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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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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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al 

Festiv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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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lition of Tallahas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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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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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AC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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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Experienc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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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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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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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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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52546/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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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蓓如三訪塔城 與僑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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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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紹欽 頒優秀機器人科學老師獎 

記者陳文迪、吳天順／佛州報導 

October 20, 2016, 6:00 am 227 次 

 
獲得科學教師獎的史黛西‧博利森(Stacy Burl ison)是貝克學校(Baker School)的老師。(Brian Hughes 提供) 

 
獲得科學教師獎的勞瑞爾‧艾倫(Laurie Allen)是蕭爾河中學(Shoal River Middle School)老師。   

(Brian Hugh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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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科學教師獎的賽斯敦(Tim Sexton)。 (Brian Hughes 提供) 

 
克雷斯特維商會主席，也是 TEAMS 科學獎主委米契爾(Dennis Mitchell)。(Brian Hugh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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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科學教師獎的喬安‧米契爾(Joan Mitchell)是勞瑞爾坡學校(Laurel Hil l School)老師。  

 (Brian Hughes 提供)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左)與獲獎的戴維森中學老師賽斯敦，在科學營中交流。(Brian Hugh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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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科學教師獎的達娣‧賀蘭(Dottie Hollan)是鮑伯賽克斯小學(Bob Sikes Elementary School)的科學老

師。(Brian Hughes 提供)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博士成立的徐氏基金會，日前頒發優秀機器人科學老師獎，表揚

在科學營新機器人競賽活動中五名優秀的小學及中學科學老師，該獎於佛州 A&M 大

學克雷斯特維校區(Florida A&M University Crestview Campus)舉行的餐會中頒

發，得獎者各獲 1000 元獎金。 

獲得科學教師獎的分別為：蕭爾河中學(Shoal River Middle School)的勞瑞爾‧艾倫

(Laurie Allen)，貝克學校(Baker School)的史黛西‧博利森(Stacy Burlison)，鮑伯

賽克斯小學(Bob Sikes Elementary School)的達娣‧賀蘭(Dottie Hollan)，勞瑞爾

坡學校(Laurel Hill School)的喬安‧米契爾(Joan Mitchell)，以及戴維森中學

(Davidson Middle School)的賽斯敦(Tim Sexton)。 

得主之一的賽斯敦，與徐紹欽與其在科學營中曾有深刻的談話交流，他對徐紹欽的

遠見和觀瞻表示讚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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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得主喬安‧米契爾說，科學人才要從小開始培養，越早開始越好，小朋友們比

較能維持科技學習的本能。 

史黛西‧博利森說，不僅是小孩子們才會喜歡科學，大人更容易著迷。她自己本來在

學校教物理，結果掉進了機器人世界，與小朋友們一起學習，她說，小朋友們教給

她的更多，簡直太棒了。 

該獎由徐紹欽繼與克雷斯特維商會聯合徵選。克雷斯特維商會主席、TEAMS 科學

獎主委米契爾(Dennis Mitchell)，感謝徐紹欽透過贊助，鼓勵創造和參與。他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的獎項跟進，希望明年能爭取八到十家公司贊助，在各自地區支持機

器人競賽獎，讓北歐卡盧沙的每一所小學和初中都能有機器人的專案規畫。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66647/article-%e5%be%90%e7%b4%b9%e6%ac%bd-
%e9%a0%92%e5%84%aa%e7%a7%80%e6%a9%9f%e5%99%a8%e4%ba%ba%e7%a7%91%e5%a
d%b8%e8%80%81%e5%b8%ab%e7%8d%8e/?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66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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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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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ation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s in Math and Science)已開放提名，凡

是北歐卡盧沙郡(North Okalo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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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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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tviewchamber.com/pages/PHFTEAMS1，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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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orldjour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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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orldjournal.com/4472511/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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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訪佛州 新片 5地巡映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November 1, 2016, 6:00 am 13 次 

 
台灣導演魏德聖的電影「52Hz, I Love You」將在佛州五城市巡演，塔城地區將在佛州州立大學免費放映。

(楊琇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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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魏德聖新作「52Hz, I Love You」，將分別在天帕、奧蘭多、邁阿密、甘城及

塔城五地放映，魏德聖並將到奧蘭多、天帕與觀眾交流。 

天帕將於 11 月 12 日(周六)下午 1 時至 5 時 30 分，在 Britton Theater 放映，地

址：3938 S Dale Mabry Hwy, Tampa, FL 33611。票價預購 10 元，現場購票 15

元，含 T 恤套票 25 元，貴賓套票含座談晚餐 50 元，贊助票 100 元，購票可上網：

goo.gl/forms/zx2eTBBQJJpNoTfH3。 

邁阿密將於 12 日(周六)晚 6 時至 9 時，在 AMC Aventura 24 放映，地址：19501 

Biscayne Blvd, Ste 3001, Aventura, FL 33180，電話：(305)466-9880。購票可

上網：goo.gl/forms/FDZTDxgIflVGuXme2，票價 15 元含台式便當。 

奧蘭多將於 13 日(周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6 時，在 Premiere Cinema 14 放映，地

址：3201 E Colonial Dr, Orlando, FL 32803，電話：(407)894-0599，與魏德聖

座談會在康延服務中心舉行。電影票 10 元含爆米花，電影含座談會套票 20 元，購

票可上網：www.eventbrite.com/e/52hz-i-love-you-orlando-tickets-

28598277217，或電徐國鈴：(407)929-0058、詹理慈：(407)616-3508，或電

郵：tjccgo@gmail.com。 

甘城將於 14 日(周一)晚 6 時 30 分至 9 時，在橡樹廳高中 Edith D. Cofrin Theatre

放映，地址：8009 SW 14th Ave., Gainesville, FL 32607，電話：(352)332-

3609，購票可上網：52hziloveyougnv.weebly.com/。 

塔城將於 15 日(周二)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在佛州州立大學 Askew 

Student Life Center 劇場放映，地址：942 Learning Way, Tallahassee, FL 

32304，電話：(850)644-4455。免費進場。中午 12 時 30 分在瑪莎餐廳(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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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舉辦歡迎會，費用 15 元。諮詢可電郵吳思敏：

louisa924942@yahoo.com.tw。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00924/article-
%e9%ad%8f%e5%be%b7%e8%81%96%e8%a8%aa%e4%bd%9b%e5%b7%9e-
%e6%96%b0%e7%89%875%e5%9c%b0%e5%b7%a1%e6%98%a0/?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00924/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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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佛中華會館 蘇明新接掌 

【塔拉哈西訊】 

November 5, 2016, 6:00 am 220 次 

 
北佛州中華會館理事會，新當選的會長廖英雄(左五)請辭，由蘇新明(右一)接任。(北佛州中華會館提供) 

塔城華人社團「北佛州中華會館」新當選的會長廖英雄，因身體健康顧慮而請辭，

該會日前召開理事會，決定由選舉中獲第二高票的財務長蘇明新接任。蘇新明在會

中感謝理事和會員們長期愛護支持北佛州中華會館，並請大家協力支持並指導，繼

續贊助和參與各項活動，以延續北佛州中華會館守望相助的傳統，亦期勉各界督導

會務。 

新任理事會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上任，任期兩年。該會將於近期召開理事會，討

論明年 1 月 28 日新年聚餐相關事宜，蘇新明歡迎對該活動有建議者與他聯絡，電

郵：shinming.s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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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新明在佛州里昂縣(Leon County)工程部門擔任設計工程師，他的妻子歐陽小美

曾任該會館第六任會長(2009-2010 年)。(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14721/article-
%e5%8c%97%e4%bd%9b%e4%b8%ad%e8%8f%af%e6%9c%83%e9%a4%a8-
%e8%98%87%e6%98%8e%e6%96%b0%e6%8e%a5%e6%8e%8c/?ref=亞特蘭大/佛州

&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14721/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14721/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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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中校與佛州大 保齡球聯歡賽 
【塔拉哈西訊】 

November 15, 2016, 6:00 am 239 次 

 
參加保齡球聯歡大賽的塔城中校與佛州大台灣同學會成員合影。(許瓊方提供) 

 
塔城中校前校長黃錦混在長青組獲第一。(許瓊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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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大台灣同學會學生打撞球。(許瓊方提供) 

 

塔城中文學校與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台灣同學會，日前在

佛州大克倫曉保齡球中心(Crenshaw Lanes)聯合舉辦「保齡球聯歡大賽」，與會者

健身同時也進行聯誼。 

當天參加活動者，包括塔城中校師生家長、佛州大台灣同學會、塔城台美協會，以

及北佛州中華會館等單位成員，共 60 餘人，依年齡分組比賽。中校家長與老師提供

自家烘焙糕點，同學會學生與台灣鄉親則準備台灣小點，讓大家在中場休息時享

用，歡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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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個別打兩局，單局積分最高者獲獎。球館中還提供兒童保齡球道及輕磅數保齡

球，讓幼童也可輕易上手，全場不分老少都熱烈參賽，笑聲和歡呼聲此起彼落。 

比賽結果，長青組積分最高者為台美協會會長、塔城中校前校長黃錦混；兒童組最

高分獎由巴茲(Herschel Butts)奪得；張哲瑞獲青少年組第一；塔城中校家長赫特

(Lester Hutt)獲得單局 148 分最高分。中校校長許瓊方為優勝者頒獎。獎品為星巴

克咖啡(Starbucks)禮品卡，由塔城台美協會與 Cajun Cafe & Grill 餐廳贊助。(吳

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45102/article-
%e5%a1%94%e5%9f%8e%e4%b8%ad%e6%a0%a1%e8%88%87%e4%bd%9b%e5%b7%9e%e5%a
4%a7-%e4%bf%9d%e9%bd%a1%e7%90%83%e8%81%af%e6%ad%a1%e8%b3%bd/?ref=亞特蘭

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45102/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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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新作放映 塔城回響熱烈 
【塔拉哈西訊】 

November 22, 2016, 6:00 am 176 次 

 
塔城中文學校校長許瓊方(左)代表贈送紀念品給莊鵑瑛(中)。(楊琇鈞提供) 

 
參加午餐歡迎會的僑胞和來賓合影。前左三至五：前 FAMU-FSU 工程學院院長陳景仁、莊鵑瑛、僑務委諮詢

員何邱美郁，右二為果子電影公司代表閻立縈。(楊琇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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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Hz, I Love You」在塔城佛州州立大學放映，會後觀眾合影。(楊琇鈞提供) 

 
莊鵑瑛在活動中為台灣偏遠地區原住民兒童募款。(楊琇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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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者之一黃錦混(左)與盧敏慎(右)夫婦和莊鵑瑛(中)合影。(楊琇鈞提供) 

 

導演魏德聖新作「52Hz, I Love You」在塔城佛州州立大學 Askew Student Life 

Center 劇場放映，近百觀眾到場觀賞。劇中女主角之一莊鵑瑛，也到場與觀眾交

流，並於會中演唱。 

活動由佛州州立大學主修電影的台灣學生簡瑜瑩主持，該校台灣同學會指導老師貝

瑞(Fran Berry)和僑務委諮詢員何邱美郁致歡迎詞，莊鵑瑛為台灣偏遠地區原住民

兒童募款，她特別拜託看過電影的鄉親，不要洩漏劇情，好讓尚未看過的觀眾將來

有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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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中莊鵑瑛與觀眾交流，現場提問踴躍。有觀眾提到魏德聖實際拍攝該片不到

40 個工作天，還問到傳言中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戲中客串，完全沒吃 NG，莊鵑瑛笑

著證實「柯 P 沒有 NG」，倒是她自己在花市中的側退跳躍一幕，NG 了十多次。 

莊鵑瑛也在現場演唱一首台語歌「無眠」，以饗熱情觀眾。塔城中文學校校長許瓊

方也代表主辦單位，贈送佛州地圖造型和佛州州立大學紀念品給莊鵑瑛。(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
%e9%ad%8f%e5%be%b7%e8%81%96%e6%96%b0%e4%bd%9c%e6%94%b
e%e6%98%a0-
%e5%a1%94%e5%9f%8e%e5%9b%9e%e9%9f%bf%e7%86%b1%e7%83%88/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e9%ad%8f%e5%be%b7%e8%81%96%e6%96%b0%e4%bd%9c%e6%94%be%e6%98%a0-%e5%a1%94%e5%9f%8e%e5%9b%9e%e9%9f%bf%e7%86%b1%e7%83%88/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e9%ad%8f%e5%be%b7%e8%81%96%e6%96%b0%e4%bd%9c%e6%94%be%e6%98%a0-%e5%a1%94%e5%9f%8e%e5%9b%9e%e9%9f%bf%e7%86%b1%e7%83%88/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e9%ad%8f%e5%be%b7%e8%81%96%e6%96%b0%e4%bd%9c%e6%94%be%e6%98%a0-%e5%a1%94%e5%9f%8e%e5%9b%9e%e9%9f%bf%e7%86%b1%e7%83%88/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e9%ad%8f%e5%be%b7%e8%81%96%e6%96%b0%e4%bd%9c%e6%94%be%e6%98%a0-%e5%a1%94%e5%9f%8e%e5%9b%9e%e9%9f%bf%e7%86%b1%e7%83%88/
http://www.worldjournal.com/4566482/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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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灣中校漢字文化節 習「永字八法」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December 6, 2016, 6:00 am 21 次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老師正為學生上課。(Tony Su 提供) 

 
僑務秘書蕭蓓如(二排左五)與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師生合影。(Tony S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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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參觀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向學童們介紹台灣熊提袋。(Tony Su 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右)，贈送該校校服給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左)。(Tony S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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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學生上課。(Tony Su 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 4 日舉辦第二屆漢字文化節，華洋學生學習「永字八法」，

練習書法、國畫，並展示作品。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專程

出席，並致詞鼓勵學生。 

蕭蓓如感謝中校創辦人薛正凱與董事穆椿榮等，為海外華人教育長期耕耘，並感謝

許多老師和義工們的堅持與熱情。她也稱讚學生們在漢字文化節展示的書法和國畫

作品相當出色，認為這是他們認真學習，以及老師們辛勤教導的成果。 

蕭蓓如亦在校長陳昭志、薛正凱、穆椿榮與多位義工陪同下，一起參觀該校。陳昭

志簡介該校發展歷史，說明該校自 1984 年成立以來，從四處商借教室，到目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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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佛羅里達科技大學教室上課的演變，並分享該校活動集錦，與歷屆學生的優秀

表現。 

陳昭志亦帶領蕭蓓如參觀各班上課情形。他表示，從下學年起，該校將統一使用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提供的「學華語開步走」系列教材。他感謝僑務委員會對該校的

長期支持，並代表贈送該校校服給蕭蓓如。 

蕭蓓如準備台灣熊提袋送給中校全體學生，歡迎學生們將來到台灣參加華語課程。

她也期勉該校校務繼續成長，成為墨爾本地區推展中華文化的領頭羊。 

http://www.worldjournal.com/4609228/article-
%e6%a3%95%e6%ab%9a%e7%81%a3%e4%b8%ad%e6%a0%a1%e6%bc%a
2%e5%ad%97%e6%96%87%e5%8c%96%e7%af%80-
%e7%bf%92%e3%80%8c%e6%b0%b8%e5%ad%97%e5%85%ab%e6%b3%9
5%e3%80%8d/?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609228/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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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詹會計師事務所年終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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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門面裝飾賽 華人「薑餅屋」第 2 

【塔拉哈西訊】 

December 22, 2016, 6:00 am 

 
「薑餅屋的門面」，獲第二屆「年終假日辦公室門面裝飾比賽」最有創意項亞軍。(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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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最有創意項冠軍的作品。(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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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最有趣項冠軍的作品。(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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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最有花樣項的冠軍作品。(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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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最俗氣項冠軍的作品。(主辦單位提供) 



49 
 

 
獲最環保項冠軍的作品。(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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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環保部日前舉辦第二屆「年終節日辦公室門面裝飾比賽」，該活動由水資源管

理司(Division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主辦，許多人在一個多月前，即

利用業餘時間裝飾自己辦公室門面，把位於塔城馬汀尼茲中心(Bob Martinez 

Center)的辦公處裝點得繽紛熱鬧。 

比賽分五項類別，包括「最別緻」(fanciest)、「最有趣」(funniest)、「最有創

意」(most creative)，「最環保」(most environmental friendly)，和「最俗氣」

(tackiest)。各單位在當天準備飲料和點心，讓員工和裁判們一邊評賞，一邊享用美

食。 

有華裔員工參與的工業廢水科(Industrial Wastewater Program)，將辦公室門面改

裝成「薑餅屋」，獲得最有創意項亞軍。該科都是工程師，從剪紙、畫牆和窗、為

屋簷及窗簷加裝飾，找竹子和紙盤製作棒棒糖、給薑餅娃娃裝上大眼睛，花了不少

工夫，但也讓大家感受過節的歡樂。(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658764/article-辦公室門面裝飾賽-華人「薑餅屋」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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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8764/article-shortlink/  
 

 



51 
 

  



52 
 

台大男十二宿舍前的合影 

January 10, 2017 

大學同學們正在籌劃 40 周年慶。1980 年，我隨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

國！」的風潮到美國留學。 

一眨眼，我在美國住過四個州，目前定居在佛羅里達州首府，我和生工系一直有保持連繫，近幾

年由一位好心的同學和已往生的學長成立了基金會和獎學金給台灣水利專業人員到佛羅里達大學

參加短期遊學，所以我常有機會接待母系的學生。 

為了準備參加畢業 40 周年慶，我加入了同學的 Line 群組。不久，收到一張畢業時與父母和兩位

同學暨其中一位的女朋友在台大男十二宿舍前遲來的合影。首先，最大的衝擊是想到已往生的父

母。隨後，回想到當年在宿舍兩年期間的活動，包括在夜黑風高時到醉月湖中去網魚和到湖中亭

去休憩、室友們去夜遊和探雪、和邀法學院女生宿舍室友到尚未蓋翡翠水庫的水源地合辦露營

等。 多年前，我去看過星雲法師在打掉男十一宿舍蓋成的綜合體育館內展示佛祖的佛指舍利時，

已發現男十二宿舍也不見了。感謝科技的發達，收到這遲來的相片，我迫不及待地上網查看當出

我們合影的當今地貌，發現該地正位於台大物理系新館和中央研究院數學所之間的空地。真有滄

海桑田之感，感謝同學這張相片幫我把這重要的「刹那化為永恆」。 (吳天順) 

 

圖：1977 年台大男十二宿舍前六人的合影。左起為沈登進當時女友、沈登進、吳開坤、李麗芳、

吳天順、和劉德泉。 (沈登進提供) 

徐紹欽參加總統就職 

【佛州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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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1, 2017, 6:00 am 225 次 

 
華裔企業家徐紹欽參加總統就職大典。(圖：徐紹欽提供) 

川普(Donald Trump)宣誓就職，獲邀參加就職典禮的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理事

長、前聯邦中小企業局副局長徐紹欽表示，對川普有信心，認為企業家治國，應可

為美國開啟新頁，擴大國際交流，並帶回更多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徐紹欽於 17 日

抵達華府，參加 18 日舉行的共和黨主席交接典禮，20 日上午的就職典禮和各項包

括遊行和晚宴的系列慶祝活動。徐紹欽為川普競選總部亞太裔顧問委員會的 31 名成

員之一。他於 1976 年從台灣移民來美，創業有成，成立公司生產 F-18 大黃蜂戰機

等軍武的專用零件，2007 年被前總統小布希延攬為中小企業局副局長，2010 年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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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馬總統任命為全國少數族裔商業諮詢委員會委員。近年專注於提高佛州西北部的

高科技工作，鼓勵科技教育與發展。(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764217/article-
%e5%be%90%e7%b4%b9%e6%ac%bd%e5%8f%83%e5%8a%a0%e7%b8%bd%e7%b5%b1%e5%b0%b1%e
8%81%b7/?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764217/article-shortlink/ 

 

 

 
川普亞太裔顧問委員會成員徐紹欽指出，川普、潘斯很重視亞裔。(記者羅曉媛／攝影) 

 

http://www.worldjournal.com/4763805/article-
%e6%85%b6%e5%b7%9d%e6%99%ae%e5%b0%b1%e8%81%b7-
%e8%bf%91%e5%8d%83%e4%ba%9e%e5%a4%aa%e8%a3%94%e5%90%8c%e6%ad%a1/?ref=大華府

&ismobile=false 

http://www.worldjournal.com/4764217/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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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社團 聯合迎春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4, 2017, 6:00 am 243 次  

 
 

 
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左)頒發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評選「僑營台灣美食餐廳」獎章給 MASA 餐廳，由

餐廳經理 Sarah Kuta(右)領獎。(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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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僑界社團喜迎紅雞年聯合餐會一景。(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迎春餐會中，鄧海瓊率領的民族樂團代表演奏古箏「漁舟唱晚」與「紫竹調」。左起  Raleigh Hooks、

Emily Dupont 和 Yarelis Chong。(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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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僑界社團喜迎紅雞年聯合餐會活動現場一景。(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頒獎學金者與學生合影。左起黃錦混、高士文、Elaney Tedder 、 林菀

柔、黃建實、和 Fran Berry。(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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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僑界社團喜迎紅雞年聯合餐會中發紅包一景。(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台美協會、塔城中文學校、佛州州大台灣同學會及道家太極拳社(Taoist Tai 

Chi Society)等組織日前在塔城 MASA 餐廳聯合舉辦「新春紅雞年餐會及文藝匯

演」，百餘人同樂。 

活動由塔城台美協會會長黃錦混主持。共有八個節目，鄧海瓊的民族樂團 Raleigh 

Hooks、Emily Dupont 和 Yarelis Chong 演奏古箏曲「漁舟唱晚」與「紫竹調」；

在台灣和香港住過 30 多年的瑋柏博士(Debbie Weber)用國語獨唱聖詩第 23 篇

(Psalm 23)；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塔城分會的 Fran Berry 與 Tonya 

Harris 帶領與會者練習太極。會中頒發由塔城台美協會與美國道家太極拳社提供的

獎學金，四名獲獎學生高士文、Elaney Tedder、林菀柔、黃建實，各獲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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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亦為獲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評選為「僑營台灣

美食餐廳」的 MASA 餐廳頒發獎章，由餐廳經理 Sarah Kuta 領獎。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04398/article-short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04398/article-
%e5%a1%94%e5%9f%8e%e7%a4%be%e5%9c%98-
%e8%81%af%e5%90%88%e8%bf%8e%e6%98%a5/?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04398/article-shortlink/


62 
 

北佛州中華會館 新年聚餐 
【塔拉哈西訊】 

February 7, 2017, 6:00 am 3 次 

 
駐邁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與里昂郡議員瑪麗‧林德利(Mary Ann Lindley)互道新年祝福。 (主辦單位提供) 

 
會長蘇新明以吉他伴奏，帶動與會者唱偶然及為什麼。 (主辦單位提供) 



63 
 

 
北佛州中華會館聚餐慶祝 2017 農曆丁酉新年一景。  (主辦單位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辦新年聚餐，左起蘇新明、王文沅、蕭蓓如、董正、吳孝中。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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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芝加哥的牧師趙約翰即興演唱黃梅調十八相送。  (主辦單位提供) 

 

 
慶祝會中，塔城華人基督教會詩班獻詩。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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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會中帶動唱萍聚，與會者同歡，左起王文沅、鍾美及蘇新明。  (主辦單位提供) 

 

北佛州中華會館日前在塔城竹軒餐廳舉行新年聚餐，共 84 人與會，里昂郡(Leon 

County)議員瑪麗‧林德利、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僑務秘書蕭蓓如等人出席同樂 。 

最年長的鍾金春代表中華會館發紅包，抽獎禮物豐富，一半以上來賓都幸運中獎。 

餐會由吳孝中主持，塔城華人基督教會詩班獻唱詩歌，副會長董正演唱流行歌曲，

由芝加哥來訪的牧師趙約翰演唱黃梅調，表演精采，早年他曾與已故明星陶大偉主

持電視節目。會長蘇新明以吉他伴奏，帶動大家唱救國團自強活動歌曲，現場一片

歌聲，熱鬧無比。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13131/article-
%e5%8c%97%e4%bd%9b%e5%b7%9e%e4%b8%ad%e8%8f%af%e6%9c%83%e9%a4%a8-
%e6%96%b0%e5%b9%b4%e8%81%9a%e9%a4%90/?ref=亞特蘭大/佛州&ismobile=false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13131/article-shor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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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協聯歡 難忘今宵 
【塔拉哈西訊】 2017年 02月 14日 06:00 3人氣 

 
AddThis Sharing Buttons 

Share to WeChatShare to FacebookShare to 打印 Share to 電子郵件 

 
嘉賓為獲獎的幸運觀眾頒獎。 (主辦單位提供) 

 

 
佛州州大中國樂團演奏「金蛇狂舞」。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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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會小朋友獻唱詩歌「My Hope Is In the Lord」 。 (主辦單位提供) 
 

新春聯歡會，演出者大合唱「難忘今宵」。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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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的小朋友獻春聯及合唱。 (主辦單位提供) 
 

中文學校兒童舞蹈隊表演動感的現代舞「Shake it」。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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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會以張遠率領的舞龍隊拉開序幕。 (主辦單位提供) 
 

塔城辣媽組合表演扇子舞「床前明月光」 。 (主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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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日前在塔城社區學院禮堂舉辦「2017雞年新春聯歡會」。華協會

主席劉榮表示，舉辦春晚促進聯繫，增強華人的凝聚力，希望協會成員繼續努

力，為這個大家庭服務。 

聯歡會由杭海斌和王舒羽主持。張遠率領舞龍隊開場，中文學校的小朋友獻春

聯並合唱「新年好」，兒童舞蹈隊表演動感十足的韓國現代舞，Kevin Wang和

Jason Gao兩小朋友說相聲「正反話」，引發笑浪，塔城辣媽組合表演現代扇

子舞；中文教會的小朋友們演唱「My Hope Is In the Lord」，並發紅包給現場

的小朋友；鄧海瓊帶領的佛州大學中國樂團演奏「金蛇狂舞」，塔城的武術愛

好者展示長穗劍、形意拳、棍術、對打、舞獅；李維聖獨唱「北國之春」，最

後活動在「難忘今宵」的大合唱中落幕。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34042/article-
%e5%a1%94%e5%9f%8e%e8%8f%af%e5%8d%94%e8%81%af%e6%ad%a1-

%e9%9b%a3%e5%bf%98%e4%bb%8a%e5%ae%b5/?ref=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34042/artic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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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太平鳥宿醉的季節 
2017年 02月 14日 

 
筆者拿起兩隻太平鳥享受一下雙重「千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歡愉。  

(Jeohusua Lugo 提供) 

 

傳說中：太平鳥 Waxwings (Bombycilla garrulus) 吃了發酵後的漿果後，就像

醉了的酒鬼一樣經常亂飛，也走不穩，可能還會去撞建築物或者酒精中毒而身

亡。 

情人節下午，筆者到塔城「酒林辦公區 Winewood Office Complex」中心的

烏龜塘附近散布，看到了一位有愛心的女士正在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死鳥從步行

道上移到樹叢裏。女士解釋說：這些鳥叫太平鳥，它們並沒有死只是醉了，醉

倒在酒林裏該是很自然的。 

筆者心中大喜，馬上拿起兩隻太平鳥享受一下雙重「千鳥在林，不如一鳥在

手」的歡愉。 

第二天，筆者再去查看，有幾隻太平鳥像是死了，卻有許多不見了。不知它們

是醒後飛走了還是被其他動物吃了？  (吳天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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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角春節聯歡 市長同樂 
記者陳文迪／墨爾本報導 2017年 02月 18日 06:00 61人氣 

 
AddThis Sharing Buttons 

Share to WeChatShare to FacebookShare to 打印 Share to 電子郵件 

 
聯歡晚會中，華林武術館的祥獅獻瑞採青。(記者陳文迪/攝影) 

 

 
駐邁經文處長王贊禹頒發僑務顧問聘書給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前會長薛正凱。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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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社團表演的印尼舞蹈。(記者陳文迪/攝影)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華洋學生組成的弦樂團演奏新春組曲。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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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商會表演「採茶舞」，輕鬆俏皮。(記者陳文迪/攝影) 
 

魔術師大變魔法，圖中的「空中懸浮」，讓觀眾驚嘆。(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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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和來賓合影。左四起薛正凱、李守平、卡鵬帝、凱茜‧米瀚、王贊禹、王成

章、穆椿榮、莊杏珠、楊喬生。(記者陳文迪／攝影) 
 
 

 
墨爾本華人宣道會的教友們演唱詩歌「當讚美耶和華」等。(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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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中的魔術演出，吸引小朋友。(記者陳文迪/攝影) 
 

駐邁經文處長王贊禹(右)為曾於中美防禦協定期間駐台美軍寇爾西(James 

Coursey)頒發紀念獎章和感謝狀。(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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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歡會中帶動唱「We Are the World」，來賓一起揮手歌舞。 

(記者陳文迪/攝影) 
 

 
世界旗袍聯合會奧蘭多分會表演旗袍舞韻。右四為會長及指導老師王健芬。 

(記者陳文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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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市長凱茜‧米瀚(Kathy Meehan,左一)、棕櫚灣市長威廉‧卡鵬帝(William 

Copote,右一)夫婦出席聯歡會，全程觀賞節目，並發紅包。(記者陳文迪/攝影) 
 
 

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與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日前在尤佳力市民活動中心聯合

舉辦春節聯歡會，400餘華洋民眾與會，墨爾本市長凱茜‧米瀚(Kathy Meehan)

及棕櫚灣市長威廉‧卡鵬帝(William Copote)出席同樂。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及邁阿密台貿中心主任孫紀美等賀節並簡介台

灣經貿，王贊禹也為曾於中美防禦協定期間駐台美軍寇爾西(James Coursey)頒

發紀念獎章和感謝狀，並頒發僑務顧問聘書給華美協聯會前會長薛正凱。 
 
大奧蘭多台商會長莊杏珠率會員跳採茶舞，世界旗袍聯合會奧蘭多分會會長王

健芬領演旗袍舞韻。聯歡會由何珥琳和林曉菁主持，以華林武術館的祥獅獻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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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夫展示開場，華美協聯會會長李守平致詞感謝各界支持。表演包含印尼舞

蹈、棕櫚灣中校弦樂團演奏新春組曲、華人宣道會教友唱詩歌，陳麗君、鄒潔

和高靜等表演黃梅調，張鵬鵬、何珥琳演唱，穆椿榮與于潔唱京劇「武家

坡」，唐常魁拉二胡、吹奏笛子和葫蘆絲等樂器，魔術師大變魔法，小朋友們

High翻天。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41160/article-
%e7%94%98%e8%bf%ba%e8%bf%aa%e8%a7%92%e6%98%a5%e7%af%80%e8%81%af%e6%ad
%a1-%e5%b8%82%e9%95%b7%e5%90%8c%e6%a8%82/?ref=佛州_新聞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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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城經文處 與中佛州台商交流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2017年 03月 25日 06:00 

 

 
經濟座談會中，徐祖慈(右一)分享。(圖：詹翠華提供) 

 

 
戴素琳(前排左三)在嘉麟閣餐廳舉辦經濟座談會。(圖：詹翠華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201703251315196_09490.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201703251315197_094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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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戴素琳至奧蘭多參觀世界寵物用品

展，並與中佛州僑界台商舉行經濟座談。 

曾獲佛州最佳建築師獎、入選美國建築界百大企業獎的徐祖慈，分享他與奧蘭

多市長戴爾回台參加「智能城市世界市長大會」的心得。他表示，奧蘭多的智

能和建設發展更勝一籌，建議台灣方面可組團取經。 

當天出席的人員尚有僑務委員王成章、經營連鎖旅館及商場的前北美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楊喬生、佛州中華學人協會前會長、自組工廠生產醫療用晶

體的前中佛州大學教授翟懷慈，地產業的鐘秀蘭、大奧蘭多台灣商會會長莊杏

珠、僑務促進委員詹翠華、前北美洲台灣商會總會監事長黃毅敏，奇士美華人

協會會長、連鎖餐廳業者嚴培達，科技工程退休的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長穆椿

榮、地產開發商薛正凱等。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93464/article-
%e4%ba%9e%e5%9f%8e%e7%b6%93%e6%96%87%e8%99%95-
%e8%88%87%e4%b8%ad%e4%bd%9b%e5%b7%9e%e5%8f%b0%e5%95%86%e4%ba%a4%e6%b5%81/?r
ef=佛州_新聞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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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青年圓美國夢 華商徐紹欽獲讚 
【佛州訊】 2017年 04月 01日 06:00  243人氣 

 

 
徐紹欽(右)和柯克將軍(左)舉辦高爾夫錦標賽為美國空軍協會埃格林分會的柯克

獎學金籌款。(徐紹欽提供) 
 

 
徐紹欽與愛犬「來福」合影，希望為埃格林分會帶來福氣。(徐紹欽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11403404_10833.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11403406_108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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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企業家、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理事長、前聯邦中小企業局副局長徐紹欽成

立兩項獎學金鼓勵學生，美國空軍協會的「空軍雜誌」 (Air Force Magazine)月

刊，以專文表揚，報導他從 500元來美，打造美國夢的事蹟，肯定他支持夢

想。徐紹欽為「夢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he Dream)一書作者。 

空軍雜誌是世界上報導國防、航空、和航天領域最重要的刊物之一，該刊物報

導包括空軍的運作與方案、空軍英雄的事跡、航空航天的新聞與發展，並且提

供權威的背景材料。在 3月 28日出刊的 「2017年空戰學術研討會特刊」 

(2017 Air Warfare Symposium Special Edition)中，美國空軍協會在佛州西北區

的「埃格林空軍基地」(Eglin Air Force Base)分會副主席阿曼達‧國德 (Amanda 

Gold)以「幫助夢想」(Supporting the Dream)為題撰文，分享徐紹欽從當年來

美留學，身上僅 500元，到如今設立多個獎學金，幫助青年實現美國夢。 

徐紹欽於 2015年以其妻程美琪(Maggi Hsu)之名在美國空軍協會埃格林分會成

立 5000元獎學金；在 2016年，徐紹欽又以他的朋友柯克(William L. Kirk)之

名，成立第二個 5000元的獎學金。柯克為退休的空軍前司令暨埃格林分會教

育基金會創始人。兩項獎學金每年各獎勵當地一名高中生，柯克說，有如徐紹

欽的美國夢持續發展，他特別刊出徐紹欽與其愛犬「來福」合影的照片，希望

來福為埃格林分會帶來福氣。 

除了埃格林分會的獎學金，徐紹欽也贊助科學教育(STEM)，在北佛州成立優秀

科學教師獎，每年遴選科學數理教師，前兩名得獎者各獲頒 5000元獎金，其

他入圍四名各獲 500元獎金。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04826/article-
%e5%8a%a9%e9%9d%92%e5%b9%b4%e5%9c%93%e7%be%8e%e5%9c%8b%e5%a4%a2-
%e8%8f%af%e5%95%86%e5%be%90%e7%b4%b9%e6%ac%bd%e7%8d%b2%e8%ae%9a/?ref=
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04826/artic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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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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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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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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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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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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安

全是建築的最重要事項，謹在此以最誠摯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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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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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來自網址:  成大土木文教基金會 會訊第 18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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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之春」遊行 花車隊派糖 
【塔拉哈西訊】 2017年 04月 08日 06:00 237人氣 

AddThis Sharing Buttons 
Share to LINEShare to WeChat電子郵件 

 

WTXL Tallahassee派出支援「2017年塔城之春」大遊行的工作小組。(塔城

ABC電視台WTXL Tallahassee提供) 
 

 
遊行開始前，萊昂縣警長辦公室派出騎警在附近巡邏。 

(塔城 ABC電視台WTXL Tallahassee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813064713_70234.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813064714_702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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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屆「塔城之春」大遊行日前在塔城市中心登場，該活動為美東區最大遊行

之一，今年有百餘花車、樂隊、舞蹈團等隊伍參加遊行，數萬民眾熱情參與，

熱鬧非凡。遊行總領隊為佛州大學校長約翰‧斯拉舍(John Thrasher)。遊行以聲

勢壯大的警察摩托車隊為先鋒，精心設計的花車團隊沿途歌舞，並拋擲珠鍊和

糖果給觀眾，現場掌聲、口哨和歡呼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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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遊行是塔城居民為了捍衛塔拉哈西繼續為佛州首府的舉

措之一，延續至今。遊行相關剪影可上網：
www.tallahassee.com/media/cinematic/gallery/99907262/photos-springtime-
tallahassee/。(吳天順) 

 

華人和塔城當地 ABC電視台的花車團隊人員合影。 

(塔城 ABC電視台WTXL Tallahassee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813064815_702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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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塔城之春」大遊行有百餘花車、樂隊、舞蹈團等隊伍參加遊行，數萬民

眾參與，熱鬧非凡。(圖取自 www.tallahassee.com)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15780/article-
%e3%80%8c%e5%a1%94%e5%9f%8e%e4%b9%8b%e6%98%a5%e3%80%8d%e9%81%8a%e8%a

1%8c-%e8%8a%b1%e8%bb%8a%e9%9a%8a%e6%b4%be%e7%b3%96/?ref=亞特蘭大佛州_新

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15780/article-link/ 
 

 
ABC電視台的花車團隊人員之一 (Gentry - the Ford commercial lady) 。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15780/article-link/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0813064816_702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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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州關懷協會成立 王成章任會長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2017年 04月 20日 06:00 187人氣 

AddThis Sharing Buttons 
Share to LINEShare to WeChatShare to FacebookShare to 打印 Share to 電子郵件 

 

參加中佛州僑務工作座談會及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會人員合影。 

(駐邁經文處提供) 
 

 
中佛州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會中，秘書長黃崇福醫師發言。(駐邁經文處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01411463_08887.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01411464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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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主辦的「2017年中佛州地區僑務工作座談會」，17日在

奧蘭多第一銀行活動中心舉行，中佛州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僑界社團、僑校

及青年代表等 60餘人與會，交流熱烈。當日並舉行中佛州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

會，選出會長及理事。 

座談會由經文處長王贊禹主持，討論「建構團結和諧新僑社」、「僑社永續傳

承」、「推廣正體字」、「創新僑團連結」、「吸引僑外人士來台觀光」等五

大議題。王贊禹並頒發僑務促進委員郭萬來續任聘書。 

中佛州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會選舉，僑務委員王成章獲推選為首屆會長，秘書

長黃崇福、財務長徐國鈴，理事 12人，分別為蔡麗麗、周麗雪、薛正凱、許瑤

裁、林淑惠、徐國鈴、周皇任、濮嘉和、黃崇福、劉翠英、陳鎮凱及張熙增。

王成章表示，未來將帶領理事積極造訪中佛州主要僑居城市，凝聚愛心，建立

服務資料庫，以對台灣僑胞、旅客及留學生在各區遭遇緊急危難事件時，提供

即時救助。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主持中佛州僑務工作座談會。(駐邁經文處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01411465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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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佛州僑務工作座談會中，僑務秘書蕭蓓如(右一)簡報一景。左起僑務委

員王成章，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駐邁經文處提供) 
 

 
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左)頒發僑務促進委員證書給郭萬來(右)。 

(駐邁經文處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01411476_08887.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01411477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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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處長王贊禹主持中佛州僑務工作座談會。(駐邁經文處提供)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33958/article-
%e4%b8%ad%e4%bd%9b%e5%b7%9e%e9%97%9c%e6%87%b7%e5%8d%94%e6%9c%83%e6%
88%90%e7%ab%8b-

%e7%8e%8b%e6%88%90%e7%ab%a0%e4%bb%bb%e6%9c%83%e9%95%b7/?ref=佛州_新聞

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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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 訪佛州農機大學 
【塔拉哈西訊】 2017年 04月 29日 06:00 272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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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等在 FSU合影。(訪問團員闕亦吟提供) 
 

 
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訪 FAMU水和空氣質量中心，農田水利會成員合影。 

(訪問團員闕亦吟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201704291437386_086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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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利專家訪問團一行 11人，26日參訪佛州農機大學(Florid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University，FAMU)水和空氣質量中心(Center for Water and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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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學員包括石門農田水利會溫漢章、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劉

益銓、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許惠茵、桃園農田水利會陳信安與黃暉懿、台灣

嘉南農田水利會葉俊宏、台灣新竹農田水利會范綱翰、以及台大生物環境系統

系林宗毅、黃彥碩、凌家宜、和闕亦吟；新竹農田水利會范綱翰擔任領隊。 

FAMU水和空氣質量中心的謝越平教授及其研究生 Vanessa Barreto為參訪學

員們作兩個專題報告：現場觀察土壤流失和再分配的實地試驗方法，和生物炭

技術和碳封存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48052/article-
%e5%8f%b0%e7%81%a3%e6%b0%b4%e5%88%a9%e5%b0%88%e5%ae%b6-
%e8%a8%aa%e4%bd%9b%e5%b7%9e%e8%be%b2%e6%a9%9f%e5%a4%a7%e5%ad%b8/?ref=

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48052/artic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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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界設宴 中華啦啦隊慶功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2017年 05月 02日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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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啦啦隊在遊覽車上向僑胞問候。(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奧蘭多一級棒餐廳舉行的慶功宴中，中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向僑胞

致謝。(記者陳文迪/攝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314_058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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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017年世界啦啦隊錦標賽於 28日晚落幕，中華台北啦啦隊今年挑戰美國失

利，再獲混合男女高級組銀牌，陳昱棋、簡嘉呈的雙人嘻哈街舞贏得季軍，中

佛州僑界 29日在奧蘭多國際大道上的一級棒餐廳宴請代表團，近 130人參

加，交流熱烈。晚宴由第一銀行奧蘭多分行贊助，第一春天超市總經理彭燕如

贊助巴士車資。 

中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與秘書長廖志華頒發感謝狀、紀念衫和禮品給

贊助的單位和個人，包括提供 1000元交通車津貼的顏明，比賽午晚餐的僑務

委員王成章、楊喬生、詹翠華、林智、穆椿榮、薛正凱、嚴培達、黃毅敏、趙

志偉、梅惠照、莊杏珠、華園餐廳、國際文化藝術學苑，以及提供水果、水和

點心的鐘秀蘭、許瑤裁、劉建中、林惠民、陳鎮凱、林淑惠和徐國鈴等。 

大奧蘭多台商會會長莊杏珠人在日本，還特別請該會財務長代捐 500元經費給

代表隊，楊喬生、紀翠麗夫婦購買 90份世界日報送給選手們做紀念，大家並合

唱「當我們同在一起」。滿載僑胞溫暖情誼和祝福，中華隊於周一上午搭機返

台。 

 
贏得雙人組嘻哈舞蹈季軍的選手之一陳昱祺。(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316_058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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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慶功宴現場，氣氛很 high。(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奧蘭多一級棒餐廳舉行的慶功宴現場一景，氣氛很 high。(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417_058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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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諮詢委員楊喬生、紀翠麗夫婦購買 90份世界日報送給代表團作紀念。 

(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419_058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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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右二)與秘書長廖志華(右一)頒發感謝狀給穆

椿榮(左二)、薛正凱(左三)，感謝贊助餐點，左一僑務委員王成章。(記者陳文迪

攝影) 
 

 
大奧蘭多台灣商會財務長州皇任(左二)代表會長莊杏珠捐款 500元贊助代表隊

經費，中華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右二)與秘書長廖志華(右一)，左一為

僑務委員王成章。(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520_05805.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521_05805.jpg


105 
 

在奧蘭多一級棒餐廳舉行的慶功宴現場一景，氣氛很 high。(記者陳文迪/攝影) 
 

在奧蘭多一級棒餐廳舉行的慶功宴現場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522_05805.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0213422624_058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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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右二)頒發感謝狀給第一銀行奧蘭多分行經理

高健智夫婦，感謝他們贊駐慶功宴。(記者陳文迪/攝影) 
 

 
中華民國啦啦隊協會理事長張育銓(中)頒發感謝狀給第一春天超市代表徐經理

(左一)，感謝贊助巴士。(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51659/article-
%e5%83%91%e7%95%8c%e8%a8%ad%e5%ae%b4-
%e4%b8%ad%e8%8f%af%e5%95%a6%e5%95%a6%e9%9a%8a%e6%85%b6%e5%8a%9f/?ref=佛
州_新聞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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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中校結業 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長交接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2017年 05月 11日 06:00 6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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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和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師生合影。(Jerry Cheng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簡報校務。(Jerry Cheng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1113475216_088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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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 5月 7日舉辦結業典禮與母親節慶祝活動，並有學生學

習漢字書法與國畫的成果展示，邀請書法專家評選，頒發前三名優秀獎。 

結業典禮由校長陳昭志主持，他簡報校務，帶領全校師生回顧，以投影片分享

活動點滴，並頒發感謝狀給熱心服務的家長義工和熱心人士。陳昭志亦為認真

學習華語的學生，頒發各班級最佳進步獎與努力成果獎狀，各班老師也準備禮

物，鼓勵學生繼續學習。該校並準備康乃馨，讓學生們獻花給老師與母親們，

感謝一年辛勞，祝福母親節快樂。 

會上並進行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會長交接儀式，由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副組長

陳令欣監交，會長李守平卸任，新會長徐紹熾正式就任。徐紹熾表示，希望未

來會務更加茁壯，並希望更多人加入，一起為社區服務。 

當天活動邀請華社人士參加，包括僑務促進委員薛正凱、佛州中華學人協會會

長穆椿榮、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會長守平、徐紹熾等，駐邁經文處除副組長陳

令欣外，僑務秘書蕭蓓如及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孫紀美接專程由邁阿密至墨爾本

與會。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65780/article-
%e5%a2%a8%e7%88%be%e6%9c%ac%e4%b8%ad%e6%a0%a1%e7%b5%90%e6%a5%ad-
%e7%94%98%e8%bf%ba%e8%bf%aa%e8%a7%92%e8%8f%af%e7%be%8e%e5%8d%94%e8%81
%af%e6%9c%83%e9%95%b7%e4%ba%a4%e6%8e%a5/?ref=佛州_新聞總覽 

  



128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右)與僑務秘書蕭蓓如(左)頒發感謝狀給熱心

服務的薛正凱(中)。(Jerry Cheng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校長陳昭志(右)頒發感謝狀給熱心服務的中校家長。

(Jerry Cheng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1113475219_088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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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邁阿密台北經文處副組長陳令欣(中)為甘迺迪角華美協聯會會長交接監交，左

為卸任會長李守平，右為新會長徐紹熾。(Jerry Cheng提供) 
 

 
墨爾本棕櫚灣中文學校小朋友在結業典禮中表演。 (Jerry Cheng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1113475321_088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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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會 穆椿榮連任會長 
【佛州訊】 2017年 05月 13日 06:00 224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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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人協會理事會，鐘文義博士(右一)報告他近日返台接受母校成功大學表揚

及相關活動。左一為會長穆椿榮。(徐淑玲提供) 
 

 
佛州中華學人協會理事會後在嘉麟閣聚餐。(徐淑玲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1313503319_094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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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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理事會，討論會

務、年會和未來規畫，並通過會長穆椿榮連任。 

理事會議由會長穆椿榮主持，與會人士包括薛正凱、徐祖慈、陳偉、周禮、鐘

文義、陳敏、吳天順及徐淑玲。當天議程包括：回顧上屆年會、財務狀況報

告、「佛州中華學人基金會」執行國內稅收法中 501(c)(3)條款與基金投資近

況、鐘文義博士報告有關他近日返台接受母校成功大學表揚及相關活動，並提

名下任團隊名單、討論下屆年會和其他業務。會後在嘉麟閣聚餐 

除了會長穆椿榮續任，財務李守平和秘書吳天順均連任，並提名兩名新理事侯

書逸與余嘉元博士、新顧問劉國材與吳詩聰博士。 

名新理事侯書逸與余嘉元博士、新顧問劉國材與吳詩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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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玲提供)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69140/article-
%e4%b8%ad%e8%8f%af%e5%ad%b8%e4%ba%ba%e6%9c%83-
%e7%a9%86%e6%a4%bf%e6%a6%ae%e9%80%a3%e4%bb%bb%e6%9c%83%e9%
95%b7/?ref=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69140/artic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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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商會 薛正凱接會長 
記者陳文迪／佛州報導 2017年 05月 23日 06:00 12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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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郡亞洲委員會主席林赫芳在大奧蘭多台商會年會中致詞。(記者陳文迪/攝影) 
 

 
大奧蘭多台灣商會年會中抽獎一景。(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414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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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商會 20日舉行第 19屆會員大會，會中選舉新理事、確認新會

長，出席會員 44票全數通過薛正凱當選第 20屆會長，理事詹亦呈、劉翠英、

周皇任連任，新理事陳麗君、徐志豪及梁桂台亦當選，該會將於 7月 1日交

接。當天許多與會來賓也聯署聲援台灣加入WHA。 

會長莊杏珠感謝理事群和會員的支持，完成許多活動。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王贊禹、橘郡亞洲委員會主席林赫芳分別致詞祝賀。中佛州亞裔地

產協會會長許麗亦在會中介紹該會，並提及莊杏珠將於明年接任該會會長。 

財務周皇任報告財務，該會由上屆接下 5000多元，目前有 9000多元，雖然還

有一些帳目待支付，相信仍有結餘。隨後進行選舉，會長候選人薛正凱、理事

候選人陳麗君、梁桂台和徐文豪等分別發表政見。在計算選票時則由徐國鈴主

持猜猜看單元，由台商理事和顧問們提供的兒時照片猜測長大的模樣，相當有

趣。 

選舉結果由詹翠華監票，林哲光唱票，出席會員 44人，薛正凱等分別以 44票

或 43票通過。隨後開放卡拉 OK同樂，並穿插抽獎，顧問蕭維儒打頭陣開唱，

許多獎品和禮券分別送出，大獎現金 100元由擔任音響監控的理事許瑤裁抽

得，特獎僑務委員王成章提供的 40吋彩色電視機，由籌辦年會得副會長兼秘書

長徐國鈴夫婦抽得，中獎的喜悅讓他們滿臉笑靨，一掃多日辛苦的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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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商會部分出席的新舊理事及顧問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卡拉 OK單元，新理事梁桂台(左二)與其姊(左一)_和來賓一起高歌。 

(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516_08887.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517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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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商會年會中，與會來賓呼籲為台灣加入WHA發聲。 

(記者陳文迪／攝影) 
 

 
抽中特獎 40吋彩色電視機的徐國鈴夫婦(右二四)與新任會長薛正凱(右一)現任

會長莊杏珠(右五)及理事和來賓合影。(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518_08887.jpg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519_08887.jpg


162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王贊禹在大奧蘭多台商會年會中致詞。 

(記者陳文迪/攝影)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84521/article-
%e5%a4%a7%e5%a5%a7%e8%98%ad%e5%a4%9a%e5%8f%b0%e7%81%
a3%e5%95%86%e6%9c%83-
%e8%96%9b%e6%ad%a3%e5%87%b1%e6%8e%a5%e6%9c%83%e9%95
%b7/?ref=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84521/article-link/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052315003620_088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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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亞洲協會 歡慶傳統月 
【塔拉哈西訊】 2017年 06月 03日 06:00 243人氣 

 
 Sharing Buttons 

 
塔城印度協會提供寶萊塢式舞蹈。 (程斐提供)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06031453104_037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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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華人協會成員演唱，左起劉彥、高東妹和尚晉兵。 (程斐提供) 

 

慶祝 5月亞太裔傳統月，塔城亞洲協會日前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美術館舉行慶

祝活動。當日節目有菲律賓傳統情歌演唱、中國兒童舞蹈與歌手演唱、日本武

術示範、菲律賓土風舞表演、寶萊塢式的印度黑天神克里希納 (Hindu God 

Krishna.)舞蹈、菲律賓民俗禮服走秀、塔城社區學院舞蹈社團員表演美國現代

舞等。塔城華人協會提供兒童舞蹈 Shake It Off，及由劉彥、高東妹和尚晉兵合

唱「茉莉花」與「花兒與少年」。 

塔城亞洲協會會長廖客來(Clyde Diao)感謝眾人支持，今年第一次在 FSU美術

館慶祝，感謝該館榮譽退休館長薇琪‧懷德 (Viki Wylder)協助借用場地。該館也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06031453105_037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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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由塔城水彩學會主辦的第 29屆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和喬治亞三州水彩畫比

賽成果展，展期至 6月 18日，並預告 10月 14日將舉辦的亞洲節活動。 (吳天

順) 

 

塔城華人協會小朋友表演舞蹈 Shake It Off。左起 Emily Yu 、Sophie Zhao及

Jessica Wang。 (塔城亞洲協會提供) 
 

http://www.worldjournal.com/5002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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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5002479/article-link/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060314531110_037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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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英才 陳景仁教授病逝 
【塔拉哈西訊】 2017年 06月 10日 06:00 

460人氣 
Share to LINEShare to WeChatShare to FacebookShare to 打印 Share to 電子郵件 

 
 

陳景仁。(取自工學院網頁) 
 
塔城佛州農機大學、佛州州立大學(FAMU-FSU)工學院前院長、機械工程榮譽

教授陳景仁，2日在塔城病逝，享年 80歲。 

http://cdn.media.world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06101457133_037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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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仁生於 1936年 7月 6日，1967年在 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學機械工

程系獲博士，1992年被任命為 FAMU-FSU工學院院長和機械工程教授，至

2011年退休。FAMU-FSU工學院院長吉布森(Murray Gibson)讚揚，陳景仁上

任時，該學院剛獲得認可成立第一個博士班，在全院本科學位課程全面獲得認

證後，他又籌辦三個專業的博士班。陳景仁率領增建工學院 B棟大樓和「挑戰

者學習中心」(Challenger Learning Center)；在他任職期間，該學院成為美國

非裔工程畢業生排名第二的學府，本科生入學率增加一倍多，現有各核心研究

都是在其領導下發展。 

陳景仁的研究興趣偏重於層流與亂流的傳導、流體計算和生物磁流體動力學，

在使用納米磁性顆粒的血細胞分離技術方面擁有四項專利，一生共指導 38名博

士生和近 40名碩士生。他曾獲亞歷山大‧馮‧洪堡獎(Alexander von Humboldt 

Award)和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的達芬奇獎 (Da Vinci Medal)；他是

ASME和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的會士(Fellow)，發表過 100多篇學術論

文。他與夫人陳瑞滿曾幫助許多後進，在塔城僑界相當活躍。 

★7月 6日追思會 

陳景仁的追思會將於其 81歲冥誕 7月 6日(周四)上午 9時在 Culleys Meadow 

Wood Funeral Home舉行，地址：700 Timberlane Road, Tallahassee, FL 

32312。家屬希望保留隱私，各界弔輓可上「懷念陳景仁」(In Memory of 

Ching-Jen Chen )網頁：www.legacy.com/obituaries/name/ching-chen-

obituary?pid=1000000185713904 。 (吳天順) 

http://www.worldjournal.com/5013582/article-
%e4%bd%9c%e8%82%b2%e8%8b%b1%e6%89%8d-
%e9%99%b3%e6%99%af%e4%bb%81%e6%95%99%e6%8e%88%e7%97%85%e9%80%9d/?ref=
佛州_新聞總覽 

內容來自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5013582/artic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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