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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非常歡迎各地鄉親來參加 2019 中西部台灣人一年一度的夏令會，在這裏大

家見見老朋友也認識新朋友，鄉親相見特別有親切感。 

 
 

中國經濟的崛起，故得以利用其雄厚的財力收買台灣媒體、學者、政治人

物，企圖改變台灣人獨立自主的生活，台灣國民受到媒體洗腦，漸漸對自己失去

自信心。文化是國家的靈魂，同時也是軟實力，台灣人要保有優質的文化才能重

建國民的自信心，避免被併吞的危機，以護持美麗的台灣，所以這次的主題是 

“ 優質文化 美麗台灣 ”。 

 
 

夏令會全體工作人員竭誠歡迎各位鄉親朋友參與我們精心籌劃的精彩活動， 

在提供多元的專題演講及討論原則下﹐籌備會已邀請到多位重量級的各界人士來

夏令會演講﹑進行政治﹑文化﹑生活等討論。週日早上除了主日禮拜以外也有佛

學講座，每日晚間我們中西部夏令會傳統特有的認親結緣以及週六晚間的台灣之

夜，詳細內容請參考本大會手冊中節目表與講員簡介。這次夏令會節目緊湊內容

豐富，我們相信您會滿意，若有任何問題或需要，請告訴大會工作人員，我們會

盡最大的力量為大家提供服務。 

 
 

底特律台灣同鄉會在此謝謝您的光臨並預祝您有一個愉悅豐盛的週末! 

 
 

2019 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召集人 方晃贇

底特律台灣同鄉會會長 洪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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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守則 Rules & Regulations 

1. 大會期間請隨時將名牌掛於胸前，無名牌者將不准參加大會任何活動。 

Please wear your badge at all times. Any person without a conference badge will be 

barr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programs. 

2. 請遵守會場秩序，聽從服務人員的指示。 

Please obser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each program activity and comply with 

the instructions issued by the conference personnel. 

3. 大會會場內請勿吸煙、喝酒、進食；請協助維護會場、餐廳及宿舍清潔。 

No smoking, drinking or eating is allowed in conference room. 
Please keep conference areas, dining areas and dormitories clean. 

4. 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如有遺失大會恕不負責。 

Please safeguard your own valuables. The MTS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loss or damage 

of personal belongings. 

5. 欲展示商品、分發傳單、及使用場地開會者，須得大會同意。 

Anyone wishing to display, sell or distribute materials/goods, or conduct any 

unplanned meetings must obtain permission from MTSC. 

6. 請遵守宿舍安全規則。宿舍內不得使用蠟燭、非法藥物、及任何危險物品；午夜

十二點後，請保持安靜。 

Please observe dormitory fire safety codes. No candles, illicit drugs, or other 

dangerous items are allowed in the dormitory. Please keep quiet after 12:00 mid- 

night. 

7. 請遵守大學校規以及大會臨時宣佈事項。請遵守大學禁煙、禁酒的規則。 

Please observe Manchester Univers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nounced 

by MTSC officials. The University is a smoke-free environment. No liquor, beer, or 

wine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facilities from outside sources. 

8. 宿舍必須在大會活動結束的最後一天下午一點半以前遷離。 

Dormitory checkout time is between 12:00 PM and 1:30 PM Sunday of 7/14/2019. All 

must be checked out by 1: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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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西部臺灣人夏令會大會節目表 （Program） 

2019 年七月十二日 - 七月十四日 

 節目 介紹人 場地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五 

 

2PM 工作人員抵達會場 
 Jo Young Switzer 

Center (JYS) 

3:00-5:00PM 歡迎及報到  
JYS Cafeteria Lobby 

5:00-6:30PM 晚餐  
JYS Cafeteria Hall 

7:00-9:30PM 傅瑜 - 2 Hours Movie 我們的青春 簡明仁 
 

Wine Recital Hall 

 

9:30-10:30PM 
點心時間; NATWA; Leadership 
meeting 

  

JYS Cafeteria Hall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7:00-8:30AM 早餐  
JYS Cafeteria Hall 

8:30-9:00AM 開幕典禮 洪國治 JYS Center Lecture 

 

9:10-10:00AM 
馮賢賢 

台灣的媒體怎麼了？ 

 

古仁智 
 

JYS Center Lecture 

10:10- 

11:00AM 

范疇 

如何因應中共的威嚇、收買與欺騙 

 

蔡文郎 
 

JYS Center Lecture 

11:10- 

12:00PM 

王英峻 

台灣布袋戯百年風華 

 

莊義和 
 

JYS Center Lecture 

12:00-1:30PM 午餐  
JYS Cafeteria Hall 

 

1:30-2:30PM 
李雪玟 

愛之多種語言的歌曲 

 

洪國治 
 

Wine Recital Hall 

 

2:30-3:30PM 
魏聰洲(筆名佛國喬） 
台獨運動失敗了嗎? 

 

莊文琮 
 

Wine Recit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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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西部臺灣人夏令會大會節目表 （Program - Continued） 

2019 年七月十二日 - 七月十四日 

 節目 介紹人 場地 

 

3:40-5:00PM 
民進黨代表李應元 

民進黨 2020 總統勝選之路 

 

黃啓仁 
 

Wine Recital Hall 

5:00-6:30PM 晚餐  
JYS Cafeteria Hall 

7:00-9:00PM 臺灣之夜 莊義和 Cordier Auditorium 

9:10PM - 宵夜;中西部同郷會會長會議  
JYS Cafeteria Hall 

七月十四日 星期日 

7:00-8:30AM 早餐  
JYS Cafeteria Hall 

8:00-8:50AM 賴鴻毅 - 主日禮拜(基督教) 頼秀瓊 Petersime Chapel 

 

8:00-8:50AM 
魏慶堂 - 宗教時間（佛教） 

佛陀證悟了什麼？要教我們什麼？ 

 

莊文琮 
 

JYS Center Lecture 

 

9:00-9:50AM 
古仁智 

攝影講座與比賽 

 

陳志昌 
 

JYS Center Lecture 

 

9:50-10:40AM 王泰澤 

做一個有「喜、怒、哀、樂」的病人 

 

洪國治 
 

JYS Center Lecture 

 

10:50- 

11:40AM 

程瓊瑩 
國際法天空下看臺灣:從事實獨立航
向法理獨立 

 
溫明亮 

 
JYS Center Lecture 

11:40- 
12:00PM 

閉幕典禮 洪國治 JYS Center Lecture 

12:00-1:30PM 午餐，珍重再見  
JYS Cafeteria Hall 

 
 
 
 

“Freedom cannot be bestowed — it must be achieved.” 
Elbert Hubbard (American writer, publisher and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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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節目簡介 （Speakers/Programs） 

七月十二日演講人： 

傅榆 

講題：我們的青春在臺灣 Our Youth in Taiwan 
簡歷：畢業於台灣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現從事獨

立紀錄片工作，並嘗試紀錄性質的電視節目製作，主要探索

與關注台灣年輕人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作品 

「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短版曾獲台灣新北市紀錄片獎首 獎，

「藍綠對話實驗室」曾獲中國 FIRST 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

紀錄短片「 完美墜地」獲 2016 年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首

獎 。 

 

七月十三日演講人： 

馮賢賢 

講題：台灣的媒體怎麼了？ 
 

簡歷：曾任公視總經理、資深製作人、新聞部經理、研

發部主任，具有 30 多年媒體與影視經驗。擅長內容創

新與人才培育。所監製之「幸福路上」動畫長片為 

2017 金馬獎閉幕片，入圍釜山影展，並獲 2018 日本東

京國際動畫節首獎、2018 德國斯圖加特動畫電影節最佳

長片。2019 監製台灣首部政治影集「國際橋牌社」， 

描繪台灣民主化曲折歷程， 第一季將於 2019 秋季推 

出。 曾任文化部紀錄片、綜藝節目、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創新應用補助評審、

公共媒體法修法諮詢委員、2018 台灣國際人權影展總監、國藝會紀錄片補助評審、

國家文藝獎評審、金馬獎評審、金鐘獎評審、紀錄片雙年展選片委員、高雄電影

節評審、比利時國際獨立影展評審團主席、瑞士真實影展國際競賽評審 等，具備

國際化宏觀視野及 跨領域資源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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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疇 

講題：如何因應中共的威嚇、收買與欺騙 
 

簡歷：（1955 年－）是一名台灣作家、企業家。畢業於
新加坡國家初 級學院、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哥倫比亞
大學哲學碩士，其後曾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大
陸創業逾 30 年，跨足經營戰略、區域經濟開發、教育、
數位出版、連鎖零售、遊戲等各領域，亦熱衷出版著 
作、在政論節目評論時政。 著作有：《與習近平聊聊台
灣和中國》《與中國無關》《與中國 無關：第二季襲 
來！！三十年後的三種台灣》《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台灣是誰的？》
范疇篤信：獨立思考的價值，高於所有其他自由的價值；在一個什麼都自由的環
境下，唯獨喪失了獨立判斷的能力，乃是作為人的最大悲哀，而在一個什麼都受
箝制的地方依然堅持獨立思考，乃是作為人的最大光輝。然而，若缺少了行動 
力，獨立思考也不過是一隻跛腳鴨。獨立思考加上行動力，就是創新進步的油 
門，反之，順應式思考加上沈默，就是創新進步的剎車。當下的台灣，處在油門
與剎車角力的狀態之中。 

 

 
王英峻，聲五洲掌中劇團 

講題：台灣布袋戯百年風華 

臺灣之夜布袋戯表演 

團簡介:【聲五洲】創立於 1965 年，五十多年的演出經驗和 
成果，成就了現今團隊的閃亮光輝。榮獲 13 屆台中縣市傑
出演藝團隊。團長王英峻秉持傳統藝術創新文化，開發布袋
戲演出無限可能，榮獲特優獎全國第一名、人氣獎全國總冠
軍等，堪稱劇界青年才俊，為目前中部地區最超人氣超大型
金光布袋戲演出團隊。 

 

2000 年起，【聲五洲】把教學研習工作延伸至中台灣各級院
校，走入校園做傳承研習課程。辦理國小教學講座校園巡迴
表演，逾八百所國小上千場次超過上萬名學童受惠，希望 

培養師生對布袋戲的了解與認識，藉以發揚偶戲文化綿延不絕。 近年來，該團致

力於偶戲國際推廣交流躍登國際舞台，代表台灣發揚傳統表演藝術，提昇布袋戲
藝術之美。【聲五洲】會繼續堅持與努力，將布袋戲文化向下紮根，偶戲薪傳， 

「讓布袋戲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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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玟教授 
 

 

 
節目 : Love in many languages 愛之多種語言的歌曲簡
歷：任教於內華達大學音樂系已三十多年。曾獲得該大學
高榮譽的對大學服務貢獻獎(University Service Award) 及
「傑出教學獎」，多年來教出不少比賽得獎的學生，和傑
出演唱的表現，為該校在美國和國際爭光。她是首位在美
國大都會歌劇院選拔賽獲獎的台灣人女高音，並在紐約的
卡內基廳及林肯中心，有數度成功的演唱。李雪玟關心故
鄉台灣，曾在台北愛樂基金會的邀請下， 回到她熱愛的鄉
土，於國家音樂廳舉辦了令觀眾感動的音樂會，並曾以交
換教授回台灣師範大學作短期教學與巡迴演唱。在美 

國，她為台灣發聲不留餘力，也經常到處奔波,以她的歌聲 

和演說來鼓勵大家愛鄉之情。她曾獲得文化大學的傑出校友奬，北美台灣人教授
協會特別貢獻獎及台美人史料中心傑出台美人。 

 

魏聰洲 

講題：台獨運動失敗了嗎? 
簡歷：台灣大學動物系學士，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碩
士，法國 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歷史學博士。經
歷：教師、社區營造工作者、中華民國公務員、博物館
策展人、 亞洲人權組織聯合會台灣部門負責人(巴 
黎)、台灣歐盟觀察(TEWA) 長期譯者、超克藍綠寫手(筆
名：佛國喬、馬赫起南)、畫商(巴黎)。 

 

李應元 
講題：民進黨 2020 總統勝選之路, 從「道、天、地、將、法」談起
簡歷： 

- 1953 出生於雲林縣崙背鄉 
- 2000.8 駐美國代表處副代表 
- 2002 行政院秘書長,政府改造委員會委員 
- 200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 2003-2005 民

主進步黨副秘書長 
- 2005 行政院秘書長 
- 2005.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 2008 民主進步黨秘書長 
- 2008.7 雲林縣副縣長 

- 第 3-4、8-9 屆立法委員 

- 第 12 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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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四演講人： 

 

賴鴻毅牧師 

講題：奇妙恩典 

臺灣之夜歌唱表演 
簡歷：賴鴻毅牧師於 1950 年出生於南投縣集集鎮， 
世居魚池鄉代化堂。就讀台灣神學院神學系期間， 
參加聖𩐳合唱團，修習聲樂師事楊冬春老師、陳榮
賣老師。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畢業之後，服務過
嘉義過路教會，嘉義東後寮教會與壽山中會福澤教
會。曾擔任馬偕博士 120 週紀念音樂會男低音，獨
唱於國家音樂，也錄製過「聖城」台語聖樂獨唱專輯。
從 1999 年迄今，展開台灣本土聖樂推廣,陸續完成
製作台語聖詩、台語聖樂、台語藝術歌曲 CD， 
DVD 卡拉 OK。並極力推廣台灣本土藝術音樂，宣揚
台灣文化及至北美地區。主唱台灣名音樂家蕭泰 

然、林福裕、李奎然、楊旺順 .... 等的藝術作品。 
 

魏慶堂 

講題：「佛陀證悟了什麼？要教我們什麼？」 
2600 年前佛陀證悟的宇宙人生實相（真理）是什麼？ 
這個「真理」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還適用嗎？ 

 

簡歷：魏慶堂，高雄人。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畢業，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電機博士。旅
美四十年，致力於「用現代科學的觀點來詮釋原始佛
義」，以弘揚佛法。 

 

 

古仁智 

講題：攝影講座與比賽 
 

簡歷：古仁智出生於台東縣。他於 1980 年到紐約水牛
城求學。1984 年取得博士後即於 Oakland University 
機械系任教至今。2010 年他在底特律同鄉會組成攝影
俱樂部。目前共有會員十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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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澤 

講題：做一個有「喜、怒、哀、樂」的病人 

簡歷：一九三九年生於屏東萬丹。美國德州萊斯大學化學博士，北美洲台灣人教 
授協會會員、美國木雕協會會員。一九九〇年王育德教
授紀念獎語文組得獎人。現職：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LLI (Osher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 松年學院）〈台灣歷史〉主持人。閒餘專事
寫作、雕塑、演講。 
寫作：著有《母語踏腳行 — Taiwanese Language: An 
Acoustical Journey》（前衛 2004）；譯作《恫嚇下的
民主進展》（原著 Taiwan: The Threatened Democracy 
by Bruce Herschensohn，合譯者: 張喜久。前 

衛 2007）；政論文章散見報章雜誌。 
雕塑：人像浮雕 — 家人系列（母、女）、台灣文學家系列（李喬、胡民祥）、
台灣自由鬥士系列（史明、鍾逸人、彭明敏）、阿扁阿珍；泥塑 — 辛大藝術系
裸女。 
演講：台語 — 台灣語音教學改革；福老話聲調的音樂特性。雕塑 — 我的木雕
情趣。台灣歷史：台美誤解 — 半世紀日常觀感；台灣七十年來的實內憂、虛外
患；文獻上的台美關係 — 太平洋上的奇異搭檔。 

 
 

程瓊瑩 (Sophia Cheng) 

講題：國際法天空下看臺灣:從事實獨立航向法理獨立 
 

簡歷：雲林人。 1986 台灣大學社會學學士。1989 台灣大
學社會學碩士。2002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SU) 
經濟學博士。2019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WMU) 
法學博士 (J.D.)。 就讀 WMU 時，二度代表學校參加 mid- 

west 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比賽且得獎, 曾任 Law Review 

編輯，國際法學社社長，專注國際法研究。目前為 

Lansing 一傳媒公司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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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夜表演人介紹： 

 

1. 台中的聲五洲掌中劇團（布袋戲）- 請參考講員介紹 
 

2. 賴鴻毅牧師（歌唱）- 請參考講員介紹 
 

3. 中西部辣妺團（Line Dance 表演） 
簡介：中西部辣妺團由林麗華帶領，團員包括密西根姐妹謝淑卿，陳英純， 

溫明亮，簡慧齡，以及 Ohio 和Kentucky 的姐妹魏妙圭，林淑環，紀素月， 

白珠麗。這些辣妹們花很多時間，很認真熱情地練習準備此夏令會的表演。
請大家給她們最大的鼓勵。 

 

4. 何玉時（歌唱表演） 
簡介：何玉時是FAPA Ohio Central 分會會長，以及 Columbus 台灣同鄉會
幹事。 

 

5. 劉嘉佳（二胡演奏） 

簡介：劉嘉佳是Cleveland 臺灣同鄉會上一屆會長。 
 

6. 底特律説説唱唱 
簡介：“底特律説説唱唱”成員包括莊文琮(編劇)，莊義和及洪國治。希望

能讓你身心完全鬆懈地開懷大笑，並助你當晚一覺睡到天亮。 

 

7. 余欣儒（小提琴演奏） 
簡歷：余欣儒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音樂藝術博士，主修小提琴，師事帕格
尼尼大賽得主Dmitri Berlinsky。先後畢業於師大附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和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曾獲國內外音樂比
賽大獎，包括義大利 “Rome” Grand Prize 
Virtuos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第一獎、美國紐約 National Artists 

Competition 第三獎、 美國紐約 American 

Protégé International Piano and Strings 

Competition 第一獎等。 
曾獲邀於台灣、美國、義大利、捷克、日本、澳
洲、香港、澳門表演，包括 2017 年於美國卡內 

基音樂廳演出小提琴獨奏及 2013 年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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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hamber Soloists”小提琴成員與小提琴家 Dmitri 

Berlinsky 於Wisconsin 和 Iowa 巡迴演出。在美期間曾擔任 MSU Symphony 
Orchestra 小提琴首席、Midland Symphony Orchestra 和 Battle Creek 
Symphony Orchestra 小提琴副首席。目前為 Kalamazoo, Lansing, Midland 
與 Battle Creek 的 Symphony Orchestra 小提琴團員。余欣儒亦致力於推廣
現代音樂及涉獵各領域演出，累積豐富多元的舞台經驗。近期熱心推廣小提琴
音樂教學，在YouTube 經營小提琴音樂頻道 Lulu Music Studio。 

 

8. 吳旭玲教授（女高音表演） 

簡歷：吳旭玲，曉明女中音樂班，省立台北師專畢業，並於 1990 年以優異 
的成績畢業自國立米蘭威爾第音樂院，獲演唱文憑。自 1992 年以來，每年
均舉辦不同曲目或風格之個人獨唱會，在全國各地巡迴演 

出，深獲佳評。1993 年獲選國家音樂廳「樂壇新秀」。 
2001 年五月獲邀於國家音樂廳主辦之「薪傳系列(二)─璀
璨人聲」音樂會中演出。曾於義大利、法國、韓國、日 本、
馬來西亞及國內各地參與各種型式音樂會的演出。此外，並
與國内多個合唱團與管絃樂團多次合作聖樂作品之演出，擔
任獨唱。留義期間，隨美聲法大師 Maria Carbone 及 

E.Campogagliani 學習發聲技巧和聲樂曲詮釋。近年來， 
積極參與各項音樂營，並與 Marlena Malas,Corradina 
Caporello,Thomas Grubb,Elizabeth Mannion 及Eugene 
Bossart 等教授學習樂曲詮釋和語音學。現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基本會員。 
(吳旭玲教授簡歷與照片取自 https://www.newartinc.org/vocalmusic/230-2013-11-05-06-15-02.html) 

 
 

8. 黃玲美音樂博士 

簡介：黃玲美音樂博士是芝加哥熱心鄕親，多次在夏令會表演。我們很感激

她再度出來為吳旭玲教授的女高音表演伴奏。 

 

9. 黃芝宜教授 

 
 

簡介：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鋼琴演奏碩士，現任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致力於音樂
人 文藝術研究，及與聲樂家、鋼琴家之合作演出。 

http://www.newartinc.org/vocalmusic/230-2013-11-05-06-1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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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s 

MTSC 2019 Photo Contest Rules 
(Prepared by Randy Gu) 

- Photos must be taken by MSTC 2019 attendee. 

- Photos must be taken using a digital camera. Reproduction from a print is not allowed. 

- An MTSC 2019 attendee may submit a maximum of three photos. 

Themes and timeframe of your photos should be 

- 優質文化 美麗台灣(taken in any date) 

- 中西部夏令營 2019 (taken between 7/12/2019 and 7/13/2019) 

Image File Preparation 

- Do not remove EXIF in the photos. 

- The image may not contain any watermark. 

- Name the image files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at: 

o LastName_initial_01 
o For example, 
o Gu_R_01, Gu_R_02, Gu_R_03 

Selection for Voting 

- Top submissions will be selected and shown to MSTC attendees Sunday, 07/14/2019 for 
final vote. 

Winners and Prizes 

- A set of images will be selected for viewing on Sunday. 

- Four winners will be decided by the audience. 

- Prizes will be awarded to the winners. 

Copy Rights 

- Contestant agrees to allow MTSC2019 to display your photos for viewing on Sunday, July 
14, 2019. 

- Winners of the contest agree to allow MTSC2019 to post the photos on its website for a 
year. 

- “Photo Courtesy of Mr./Ms. xyz” will be visible alongside the winning images. 

- Further permission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individual winner in case future need of 
posting of the images arises. 

Submission: 

- Send your images to 

o rjgu2235@gmail.com 
o with subject line of “MTSC2019 - Photo Contest” 

- Include your Name in the email. 

- Submit your photos by 11:00 PM, Saturday, 07/13/2019. 

- You agree the general rules set forth herein if you submit your photos. 

mailto:rjgu223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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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夜 

  

7/13/2019 禮拜六 7:00 – 9:00 PM 

主持人: 莊義和 

策劃人：方晃贇，洪國治 

1. 布袋戲 ................................. 台中的聲五洲掌中劇團 

1) 魔幻戲劇藝術嘉年華 

2. 歌唱 .............................................. 賴鴻毅牧師 

1) “永遠的故鄉” - 蕭泰然/曲 吳榮裕/詞 

2) “故鄕的鳳凰花” - 林福裕/曲 黃靜雅/詞 

3. Line Dance ...................................... 中西部辣妺團 

1) Yolanda 

2) Last Waltz 

4. 歌唱 . . . . . . . . . . . . . . . COLUMBUS 何玉時女士(Nancy Ho) 

1） Santa Lucia，義大利民謠 

2） Think of Me，fr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劇魅影) 

5. 二胡演奏 ................................... 劉嘉佳，Cleveland 

1）台灣民謠組曲 

6. 説説唱唱 ........................................ 底特律同鄕會 

7. 小提琴演奏 ........................................ 余欣儒音樂博士 

1） 《Massenet, Meditation from Thais》 

2） 《A Whole New World from Disney's Aladdin》 

3） 《 思慕的人》 

8. 女高音獨唱 .............. 吳旭玲教授女高音獨唱， 

黃玲美音樂博士,黃芝宜教授伴奏 

1）《鑼聲若響》      許丙丁/詞  許石/曲           許雅民/編曲 

      2）《苦楝若開花》     王明哲/詞曲                  許雅民/編曲 

        3）《菅芒花》            許丙丁/詞  鄧雨賢/曲         許雅民/編曲 

        4）《阿爸ㄟ風吹》        鄭智仁/詞曲                萬益嘉/編曲 



15 
 

2019 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工作人員 
2019 Midwest Taiwanese Summer Conference Staff 

 負責人 

總召集人 方晃贇 

顧問 鄭劭方 翁碧蘭 

中西部區理事長 黃慶鍾 

底特律同鄉會會長 洪國治 

秘書 黄玲玲 

網路 黃玲玲 

會計 財務 歐玉女 

註冊 黃玲玲 蔡文郎 

報到 溫明亮 吳毓燦 簡慧齡 韋淑慧 李敏齢 

招待 洪國治 鄭劭方 溫明亮 

大會節目策劃 方晃贇 洪國治 葉治平 

認親结缘策劃/主持/宵夜 溫明亮 黃啓仁 施伶泓 

台灣之夜策劃 方晃贇 洪國治 

台灣之夜主持 莊義和 

場地接洽 黃啟仁 

場地音響/佈置 莊文琮 范盛文 黃啟仁 賴秀瓊 

募款/廣告 洪國治 

大會手冊 吳黎敏 全體 MTSC 工作團員 

電腦設備 古仁智 

攝影 古仁智 陳志昌 

機場接送 
陳志昌 簡明仁 蔡文郎 洪國治 何源泉

范盛文 莊義和 黃慶鍾 莊文琮 

會前接待 莊義和 李敏齡 

醫護 黃慶鍾 

採購 范盛文 

紀念品 施伶泓 何康隆 

會場總管 黃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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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C supports TANG and TACL efforts to “Write in Taiwanese” for 2020 Census 

以下全文原刊載於 2019 美東夏令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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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government is ourselves and not an 

alien power over us. The ultimate rulers of our democracy are 

not a President and senators and congressme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he voters of this country.” ~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 32nd U.S. President. 

感謝贊助 

 
Big thanks to our advertisers （北美洲臺灣婦女會， Attorneys Kelly 

Huang Eddy and Nicholas Huang， and T. A. Archives） for thei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of the summer conference. In addition, we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and thank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for their 

generous donations to the conference. 

 
 

$2,000 and Up: 

賴玉森，林惠美夫婦 

Anonymous 

Below $2,000: 

許幹男，楊明珠夫婦

文俊彥，葉菊夫婦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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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理事會暨人才訓練營    

10/17-10/21/2019 @ 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 Marriott Hotel, VA 
 
 
 
 
 
 
 
 
 
 
 
 
 
 
 
 

 

   第 32 屆年會 32nd Annual convention    
 
 

NAT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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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INDIANA AVENUE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02-6150 

Firm – 317.237.0500 

Direct – 317.644.5562 

Fax – 317.630.2790 

keddy@lewiswagner.com 

www.lewiswagner.com 

闔家平安 

萬事如意 

KELLY HUANG EDDY 
ATTORNEY 恭祝 

印州專業律師 
Lewis Wagner, LLP 

 
 

 
 

 

 

**Nicholas Huang, Kelly Huang Eddy 是 Michigan 同鄉黃啟仁，陳東蘭的公子，千金 

****************祝 2019 年中西區台灣同鄉會夏令營順利圓滿**************** 

Hamilton County Office 
11611 N. Meridian St. 

Suite 150 

Camel, IN 46032 

Indianapolis Office 
(Market Tower) 

10 West Market, Suite 700 

Indianapolis, IN 46204 

服
務
周
到 

 
Nicholas C. Huang 

(317)639-4511 

nhuang@harrisonmoberly.com 

經
驗
豐
富 

Estate Planning &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Transaction & 

Litigatio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 Litigation 

Employment Agreements 

and Related Litigation 



 


 


 


印州資深專業律師 
Harrison & Moberly, LLP 

mailto:keddy@lewiswagner.com
http://www.lewiswagner.com/
mailto:nhuang@harrisonmober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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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 台美史料中心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taarchivescenter@gmail.com 

 Information and Artifacts of Midwest Taiwanese Summer Conferences: 

 

We have bee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artifacts of your conferences and posted on T. A. 

Archives’ website, such as invitation letters, registration forms, program books, articles 

after the conferences, photos and souvenirs, etc. We are also preparing a book as shown in 

the “Encyclopedia” section of our website. Let’s work together to collect a complete history 

of your 49 years conferences from the first one in 1971. 

 Book Series of T. A. History: 

 

We are preparing following books related to T. A. History. We hope to present to main 

stream society in a big scale in order to help T. A. history to be a significant portion in the 

U. S. History: 

1. Taiwanese Americans 

2. Our Journeys 

3. My Stories 

4. Organizations 

5. Publications of Books, Magazines, Newsletters 

6. Outstanding Taiwanese Americans 

7. Summer Conferences and Camps 

8. Music Concerts and Musicians 

We will have more subjects adding to the above list later.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other subjects to be considered in this list. 

 Videos of T. A. History: 

 

We have collected 143 videos and posted on the ”Videos” section of T. A. Archives’ website. 

If you have videos related to T. A. history, please contact us. 

 

 Paintings of T. A. History: 

 

We have collected 30 paintings, all by T. A. artists and posted on the “Our Footsteps” section 

of T. A. Archives’ website and displayed in T. A. Archives Center. We hope to have more 

T. A. artists to help us vividly illustrate T. A. history with their talents. 

 

 Welcome Your Visit to T. A. Archives Center in Irvine/CA 

Have a Successful Summer Conference!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mailto:taarchivescenter@gmail.com


 

美麗臺灣：太魯閣的懸崖景觀 
 

 
 

長春祠 
中橫公路修築期 

間，由於地形險 

峻，開拓困難，有

許多工作人員殉 

職。矗立在立霧溪

谷峭崖邊階的長春

祠，即為紀念開闢

中橫公路殉職人員

所建，裏頭供奉著

中橫公路興建工程

殉職的 225 位築路

人靈位。 

 

Photo courtesy of 

方晃贇 
 

 

 

 

燕子口 
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懸崖峭壁舉世

聞名，是臺灣引

以為傲的景觀。

燕子口指中橫公

路距靳珩公園約 

500 公尺的大理

尺峽谷峭壁上受

流水侵蝕後所留

下之小岩洞，曾

有燕子直接築窩

在其上面. 

 

Photo courtesy 

of 方晃贇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cenery737.html


 

會場地圖 
 

 

Manchester University Campu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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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絡電話 911 

Emergency and Campus Security Information 911 

其他狀況請打：248-229-4605（洪國治）或 989-714-5782（黃啓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