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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活動中心的台美人們關懷弱勢一向是不落人後，從九月初到十一月底傳統基金會所推動的

捐贈衣物及食物罐頭活動，已於十二月二日捐贈給 Turning Point Center;  今年我們共收集了35包
衣物和4大箱食物罐頭，把前來領取捐贈物資的車子裝得滿滿的。Turning Point Center 的工作人

員臨走之前，緊緊握住我們的雙手，不斷地跟我們道謝，眼神裡充滿感謝之意。本來我們也邀請

那裡的小孩於十二月十六日來與台灣語文學校的學生共同慶祝結業典禮及共渡聖誕佳節，但是有

些年紀較大的小孩被母親接走，而年紀較小的因為天氣太冷，他們的媽媽不願帶出來，只好取

消，等將來有機會再請他們來。非常謝謝同鄉們及學校的愛心。我們另外也在十二月十八日捐贈

給這個收容所一千元，由其創辦人Mrs. Isha Salas Desselle 親自接受。 

 
十二月十日我們再度以基金會的名義報名參加了今年的BIG LOVE Cancer Care Fun Run 的活動。
這是⼀個專⾨為關懷癌症病童及家屬⽽募款的路跑/健⾛活動。⼤家在暖暖太陽照射下的微寒早
晨中，有⼈⽤跑的有⼈⽤⾛的完成了五公⾥的路線，⼩朋友們也在兒童組的路跑中⼤顯⾝⼿。主
辦單位在路線中所展⽰的病童們的照片海報，讓我們打從⼼裡佩服這些⼩⼩⽣命鬥⼠們，更加深
了我們對他們與家屬付出關懷的決⼼。今年我們報名⼈數是39⼈，參與者的捐款（包括基⾦會的
$500）⼀共捐出了$2,400。報名⼈⼠為參加所有團隊的第⼆名，捐款為第九名。 (活動照片)

十二月二日(星期六)下午四點【阿嬤廚房的祕密】 (Secret of Grandma's Kitchen) 在活動中心舉

行。這個活動是與 Houston Arts Alliance (休斯顿藝術聯盟) 一起合辦;  這也是他們一系列

Folklife + Civic Engagement (民間文化傳統以及公民參與) 活動中與食物〜家庭相關的一個活

動。他們也希望藉此活動讓大家更加認識台灣文化以及休斯頓台美人社區的傳统飲食。

(http://houstonartsalliance.com/folklife/food-family/ )。
 

當天有將近40個人來參加這個活動，其中也有一些是來自其他社區的來賓。我們在活動中心擺了

幾個不同的攤位，分別跟來賓們介紹及示範一些台灣飲食傳統及食物，例如愛玉、紅龜粿、擔仔

麵、台灣高山茶、油飯、鳳梨酥、台灣特產水果(芭樂、甘蔗、台灣梨、及龍眼)以及展示一些與

台灣傳統飲食相關的文物(artifact)。
 

示範及介紹之後，就是給大家品嚐的時間。現場有郭正光博士現煮的擔仔麵、柯秀琴洗的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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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美的油飯、邱忠男泡的高山茶、吳美瑢準備的台式水果、羅秋琴老師帶領台語學校烹飪班學

生製作的紅龜粿。不同族裔的人坐在一起開心地聊天、品嚐台灣傳統食物以及體會其文化內涵，

共渡了一個美好的文化交流午後。
 

主辦的Houston Arts Alliance (休斯顿藝術聯盟)主任Pat Jasper和多位第一次到活動中心的來賓，

對於活動中心內展現的強烈社區氣氛（sense of community）和志工參與（volunteerism）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這也讓我們以身為台灣人活動中心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感到榮耀。(活動照片)

 

 台灣語文學校２０１８年春季班，開始註冊了：https://goo.gl/Ebe2jk ，先預註冊，一月六日開

學時，再繳費就可以了。台灣語文學校祝大家假期愉快，新年如意！

 

本期文章
 

台聲哪響 - 鄭金蘭
 

洋學生學漢語 - 蔡淑媛
 

兩個白色恐怖的故事 - 江朝雄
 

我的Sudoku同學Boyd - 吳連山
 

駱駝和老馬 - 宋明綉
 

二中同學會 - 林錦燦
 

【一日遊】- 聖誕夜燈，Galveston, TX - 張明忠

*投稿請 email 到 THSH@houston-taiwanese.org。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一月份活動

【貓頭鷹及猛禽】 Owls & Raptors
 

時間：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內容：今年初，Houston Audubon Society的兩位教育專家來為我們介紹德州

這一些侯鳥的特性，何處可以看到這些鳥？及如何保護牠們。很受大人及小

朋友的喜愛。現在我們好不容易能邀請他們的主管，Ms. Mary Anne Weber 來
說明貓頭鷹的特性和牠的剋星猛禽……等等。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教育指南。她

會帶一，二隻貓頭鷹及猛禽，擸鷹來讓我們見識。保證小朋友會很喜歡這個

節目。http://houstonaudubon.org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Toyota Motor Plant, San Antonio, TX

時間：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上午八點到下午六點 
 

內容：我們有許多同鄉都喜愛開Toyota的車。你知道他的Tundra 和
Tacoma pickup trucks 就是在San Antonio, southside製造的？。這個工

廠在2008 得到J.D. Power and Associates Silver Award. 有人建議我們到

那裡去參觀。參觀行程約一個半小時。我們特別去預訂讓同鄉能參觀。使大家瞭解車子的製程。

工廠有許多的安全規定。務請遵守，以免將來被取消。回程將短暫停留美麗的 Brackenridge
Park。San Antonio有許多的觀光景點可玩。將來有機會再另行安排其他的行程。(已經額滿)

 (會員17元，非會員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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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28


http://www.toyotatexas.com/ 
 https://www.brackenridgepark.org/

二月份活動

【德州一些特殊的動物】Highlight Texas Animals
 

時間：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
 

內容：休士頓動物園專家，Ms. DeAndra M Ramsey本訂於11/28/2017來講解

我們德州一些特殊的動物。非常奇特生動。因事臨時出城。現在她也是專程

請假，改在這天，免費來為我們講解。我們非常感激。請大家切勿錯失這個

機會。(線上報名)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https://www.houstonzoo.org/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Victoria, TX
 

時間：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內容：去年五月到台塑公司參觀時，本來在回程時，要順道到Victoria參觀。

因為時間來不及而取消。但是很多人覺得很遺憾。我們也希望能弭補上次的

失望。特別利用這次的機會，專程到這個城來參觀。他有輝煌的石油歷史，

又是聞名的維多麗亞建築物很多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們也將參觀 Museum
of the Costal Bend 和 Victoria Educational Gardens。行程輕鬆，風景也很漂亮。歡迎來同遊。

(一日遊規則)(會員20元，非會員30元) https://explorevictoriatexas.com (線上報名)

活動花絮

 Houston Better Business Bureau (BBB)的專家 Ms. Candy Twyman於十二月九日來指導我們如何

去找一個適當的房屋修理員。她說: (1) 先查看BBB出版的公司名錄。這些都是登記有案，信用良

好的公司。如果是其他管道（如親友，鄰居等等）取得的名單，應該查證這些公司的信譽。 (2)
簽訂契約時，一定有書寫的文件。內容除工作的項目，材料，品牌，價格外，還應包括工作的保

證及事後的保養 (3) 如果有任何變更，也一定要有書面的證據 (4) 一定要查明其電話號碼和明確

的住址，以免被詐欺 (5) 若該項工作需要是有執照的人，一定要去查證他的執照 (6) 最後也要他

們提供保險證明。
 

她說如果是敲門前來推銷工作，或提供很多折扣，或是利用剩餘材料，或沒有電話號碼或正常住

址者，一定要避免很多都詐騙的。她說德州有規定，我們可以有三天的思考時間，三天內可以取

消契約。若再簽約，價錢應該一樣。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打電話給她 ：(713) 341-6141，或跟

她連絡 ctwyman@bbbhou.org。 https://www.bbb.org/houston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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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二日的一日遊，我們到Galveston, Moody Gardens去看 Festival of Lights。沿著Moody
Gardens環繞一圈約一哩長。共約一百萬顆燈泡。並可遠眺Galveston Bay的景色。(閱讀文章)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舉行二Ｏ一七年秋季班結業典禮。當天早上從十點半

起就開始有一些展示台灣文化的活動，包括打彈珠、當場製作台灣傳統點心。午餐也是令人為之

驚豔，有來自台灣道地的土魠魚羹、香辣的夫妻肺片、可愛的炸小薯球、以及好吃的點心等等，

真的是非常用心。結業典禮時除了頒獎也有許多有趣的節目，當天大家都有吃有玩有聊，非常得

開心。(活動照片)

其他社區消息

TACL Toastmasters Monthly Activities

Overwhelmed by your holiday to-do list?  Come take a break and hang out
with your friends at TACL! 

 On November 27, Such fun to meet with all our illustrious members! 
Sherry gave a great speech about closing the sale to recruit new members - she's right, it's all
our responsibility.  Lorrine gave a funny speech about asian bridal showers.   Nam led a deep
topic session on our emotions. Thank you Carol for the delicious pumpkin pie!

 On December 4th, Carol gave an icebreaker about the nicknames her different friend groups
have for her and Kevin spok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centration to do deep work.  Phil
led a fun topic session about the holiday season!

 On December 11, excellent meeting with our luminous members!  Patrick spoke about God in
America and Shang shared that we should not judge when it comes to suicide.  Kevin's table
topic was on new years resolutions. 

 On December 18, we had our Christmas party, potluck dinner and order in food, we had a lot
of fun in playing Family Feud, thank Phil Yeh for preparing the game, and Kevin Chang for
hosting the game.  A few former members showed up to celebrate holidays with us.  Area
Director Belinda Mays and her family joined our party!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daytriplights
https://www.facebook.com/HTSLC/posts/1138048132991864


2017 is a year with Harvey, Astro, and snow in Houston, let’s cap it off with a very happy
year-end holidays!  With high spirit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fabulous 2018, and our next
regular meeting is January 8th, 2018.

 Check us out online at on Facebook @TACLtoastmasters or
www.TACLclub.toastmastersclubs.org

 

 日期：2018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 2 時半報到；下午 4 時半結束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5885 Point West, Tel: 713-271-5885）
 

內容 : 邀請林三江理事分享，講題：「讓我們進一步來認識糖（醣）」。請大家踴躍參加。
 

 January 2018 Newsletter of T. A. Archives (台美史料中心)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1. 一月一日星期一，為迎接新年，本中心當日休假。
 2. 十二月二日本來邀請Carrington的房地產及貸款專家M. John Torres來為我們解說水災後

的財務協助方式。尤其政府對此次水災戶所提供的新的方案: 203H新的長期，低率財務貸

款。由於登記的人數太少。為了避免僵局和不讓浪費演講者的時間，遂取消此演講。但是

如果有同鄉仍然有興趣，只要有六，七人以上，我們能再邀請他來。或同鄉也可個別請教

他。他的網址：www.johntorres.carringtonrealestate.com
3.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藍芸若老師透過同鄉趙紀諭捐贈給我們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兩本府城石

舂臼人編著的”關懷雜集”和一本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走過長夜”。這三本書都是講述政

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非常感人。感謝藍老師對我們基金會的關愛。並鼓勵大家來借閱。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是國立人權博物館2個文化園區之1，另一個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歡迎

鄉親回台時去參觀或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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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1627@yahoo.com. If you are having trouble viewing this
email, you may also view it online. To opt out of all communications,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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