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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活動中心於2/17星期六 2-4:00 PM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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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回答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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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約有30多人與會，許多同

鄉也踴躍發言給予意見。以下是彙整大家的想法及意見後的一些摘要，供給各社團做參考：

針對傳統基金會的Service Member 制度:
雖然設立Service Member制度當初有設立它的理由，事實也證明當初設立時的確

有它的必要性，但時空改變，應可以考慮重新檢視此一制度的利弊得失、擴大讓

更多的人能夠願意進到我們這個社區來參與活動及服務，並且更加認識我們這些

不同社團的創立宗旨及目的;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增加到活動中心的visitor base。因

為有同鄉認為這個制度讓一些人覺得要進來服務有門檻，這樣一來就降低參與或

服務的意願。所以有人建議Service Member的提名權可以擴大，例如讓User
Member提名(目前制度是Board提名)，但也有人建議可以採用登記制。

志工不足，若再加上社團意見的分歧，這樣問題很大，可能的話，應該將人力資源整合，

擴大彼此溝通，因為社區整體的資源有限。

不管是什麼社團組織，都要open-minded，不要分你我，我們內部要和諧，非常重要。

不同年齡層可能需要有適合不同年齡層的Programs.
針對傳統基金會的Fundraising:

有同鄉提供想法說應該要用企業經營的方式經營一個非營利機構，才能解決錢/人
的問題，例如也可考慮有CEO全職負責。

可考慮找一些願意長期定額捐款(recurring donations)的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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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心是屬於每個會員的，每個使用這中心的社團、學校、家長都應參與募

款。

有同鄉建議基金會使用會費及同鄉會會費應合併一起收，然而一個組織是501(c)(3)，一個

不是，可能有稅務上的問題，所以仍需仔細考量。

有同鄉建議傳統基金會的By-Law 應該要easy accessible。基金會理事長有回答說基本上

基金會的會員皆可在基金會的會員服務系統下載這份資料。

有同鄉建議我們中心，其實也可以發展成老人活動中心

同鄉會新會長提議明年228紀念活動，他希望所有的台美人社團都能來參與話劇表演的活

動。

有同鄉建議我們應該把門打開把這地方向外擴大，讓外面的人進來，能夠認識台灣。我們

應該注重在未來，而不是怕讓人進來。也有同鄉認為開放是好的，但也要注意，組織不要

被稀釋掉，或是被滲透破壞。

有同鄉建議我們要吸引人，就要幫助人，為人解決問題，例如提供資訊給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有同鄉建議我們需要建立/收集database，像United Way一樣，將需要跟資源媒合起

來。說到這裡，基金會理事長也提到他以前也曾提議建議建立台美人社團的會籍資料庫，

統一管理。，因為現在是資訊時代，這有助台美人訊息分享與大數據分析，各組織和社團

更有效率服務會員。

此次town hall meeting 的出席人數雖然不如預期，但是我們聽到了許多關心社區的鄉親的寶貴意

見及建議。在會議舉辦前我們聽到鄉親的一些顧慮，例如這種會會淪為鬥爭大會、沒有嚴謹的議

程開這種只是浪費時間、這個會是基金會要淪為僑社的前奏曲等等。對於鄉親的這些顧慮，我們

也虛心傾聽並尊重。Town hall meeting 的目的是讓社團負責人聽取社區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只要

是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活動的人或社團都可以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並且提問。這次會議全程理性平

和，參與會議者都有機會暢所欲言，與會的各社團負責人將把鄉親的意見帶回個別的理事會作為

活動及決策的參考。此次會議的另一個意義是顯示了一個跨社團的意見溝通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短短兩個小時無法討論所有鄉親關心的議題，我們將持續舉辦類似的會議，屆時希望大家一

起來參加，有疑慮的來一探究竟、有意見的來抒發己見、即使出席來看看聽聽一些關心社區的聲

音也是對社區一種默默的支持。

 

$2,000 
 ANDY CHEN, 吳光宜

 $1,500 
 FORMOSA PLASTIC CORPORATION, 金城銀行, 王懷璿

 $1,000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Andrew Chen, 吳文龍, 呂文惠, 周得安, 宋明麗, 張懿方, 張顯

道, 李克溫, 李春生, 李秀英, 楊朝諄, 楊朝諭, 江志豪, 沈肇基, 王吉盛, 盧文雄, 羅錦燦, 葉錦如,
蕭文源, 許定烽, 連鐘琦, 邱忠男, 郭正泉, 鄭佩玲, 鍾曜聰, 陳咸亨, 陳惠智, 陳舜哲, 黃澄清

 $750 
 

黃會川
 $600 

 
張明忠 

 $500
 

美南銀行, 台聲合唱團, 吳連山, 廖文豪, 張仁裕, 張吉正, 李席舟, 林書德, 林重光, 王明珠, 石福

津, 紀百純, 管氏冷氣, 陳信志, 陳美雲, 黃尚武, 黃瑤明
 $400 

 
黃和義

 



$300
 

呂理順, 周建佑, 尤文芳, 林永錚, 林美慈, 江慈暉, 沈清政, 葉郁如, 蔡坤城, 蔡炳傭, 蔡炳全, 蘇宏

彥, 賴澄成, 郭正光, 鍾智純, 陳俊榮, 陳光耀, 陳聯群, 顏琇莉, 黃逢春
 $250

 
劉郁蘭, 吳柏相, 曾昆聯, 江朝雄, 潘冠州, 詹德勝, 陳清亮

 $200
 DORA J. Chen, Ellie and Nathan Ratliff, Helena Cheng, John Chang, SUNLY ENTERPRISES,INC,

何世杰, 何處覓小館, 吳世杰, 吳振成, 吳文山, 宋明綉, 廖明徵, 張喻婷, 張馨云, 徐於菟, 施志南,
李芳博, 林婉真, 林弘敏, 林正益, 林秋成, 林輝男, 林錦燦, 林雲凱, 柯志佳, 楊佩雯, 楊啟暉, 楊祖

禧, 楊雪麗, 沈忠臣, 沈靜芳, 潘冠呈, 王明哲, 王清穆, 王麗娟, 石瑛瑛, 祝敏雄, 章鴻倫, 莊勝義,
莊承業, 葉明霞, 蔡丁財, 蔡凱禮, 蔡昭雄, 蔡琪芬, 蔡雲瑞, 蔣為志, 許光雄, 賴江椿, 連淑琴, 邱淑

容, 郭振源, 郭文星, 鄭美雲, 陳慧媛, 陳政雄, 陳明鄉, 陳正祐, 陳瑞玉, 陸明亮, 高文吉, 高景男,
黃子端, 黃惠鸚, 黃懋肇, 黃漢楨, 黃登煙, 黃美惠

 $150
 Wei D. Hung, 林振榮, 葉晁南, 鍾萬南, 陳明昭, 黃穎彤

 $120
 

蘇久雄, 鄭文和
 $100

 Herman H. Lee, Lily Lin, Chien Chih Shih, Ya-Ping Ko, 劉如峯, 劉志成, 卓甫詠, 吳丁發, 吳宏傑,
吳浩為, 呂精次, 廖凱平, 張世英, 張啟偵, 張多喜, 張靜, 戴照發, 施本源, 曹昌讃, 朱海豐, 李宏

謀, 李文治, 李明雄, 李順連, 林周淑惠, 林康立, 林廖靜, 林得海, 林恩義, 林映佐, 林秋喜, 林芳

標, 林財瑟, 楊惠玉, 楊振成, 楊朝訓, 歐素雲, 江淑芸, 沈盈懷, 洪恭儀, 游文慶, 游福華, 游續中,
潘美芬, 王健次, 王凱平, 王慶隆, 王武彥, 王素美, 管人傑, 管慈卉, 莊德源, 葉相岳, 蔡三平, 蔡亞

德, 蔡定洋, 蔡忠和, 蔡瑞聲, 藍森生, 許健彬, 許勝宏, 詹松峰, 謝勝男, 謝松義, 賴美珠, 趙偉宏,
邱忠勇, 邱玉枝, 邱綉鸞, 邱麗卿, 郭鐘樑, 鄭乃榮, 鄭惠蘭, 鍾世榮, 鍾綉靜, 陳世杰, 陳希文, 陳建

賓, 陳德通, 陳恩雅, 陳春樹, 陳楊珠仙, 陳毅埂, 陳淑芬, 陳立中, 陳美珍, 陳老摺, 雷深雪, 高中

民, 魏主成, 魏耀德, 黃俊雄, 黃博英, 黃敏生, 黃榮富, 黃武良, 黃泓瑞, 黃淑娥, 黃純信, 黃紫濤,
黃維鏞

 $60
 

郭禮哲
 $50

 JIAN-YUAN LI, 丁望賢, 何瑞齡, 劉美娥, 姚曼苓, 孫碧華, 巫范秀妹, 廖珮君, 廖碧玉, 張文信, 張
闕桃, 張陳瓊珲, 張馨文, 曾色惠, 李文雄, 李維祥, 李芬蓮, 林三江, 林國輝, 林振能, 林梓秧, 林芳

映, 林麗蘭, 楊欣蓉, 楊高滿 楊以勤, 江玟玟, 游秀寶, 盧佩均, 盧照金, 程修德, 葉全益, 蔡富雄,
蘇武沛, 賴惠美, 賴瑞華, 邱建成, 邵燦成, 陳坤定, 陳慶輝, 陳文馨, 陳雅惠, 黃柏瑞, 黃謙敬 

 Company Donation (donation plus volunteer time matching) 
 

Company Donor Amount

BP 李秀英
 

$1,950

BP 許健彬
 

$100

Chevron 陳惠智
 

$1,500

Chevron
 

楊雪麗
 

$200

Chevron
 

黃漢楨
 

$1,300

Nvidia Ellie & Nathan Ratliff
 

$200

Shell Oil 羅錦燦
 

$1,000

SRC Inc. 蕭文源
 

$1,000

Statoil Gulf Services LLC
 

林康立
 

$425

本期文章
 

登山賦 - 蔡淑媛

讓人敬愛的黃碧白女士 - 連淑琴

貴人vs.天使 - 江朝雄

我家的女人 - 宋明綉

加拿大之旅之一 - 林錦燦

微笑的空間 - 黃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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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hikin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bibai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angel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sister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canada1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smile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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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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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保養彩妝技巧】Skin Care & Cosmetics
 

時間：三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四點和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下午二點至三點
 

內容：很久沒辦活動的休斯頓台灣人婦女會聯合基金會特別邀請到化妝師 Nancy
Huang 專程來為初學者講授皮膚保養彩妝技巧，日期時間為下午二點至四點和三

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三點，請預先報名，記得將自己的化妝品及鏡

子帶來課堂。(會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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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活動

【德州稀奇的野生動物】Texas’s Rare Wildlife Species
 

時間：四月七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
 

內容：德州地大物博。有許多的野生動物是別州沒有的。這些稀有動物是我

們的資源。也是我們值得自豪的。我們應該好好保育。去年二月德州公園及

野生動物部的生物專家Ms. Diana Foss來介紹德州的野生動、植物時，很受大

家的喜愛。今年我們再度邀請她來介紹德州稀奇的野生動物。希望大家能夠

關心它們並且多多去保護它們。同時也鼓勵大家參加四月二十七至三十日的

City Nature Challenge。這次演講內容及題材很豐富。請切勿錯失良機。(會
員及非會員皆免費) (線上報名)

 https://tpwd.texas.gov/publications/pwdpubs/media/pwd_bk_w7000_0013.pdf

【都市的土狼】Urban Coyote
 

時間：四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
 

內容：休士頓是一個大都會區。周邊的荒野空地原本是土狼居住、生活的地

方。但因都市人口膨漲，許多新的社區、購物中心、工廠倉庫或辦公大樓不

斷增建。這些土狼被逼得幾乎無處可生存。必須到人類居住的地方去覓食。

這對居民或其他動物，寵物造成很大的威脅。夏天正是它們繁殖的時機。德

州公園及野生動物部門要喚起大家的注意，特別舉辦 urban coyote project。
他們的生物專家 Mr. Kelly Norrid特別撥空來為我們介紹都市的土狼。他去年來講解蛇類及爬蟲

類。非常精采。很受大家的喜愛。這次更是新鮮，有趣。請大家勿失良機。(會員及非會員皆免

費) (線上報名)
 https://tpwd.texas.gov/huntwild/wild/nuisance/coyote/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Port Arthur, TX
 

時間：四月十六日，星期一,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內容：本來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安排要去Port Arthur這個城市參觀。碰巧八月底Hurricane Harvey
那裡淹水。道路都破壞，不通。現在已經修復完竣。它在休士頓東邊九十哩。是土地與海洋銜接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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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6
https://365thingsinhouston.com/2017/05/18/downtown-tunnels-underground-houston/#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8
https://tpwd.texas.gov/publications/pwdpubs/media/pwd_bk_w7000_0013.pdf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39
https://tpwd.texas.gov/huntwild/wild/nuisance/coy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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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注意，這一天

是星期一。(會員25元，非會員35元，含門票及午餐，線上報名享有$2折扣，請多加利用) (線上

報名)
 http://visitportarthurtx.com

 

活動花絮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十二半點至一點半，休士頓的動物園專家，Ms. DeAndra M Ramsey專
程請假來跟我們講解【德州一些特殊的動物】內容非常的生動。她簡單介紹了德州平原地帶常見

的豹貓、獵鳥、陸龜; 東德州的水獺、牛蛙、紅冠啄木鳥; 以及沿德州岸地區的寬吻海豚、甲魚和

松雞。她有提到松雞面臨絕種，最大的天敵是火蟻以及城市計劃。Ms. DeAndra M Ramsey本人非

常喜歡蝙蝠，她說蝙蝠有33種，光在休士頓就有11種。還有住在城市的野生動物，像老鼠、山

貓、螞蟻、蟾蜍、浣熊等，都是很懂得如何與人共生存的動物。她也列舉了一些城市的野生動物

讓大家認識，有蝙蝠、各種鳥類(貓頭鷹、鷹類、水鳥、鳴鳥…等等)、爬蟲動物 (鱷魚、鱉、水

蛇…等等)及一些哺乳動物 (河鼠、水獺、浣熊、負鼠、松鼠、小土狼、犰狳、臭鼬…等)。最後她

希望我們能夠對這些動物有更多的認識、更多的關心並且能夠保護救助更多的動物。 (活動照片)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44
http://visitportarthurtx.com/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family-fun-series.html#htanimals


 

 维多利亞是德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她位於休士頓和CORPUS CHRISTI之間。Victoria有許多充满

歷史 悠久的房屋和美麗的建築物，這是一個結合美與歷史的文化之旅。今天市中心的巴士旅遊，

有僱請一位歷史古蹟解説員Jeff，有他的介紹解說，更增添大家的興致與了解。
 

下午參觀了 Museum of the Coastal Bend。 裡面展示Texas中部沿海地區豐富的多元文化遺產，

博物館裡的收藏與保存提供一些教學活動，增進大家對該地區文化遺產的欣賞。裡面有西班牙，

法國，美洲原住民和占領德克薩斯州海岸的史前文化的鐵炮，陶器，石器等等。又有法國探險家

拉薩爾1685年建立法國殖民地和貿易路線的貿易貨物，彈藥和個人物品。早期人民的永久性展覽

包括飛鏢點，石雕刀和貝殼工具，這是在13500年前居住在沿海彎的史前人的殘餘物。另一個參

觀的地點是Victoria Educational Gardens. 今天共同37位同鄉參加，感謝大家都很準時，使得行

程圓滿。
 

其他社區消息

TACL Toastmasters Monthly Activities

Our club mission is to provide a supportive and posi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which members are empowered to develop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skills, resulting in greater self-confidence and personal

growth.  We meet at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 room 203, every Monday night 7:30pm. 
This group of totally awesome communicators and leaders continuously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self improvement.

 We had a meaningful meeting on 1/29, Sunny spoke on passing on the good and forgiveness
even after his friend was killed.  Kevin urged us to sit less to live longer.  Thanks to Sherry for
filling in as the topic master.  We hope Phil feels better! 

 On 2/5, we really exercised our laugh a muscles this week, we had two great speeches by our
powerful duo, Carol and Lorrine.  Carol gave a speech about nothing is impossible and Lorrine



spoke about cell phones replacing old technology.  Gordon did an awesome job with his first
time table topic on exercise, everyone was really into it!  Plus it was great to have Patrick
back!

 We had a fun, awesome time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together!  On 2/12, we met at
LeLai Restaurant, enjoy great food, and round robin table topics.  We got cruise proposal
done and listen to many testimonies of fellow Toastmasters.  So good to see Van, Grace and
Richard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Patrick for completing his CC - Competent Communicator!  On 2/19, he
gave a rousing speech on boosting your self confidence, while Kevin briefed us on a proposal
for the long awaited TACL cruise!!  We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cruise together, please save the
date for Jan 12-17 2019, cruise slow season for us parsimonious savers!  It was a fruitful
meeting, Nam also led a thought provoking topic session on longevity vs prosperity.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club dues are $55 for the 6 months April-Sept or $110 for the full
year!  Please submit dues to Stephen by the end of March to re-up with the friendliest club in
Houston!

 Also, don't forget, we are looking for 5 members for the $250 discounted club rate to attend
the District 56 Spring Conference, May 11-12 Fri/Sat at the Stafford Center!  Hear the the
best speakers in Houston and meet awesome people!

 Our International & Table Topics club contest date is March 12th, and our Area M34 contest is
3/24 Sat 12pm @Trini Menden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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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年3月3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點半至下午四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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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徐秋蓉 
 

講題: "原始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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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1. 台灣語文學校於二月十日舉辦慶祝農曆過年。同時也邀請Turning Point Center的小孩來與

學生們共渡佳節。共有四戶家庭，連同兩個工作人員，一共十五人來參加。這是他們第一

次嚐試台灣小吃和過年的甜點。非常新奇。飯後又有紅包可拿。大家都很高興。他們的領

隊說希望下次能夠再來。
 

http://www.taclclub.toastmastersclubs.org/
https://thsh.z2systems.com/np/viewDocument?orgId=thsh&id=4028e4e561d0c8260161df854a4d0080


 2. 活動中心在2016年中，開辦排舞班 (line dance)。每個禮拜四下午一點半，由吳美瑢老師

教導。很受同鄉的喜愛。經常有一、二十人參加。有許多人因為平時必須上班，無法在週

日來參加。台語學校為讓這些人也有學習的機會，今年二月起，邀請吳老師在每星期六，

上午十點在活動中心開課。歡迎同鄉或學校老師，家長來學習。學費是每學期$30。非常

謝謝吳老師的熱心幫忙。
 3. 基於對民俗音樂，舞蹈的熱情，同鄉鄭金蘭在台灣人活動中心組了一個台灣民俗舞蹈團。

每星期五下午三點至四點半，於203教室練習。音樂是採用台灣民俗交響樂曲，使得舞者

能陶醉在美妙的音樂中。配上優雅的舞姿，能在一個半小時內，達到欣賞交響樂曲，扭動

身軀，及運動筋骨的效果，還能加強記憶力哦。本團第一支舞是，山地舞「高山長青」，

預計將有台灣民謠的一系列舞碼。歡迎各位同好的加入和支持。有興趣者，請電713-271-
5885 或在活動中心櫃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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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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