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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底，基金會理事長蕭文源來電，拜託接掌活動中心主任一職。我和他素昧平生，從未深

談過，只是參加過他兩、三次的電腦(手機)課程，深為他的學識及熱忱所感動，遂一口答應。不

過我只願意服務一、二年，好讓其他同鄉也有服務的機會…(閱讀全文)

江慈暉

自2016年 四月份的Service Members年會之後，接任基金會副理事長一職，在新任理事長蕭文源

的領導之下，開始了忙碌卻充實的一年。其實不僅是我，許多人也受到蕭理事長服務熱忱的影

響，願意與他一起為我們這個台美人社區貢獻一份心力…(閱讀全文)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cclain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helen2016review


基金會致力於活化社區以及與外部社區連結，不斷推出新的活動與課程，目前志工團隊負荷量已

超過滿載。我們需要你的參與來幫助我們的優質活動能夠持續下去。想像如果有十個人願意每人

每周服務社區三個小時，在良好的規劃下，我們將可以利用這每周額外三十個小時的人力成就更

多的事。因此基金會將在一月二十八日早上十點台語學校舉辦Open House的同一時間，與學校合

作舉辦志工展覽會 (volunteer fair)。我們將匯整基金會與學校所有的志工機會包括工作內容、時

間、負責人等訊息，呈現給大家閱覽，如有疑問現場將會有專人解說，請大家踴躍參觀並加入我

們的志工行列。以下我們整理出一些擔任志工的好處：

1. 避免不必要的人事支出，讓社區把資源投入到設施的改善與提供更好的活動、服務

2. 與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成就一些個人單打獨鬥不可能完成的事，建立同志情感與團隊精

神

3. 涉獵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建立人脈，探索生涯的其他可能性

4. 促進自我成長，從與他人共事和相處中培養同理心

5. 藉由協助社區內的家庭、學校、青少年或是美化環境來增進社區的凝聚力

6. 提升你對公共事務的瞭解，認識社區甚至政府的運作

7. 回饋社區並帶動更多志工的參與，擴大影響面

相信自己，每人每周三小時的社區服務將可以改變我們的社區甚至整個世界。

 

提升整體社區的電腦知識一向是基金會努力的目標之一。從一月五日起每個星期一及星期四，兩

天，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兩個小時），我們特別聘請到了資深電腦教師謝同先生為我們規畫並

教授實用電腦應用的課程。內容保括一般日常生活電腦、平板和手機的常識及應用。課程由淺入

深，著重實作與上機學習，學員不須有先前的電腦知識，目標在於課程結束後，大家都能有信心

並且安心地使用電腦科技從事休閒、社交、通訊等活動。

本次課程為期十六個禮拜，因位置有限， 先註冊的前十人可以使用活動中心電腦教室的Windows



10觸控螢幕電腦。後來者，因電腦不夠，必須自帶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會員免費；但非會員

每次$5)(線上報名)

 

基金會自去年十月份起利用台語學校的中午休息時間請來休士頓動物園專家，專程來解說【蝙蝠

的故事】，以及十一月份的【話說蝴蝶】，頗受許多家長和小朋友的喜愛，於是開始安排一系列

的親子教學同樂的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有趣的學習環境，不只是聽演講，更

有讓大家有hands-on的經歷，讓大人、小孩都能夠來學習一些新知識並且有good time; 也希望能

夠激發來自不同領域的人之間的對話。

自今年一月份起 (THSH) Family Fun Series 將陸續推出候鳥及猛禽介紹、冬天的夜空、身體的平

衡與活動〜演講及表演、漫談我們都市的野生動物、蜜蜂與我們.....等等有趣的題材，歡迎大家

一起來參加。

本期文章

活動中心與我 - 吳連山 
回顧與展望 - 江慈暉 
回憶休士頓台灣會館建館的年代 - 楊朝諭

會舘〜咱的厝、咱的夢：築夢建館之源 - 吳美惠

天涼好箇秋 - 蔡淑媛

殊途同歸 - 蕭邦圖書館與北美月刊 - 林梓秧

台中鹿港遊 - 林錦燦

活動中心是我們台美人的家，基金會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利用它，所以今年活

動中心新增了許多新的活動及講座，期待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當然我

們更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我們建議甚至「呷好逗相報 」，能夠將您們參加這些

活動的感想或是心得，用您的文筆紀錄下來，與大家分享，因為「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這也是我們開闢「鄉親分享園區」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像11
月份我們有防止罪犯及自保安全、健康保險座談、話說蝴蝶…等講座，相信許多參加的人多多少

少都有些感想，甚至是建議，我們衷心地希望能夠聽到大家的聲音。還有像現在又開始的一日遊

活動，10月份去菩提中心和Sam Houston State Park，11月份去Galveston，我們也很期待聽聽大

家去參加一日遊的感想，這不僅幫您留下紀錄和回憶，也可以鼓勵更多鄉親與大家一起來參加這

些有趣又好玩的活動，甚至對那些為了讓大家玩得開心，努力做功課的導遊們也是很好的鼓勵，

一舉數得。除了活動心得分享外，我們仍然希望大家樂意用文筆來與我們分享好消息、好資訊、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0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cclain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helen2016review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ccyan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ccmei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saifal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chopin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lugang
mailto:%20thsh@houston-taiwanese.org


以及生活點滴。 所以基金會電子報誠心地邀請大家來投稿，任何家庭、親子話題、生活隨筆、保

健心得、遊記、食譜、食評、影評或是任何專業人員之專業分享皆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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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一月份活動

電腦應用課程

時間：一月五日起，每星期一和星期四，1:30 pm – 3:30pm
我們特別聘請到了資深電腦教師謝同先生為我們規畫並教授實用電腦應用的

課程。內容保括一般日常生活電腦、平板和手機的常識及應用。課程由淺入

深，著重實作與上機學習，學員不須有先前的電腦知識，目標在於課程結束

後，大家都能有信心並且安心地使用電腦科技從事休閒、社交、通訊等活

動。(會員免費；但非會員每次$5)(線上報名)

製作紅包燈籠

時間：一月十四日和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10:00 am – 12:00 pm

農曆新年快到了，活動中心也正策劃該如何佈置，張燈結綵，迎接新的一

年。吳美瑢老師提出建議要教大家來做2種不同花樣的紅包燈籠，不僅讓大家

多學一樣手工製作藝品，也順便可以用來佈置活動中心，一舉兩得。我們會

盡量準備需用的工具，但恐怕沒有足夠的釘書機供每個人使用，如想來學習

製作紅包燈籠的人，可否自備一個釘書機來?  謝謝!  也希望大家踴躍來學習

和幫忙。(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候鳥及猛禽

時間：一月十四日，星期六，12:30 pm – 1:30 pm
德州沿墨西哥灣有許多濕地及沼澤地。這是每年候鳥飛渡的好地方，也是我們想

賞鳥的好去處。但這同時也是許多猛禽獵食的好對象。我們好不容易能邀請

Houston Audubon Society的教育專家 Ms. Mary Anne Weber來為我們介紹這些侯

鳥的特性，何處可以看到這些鳥？及如何保護牠們……等等。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教

育及旅遊指南。她也許會帶一，二隻獵鷹來讓我們見識。請順便攜帶小孩來聆

聽。(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Migration Birds & Raptors, http://houstonaudubon.org

當照顧病患時，如何照顧自己

時間：一月十六日，星期一，1:00 pm – 2:00 pm
照顧病患者是非常的辛苦。不僅財力負擔大，更痛苦的是體力和心理都很透

支。許多人都因為照顧病患太久而自己也生病了。如何先自行保健然後才能

照顧別人，這是最重要的。Ms. Doris Muinde 是Senior Caregiver Program的

專家。她將為我們解說一些要點。每個人遲早都會碰到需要照顧病患這些事。能先瞭解並準備，

必定非常助益雙方。(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Care for Caregivers, www.gatewaytocare.org

去年十二月三日本來要與其他社團共同美化東區的公園:Japhet Creek
Natural Conservancy, 4600 Clinton@ Emile St,, Houston, TX 77020。因

為大雨而取消。現在改為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參與我們休士頓地區的社

區服務，一直是基金會的宗旨。過去同鄉們捐贈衣物或救災，及參加步行

的行動，都是本著人溺己溺的愛心。這次我們更擴大參與美化環境工作。

與其他社團共同美化東區的公園:Japhet Creek Natural Conservancy,
4600 Clinton@ Emile St,, Houston, TX 77020。其負責人, Ms. Carol Taylor, 曾在台灣天母的美國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0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3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5
http://houstonaudubon.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1
http://gatewaytocare.org/


學校唸書。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希望我們這次的參與，為我們帶來結交更多的朋友，也讓更多的

人知道「 台灣」二字。(線上報名)

下面是他們的指示:

Parking (even for buses) is onsite:  As soon as you turn onto Emile St, take the first left before
the bridge, and park in the grassy lot.
Nearby Restaurants:  On Navigation Blvd, there is a Jack in a Box, a Ninfa's and several other
restaurants. 
What to bring:

1. Yourself.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ld, please bring 1 adult chaperone per 10 or
fewer young people.

2. Refillable water bottle with your name on it.
3. Your camera to take memorable pictures,
4.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ld, please bring the attached release form signed by your

 parent/guardian.
5. If you are over 18, we have an event check in table, where you may sign the Individual

and Child Release form, or for Groups, a Group Release form.

What to wear:

1. Long pants
2. Old shirt
3. Long socks
4. Closed toe shoes

What do we provide:

1. Gloves and tools
2. Sunscreen and mosquito  spray
3. Introductory park information, safety information and park tour
4. Project direction.

志工展覽會

時間：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10am
基金會將與台語學校合作舉辦志工展覽會 (volunteer fair)。我們將匯整基金

會與學校所有的志工機會包括工作內容、時間、負責人等訊息，呈現給大家

閱覽，如有疑問現場將會有專人解說，請大家踴躍參觀並加入我們的志工行

列。(線上報名)

一日遊 Bryan-College Station
時間：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8:30 am – 5:00 pm

參觀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Messina Hof Winery &
Resort, Monument in Unity Plaza and downtown Bryan，(含門票, 會員十一

元，非會員二十一元。午餐不包括。) (線上報名)

 

二月份活動

SUDOKU 數獨 
時間：二月一日起，每星期三，下午一點到下午二點

數月前曾開課。但因人數太少而停止。現在已有足夠人數。將重興新開課。

SUDOKU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遊戲，可以減緩大腦退化，並讓你能用邏輯解答。老

師是美國人, 非常風趣，且願意與大家研討。機會很難得，請多把握機會。 (會員

免費；但非會員每次 $5)(線上報名)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0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5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9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40


冬天的夜空

時間：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12:30 pm – 1:30 pm
當你晚上在路上走路或開車時，看到滿天的星星，會有怎樣的感受？覺得像

詩人余光中說的  “星空非常希臘”？還是牛郎織女的綺夢，還是星星知我

心？……？讓我們來聽聽Houston Astronomical Society的專家Ms. Debbie
Moran 的解說。這是老少咸宜的題材。請大家來聆聽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

費)(線上報名)
Winter Night Sky: https://www.astronomyhouston.org/

基金會文字營

時間：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2:00 pm – 4:00 pm
基金會期待能有更多的鄉親願意提筆投稿到基金會電子報。在邀稿時，有一

些同鄉表示不太會書寫表達。於是基金會邀請了台語學校校長蔣為志先生幫

忙帶領一個為期兩周，每次兩小時的文字營，來幫助大家突破一些寫作的迷

思，並告訴大家一些有關寫作題材及方法。蔣校長幽默風趣，相信這將會是

一個有趣的學習經驗，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錯過。(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參與本地其他社團清理公園

時間：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點至十二點

身體的平衡與活動

時間：二月四日，星期六，12:30 pm – 1:30 pm
乍看這個標題也許不知道是什麼題材。事實上是：當我們行動時，如果能夠

保持平衡，隨心所欲。並配合自己（或音樂）的韻律，那將是載歌載舞的美

麗姿勢。休士頓大學舞蹈系主任Ms. Teresa Chapman將率領她的學生來為我

們示範。並且歡迎大家與他們共舞。聽說許多小孩都樂而不願罷休。(會員及

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Balance & Flow, www.theatredance.uh.edu

漫談我們都市的野生動物

時間：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12:30 pm – 1:30 pm
這個世界本來是野生動物活動的地方。當我們人類開始興建社區，商業中

心，或工廠…等，就逐漸的將牠們驅趕到別的地方。讓牠們的生存空間逐漸消

失。也逼得牠們為了生存必須與人類爭逐生存活動空間。所以我們常會在我

們的後院看到不同的野生動物，如草蛇，松鼠，負鼠，野兔，鱷魚…等等。但

是別害怕。德州公園及野生動物部的專家Ms. Diana Foss 將來為我們說明如何與這些野生動物和

平共存。(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Urban Wildlife Program, www.tpwd.texas.gov

二月份一日遊 
時間：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8:30 am – 5:00 pm

Newman’s Castle, Staphen Austin State Park and Historical site and Katy
Mills
(會員二十五元，非會員三十五元。包括午餐及門票。)(線上報名)
http://newmanscastle.com/

 

三月份活動

蜜蜂與我們

時間：三月十一日，星期六，12:30 pm – 1:30 pm
我們都知道蜜蜂會產蜜，會傳播花芬，會叮人，會在牆角築巢。為甚麼有人說它快要絕跡？為甚

麼又有人家有蜂窩，被必須叫人來趕走？。休士頓自然博物館，Dr. Nancy Grieg將來為我們解說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Registration.jsp?event=69
https://www.astronomyhouston.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74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7
http://www.uh.edu/cota/theatre-and-dance/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68
http://www.tpwd.texas.gov/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Registration.jsp?event=72
http://newmanscastle.com/


正確的蜜蜂知識。(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http://blog.hmns.org/tag/bee-hive

活動花絮

 

台灣語文學校在十二月十日舉辦了2016秋季班結業式。校長及夫人帶領校務委員和家長志工團隊

為大家準備了故鄉味的嘉義雞肉飯、皮蛋瘦肉粥、波霸奶茶、九層糕等美食。典禮中表揚了學員

們的學習成就，也藉由各項表演展現了他們的學習成果。學生和家長們在歡樂的氣氛中一同慶祝

了此一學期的努力與收穫。

http://blog.hmns.org/tag/bee-hive


去年12月2日，台語學校邀請休士頓的國際學院(Houston International Academy)的高中生到台灣

人活動中心體驗台灣文化和傳統，打太極、舞獅、以及玩一些台灣的遊戲、品嘗台式食物，大家

都盡興而歸。



聖誕佳節期間，副理事長江慈暉把活動中心的前廳佈置一下，使得活動中心增添不少聖誕氣氛。

有好消息給喜歡喝咖啡的人!  活動中心自去年12月份起在前廳放了一台Keurig咖啡機，提供給鄉

親朋友使用。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感謝同鄉捐贈三箱食品罐頭

十一月三十日是我們 Food Drive的截止日期。同鄉共捐贈三箱食品罐頭。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已

經將此三箱食品罐頭轉送到Turning Point Center。這個慈善機構是專門提供食物，衣服及庇護所

給五十歲至六十二歲, 無家可歸的人。這些人的年齡很難再找到工作, 但又不能申請社會福利。是

非常不幸的一群人，希望將來我們能多為他們付出關懷。

http://www.turningpointcenter.org/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2016年度調查
12月份初，基金會邀請大家填寫意見調查表，調查的結果將會幫助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以及舉辦

更能符合您的興趣的活動。這是無記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將您的寶貴意見告訴我們。若是

您對我們的問卷調查有任何問題，請電郵至THSH@houston-taiwanese.org。謝謝。

基金會電腦教室電腦全面升級至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為了使會員們有機會使用最新的作業系統和功能，基金會在台語學校校務委員王凱平(Kevin
Wang)的幫助之下，利用年節休假期間，把電腦室的十台電腦升級至Windows 10 Professional 版
本並安裝了Office 2016。感謝Kevin 對這次的升級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在此鼓勵大家報名新開的

電腦應用課程，好好地利用基金會最新的電腦資源。

元旦期間活動中心開放時間

一月一日，星期日，元旦，應為休假日。次日，一月二日，星期一，補假。本中心亦暫停開放。

祝大家佳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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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大家來參加。這

是我們台美人共同的家。我們應該好好利用它。謝謝！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survey.jsp?surveyId=4


This email was sent to whsiao@isonto.com. If you are having trouble viewing this email,
you may also view it online. To opt out of all communications, click here.

Forward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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