區的大樹被連根拔起。(徐淑玲提供) 

 
「赫梅因」颶風肆虐塔城，住宅區大樹被連根拔起。(徐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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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梅因」(Hermine)颶風過後六天，直至 7 日下午 4 時 30 分，塔城地區仍有 4180 戶停

電，許多地區大樹被連根拔起，仍在清理。 

「赫梅因」是 11 年來第一個直接侵襲佛州的颶風，於 2 日凌晨侵襲塔拉哈西。上一次侵襲

佛州的颶風是 2005 年的威爾瑪(Wilma)。這也是 31 年來「颶風眼」首次通過塔拉哈西，

上次是 1985 年的凱特(Kate)颶風。 

塔拉哈西以多樹出名，許多房屋旁有大樹，又有許多風景道路(Scenic Drive)由多條林蔭

道路(Canopy Road)連成，這些道路由覆蓋苔蘚的橡樹、山核桃樹和松樹等，組成高聳的

林蔭，車子可在樹蔭下通行。塔拉哈西共有九條林蔭道路遍布塔拉哈西，長度超過 78 哩。 

這次颶風帶來的雨量不大，三天總雨量共 2.61 吋，並沒有造成淹水；可是敵不過颶風吹

襲，許多大樹被連根拔起，到處都是斷枝殘葉，滿目瘡痍。許多電線也被倒下的樹幹打

斷，加上電線桿被吹垮，造成數萬用戶斷電，許多交通號誌故障，只有幾家店舖因有發電

裝置可以營業，出現大排長龍的顧客。 

塔拉哈西的主要發電廠在西區城外，經過數日電力搶救，大部分學校和政府機關都於 6 日

恢復正常運作，但一些政府單位尚未恢復電力，部分區域的交通號誌仍靠汽油發電機供

電。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37825/article-

%e8%b5%ab%e6%a2%85%e5%9b%a0%e6%a9%ab%e6%8e%83%e5%a1%94%e5

%9f%8e-

%e9%83%a8%e5%88%86%e7%94%a8%e6%88%b6%e4%bb%8d%e6%96%b7%e

9%9b%bb/?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37825/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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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會研討 蔡英文頒「顯績揚聲」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September 20, 2016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科技及經建研討會部分來賓合影。前左起：李璐、游慧光、王贊禹、吳詩聰、王成章、葉美

華、邢長城、穆椿榮。(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會長穆椿榮(左)頒感謝狀給講員凱特尼斯(Anthony 

Catanese)。(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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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及聯歡，來賓與演出者合影。(記者陳文迪 /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王贊禹(右四)、穆椿榮(右五)、游慧光(右三)等人與講員合影。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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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會長穆椿榮(左)頒感謝狀給講員吳詩聰(右)。 

(記者陳文迪/攝影)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第 27 屆科技及經建研討會暨聯歡晚宴，日前圓滿落幕，今年研討會主題

為「21 世紀科技對人類的影響」，邀請專家學者研討 新科技研發及效能。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特頒「顯績揚聲」賀文，副總統陳建仁、行政院長林全、外交部長李

大維、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等均頒賀文致賀；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

秘書孫博先、台貿中心主任孫紀美，駐休士頓經文處科技組組長游慧光均與會。 

研討會主講講員包括：佛州理工學院名譽校長凱特尼斯(Anthony Catanese)，航空機械工

程系副教授 Tiauw Hiong Go，系統工程專家邢長城，美國科學院院士李璐，國家發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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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士、首屆佛州名人堂名人及中佛羅里達大學光學院教授吳詩聰，中佛大光學院教授、

光學快報(Optics Express)副主編李桂芳，以及中佛大副教授于嘉元。 

凱特尼斯談新都市規畫，是否可讓中國借鏡；邢長城談衛星工程及溝通；Tiauw Hiong 

Go 談 21 世界科學與自然啟發的太空科技；吳詩聰分享光學顯示屏科技，還讓他的博士班

學生李昀翰展示「虛擬實境頭套」(Virtual Reality Headset)，讓大家體驗身歷其境的 3D

效果。 

李桂芳分享網路科技；李璐談保險方面的資訊及分析；于嘉元分享健康影響工作與社區等

議題；第一銀行經理高健智也在午餐時做金融相關簡介。 

壓軸的聯歡晚會，首先由會長穆椿榮頒發獎牌感謝贊助者，接下來的發言談到協會存廢問

題，游慧光與王贊禹均表示希望能保留優秀的組織，繼續發揚學術，並談到如何利用網路

科技，達到遠程的工商應用管理，減少成本。隨後進行餘興節目聯歡。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73733/art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6%9c%83%e7%a0%94%e8

%a8%8e-

%e8%94%a1%e8%8b%b1%e6%96%87%e9%a0%92%e3%80%8c%e9%a1%af%e7

%b8%be%e6%8f%9a%e8%81%b2%e3%80%8d/?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73733/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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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佛州中華會館 廖英雄接會長 
【塔拉哈西訊】 

September 27, 2016 
 

 
北佛州中華會館在福神中餐館舉行第十任理事選舉及聚餐。(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舉行第十任理事選舉，廖英雄(立者)當選新會長。(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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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社團「北佛州中華會館」，日前在福神(Fusion)中餐館舉行第十任理事選舉，近

40 位會員與會，候選人 20 餘人，競爭激烈。結果由廖英雄、蘇新明、吳可才、董正、王

文沅當選，廖英雄獲選為會長，其他四人分別擔任財務、文書、教育、活動職務。 

新團隊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上任，任期兩年。 

為拓展會務，廖英雄特別再增聘夏良宇、劉汝蕙、林冠麗、顧雙璧、藺琬琪五人為助理理

事，組成十人團隊，並表示將展現與過去不一樣的風格，舉辦聚餐、野宴、採水果、球

賽、釣魚、郊遊、旅行等活動，造福會眾，讓會員的生活更豐富。 

北佛中華會館現任理事也在餐會中分別發言，感謝會員們支持，並請大家秉承過去傳統，

支持廖英雄和他的新團隊，踴躍參加未來籌畫的各類活勳，讓北佛州中華會館更加興盛，

會務蓬勃發展。 

中華會館於 1976 年成立，廖英雄為創會副會長之一，曾擔任第二任會長。廖英雄在塔城

經商多年，也是塔城中文學校前董事長與主要資助者。(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96208/article-北佛州中華會館-廖英雄接會長

/?ref=%E4%BA%9E%E7%89%B9%E8%98%AD%E5%A4%A7/%E4%BD%9B%E5%B

7%9E&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396208/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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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亞太裔顧委 2 華人入選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September 29, 2016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右)，日前與川普副手潘斯，在一項科技會議上合影。(徐紹欽提供)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競選總部，25 日宣布其亞太裔顧問委員會(Trump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的 31 名成員，佛州地區共有三人入選，

包括華裔企業家徐紹欽(Paul Hsu)、全美共和黨亞太裔委員會執行董事李忠剛(Cliff 

Zhonggang Li)，以及威尼斯市(Venice)的企業家瓦利亞(Harry W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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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剛表示，他認同川普理念，曾於 8 月與南佛地區 50 餘名華裔川普支持者，參加

在布羅瓦郡 BB&T 中心舉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造勢大會。徐紹欽住在歐卡盧莎郡

(Okaloosa)，是克里斯特韋航空科技園 (Crestview Technology Air Park) 創辦

人，建造該郡最大的飛機維修服務中心，擁有數家防禦及航天相關公司。徐紹欽表

示很榮幸當選，他將與川普及副總統候選人潘斯 (Mike Pence) ，一起到邁阿密及

紐約各地，與亞裔交流，爭取亞裔社區的選票。 

徐紹欽說，他已在不同的場合會見川普及潘斯，並與他們討論教育問題，尤其是他

所關注的科技教育(STEM)。他說，川普是生意人，不是職業政客，他了解 STEM

教育是關鍵，相信他能將流失到海外的工作都帶回美國。 

徐紹欽鼓勵科技教育，2014 年起設置優秀科技教師獎兩名，各頒發 5000 元獎金，

亦贊助科學營等科技教育相關活動。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02166/article-川普亞太裔顧委-2 華人入選

/?ref=%E4%BA%9E%E7%89%B9%E8%98%AD%E5%A4%A7/%E4%BD%9B%E5%B

7%9E&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02166/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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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促進委員 14 人名單公布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September 29, 2016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日前公布佛州地區新增或續聘僑務榮譽職人員名單，包括：

僑務諮詢委員曾水福，僑務顧問游銘亮、黃毅敏，及僑務促進委員共 14 人，分別

為：鄭瑞雄、李榮祖、葉歐羅媲、廖李玉英、周曼宜、鄧詠嫻、程惠鈴、吳達仁、

吳天順、劉廣然、趙泰敏、陳恆勝、葉紹箕和陳桂梅。 

榮譽職人員均為無給職，聘期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將在佛州

各區協助推展僑務工作。 

僑務榮譽職人員的工作任務，除協助推展國民外交及僑委會託辦事項外，僑務諮詢

委員需提供有關國是及僑務政策諮詢、有關華僑團體聯繫、文教、經濟等和當地僑

情及僑務諮詢。 

僑務顧問需提供有關僑務工作建言並反映僑情。僑務促進委員需盡力促進所屬僑區

的僑務推動事宜。 

另外，僑務榮譽職人員不得有違反國家政策或利益的行為，不得出現品德或聲譽不

佳、有損形象的言行，凡未遵守須知規定者，僑委會可依規定解聘。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02169/article-僑務促進委員-14 人名單公布

/?ref=%E4%BA%9E%E7%89%B9%E8%98%AD%E5%A4%A7/%E4%BD%9B%E5%B

7%9E&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0216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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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佛羅里達春之大遊行 - 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http://210.240.9.70/docs/2009%E4%BD%9B%E7%BE%85%E9%87%8C%E9%81%94%E5%B7%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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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地址：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三段二〇〇號九樓 

電話：+886-2-81958600 傳真：+886-2-89127766 

網址：http://ncdr.nat.gov.tw 

(編號：NCDR_100_B_004) 

機密(E):   □是 ▇否  

出國類別：   ▇ A 考察/訪問 ▇ B 學術會議/研討會 □ C 進修/研究 □ D 工作會議  

分項計畫名稱： 出席 2011「環太平洋環境及水資源研討會」及考察 

出國報告書 

(不包括所有相片和附件, 原稿共 29 頁來自：
http://www.narl.org.tw/openinfo/info_unit/info_attach.php?info_file_i

d=file-apt-10000000-611775&info_dir=apt/10000000) 

 

服務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出國人姓名職稱：  許銘熙 副主任 

出國地點：   美國佛羅里達州奧蘭多市 

出國日期：   民國 100 年 09 月 03 日至 100 年 09 月 7 日  

 

目 錄 

摘要 

一、參加會議經過 

二、與會心得 

三、考察與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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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太平洋環境及水資源研討會」(2011 Cross Pacif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於年 9 月 3 至 7 日在美國佛羅里達州奧蘭多市迪斯尼溫泉度假村 (Disney 

Colorado Springs Resort, Lake Buena Vista) 舉行，由美國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 

(The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 所主辦。 

本人很榮幸受主被單位特邀，就「模組化之整合性水文氣象災害早期預警系統」做專題演講，並

擔任後面議程之主持人。五天的活動中，前兩天以會議方式進行，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和研究

生來演講及發表論文，後三天由大會安排到佛羅里達州中南部考察，此次的與會將促進台美之間

的學術交流，會議圓滿成功。  

 

一、參加會議經過 

由美國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 (The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Florida) 所主辦的「環太平洋環境及水資源研討會」(2011 Cross Pacif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於 2011 年 9 月 3 至 7 日在美國佛羅

里達州奧蘭多市迪斯尼溫泉度假村 (Disney Colorado Springs Resort, Lake Buena Vista) 舉行。

美國佛州中華學人協會自 8 月 30 日起連續在該會議中心舉行三場會議，其中包括「第三屆台佛

高等教育交流會議」、「第 22 屆佛州中華學人協會年度大會」及「環太平洋環境及水資源研討

會」。 

美國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CASPAF)是一個非營利的教育組織，以促進亞洲和美國之間的學術

和專業組織之交流平台，此次所舉辦的序列研討會得到的馬總統賀電(圖一)、佛羅里達州州長及

奧蘭多市市長特別致函祝賀(圖二)。會議圓滿成功，此一活動是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的年度盛會，

活動消息也刊登在當地的「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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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佛羅里達州路途遙遠，本人由舊金山轉機，於 9 月 2 日上午抵達奧蘭多市，下午完成註冊，

CASPAF 立即安排晚宴招待，並於晚宴上相互介紹 CASPAF 之主要幹部。本人很榮幸受大會特

邀，就「模組化之整合性水文氣象災害早期預警系統」做專題演講，並擔任後面議程之主持人，

而大會給予免註冊費的優待。五天的活動中，前兩天以會議方式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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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以「一個地球，一個水文學

循環及人類」(One Earth, One Water Cycle, One people )為主題進行研討。  

 

二、與會心得 

會議由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 CASPAF 吳天順會長主持，邀請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博士宣讀馬

總統的祝賀電文，並簡報今年台佛高教會成果。受邀演講的專家學者，包括愛滋病學家何大一博

士、美國心臟疾病科學院總裁 Dr. Alfred A. Bove、醫療專家 Dr. Vincent Hsu、Dr. Daniel 

Layish、Dr. Jeffrey Elston、Dr. Samuel Giday、Dr. Richard Pratley、Dr. Neal Silverstei 與新

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加州大學葉文工教授、鐘文義博士等。環境及水資源主講人與主辦單位代

表合影 (圖 三) 。 

醫療主題議程由岑瀑嘯醫師主持，第一場演說由曾獲時代雜誌 2006 年風雲人物的愛滋病專家何

大一博士首先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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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也邀請前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 Alfred A. Bove 博士報告健康及醫療照顧的相關議題。

這些有關於醫療與流行病的演說也引起學人協會會員及與會人員的注意及迴響。 

接著有關環保與水利的議程，由吳天順會長與本人分別主持，首先由台灣新北市秘書長陳伸賢博

士以「全球氣候變化的防洪策略－台灣案例研究」做專題報告，陳秘書長曾擔任台灣的經濟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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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署署長，對於台灣的防洪策略有深入的剖析。另也邀請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葉文工教授主

講「優化水療系統的管理和操－40 年的回顧」，葉教授是美國國家工程院士，為大型水利資源系

統開發的先鋒，提供分析、管理、計畫、操作水力資源系，40 年來對全世界水利工程之管理及操

作有很大的貢獻，包括台灣台灣、中國、巴西等國的重大水利工程。中華學人協會鐘文義博士以

「88 水災曾文水庫的建言」為主題做專題報告，鐘文義博士致力於土地開發工程已逾 30 餘年，

他以參與土木水利的經驗提出台灣曾文水庫之減災策略，主要重點是強調水利與土地、社區、民

眾等主題合併思考。受邀與會演講的專家學者合影於會後合影(圖四)。  

 

三、考察及訪問 

9 月 5 日在 CASPAF 吳天順會長的帶領下，參觀迪士尼 Epcot 未來世界創新館中的颱風境況模擬

教育館及火災防護教育訓練展示館。颱風境況模擬以 3D 動畫展示颱風破壞建築物的情況及如何

強化建物勁性以減少颱風災害的損失。並由觀眾即時選項測驗以達宣導及教育的功能。另火災防

護教育訓練展示館，宣導住家建材選擇及防火意識，展示現代消防設施，強化防災訓練。 

9 月 6 日及 7 日到中部及南部水資源管理區考察現地流量監測系統，濕地復育情況及生態保育情

況， 後在吳天順會長帶領下抵達離奧蘭多 170 哩的 West Palm Beach 參訪佛羅里達州 大的

南佛羅里達州水資源管理局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 。南佛羅里達州水資

源管理局負責監督在該州南部一半的水資源，從奧蘭多的佛羅里達和服務覆蓋 16 個郡 770 萬居

民的人口。創建於 1949 年，該機構負責管理和保護南佛羅里達州的水資源平衡和改善水質，防

洪，自然系統和供水。由張金輝博士熱誠接待考察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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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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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馬英九總統賀電美國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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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佛州州長特別致函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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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佛州奧蘭多市市長特別致函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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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環境及水資源主講人與主辦單位代表合影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網站) 

 

 
圖 4、與會演講的專家學者合影 (佛羅里達州中華學人協會網站) 

 



450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0ahUKEwiPl7CJqrLPAhXIPB4KHcUEAsYQFg

gjMAE&url=http%3A%2F%2Freport.nat.gov.tw%2FReportFront%2Freport_download.jspx%3FsysId%3DC10301759%26fileN

o%3D001&usg=AFQjCNFYfJTUvC9RiK6F2I6EQFQA_67m6A&bvm=bv.134052249,d.d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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