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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頭條活動報導

為了增進休士頓民眾對台灣文化的認識，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特别於四月十五日台灣夜市

(TaiwanYes)當天在活動中心的大廳準備了各式各樣的文藝和童玩活動；有布袋戲演出（日月潭的

由來）、打陀螺、捏麵人、彩繪油傘，陶笛教學，自製花布沙包等精彩節目及項目。歡迎大家一

起來參加並邀請對台灣文化有興趣的友人、小朋友一同前來體驗台灣的童玩文化。（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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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ne.me/R/ti/p/%40qio1688z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aiwanese-culture-and-arts-fair.html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中午，休士頓藝術聯盟(Houston Arts Alliance)〜民俗和公民參與(Folklife
+ Civic Engagement)主任Pat Jasper和節目策劃經理Angel Quesada接受基金會社區服務及文化組

葉郁如的邀請，在理事長蕭文源歡迎下由葉錦如陪同參觀台灣人活動中心。他們兩人都是第一次

到台灣人活動中心，但是對於我們的中心的軟硬體以及活動的多樣性卻是深感驚艷。

翌日應他們的要求帶他們去葛瑪蘭麵包坊了解台式的烘焙文化，他們品嘗了包著不同餡的台式軟

麵包並對於台式麵包讚不絕口。之後Pat邀請葛瑪蘭麵包坊的老闆連憲武先生到活動中心接受訪

談，連先生很高興地分享他如何將台灣式家鄉味融入西方糕點的烘焙風格，使得他能夠憑藉著此

一特色在休士頓的烘焙坊中佔有一席之地，他也告訴Pat和Angel這店名｢葛瑪蘭｣乃是源自於台灣

原住民的一個族群的名字。這將近30分鐘的訪問內容將在日後休士頓藝術聯盟的｢食物與文化｣節
目中播出。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到下午十二點半,趁夏天來臨前，修剪樹幹、雜枝，、拔雜草、

釘補籬笆、換裝空調過濾網、燈管及變壓器、整理儲藏室。需要志工十二至十五人，讓我們一起

來維護一個美觀並且清潔的活動環境。 (線上報名)

為了感謝大家長期對傳統基金會的支持，基金會將於4月29日(星期六)下午5點〜6點半舉行一個

Members Appreciation Party。當日除了蕭文源理事長報告與心得分享外，我們也請來了曾經數

次贏得國際攝影獎的名攝影師Albert  Chen來與大家分享一些他的旅遊經歷及攝影作品，會後並

有茶點供大家享用，歡迎大家來參加。欲參加者請上網報名或是到活動中心櫃台報名。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8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Registration.jsp?event=90


本期文章

好老師？壞老師？笨老師！ - 蔡淑媛

THSH Family Fun Series (I) - Emma Jong
THSH Family Fun Series (II) - Ariana Chen
Reflection on “Who Moved My Cheese?” – A story created by Dr. Spencer Johnson - Helen
Chiang
答案在天下父母的行為上 - 何時

「查別」 - 林錦燦 
黃博英詩集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四月份活動

 
April Computer Class Schedule
Mondays and Thursdays, 1:30 - 3:30pm, Walk-Ins are welcome.
 

 
THSH Family Fun Series- Snakes and Reptiles [漫談蛇與爬蟲類]
http://tpwd.texas.gov/huntwild/wild/wildlife_diversity/urban_program/
Saturday, April 08, 12:30 pm – 1:30 pm
時間: 四月八日，星期六，下午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Education specialist, Mr. Kelly Norrid, from Texas Parks and Wildlife brings
us another exciting topic on snakes and reptiles.  We will learn about these
urban wildlife creatures, how to be safe around them, and how to protect

https://line.me/R/ti/p/%40qio1688z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tsaiteacher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emmaff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arianaff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helenchang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parentsbehavior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linwomen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html#huang3poem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http://tpwd.texas.gov/huntwild/wild/wildlife_diversity/urban_program/


them.  This event is free. (Register Online) 很多人看到蛇都很害怕。其實牠比我們更怕人類。

這世界如果沒有蛇的存在，野鼠一定非常肆虐。我們大慨就沒有糧食吃了。蛇並非都是有毒的。

德州公園及野生動物部的專家 Mr. Kelly Norrid將來為我們解說蛇及爬蟲類。如何去辨識有無毒。

讓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並教導我們如何保護蛇及這些爬蟲類。(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

名)
 

THSH Family Fun Series- Gardening and Wildlife Preservation [維護自然及保護野生動物]
http://txmn.org/
Saturday, April 22, 12:30 pm – 1:30 pm
時間: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Texas is home to many fascinating wild things and beautiful wild places.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eserve thes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Mrs. Julia Trimble will introduce us to the program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at Texas Master Naturalist and show us how to get

involved!This event is free. (Register Online)    我們的自然環境一直被破壞。野生動物也一直受

到威脅而逐漸消失。Texas Master Naturalist, Mrs. Julia Trimble, 要來為我們說明:為什麼要保護

大自然環境，如何維護我們自然資源，及如何去保護野生動物。更重要的是鼓勵我們多多參與他

們的保育工作。(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Day Trip- Brenham & Washington, TX [一日遊] https://www.tourtexas.com/destinations/107
Tuesday, April 25, 8:30 am - 5 pm
時間：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

四月是德州州花bluebonnet盛開的季節。這次旅遊不僅拜訪德州獨立的地

點，Baylor大學舊校園。本來也要參觀Blue Bell冰淇淋公司。但是他們說現在

不再接受參觀。就轉去參觀玫瑰花園及Brenham。沿途百花齊放，非常漂

亮。別忘攜帶照相機。由於Harris County要求十天前必須呈報名單。報名截

止日期為旅遊前十天(4/15)。逾期不再受理。且名單繳送後恕不退費。務請注

意, 合作。(會員五元，非會員十五元，不包括午餐及門票。(線上報名)

 

TCC Spring Cleaning [清理活動中心環境]
Saturday, April 29, 9am – 12:30 pm
時間：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到下午十二點半

TCC spring cleaning needs your help! Before summer arrives, it is the best
time for trees and shrubs trimming, weeding, and fence repairs.  We
need 12- 15 people to help keep our community center clean
and beautiful.  趁夏天來臨前，修剪樹幹，雜枝，拔雜草，釘補籬笆，換裝

空調過濾網，燈管及變壓器。整理儲藏室。需要十二至十五人 (線上報名)

 

五月份活動

 
Metro Q Card Registration [休士頓公車老人卡] www.ridemetro.org
Saturday, May 6, 2pm - 3pm
時間：五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三點

休士頓公車處的工作人員將來本中心協助我們申請老人乘車卡（Q Card）。65-69歲持有這張卡

者在休士頓搭乘公車或單軌車可以享受半價優待。七十歲以上者搭車完全免費。如果你必須到去

Medical Center或市中心，利用這張卡片去搭乘公車或單軌車可以減少停車的麻煩並節省停車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79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79
http://txmn.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2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2
https://www.tourtexas.com/destinations/107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4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8
http://www.ridemetro.org/Pages/index.aspx


費， 非常實用。請勿失去這個機會。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Fall Prevention [防止跌倒及扶把器材的登記] www.houstontx.gov/health
Monday, May 8, 1pm - 2pm

時間：五月八日，星期一,  下午一點至二點

休士頓市政府專家Mr. Chanda Phanhphongsane非常熱心。將再來為我們講

解：如何防止跌倒。如果您家需要安置扶把器材，譬如：the grab bars,
toilet, hand rails or ramps。他說現在可以讓我們登記。他將擇期派人到您

家，免費替您安置。機會難得。若錯失此良機，必須等到十月後有經費下來

才可以再申請。時間及經費有限。請把握機會。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Alzheimer's 10 Signs [老人痴呆症十個跡象] www.alz.org
Monday, May 15, 1pm - 2pm
時間：五月十五日，星期一,  下午一點至二點

如何去檢測自己是老化，失智，或患老人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Alzheimer’s Association的專家將來為我們解說老人痴呆症的十個跡象。如果

你沒有這些跡象，可以放心。你只是老化。如果有這些現象，就應該及早去

看醫生，治療。但不管如何，還是要多做腦部與身體的健康活動。(會員及非

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Day Trip - Formosa Plastic Corp. & Victoria, TX [一日遊] www.explorevictoriatexas.com
Tuesday, May 23, 8:30am - 5:30pm
時間：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參觀德州台塑公司，並在那裡吃中餐。然後到Victoria參觀維多利亞式建築

物，Museum of the Coastal Bend 及 Victoria Educational Gardens 。(會員

五元，非會員十五元，不包括午餐及門票) (線上報名)
 

 
 

活動花絮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9
http://www.houstontx.gov/health/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5
http://www.alz.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6
http://www.explorevictoriatexas.com/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87


三月六日 (星期一) 下午1:00  – 2:00，老人癡呆症協會的志工Nellie Doty女士來演講如何預防老人

癡呆或失智，使我們的大腦和身體維持健康的生活。共有22位同鄉參加。 我們經常把老化和失智

混為一談。其實失智是很多原因造成的。老人癡呆症就是其中的一種。要使我們降低老化的速

度，或減低失智的情形，應從四個方面去著手: 一，多做運動，維持身體健康。二，注意節食及

營養。三，認知活動(如讀有挑戰性的書，玩拼圖游戲，學習新的手藝或新嗜好)。 四，從事社交

的行動。 簡單的說，就是不斷活動、吃得正確、維持心態活躍，及經常與他人聯繫。 許多同鄉

紛紛提出問題。大家最關心的是如何診斷自己只是老化而不是失智。Doty女士說她們有一個專

題，就是告訴大家哪十種跡象可以判斷是否失智。我們現在與該協會聯絡後，他們將派人來介紹

這十種跡象。時間是5月15日，星期一，下午1點到2點。屆時歡迎大家來參加。可以更加清楚辨

別什麼是老化和什麼是失智。

三月十一日(星期六) 下午12:30  – 2:00，休士頓自然博物館的退休志工，Dr. Nancy Grieg，來為

我們解說正確的蜜蜂知識。她先介紹蜜蜂與黃鋒(wasp)有什麼不一樣。蜜蜂有20,000多種類。它

以傳播花粉及製造蜂蜜和蠟油為我們自然生態的一個重要資源。當外來物侵犯它們時，它們會先

出聲警告。不得已時，再螫人（或動物）。但是它一旦螫人後，自己也會死亡。它是一個很有趣

的昆蟲。如果你想當採蜜人，所需工具不多，不貴，也不危險。有興趣者，可到休士頓自然博物



館去請教她。。當天的表演非常的成功，整個大廳客滿，大家屏氣凝神欣賞，但願他們能再來表

演。(更多照片)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12:30  – 1:30，Houston SPCA的專家Ms. Lisa Tynan來為我們解說如

何照顧我們的寵物、為何盡量去領養寵物而不要用購買的、我們該如何保護和愛護動物、及如何

去幫助那些流浪或是受傷的動物，讓大家對動物的保護有更加的認識。（更多相片）

The children’s arts and literature event on March 25 was filled with fun and creativity.  Both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grandparents participated.  After a short introduction by YuRu on
painting techniques, the shape of Taiwan turned into many things – dolphin, puppy, mouse,
corn cob, multi-color shimmery island, flower bouquet, a leaf, queen’s head, a deer in cherry
blossoms ...etc.  This art event was combined with “inprint poetry buskers” for festivals - a
literature element was added to make this event even more exciting.  Every artist got to talk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bee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spca


about his/her art work and received a fun poem inspired by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artists
and the poets.  We all enjoyed activities like this which brought families and friends together
to create memories as a community while having a great time! (more pictures)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8:00– 下午5:00，有35位鄉親參與三月份的一日遊活動。這一次路

程較遠，所以早30分鐘集合出發。早上先去Ruby M. Mize 杜鵑花園看杜鵑花，去吃中飯途中，再

繞去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校園看看，然後下午去Nacogdoches Visitor Center 參觀

看影片，完後就坐車回休士頓，完成了愉快的一日遊活動。

 

其他社團消息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cultural-event-photos.html#whatthiscanbe


長春會4月份月會
Saturday, April 1, 2:30 pm – 4:30 pm
時間：四月一日，星期六,   下午二點半到四點半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

講員及內容: 謝同老師演講。他的講題是：三高症預防－中醫養生保健

 
台灣同鄉會

TaiwanYes - Houston 2017 [台灣夜市 2017] facebook page
時間：四月十五日，星期六,   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四點 Saturday, April 15, 10:30 pm - 4 pm

We are back in HOUSTON! In April 15, 2017, the exiting event, 4th TAIWAN
YES, TAIWAN FESTIVAL will be returning to Taiwanese Comunity Center
Houston! We are SUPER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this year we have the
honor to invite our SUPER talented Taiwanese Rapper, Dwagie 大支 & our
Son of Houston, Witness 黃崇旭 to play with us the WHOLE DAY. Among all
Eastern Asian cultures, Taiwan is always ranked at the top for its variety of

food choices and service quality. 「Taiwan Yes 台灣夜市」will be serving the same quality
food and fabulous activities to Houstonians!
台灣夜市今年將邁入第4年，我們很榮幸今年邀請到台灣饒舌嘻哈歌手大支Dwagie以及我們休士

頓之子黃崇旭Witness來為大家演出，與大家同樂! Taiwan Yes 台灣夜市活動將會如往年一樣推出

各式台灣味小吃及遊戲，除了讓在美國的台灣人重新回味童年夜市生活外，也希望能藉著這個活

動，匯聚休士頓台灣人社區的共同記憶。這次除了以往熱賣的人氣小吃，當天還有商品攤位，出

售台灣特色產品，有吃又有得逛！您熟悉的彈珠台、撈金魚等遊戲，也都等著您來贏大獎！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感謝Spencer Lee 先生捐贈書法作品
同鄉也是書法家李春生應基金會理事長的請求特別為台灣人活動中寫了兩幅巨型書法作品分別是

「台灣心」和「鄉土情」。兩幅作品將懸掛於活動中心大廳內，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YesHouston/




感謝蕭福道牧師客座基金會乒乓球小組教練志工 
蕭福道牧師，台南神學院畢業，彰化縣大城鄉人，目前在「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服

事，到5月底。蕭牧師自幼學習乒乓球，具有國手級的水準，他應基金會的邀請在活動中心乒乓

球活動時間擔任教練志工對會員們個別指導，他擅長對每人打球弱點，一一解說，大家可以利用

這個機會，在乒乓球活動時間來向他學習。

針灸及中草藥醫療諮詢

基金會志工同時也是台語學校家長的李靜宜女士將於台語學校上課期間每星期六下一點半到兩點

四十分在活動中心101室和大家分享簡單的針灸及中草藥醫療諮詢*， 也歡迎其他同好能來一起互

相切磋指教。李靜宜同鄉在2005年畢業並取得德州針灸及中藥的執業執照，曾自行開業並在醫院

及診所兼職看診。去年完成中醫的Doctorate in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DAOM) 課
程，目前爲非全職的中醫師。對此項服務有興趣的鄉親請到活動中心櫃台登記。 

*此免費諮詢純屬社區服務性質，THSH或提供諮詢者與被諮詢者並不存有任何醫病關係。This free consultation

is community service in nature.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in any form between THSH or counseling



provider and counseling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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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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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