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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於1992年7月11日正式開幕，迄今已整整25週年。基金會將於7月15日星期

六下午5點至7點在本中心舉辦25週年開幕慶祝會，歡迎同鄉們共同來為台灣人活動中心慶生。

回想30多年前，台灣同鄉會、合作社、及台語學校經常為了舉辦大型活動、開會、或學校校址不

斷遷移而苦惱。經過許多同鄉們多年的共同努力，以及這三個社團及傳統基金會的協助合作，總

算在25年前得以傳統基金會的名義共同購買目前的這棟建築物。使大家有一個真正屬於我們休士

頓台灣人的｢厝｣。
25年來物換星移。這棟建築由原來購買時的11, 900呎，後來增建了3, 600呎。 房屋的隔間由原來

的托兒所小教室，變成有大廳、會議室、電腦室、圖書室、雅彥紀念館，以及青少年撞球遊憩的

休息室。外面的停車處本來只有20多個停車位，後來又分別增建兩個停車場，增加了60多個停車

位 。這個停車場原本是單純的停車設施。四年前同鄉會開始舉辦TaiwanYes活動後，現在也變成

舉辦大型戶外活動不可缺失的場所。基金會也開闢許多的課程，健身活動，參與一些社區活動，

或out reach工作。現在每周一到周六都開放，供大家使用。

四分之一世紀(25年)不是很短的時間。這期間，許多過去熱心參與的人，有的也已辭世、搬離、

生病或退休隱居。但是後浪推前浪，這期間也不斷的有新人來參與我們的活動及運作。所以現在

這個中心在全美國同鄉當中稍有名氣。這也是這25年來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們很誠摯地邀請大家在7月15日來為這個中心慶生。會中將有Slide Show，TCC逸聞分享〜



講述參與這個中心的心路歷程以及一些歡樂愉快的回憶，二十五週年大合照，免費二十五週年紀

念肖像(portrait)攝影，以及備有茶點招待，我們也在撞球遊憩室準備了適合小朋友的活動，例

如：cupcake/cookies decorating、剉冰、story telling、movie。歡迎大家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

加。若有意來參加，請線上報名或向中心報名。以便統計人數準備茶點。謝謝！(線上報名)

AmazonSmile是一種簡單而自動的方式使您可以在每次購物的同時支持您選擇的非營利機構，而

且不需要付出額外的費用。當您在smile.amazon.com購物時，您會發現與Amazon.com完全相同

的低價格、廣泛的選擇和便捷的購物體驗，重點是亞馬遜會將一部分購買價格捐贈給您最選擇的

非營利組織。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已經登記為

AmazonSmile接受捐贈的組織之一。如果您認同基金會的使命，懇請您在Amazon購物時，能到

AmazonSmile並選擇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為您的

AmazonSmile贈與對象，謝謝。

選擇AmazonSmile贈與對象時，請搜尋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
更改您既有的AmazonSmile贈與對象

有關Amazon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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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之遊之一 - 林錦燦

西葡行腳 〜宗教與藝術文眀之旅 - 林梓秧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七月份活動

【如何保護個人的安全】Personal Safety Tips
時間：七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到中午十二點

最近有個同鄉在加油站加油時被搶走錢包。又有一個到銀行提款後被跟蹤到

停車場上被搶。如何避免這種事件發生，或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及錢財地的

安全？去年休士頓警察局的專員Mr. Ted Wang 來為我們講解自保之道。大家

反映非常好。原本是預定六月十日請他來講解。因為他臨時有事，現在改為

七月一日這天。但願大家不要錯失這個機會。(線上報名)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

費) http://www.houstontx.gov/police/pdfs/KHS_English_2012.pdf

 
【如何栽種玫瑰花】Roses gardening
時間：七月八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

玫瑰花雖然多刺但很美麗，又有微香。非常羅曼蒂克。是一般人，尤其是情

人, 的最愛。Houston Rose Society, Master rosarian, Mrs. Mary Fulgham將來

教授我們如何去栽植，照顧或配種。希望大家學了之後，庭園變成 rose
garden。(線上報名)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http://www.houstonrose.org/ 

【生前預囑及預設醫療指示】Living Wills and Advance Directives
時間：七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

許多的人一聽到遺囑，就覺得很不吉利。其實人有旦夕禍福。如果事先準備

好遺囑，不僅讓後人事情處理很順利，可以節省時間及金錢。尤其當在醫院

時，要不是要插管維生或安樂死，醫護人員才有所依據去處理。Harris
County’s Assistant County Attorney, Ms. Susan Fillion 將來為我們解釋 living

wills和一般的遺囑有什麼不同，如何做事先的指示，遺囑要放在那裡才有效率，…。她很有經

驗，又處理過很多方面的實務。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請教她。歡迎大家來參加。並請看她的

履歷。(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http://www.harriscountycao.org/

【活動中心慶祝二十五週年】 TCC celebrate 25th Anniversary
時間：七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

本活動中心成立到今年剛屆滿二十五週年。為感謝這二，三十年來眾多的鄉

親們的共同出錢，出力，照顧。使得大家有一個可以共同使用的家。特別準

備簡單茶點, 邀請大家共同來慶祝它的生日, 並讓大家分享一些過去大家不知

道的趣聞。有意來參加者，請先報名登記。以便統計人數，準備茶點。(線上

報名)

 

【法庭觀摩並與法官問答】Courtroom Observation and Q&A with Your Elected Judge
Date: 07/10/2017 9:00AM - 12:00PM
Location: Harris County Civil District Courthouse
201 Caroline
Houston, TX 77002

Are your children interested in going to the downtown courthouse during
the summer to observe courtroom action and then afterwards be able to
meet and talk to the judge(s)? Attorney Kathy Cheng, a THSH member and
volunteer, will offer your kids this opportunity and coordinate the even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6-articles.html#jiinflorida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6-articles.html#thomaslintrip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95
http://www.houstontx.gov/police/pdfs/KHS_English_2012.pdf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96
http://www.houstonrose.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97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97
http://www.harriscountycao.org/


 Though there are several judges who said they would love to do a Q&A if the people 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re interested, the Q&A is tentativ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judges that day. (Online Registration)

【朱槿(扶桑花)的栽植】Growing Hibiscus 
時間：八月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

閩南語有：「圓仔花不知醜，大紅花醜不知」，其中大紅花就是朱槿,
hibiscus（又稱扶桑花）。其實這種花很奇特漂亮又色澤鮮豔，（請看網站的

花）。它又很容易栽種，培育。不怕熱，夏天會長得很好看。不信，請來聽

聽Lone Star Chapter of the American Hibiscus Society的 Mrs. Marti Graves
的解說。再看看她培育的花類，您會嘆為觀止。如果你想要她的花種，也許

她會送你一株。我會儘量跟她爭取。(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https://www.facebook.com/Lone-Star-Hibiscus-Society-273163146528

 

活動預告

【秋海棠的栽植及培育】 Begonia caring & propagation
時間：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

秋海棠的花色艷麗，花形多姿，共有九百多種。且葉色青嫩浮媚、蒼翠欲

滴。是著名的觀賞花卉。可用作室內盆栽植物或花圃墊底的園藝。它的花期

很長，從四月開到十一月。不但花好看，其葉色也豐富。據說戀人別離時，

常會贈與秋海棠以表相思。因為秋海棠開著的小花，像點點淚花，像在訴說

著什麼。Harris County Master Gardner, Dr. Jean A. Fefer 來為我們介紹花種，如何栽培，又如

何繁殖。相信你聽了以後，會更喜愛它。(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Port Arthur, TX
時間：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您到過Port Arthur這個城市嗎？它在休士頓東邊九十哩。是土地與海洋銜接

的地方，也是Sabin Lake 和Gulf Mexico毗鄰的海岸。充滿許多的文化歷史，

也是觀賞侯鳥，在沙灘戲水的好地方。它的座右銘是：“laissez les bons
temps rouler.” That translates to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我翻譯為趁興

而玩。我們將去參觀 ：    Museum of the Gulf Coast ， 很漂亮的荷花，蓮花園Buu Mon
Buddhist Temple & Lotus Gardens及 Veteran’s Memorial Park，歡迎參加，勿失良機。(線上報

名)(會員二十元，非會員三十元，含門票及午餐) http://visitportarthurtx.com
一日遊規則:
(一)  一日遊每人每次費用$17，包括＄5 報名費和＄12 的午餐費，其他費用如門票等等另行收費

(二)  報名截止日是出遊前的第十天，只有那些交了全數費用/填寫保險單者才算報名，否則將由

後補者遞補參加

(三)  報名截止日後，恕不退費

(四)  基於保險政策的關係，報名參加者不得私下轉讓

(五)  任何參加者若因故需遲到幾分，一定要打電話告知。無故遲到或是報名後沒有來參加超過2
次者，不鼓勵您參加一日遊

(六)  基於環保，希望參加者都能自帶水

【三個墨西哥灣海洋保護區】3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ies
時間：十月七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

你知道嗎？Galveston外面墨西哥灣有三個國家海洋保護區。那裡有許多的珊

瑚礁，黑珊瑚，熱帶魚，大鯊魚，鯨魚，creolefish, manta rays, coral
spawn等等。是潛水，遊玩，研究海洋生物，及保護深海動物資源的寶貴地

區。Ms. Kelly L. Drinnen過去曾在Moody Garden為遊客說明那裡水族館的魚

類。現在她在Flower Garden Banks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服務。特地來為我們說明這三個國

家海洋保護區。讓大家開開眼界，知道海洋的動物。並希望大家來關心，保護這些地區。(會員及

非會員皆免費)(線上報名)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99
https://thsh.z2systems.com/event.jsp?event=98
https://www.facebook.com/Lone-Star-Hibiscus-Society-273163146528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08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09
http://visitportarthurtx.com/blo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10


 

活動花絮

Harris County Flood Control District的 Director of Hydrologic Operations Division, Mr. Jeff
Lindner, 於六月十七日來為我們講解為什麼會淹水，那裡比較會淹水，以及如何防範。他說具颶

風固然很可怕，但是短時間內下很多，很大的雨才是造成水災的主因。那裡會淹水呢？沒有人知

道。即使電腦的預測也不一定準。只有隨時注意氣象的報告，做適當的準備：瞭解過去歷史的演

變，建立主要和次要的聯絡點，保存好有價值的東西，不必驚慌，儘可能的留在自家. 最後, 一定

要買淹水保險以分攤一部分的災害損失。(更多活動照片)

六月十八日環基環境永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卓英仁博士和叡昌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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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茂博士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對於台灣環保產業和與會者交換意見，並介紹了他們所研發的鋼鐵業

轉爐石資源再利用技術與電解水產生氫能源技術。座談中與會者發問踴躍，成功地進行了一場科

技新知的交流。

基金會財務志工團隊在李秀英的主導下將基金會的財務系統成功地導入雲端版QuickBook
Online。這是基金會e-化工程的項目之一，新的雲端財務系統能與銀行系統連結並提供協助銀行

對帳功能，使得財務資料的準備更加迅速正確。雲端系統也增加了志工工作地點的彈性，不再受

限於單一地點單一電腦。

今年颶風季節已開始（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上週就有tropical storm Cindy來臨。幸好對

Harris County地區沒有大的影響。我們剛好於六月二十四日邀請Harris County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的專家 Ms. Julie Oates女士來為我們解說如何

因應災難的方法。使我們的損害減低到最小程度。她說Harris County地區四種最大的天然威脅就



是：水患，颶風，旱災及 HazMat (危險物)。根據氣象局的預測，今年（二0一七）會有11-17個
暴風雨，5-9個颶風。而颶風最大的致命傷是storm surge。如何準備呢？一，隨時準備好緊急逃

難的裝備；二，事先規劃逃難的計劃；三，隨時注意氣象及政府提供的最新消息；四，多參與這

防災工作（當義工）。所有這些資料多都可以在http://readyharris.org/上查詢。(更多活動照片)

基金會志工紀百純博士特別為了行銷台灣而製造的手工香皀在最近台灣夜市和AsiaFest的義賣中

大受好評。紀博士的手工香皂因材料純正、溫和不具刺激性、特殊的台灣意象造型、充滿懷舊的

檜木(Hinoki)香氣、以及精美的包裝已經成為了鄉親們送禮或是自用的首選。為了讓更多人一起

來學習手工香皂的製作，紀博士特別在六月二十四日開課並分享製造過程，因報名人數過多決定

當天加開一班。紀博士對於精確性的要求和細節的注重使得學員們獲益良多，她希望接近年底時

能號召大家一起來製作手工香皂來為我們的社區募款。(更多活動照片)

賀休市同鄉林恩義先生與王明哲先生參加在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所舉行的2017年國家老年奧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emergency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soap


林匹克運動會贏得乒乓球男雙打冠軍◦  星期五晚上的乒乓球與卡拉OK組的ㄧ些組員向他祝賀恭喜

◦

其他社區消息

台美人第二代對於台灣認同的努力

去年應邀至基金會演講的小兒科醫師蔡和杰(Dr. Ho-chie
TSAI ) 一直以來活躍於台美人社區。他從青少年時期就開

始協助辦理中西部及東岸的台美人青少年夏令營，大學時

更成立了跨校際的台美人學生組織，至今仍是馬不停蹄地

到各地的校園和會議去演講，期望能激起對於台裔身分認

同的光榮感並且鼓勵台美人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在2006
年創立了TaiwaneseAmerican.org 的網站，用社群網站介

紹各地具有啟發性的人物、組織、事件來展現獨特的台美

人認同進一步結合不同世代台美人。他的努力已經成功地

使得更多的台裔人士認同自己的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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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臉書在過去三年粉

絲人數增加三倍現在已達一萬六千多人，更有多項計畫例如"Write in Taiwanese" 2010 Census
campaign, the 100 Passionate People Project, the Our Taiwanese American Story同時在進行

中。

在此之前蔡醫師未曾向其他社團募款，如今為了持續得來不易的成功並壯大台美人社群，他希望

能在暑假結束前為他所創立的TaiwaneseAmerican.org 組織至少募得$10,000。希望認同他的理念

的鄉親能夠慷慨解囊，協助這個台美人第二代組織完成我們台美人共同的使命。線上信用卡捐款

可至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donate/
或開支票給"TaiwaneseAmerican.org" 並郵寄至

1771 Highland Place #208, 
Berkeley, CA 94709.

饒舌歌手張睿銓 唱出台灣處境 《出走》獲美國「JPF音樂獎」提
名入圍

基金會2015年募款餐會的主講人之一音樂創作人張睿銓先生。他的

音樂專輯《出走》（Exodus）最近 獲得了美國的獨立音樂獎（Just
Plain Folks）四項提名。雖然得獎名單八月才會揭曉，但是這個獎

是評選來自185個國家的11多萬張專輯、上百種的音樂類型，能夠被

提名已經是莫大的肯定了。他感謝基金會先前的邀請使他能夠有在

國際舞台曝光的機會，他提供以下的新聞連結希望與大家分享這份榮耀！饒舌歌手張睿銓 唱出台

灣處境 《出走》獲美國「JPF音樂獎」提名入圍 | 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

長春會7月份月會
Saturday, July 1, 2:30 pm – 4:30 pm
時間：7月1日，星期六,   下午二點半到四點半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 
講員 :  休士頓旅遊局 - Mr. Leo Yao
講題: ｢休士頓地區一日遊景點介紹｣

台灣同鄉會7月份活動
活動:   休士頓基進黨演講座談

講員: 陳奕齊

時間：7月1日，星期六,下午五點半到七點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

內容: 基進黨主席陳奕齊受邀於7/1到休士頓台灣人社區，以「後2016新共和打造運動的下一步：

從青年歷史任務談起」為題來與鄉親交流。基進黨自2015年正式由基進側翼成立為政黨以來，黨

主席陳奕齊就以「政治民主化」、「主權自主化」、「社會自由化」為理念主軸領導黨內年輕人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
http://taiwaneseamerican.org/census2010/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100people/
https://www.ourtastory.org/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donate/
http://tcnn.org.tw/archives/21350


積極入政選舉。基進黨將帶領年輕人積極入政2018選舉，打破綁架台灣基層政治的樁腳政治、廉

價的選民服務、 買票政治跟媚俗政治的政治遊戲規則，以期台灣在未來能夠成就真正屬於台灣人

民自己國家。

 
活動:   民主維新將到訪與同鄉談

時間：7月15日，星期六, 上午十點半到中午十二點半

講員: 吳濬彥

地點： 台灣人活動中心

內容:  《民主維新》是太陽花三一八反服貿運動後，整合擁有共同信念的《臺左維新》與《民主

鬥陣》的青年組織，致力於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吳濬彥此次的演講主軸將以

「後太陽花的運動策略：廢省、廢兩岸條例，到制憲之路」為題來做後反服貿運動的報告、美中

台關係、國家正常化的下一個行動目標、台灣傳統產業如何轉型抵抗中國經濟威脅。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音樂會 - 《飛吧！福爾摩沙》
台聲合唱團45週年的「回首來時路，鄉音傳鄉情」慶祝音樂會在坊間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一轉

眼已是兩年前的事了。這次以「飛吧！福爾摩沙」為主題的音樂會，將於2017年9月9日舉行。台

聲將以歌聲舞蹈帶大家飛過海峽淡淡的憂愁，飛向無限的自由盡頭，讓我們手牽著手，用愛和希

望擁抱地球。

台聲合唱團自1970年創立以來，除了在台灣人社區以音樂傳承演唱台灣各族群的歌曲服務社團之

外，並在美國主流社區發揚台灣音樂藝術與文化，是社區裡一個很重要的社團。2014年高雄發生

氣爆後，台聲亦迅速加入捐款救援的團隊，去年亦與世台聯合基金會合作為敘利亞難民兒童的寒

冬夾克募款。台聲服務社區不為人後，也期待各位賢達來贊助台聲為社區舉辦的音樂會。

九月秋高氣爽是放風箏的好時節，回想起童年在純樸的鄉野追逐放風吹，懷念故鄉的人物事，台

聲將以話劇的方式帶領鄉親去回憶放風吹的歡樂往事，風吹頂懸是五彩的世界，美麗的花蕾，可

口的小吃，翠青的台灣，以及起飛的福爾摩沙。本場音樂會由才華橫溢的張廖莉娜老師指揮編

導，除了有合唱、獨唱、舞蹈、戲劇外，還有亞悅三重奏以及休大音樂系Dan Gelok教授的薩克

斯風的精彩演奏，令人拭目以待，敬請大家前來欣賞。

台聲音樂會「飛吧！福爾摩沙！」，9月9日星期六晚上七時三十分，在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rlin Chapel 舉行。普通票$10， VIP票$50，歡迎捐款贊助，不勝感激。

有關詳情，請洽台聲合唱團：

團長：柯志佳（281-919-5854）
公關：蔡忠和（713-859-7997）
邱文珍（281-799-0958）
林翠梅（713-825-5998）



賀休士頓名攝影師陳信志先生的作品贏得法國PX3國際攝影比賽銀牌獎
陳信志先生的攝影作品參與今年在法國舉行的國際攝影比賽(PX3 Prix de la Photographie Award)
中獲得9個獎項。在各種不同的類別(旅遊、廣告、藝術、建築、風景、食物) 囊括了一個銀牌

獎，和八個優選。這個比賽始於2007年，是歐洲最具盛名的國際攝影比賽，有這樣的成績是何等

的殊榮! 讓人感到與有榮焉。在今年的五月份，Houston Voyage magazine也專訪了陳信志先生做

為它們｢最具啟發性的故事｣特刊。其中分享了他成為一個專業攝影師的心路歷程，他如何藉由攝

影走出了重度憂鬱的陰霾並數度贏得國際攝影比賽的獎項，這是一篇非常勵志的報導。訪問全文

請看: http://voyagehouston.com/interview/meet-albert-chen-albert-chen-photography-na/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1. 因為暑假屆臨，許多的同鄉不是回台灣，去旅遊，或暫時休息. 且天氣太熱。參加一日遊

活動的人數可能不夠多。一日遊活動在六，七，八月時暫時停止三個月。等九月份再開

始。

2. 七月四日，星期二，為慶祝美國國慶，本中心休假一天。

3. 同鄉王慶隆先生去年從台灣訂購一份最新型的擴音系統來給大家使用。最近又捐贈四組小

蜜蜂頭戴式無線麥克風以方便演講者使用。非常感謝他的善心及慷慨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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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