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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節 數千人體驗亞太風情 

【塔拉哈西訊】 

October 15, 2016, 6 :00 am  304 次  

 
參加第 12 屆亞洲節的佛州大學亞美學生聯合會成員合影。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第 12 屆亞洲節中的亞裔民族歌舞表演。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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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亞洲節，由鄧海瓊率領的民族樂團表演。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第 12 屆亞洲節，塔城台美協會人員在展台義賣攤位前合影。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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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亞洲節中的日本攤位。(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塔城市市長吉倫(中)，與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郁 (左 )、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 (右)，在亞洲節活動中合影。

(Tony S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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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亞洲節「體驗亞洲風情」(2016 Experience Asia-12th A nnual Festi val)，

日前在路易斯及布拉克漢公園(Lewis and Bloxham Parks)舉行，有來自中國、印

度、日本、韓國、菲律賓、斯里蘭卡、台灣及泰國等地的移民參加，以節目展演及

美食和文化攤位，與當地社區交流，吸引數千民眾參加。 

塔城市市長吉倫(Andrew Gillum)在致詞時，特別介紹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何邱美

郁，感謝她長期對亞裔文化事務的付出，並歡迎代表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參加的僑務秘書蕭蓓如。蕭蓓如簡介台灣的多元文化，邀請現場來賓有機會到台灣

觀光，體驗美食與欣賞中華古文物。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黃錦混，率台美協會、中文學校和台灣學生會，共同擺設「台灣

營」，攤位上有陀螺與彈珠台等童玩，幫助與會民眾更加認識台灣。 

中國團隊由新上任的塔城華人協會主席劉榮領軍，張遠率功夫團，鄧海瓊率民族樂

團，還有中文學校的舞蹈隊，在舞台上展示音樂、舞蹈和武術，劉南在攤位上揮毫

作畫，贏得觀眾熱烈掌聲。 

該活動由塔城亞洲協會(Asian Coali tion of Ta llahassee)、ABC 地方電視台 WTXL

和塔城市政府聯合主辦，佛州大學也在現場進行全球學習中心教育導覽，政府選舉

中心則提醒民眾記得投票，並進行登記及諮詢輔導。 

ABC 地方電視台創意服務總監湯妮雅‧赫倫 (Tonya  Herron)表示，該電視台不但每

天為該活動打廣告，當天也動員 11 名新聞、氣象和體育記者兼主播，到現場排班主

持節目和贈送簽名照。塔城市議會也通過提案成為合辦單位，讓大會得以不需繳納

場地、舞台設施及維持治安等費用，足足省下 5000 元。(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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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journal.com/4452534/article-

%e5%a1%94%e5%9f%8e%e4%ba%9e%e6%b4%b2%e7%af%80-

%e6%95%b8%e5%8d%83%e4%ba%ba%e9%ab%94%e9%a9%97%e4%ba%9e%e5%a4%aa%e9%a2

%a8%e6%83%85/?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52534/article-shortlink/ 

 

 

圖一：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蕭蓓如秘書 (圖中持麥克風者)代表辦事處王贊禹致詞。

左起：WTXL 電視記者兼主播 Stephen Jiwanmall，塔城前市長與夫人 John & Jane Marks，僑

務委諮詢員何邱美郁，僑務蕭蓓如秘書，塔城亞洲協會秘書 Fernando Francisco，塔城市長

Andrew Gillum，塔城亞洲協會公關主任 Melinda Cowen，塔城亞洲協會會長 Clyde Diao，

塔城亞洲協會侯任會長 Aurora Hansen，塔城亞洲協會前會長 Thayumanasamy 

Somasundaram，和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黃錦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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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Experience 2005 (1
st

 AC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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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Experience 2006  

 



10 
 

選民登記延至 18日 勿錯過 

記者陳文迪／奧蘭多報導 

October 15, 2016, 6 :00 am  58 次 

 
佛州亞裔總會會長周曼宜，呼籲民眾把握時間進行選民登記。 (記者陳文迪 /攝影)  

佛州地區選民登記延至 10 月 18 日(周二)下午 5 時為止，佛州亞裔總會(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of Florida)會長周曼宜，呼籲亞裔民眾把握時間登記。她表

示，華裔對選舉一向不熱衷參與的態度需要改變，透過登記選民，才能讓主流看到

華裔的人數，進而聽見華裔的聲音，只有透過選票，才能真正的行使權利，爭取權

益。 

為了鼓勵投票及選民登記，周曼宜說，她這幾個月來，幾乎跑遍佛州各地亞、華裔

社團節慶及活動，藉各種集會宣導投票的重要性。她表示，佛州是影響選舉結果很

重要的一州，亞裔選票流向可能成為勝負關鍵。 

提早投票(Early Vote )將於 10 月 24 日(周一)開始，諮詢可電周曼宜：(407)234-

5229，選民登記可上網：www.usa.gov/register-to -vote。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52546/article-

%e9%81%b8%e6%b0%91%e7%99%bb%e8%a8%98%e5%bb%b6%e8%87%b318%e6%97%a5-

%e5%8b%bf%e9%8c%af%e9%81%8e/?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蕭蓓如三訪塔城 與僑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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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哈西訊】 

October 18, 2016, 6 :00 am  217 次  

 
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 (左四)，到塔城參加僑界座談會，和與會人員合影。 (黃錦混提供)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秘書蕭蓓如，日前第三度拜會塔城僑民，並與僑

界代表在 Canopy Road  Cafe 舉行座談。 

當日參與座談的塔城人士包括：僑務委諮詢員何邱美郁、北佛州中華會館候任主席

廖英雄與前會長夏良宇、塔城台美協會主席黃錦混、塔城中文學校校長許瓊芳、佛

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台灣同學會會長龍培堯與副會長周琳娜，

以及僑務促進委員吳天順。 

活動首先由何邱美郁與廖英雄致詞，歡迎大家與會，接著蕭蓓如發言，她先向與會

者簡報駐邁經文處近期活動，包括為慶祝中華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在邁阿密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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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會美亞美分會舉行的升旗典禮，和需要塔城僑胞支持的一些其他活動，並報告

佛州各地的僑務推展情形。 

隨後，與會僑胞分別發言分享。部分與會者表示，塔城是州長辦公室、州議院、州

內閣，和許多州政府部門總部所在地，有多位來自台灣的僑胞，在不同單位任職，

大家都有心向台灣提出他們在相關領域技術的移轉，以及和台灣進行合作的計畫，

以回饋祖國，希望駐邁經文處各部會代表，能常和僑胞們會晤，善用塔城各方面的

資源。 

蕭蓓如表示，經文處一向關心僑務，努力增進與僑團、僑校及台商間的互動，她將

配合參加與支援塔城僑社活動。蕭蓓如亦代表僑委會頒發榮譽職僑務促進委員續任

聘書給吳天順，感謝他協助僑務。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60599/article-
%e8%95%ad%e8%93%93%e5%a6%82%e4%b8%89%e8%a8%aa%e5%a1%94%e5%9f%8e-

%e8%88%87%e5%83%91%e7%95%8c%e5%ba%a7%e8%ab%87/?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60599/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60599/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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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鱗爪電子書 下載 

【佛州訊】 

October 22 , 2016, 6:00 am 329 次  

 

「佛羅里達州中華學人鱗爪( III)」封面。(佛羅里達州中華學人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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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的「佛羅里達州中華學人鱗爪( III)」電子書開放下載，該書收錄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該會相關活動的「世界日報」報導，及學人會員岑

瀑嘯、穆椿榮、鐘文義、陳秀美、李子方等發表的文章，計 106 篇，共 499 頁。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長吳新興，與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分別

撰寫賀文致賀。該電子書提供免費下載，有興趣者可上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網站：

www.caspaf.org/books/i ndex.php。(吳天順 )  

 

ht tp: //www.wor ldjournal.com/4472482/article -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9%b1%97%e7%88%aa

%e9%9b%bb%e5%ad%90%e6%9b%b8-%e4%b8%8b%e8%bc%89/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72482/article-shortlink/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3A__www.worldjournal.com_4472482_article-2Dshortlink_&d=DQMFog&c=8hUWFZcy2Z-Za5rBPlktOQ&r=j6KFrui9r2cv9HmyDCZZDcZKOinkAiohIwOPQ9ALZ8g&m=-iF3K4rwBusSGfuYiYmujQ8xcxokx5BD2u3YS3gQy5g&s=AQHmZJRVjFsw6dWLPv7n1OwaNbtJR_2Z5rOEx2yBJ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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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數學及科學教師獎 月底截止提名 

【佛州訊】 

October 22, 2016, 6 :00 am  137 次  

第三屆 2017 徐氏教育基金會卓越數學及科學教師獎(Hsu Family Educational 

Founda tion Teachi ng E xcellence  Awards  in Math and  Science)已開放提名，凡

是北歐卡盧沙郡(North Oka loosa County)符合資格的高中數學或科學 (包括工程、

科技、電腦科學)教師，均可被提名，10 月 31 日(周一)截止。  

該獎與克雷斯特維商會(Crestview C hamber o f Commerce)合作徵選，將選出兩名

優秀教師，各頒發 5000 元獎金，將於 2017 年克雷斯特維商會 3 月早餐會中頒發。 

該商會會員、北歐卡盧沙郡各校教職員、學生或家長、社區成員等，均可提名推薦

優秀教師，亦可自薦。提名可上網：

www.cres tviewchamber.com/pages/P HFTEAMS1，或：

www.surveymonkey.com/r/phfTEAMS3。(吳天順)  

 

ht tp: //www.wor ldjournal.com/4472511/article -

%e5%be%90%e6%b0%8f%e6%95%b8%e5%ad%b8%e5%8f%8a%e7%a7%91
%e5%ad%b8%e6%95%99%e5%b8%ab%e7%8d%8e-
%e6%9c%88%e5%ba%95%e6%88%aa%e6%ad%a2%e6%8f%90%e5%90%8

d/?ref=亞特蘭大 /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 tp: //www.world journal.com/4472511/article -sho r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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