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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頭條活動報導

傳統基金會將於2月17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四點在活動中心主持一個Community Town Hall
Meeting，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機會聽取所有關心台灣人活動中心發展的人或社團的意見以及建

議。討論議題不拘，舉凡與我們休市台美人社區或是活動中心相關議題皆可提出來討論。例如對

於社團組織會員人口趨於老化，如何吸引年輕一代來參與和延續組織的宗旨？ 基於組織不同的宗

旨和社區有限的人力、物力，組織間可以在融入主流社會和經營僑社等任務進行何種形式的分工

合作？我們期待聽到您的聲音，也希望藉由這個非正式的座談會讓鄉親們來相互溝通、了解，凡

事更加透明，讓我們這個台美人社區能夠越來越好，越來越茁壯。當日備有簡單茶點招待，請在

網路或是中心櫃台報名，期待您的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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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ne.me/R/ti/p/%40qio1688z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7


基金會一直以來有著社區服務和協助弱勢的優良傳統，一月七日我們免費出借活動中心大廳給休

士頓克倫族佛學會舉辦克倫族新年慶祝活動。克倫人是緬甸的一個少數民族，過去六十年來他們

為了躲避緬甸軍隊的迫害而逃離了故鄉。休士頓地區的克倫人大多數是在近十年以難民的身分申

請在美定居的，有些克倫人在來到美國前被安置在泰緬邊境的難民營長達二十年之久。今年他們

在非常有限的經費下，尋找舉辦新年活動的場地處處碰壁後，來到了台灣人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經評估討論後決定基於社區服務的宗旨，免費出借大廳。他們很感激我們的幫助使得他們的克倫

文化、族群認同、傳統得以保持和延續。(活動照片及影像)

台灣人活動中心，每天都有很好的健身班，提供會員免費參加。要活得好，就要多運動，團體運

動遠比一個人在家運動好得多。為方便會員的參與，簡單介紹如下:

星期一: 早上10點半到中午12點〜 各自暖身後，先打楊式太極拳8式及24式後，再做五行

健康操，休息後繼續有氧運動，頸椎功等接著上場。

星期二:  早上10點半到中午12點〜 為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和長春會合作，共分三節。先暖

身做太極拳基本功訓練，休息後繼續楊式太極拳108式，從頭反復練習，最後還有很好的

拉筋拔骨的棍子功，休息時間還有推手等。

星期三:  早上10點半到中午12點〜 先做八段錦，五禽戲，休息後有一小時的瑜伽。

星期四:  下午2點到下午4點〜 排舞。由吳美瑢老師負責教學。排舞是一種既可獨享，又

可與團體共樂的舞蹈，可以放鬆心情，舒緩緊張的情緒，讓生活更幸福美滿。

星期五:  晚上7點半到晚上9點，目前有太極拳研習班，楊氏太極拳8式、24式、108式，台

灣的13式、37式等;  也有吳氏太極，內功八法，太極氣功18式，童子功等。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activity-photos.html#karen


星期六:  下午1點15分到下午2點45分，郭正泉氣功班有引火歸元，五息八脈，十全十美，

郭式八段錦，內觀外觀，拍打拉筋及打坐等等，應有盡有，多不勝舉的好康。

就像其他社區活動中心一樣，台灣人活動中心經過很多人多年共同努力，秉持會員健康為念，強

調互相學習，自我學習及終生學習的原則下，每班都有一名或數名用心負責的志工老師帶領。沒

有考試，沒有壓力，來去自如，自由自在，一起運動，強健身體，也是交朋友的好地方，鼓勵歡

迎大家多多參與。
 

日期:2月23日-3月8日，2018
 

地點: 台灣人活動中心
 

本期文章
 

心頭掠互定，腳尾徙互在 - 蕭福道
 

童年的春節 - 宋明綉
 

其實 - 林錦燦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Texas (TMMTX) 參訪記 - 呂理順

 
生命的奧秘 - 江朝雄

 
最後的一夜 - 蔡淑媛

 
國家總統 - 連淑琴

 
送别王牧師 - 林梓秧

 
玉雪 - 林梓秧

 Let Me Dye Your Hair, Mom - Vicki Huang 
 Celebration singers at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Houston Texas - Kinglan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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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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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hear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childhoodnewyear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infac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toyota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lifesecre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lastnigh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president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farewel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yuxu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english.html#dy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english.html#mda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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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額滿)

三月份活動

【房地產稅的減免和如何提出異議】Property Exemptions & Protests
 

時間：三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至十二點
 

內容：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每年繳付的房地產稅可以有很多的減免辦法。房

地產稅是根據政府的估價而課稅。如果我們認為政府估價太高，要繳的稅金

太多，我們如何去提出異議？去年Harvey水災，許多人的房子淹水，要花錢

去修理。這些費用否在房地產稅上減免？淹水後，房地產跌價，稅金是否應

該減少？我們現在邀請Harris County Attorney的專家Mr. Scott R. Hilsher,
J.D. 來為我們解說這些問題。但願能夠幫助我們同鄉減少一些負擔。

 (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http://hcad.org/hcad-help/texas-first-time-property-owner/exemptions/property-tax-

exemptions-for-homeowners/
 http://www.hctax.net/Property/protest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Houston Downtown Tunnel & Sam Houston Park
 

時間：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上午八點三十分到下午四點三十分

內容：你知道休士頓市中心的地下道有多熱鬧嗎？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商店、

餐館、糕餅店，並且四通八達。要上去參觀文化，古蹟，公司，銀行大樓，

或豪華旅館大廈，都不必橫越馬路，非常安全，悠閒，方便。許多同鄉在休

士頓住了三，四十年都未曾去走過，這次特別安排此行，以讓大家開開眼

界，也讓大家更知道休士頓市中心之美。除了市中心的地下道之外，我們也

會參觀市中心幾處很有趣的景點，包括休士頓的發源地 Allen’s Landing 和 Buffalo Bayou，
Wortham Center 旁的 Seven Wonders Sculptures，Smith Street 旁建築非常漂亮的 Julia Ideson
Building (Old Library) 以及充滿中東色彩的 Phoenicia Market。若還有時間，我們也會參觀市政

府旁邊的Sam Houston Park。這次一日遊約有一百分鐘步行的時間，若有行動不便者，我們不
建議參加。(會員10元，非會員20元，午餐自付，線上報名享有$2折扣，請多加利用) (線上報名) 

 https://365thingsinhouston.com/2017/05/18/downtown-tunnels-underground-houston/#

活動花絮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18
https://www.houstonzoo.or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day-trip.html
https://explorevictoriatexas.com/
http://hcad.org/hcad-help/texas-first-time-property-owner/exemptions/property-tax-exemptions-for-homeowners/
http://www.hctax.net/Property/protest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6
https://365thingsinhouston.com/2017/05/18/downtown-tunnels-underground-houston/#


Houston Audubon Society的兩位教育專家Ms. Mary Anne Weber和Ms. Dawn Monachino於一月二

十日來為我們介紹德州一些猛禽的特性。她先介紹法國出生的John James Audubon (1785-1851)
為保育鳥類生存和維護人類與環境的和諧 ，繪畫許多的鳥類以供後人參考。她說賞鳥是人類的第

二大嗜好（僅次於庭園工作）。而休士頓是賞鳥的第一個據點。因為德州是侯鳥過境的最佳地

點。她帶來三隻不同特性的猛禽: Amelia the Purple Martin, Skeeter the Mississippi Kite, Juliet
the Barred Owl並逐一介紹它們的習性。最後並陳列五隻不同的標本: Cooper’s Hawk, Mississippi
Kite, American Kestrel, Barred Owl, Red Shoulder & Peregrine Falcon，讓大家仔細研究它們的

特徵。大家學了很多有關猛禽的知識。小孩子更是喜愛這些猛禽。歡迎大家參加Houston
Audubon Society的一些活動。 (活動照片)

 今天一早跟上班族擠上高速公路，趕搭一日遊的巴士，感嘆休士頓城交通擁塞的痛苦現象。到了

台灣人活動中心已七點四十五分，約三十幾位長輩們都已到齊，巴士司機Mr. Lam, 彬彬有禮，是

個敬業的華人。巴士開上十号公路(I-10)往西進行，過了八号公路(Beltway 8) 車行漸快。看着路

旁高樓聳立，這些都是二千年代石油業頂峯時，為全球石油業公司的辦公室而建的，現今大約也

多空著。巴士繼續西行，Katy城的南邊建築物林立，新社區也—大片，但北邊却只是草地一片，

也許是北境尚未開發水電系統，所以沒法開始建設。過了Sealy路旁就是標準的德州景色，牧場在

冬季呈棕色起伏的土地，看着吃草的牛群，大家就昏迷於晨夢之中。二小時後，在Bac-ee’s停車

十五分鐘，休息一下，大家對它賣的肉乾及糖果，興趣乏乏 ... (閱讀全文)

其他社區消息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ow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toyota


TACL Toastmasters Monthly Activities

We kicked off 2018 with a great start, on our 1st meeting on January 8 we
welcomed Pathways Guide, Red O'Laughlin, DTM and Ambassador, Jan
Poscovsky, DTM, PDG to introduce Pathways, Toastmasters’ new education

program! 
 As the foundation of Toastmasters experience, Pathways is designed to help us build the

competencies we need to communicate and lead. Also, we can choose pathways that are
more important and relevant to our journey of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1/15, Phil urged u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aths, Possibilities and Personal Potential
growth available in the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Pathways learning experience.  Nam led a
theme ‘Inner Peace’ for table topic, and members gave compelling impromptu speeches. 
Sunny was voted as the best table topic speaker for this week.

 We had so many treats to munch on during meetings, on the 8th, delicious cake from Phil,
and gourmet chocolate from Sherry.  On the 15th, delicate sesame sticks from Lorrine, and on
the 22nd, tasty Jamaica Rum Cake from Kevi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anks Stephen
bringing bananas each meeting!

 We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on January 22nd, Kevin led a super fun table topic themed
Persuasion.  He asked members to persuade others on unusual things, for example, drink
margaritas every morning instead of coffee, to have skunks as a pet, to ride unicycles to
work, etc.   Sherry was voted the best topic speaker, her unfavorable pornography movie won
over margaritas.  No one was reluctant to speak including our guest who came from Japan. 

 Stephen spoke on advanced special occasions manual, to praise his choir conductor Ms. Lina
Huang.  Nam spoke on advanced story telling to urge everybody to be unselfish.  And, two
evaluators gave speaker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ir speeches. 

 Our club president Kevin encouraged club officers to attend TLI training.  Phil informed
members about the super deal for district conference.   All the current Totally Awesome
Members of TACL Toastmasters Club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make club going and stay strong,
they deserve a t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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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年2月3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半至下午4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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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2018年2月份新春聯歡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2018同鄉會年會-時代力量巡迴演講 (林昶佐、吳錚、林穎孟) 休士頓站

 * 演講主題：台灣青年的關鍵任務
 * 日期： 2/10 (六) 4:30PM~8:30PM

 *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年費費用：$40/家庭，$25/個人或學生；晚餐費用：$10/會員及學生，$15/

非會員

http://www.taclclub.toastmastersclubs.org/


*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 https://goo.gl/forms/tUTnERsJcEzs3JE92

 2. 活動中心報名
 3. 同鄉會電話留言報名(713-981-8787)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
 

清閒俱樂部（Golden Club)年會
 

時間：2/14/2018 （Wednesday) 6:00 – 9:00pm
 

餐會費用：每個會員每人是＄35 (不包括會員年費每位會員＄15）
 

地點：珍寶海鮮酒樓（11215 Bellaire Blvd.)
 

報名請email（ronfuh@aol.com)向黃榮富報名。請註明幾個人參加。希望在2
月7號以前能夠完成報名以便統計人數安排座位。謝謝各位會友的大力支持踴躍報名參加，並祝

各位會友及家庭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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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1. 活動中心主任吳連山因為家庭因故必須搬離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主任一職於一月十九

日起由柯志佳代理。
 2. 過去活動中心在農曆過年也放假一天。但是每年的農曆過年日期不一定。有時碰到星期

五。而星期五這一天通常是同鄉們最想來使用活動中心的日子。加上沒有多少同鄉在慶祝

農曆過年。所以基金會理事會一月十三日決議每年活動中心放假的日期為下列七天：New
Year’s Day, President’s Day, Memorial Day, Independence Day, Labor Day, Thanksgiving
Day & Christmas Day. 

3.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是總統日President’s Day。本中心放假一天。

4. 過去十多年來我們的一日遊，基本收費都是會員收費五元（非會員十五元），然後加上餐

費及參觀地點的門票。這五元的費用是用來購買大家的旅遊平安保險，給司機的小費，餐

費，及補貼領隊者的報名費，餐費和門票。十多年來完全是以服務同鄉為目標。但是這幾

年來保險費，餐費或門票都一直增加，提高。基金會理事會一月十三日決議自三月份起，

一日遊的基本收費將改為：會員收費十元（非會員二十元），然後再加上餐費及參觀地點

的門票。請大家體諒我們的苦衷。歡迎大家繼續踴躍參加這項活動。

5. 為節省人力，增進行政效率和準確性，基金會鼓勵大家儘量使用internet。若要知道有什

麼活動，到The Link去看，又快速又正確。若要參加什麼活動，到網站去報名，迅速、方

便又可正確統計人數，以便準備桌椅。從三月開始，使用網上報名參加一日遊者，可以享

受$2的折扣。請大家多多使用我們的網站。

6. 本來我們邀請Turning Point Center的小孩於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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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故小朋友不能帶出來。只好取消。台灣語文學校

仍然邀請他們於二月十日來於與我們的小孩過農曆年。他們已答應載送二十多個小孩。連

同母親共約三十人。相信這是他們一生第一次的經驗，我們熱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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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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