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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網站 

基金會臉書 

基金會專屬社群網站 

台灣人活動中心行事曆

活動預告

十一月十二日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
 
講題: 生命影響生命
主講人: 呂信雄博士以及夫人吳方芳女士
時間: 十一月十二日五點三十分至九點三十分

今年11月12日的傳統基金會募款餐會很

高興邀請到台東基督教醫院暨相關機構

總執行長呂信雄博士以及他的夫人吳方

芳女士為我們的主講人。呂院長憑著醫

務管理專長，秉持著當初譚維義醫師的

創院初衷，堅信「台東需要東基！」

「東基不能倒」，不僅將面臨關院的東

基搶救回來，讓它能夠繼續提供台東在

地偏遠鄉民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外，近十

年來，更是呼召許多年輕人一同投入後

山醫護關懷工作，將愛送到山之巔、海

之角，讓東基不只是一間醫院，更是一

間主動出擊、提供各種社區服務、成為後山這片土地「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的「行動醫

院」。 
夫人吳方芳女士則是兒童性侵害、家暴受創婦女、身心障礙孩童心理輔導及

婚姻協談工作者。早期，台灣後山地區，因為經濟條件不佳，工作機會難

尋，許多小女孩，被迫賣淫。在1986~1997年間，吳方芳女士全力投身在救援

雛妓的工作，也曾為此遭人口販子毆打受傷。後來夫人也幫助呂信雄院長參

與東基的改建與募款文宣工作，兩人全心全意在後山耕耘，寫下無數美好的

感人故事。 
在今年的募款餐會，呂信雄院長以及他的夫人吳方芳女士將與大家分享的的

主題是「生命影響生命」。這將會是一場不可多得的生命饗宴，希望大家千

萬不要錯過! 
募款餐券計分$50, $100, $200, $500, $1000和特別贊助等六種，報名和捐款方式如下(報名截止

日期10/24/16)：

1. 到基金會網站線上報名。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Heritage-Society-of-Houston-1257918857569455/
https://www.yammer.com/thshmemberforum/#/hom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calendar.htm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6-fundraising-event---chinese.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9A%E7%B6%AD%E7%BE%A9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53


2. 收到基金會的募款信後，請填上參加人數，是否素食，和支票放入回郵信封寄回基金會，

支票抬頭為 THSH。
3. email THSH@houston-taiwanese.org報名，參加人數，是否素食，捐款數額，晚會當天櫃

檯繳錢。

4. 和以前一樣可以向基金會理事、幫忙推銷義工、或活動中心經理洽購。

5. 學生免費優待，請email報名，註明學生。

依循往例，贊助千元以上者，將列出大名，永誌於活動中心。還有您的捐款可以免稅，在收到捐

款後電子收據馬上由email送出以便您報所得稅之需，如需紙本收據，請到櫃台領取。假如您任職

的公司有Matching Fund Program的話，希望您向公司申請，您的公司也將會捐款給基金會，這樣

您的捐款可達到雙倍效果。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在此謝謝您的參與和贊助。

 

十月二十二日與蔡和杰醫師(Dr. Ho-chie TSAI )有約～演講(兩場)

講題 1: Connect with your Core : A Guide to Growing Up Great
時間：10月22日星期六下午十二點三十分至一點三十分 (線上報名)
Dr. Ho-chie TSAI(蔡和杰醫師)會和台語學校的youth交流互動。交流主題是「Connect with your
Core : A Guide to Growing Up Great」歡迎台語學校的學生參與。

講題 2: The 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 Where are We Now? 
時間：10月22日星期六下午三點至五點 (線上報名)
將與同鄉分享主題「The 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 Where are We Now?」，之後有

座談會或是Q&A時間，歡迎各年齡層同鄉來參加。

Ho Chie Tsai簡介: Ho Chie Tsai 是一位在舊金山灣區執業

多年的小兒科醫師，看起來卻比大學生還年輕，這也許肇

因於他的生活總是繞著小朋友打轉吧。Ho Chie 對於未成

年的孩子總有一份濃濃的關愛和殷殷的期許，在醫院裡，

他照護弱勢幼兒，期盼他們健康長大、實現自我；工作之

餘，他的熱情則放在協助台美兒童和青少年認同台灣根

源、活出個人潛能、團結台美社群。

Ho Chie 的社團服務經驗可以溯及90年代的初期，他在伊

利諾香檳校區曾擔任「亞太學生協會」的會長(92-93)，共

同創辦「台美學生社」 (90-91)，並且成立「泛亞太美國聯

合會」 (91-92)，也負責組織「伊利諾香檳亞太校友會」

(94-95)。特別值得一書的是他與美東夏令營的淵源，1991年 Cornell 美東夏令營甫告一段落，Ho
Chie 旋即回到伊利諾州以卓越的領導組織能力在同年創建跨越校際的「美國台裔學生協會」

(ITASA)，從此，他把課餘精力都放在台美社團舉辦的夏令營，只要是台美第二代的活動，幾乎都

可以看到他統籌、設計、執行的身影。一直到今天，身為一 位忙碌的醫師，他還是到處奔走，在

幼少參加的營隊、大學舉辦的演講會場、以及青年專業人士聚會的場合，他引導成員分享彼此的

成長歷程，教大家認同自己的根，發展生命的熱情，追尋人生的意義，發揮個人對社群的影響，

進而凝聚台美人的共識和力量。

Ho Chie 自1996 年以來就一直擔任「台美基金會」(TAF) 的理事，目前是「台美人第二代醫師協

會」(NATMA 2G) 的執行委員，也是他所創立的「灣區台美專業人」(TAP in SF)的顧問。2006 年
Ho Chie 決定將夏令營的效果帶給每個無法參加的孩子，於是他成立了TaiwaneseAmerican.org，
藉由在網路上報導新生代台美人的成就，促進第二 代、第三代台美人對身為台裔的認同感和光榮

感。在諸多第二代台美人發起的社會媒體運動中，TawiwaneseAmerican.org總是扮演著不可或

缺的角色，例如，其參與製作和宣傳的「2010 戶口調查──寫下台灣人」影片和 T-shirt，就是最

近從美國延燒回台灣的熱門話題。

在 每一支影片、每一篇文章、每一場演講裡，Ho Chie 對於生命的熱情引燃了聽眾和讀者對於自

我實現的渴望，這麼一位活力四射的年輕人，當年在芝加哥城郊曾是一個被歧視、沒自信的小

孩，在台灣價值與美國文化之間痛苦掙扎，如今 Ho Chie 走出了年少時期的辛酸，他這輩子的使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58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44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cFLfw73O30


命就是要幫助每一個膽怯、受傷的台美孩子，將隱形的不安全感轉化為光榮的歸屬感，認同台灣

根源，培養自信心，活出生命的潛能和美好。他希望有一天跨越世代的台美人能夠團結起來，在

各界發揮台灣族裔的影響力，讓所有美國人都對我們刮目相看，成為美國文化和歷史上必須記上

一 筆的「台灣人」。

基金會電子報徵文 

基金會電子報－ The Link 自8月份發行以來，深穫許多同鄉的好評，給予電

子報編輯組莫大鼓舞。我們將繼續秉持著當初創報初衷，按時將活動預告利

用電子郵件通報給我們的會員，大家也可以從電子報的link在網上報名參加活

動。 傳統基金會網站(www.houston-taiwanese.org) 自10月份起，新增了

「鄉親分享園區」，來刊登鄉親們的文章，讓大家可以盡情地藉著書寫與鄉

親們分享好消息、好資訊、生活點滴、或是學習心得。基金會電子報歡迎大

家來投稿，若是能附上相片更佳。在不違反作者原意下，編輯組有權刪改來稿。若您不希望我們

做任何刪改，請事先註明。稿件請E-Mail到 THSH@houston-taiwanese.org 基本上，您可以直接

到基金會網站去看這些文章，也可以從基金會電子報連結過去看。我們希望藉著鄉親們的分享，

可以讓基金會電子報更加豐富，也讓我們這個台美人社團能夠更加連結一起。

十月份文章有：

呷好逗相報 - 宋明綉

參加體能訓練班的心得報告 - 老柯

上尤文芳老師【初級日文班】的記趣 - 老柯

此刻打盹，你將做夢；此刻學習，你將圓夢 - 吳真惠

同樂舞會慶中秋 - 江海倫

An Afternoon of Fun, Art, and Humanity - Susan Shi
愛心與健走 - 吳連山

阿嬤的私房菜 - 潘美苓

釣魚講座 - 吳連山

十月一日 台語教師種籽營
時間: 十月一日下午三點 

台灣語文學的「台語教師種籽營」，即將於十月一日下午三點正式開課。由

謝明美老師，教授以白話字來書寫台語，每次上課一個小時，周六上課，預

計九次，即可完成課程，讓您讀寫台語，毫無障礙。歡迎有興趣者，電洽台

灣語文學校校長蔣為志(832-600-0432)。

 

十月份活動

接受捐贈食品罐頭及金額給Houston Food Bank
時間：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為了響應本地電視台Channel 13的Food Drive捐贈食物活

動，鼓勵同鄉有意捐贈食品罐頭或金錢者，可以拿到中心櫃台來。我們將於

12月初送到Channel 13，由他們轉交給Houston Food Bank。捐贈食品罐頭

者，請務必注意：1、不能是玻璃瓶裝食物，因它容易破碎危險。2、食品有

效日期應是12月10日以後的日期。如逾期失效者，恕不接受。3、特殊口味的

東方罐頭食品（如醬瓜、辣椒醬…等等），請勿捐贈。

同鄉會【台灣電影展】三部曲

時間： 十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場

你有多久沒看電影了？為服務本地同鄉，同鄉會將於10月1日、15日及29日（三個星期六）的下

午二時，在台灣活動中心帶來一系列台灣電影紀錄片，首先登場的是10月1日的《牽阮的手》，

本片由導演莊益增與顏蘭權夫妻，花了五年時間共同執導，故事記錄同樣出身台南的社運人士田

朝明醫師與田孟淑夫婦橫跨長達六十幾年的深情與大愛，也透過兩人長期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呈現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www.houston-taiwanese.or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rticles.html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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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rticles.html#biglov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rticles.html#grandma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rticles.html#fishing


出台灣半個多世紀的民主發展歷史，及對台灣這片土地堅持永續的熱愛。歡

迎同鄉在秋涼的午後，一同來欣賞。

選舉登記講解 (Voter Registration Drive)
時間：10月8日星期六上午11 點至12 點 

Ms. Kathy Cheng 希望能夠喚起大家對參與投票的注意及重要性，並成為一個充分掌握

資訊的投票者，所以她會來活動中心跟大家講解一些有關選舉登記的資訊，她也希望能

夠招募一些義工，可以來參加訓練並幫忙選舉登記。(線上報名)

 

防止跌倒扶把器材的登記

時間：10月12日星期三下午一點至二點

休士頓市政府專家Mr. Chanda Phanhphongsane說十月後將有經費下來。現在他要

讓我們登記。如果您家需要安置扶把器材，譬如：grab bars, toilet, hand rails or
ramps可來向他登記。他可以擇期派人到您家免費替您安置。機會難得，且經費有

限。請把握機會到活動中心櫃台登記。

 

活動中心外部環境清潔日

時間：10月15日星期六上午9 點至中午12 點 
活動中心希望藉著十月中旬天氣轉涼，來清理一下周圍的環境，如剷除雜

草，剪修樹枝，修補圍牆，並清理廢物垃圾等。歡迎大家來參與這個讓我們

中心更整潔美觀的活動。若能自備清理工具最好（如鋤頭、掃把、鐮刀…
等)。讓我們一起來使得活動中心更乾淨更美觀。有興趣者，請報名登記，以

便準備茶水、便當。(線上報名)

 

橋牌及麻將班 
時間：於10月6日開始。每星期四下午1 點半到4 點半

大家可以相約來打橋牌及麻將，完全是娛樂及友誼性質，不能賭博。

SUDOKU班因為人數不足五人，美國老師說暫停。但是歡迎再登記。只要有五

人以上，他非常樂意來教大家。有興趣學習者請勿失良機。

 

亞洲協會所舉辦的夜市活動 (Night Market at Asia Society)
時間：10月21日星期五晚上六點至九點

基金會和蔡和杰醫師的TaiwaneseAmerican.org將參與休士頓亞洲協

會所舉辦一年一度的夜市活動。現場將有音樂表演、手工藝術作

品、許多其他不同風味的展覽和攤位以及適合全家人的活動等等，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地址是1370 Southmo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04；電話713-496-9901。

http://asiasociety.org/texas/nightmarket2016

 

蝙蝠的故事

時間：10月22日星期六下午十二點半到一點半

你認為蝙蝠小小，黑漆漆的很恐怖嗎？為什麼它是保育類動物？為什麼休士頓及奧

斯汀橋下的蝙蝠洞，是當地觀光景點之一？如果沒有蝙蝠，許多害蟲、老鼠都會很

肆虐. 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休士頓動物園專家，專程免費來解說蝙蝠的故事。

她精闢的演說將會改變我們對蝙蝠的觀感。據說很多小孩子也很喜愛這個節目。請勿錯失這機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59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3
http://asiasociety.org/texas/nightmarket2016


會。(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Ed Lin 新書發表會
時間：10月27日六點三十分

地點：Murder by the Book, 2342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05

 

具有台裔和中裔血統的 Ed Lin 是第一個得到三個亞㺯文學獎的美國作家,  繼去年他

以台灣民俗的”鬼月”為背景的小說 Ghost Month 之後、今年推出以台灣中

活動報導

九月九日景觀建築師Peggy Chi 在活動中心為大家講解景觀設計和生活品質與身體健康的關係。

Peggy 提供了世界各國景觀設計經典的案例，也對活動中心的景觀提出了她的看法和建議。會中

討論熱烈，這是一場綜合數個領域並且理論與實務兼顧的演講。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41


THSH Participated in 2016 B.I.G. LOVE CANCER CARE …

九月二十五日我們以台灣傳統基金會之名加入 B.I.G Love Cancer Care Fun Run 這個公益活動

（一個為癌童及病童家屬而路跑/健走的募款活動）。THSH 的捐款總額超過$2,500。活動當天有

超過35個人參與，小自二個月，大至80多歲，大家支持公益活動的熱誠，讓九月二十五日的早晨

充滿濃濃的愛心。這樣子的活動，給了參與者一個能兼顧健身、關懷與社交的機會。基金會第一

次參加就獲得團隊人數獎第三名的獎項。(活動圖片) (文章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x2XfVDtPo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ctivity-photos.html#biglov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rticles.html#biglove


九月二十四日台灣語文學校的小朋友們在Be the Peace - Be the Hope 活動中，發揮無限的創

意，藉由畫畫為難民兒童加油打氣。(活動圖片)(文章分享)

 

九月十日釣魚講座，許勝弘牧師鉅細靡遺地介紹各式各樣的釣具，小自釣勾大到運載釣具的小拖

車。他也當場示範如何綁釣竿，並讓大家實際練習操作。(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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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Dr. Kim Tran為鄉親們解說眼睛老化的疾病及保養。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繼整修了舊有的信用合作社辦公室做為交誼廳使用後，基金會也重新整修了101室做為會

客室使用，此會客室除了預訂保留的時間以外，平時開放給會員及學生家長休息用，歡迎

大家來參觀並多加利用。

 
參加傳統基金會所舉辦的課程/活動費用須知:
每年您若是捐款$50以上給傳統基金會，便是基金會的使用會員(user member)，您可以

免費使用活動中心以及參加一些在活動中心舉辦的常態性活動或是課程。倘若您還不是使

用會員，但是想參加活動中心辦的活動或是課程時，我們歡迎您來成為試用會員，試用會

員可以免費參加三次課程或活動，如果您喜歡且願意繼續的話，您可以加入成為基金會的

使用會員，若您屆時尚未決定要成為使用會員但卻仍想參加活動或是課程時，您也可以選

擇按次付費。 
最近活動中心也常舉辦一些講座或是座談會，免費提供給會員及非會員，希望大家把握機

會多多來參加。 
以下是一些活動收費內容: 
乒乓球和卡拉OK: 傳統基金會會員一人捐款 $100以上免費 ;非會員每次收費 $10。氣功班



、太極健身班、日文課、排舞班、 健身運動: 傳統基金會會員一人捐款 $50以上免費 ;非
會員每次收費 $10。 

台灣人活動中心現在廣開大門。將持續舉辦活動，開闢新課程。非常歡迎你們的意見及建議，請寄

THSH@houston-taiwanese.org。更希望大家共同來參與。這是我們台美人共同的家，我們應該好好利用它。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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