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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Taiwanese Culture & Art Fair於4月21日與台灣夜市(TaiwanYes)同一天舉行。今年仍像去

年一樣在活動中心的大廳準備了各式各樣的台灣藝術和童玩活動，讓對台灣文化有興趣的友人、

小朋友能夠來親身體驗台灣的童玩文化。
 

在這活動舉辦的一星期前，氣象預報一直報說這天下雨的機率近100%，讓人有些擔心。雖說活動

是在室內舉行，但若真是下雨，不僅影響外面的台灣夜市，也會影響來參加活動的人潮。不過還

好當天天氣宜人，雖然不是陽光普照，但來參加的人卻始終絡繹不絕。
 

此次活動內容仍然包括了自製花布沙包、捏麵人、彩繪、寫書法等親自動手體驗的活動，陶笛及

書法示範，布袋戲演出，以及義賣有台灣特色的手工製品和文物。今年的活動增加了一個新的攤

位，是由基金會新任活動組主任徐秋蓉理事所負責的Photo Booth。她讓想照相留影的人，可以穿

戴台灣的一些民俗服裝，再利用她預備的一些小道具一起拍照，讓參與者都感到十分新奇、特

別。
 

由於去年深獲觀眾喜愛，今年的布袋戲，特別在今年除了｢日月潭傳奇｣外，又增加一個新的戲碼

｢福爾摩沙的馬偕醫生｣，也增加演出的時段，讓更多的人能來見識台灣布袋戲的魅力。今年仍舊

請來書法大師李春生示範書法，李先生當場揮毫，讓許多人大開眼界。中場時，賴忠智牧師表演

打鼓，鼓聲震撼人心，節奏有力，非常好聽。接著新任基金會理事長吳世杰的女兒Danica、兒子

Benson也表演了他們的太鼓絕技。陶笛示範今年是由4位年輕小朋友志工輪流上陣，吸引更多小

朋友對陶笛的興趣，許多家長讓小朋友當場購買陶笛，回家練習。基金會Gift Shop今年仍然義賣

自製手工肥皂、客家花布圍裙、手機袋、手提包、零錢包、胸花、音樂CD、紙風車、陶笛、台灣

食譜…等等。藉由這些文創產品，讓主流社會了解台灣文化的精緻和特殊性。
 

幾個主要攤位負責人分別是: 花布沙包製作〜李秀英、江怡如。捏麵人〜 王凱平、張喻婷。彩繪

(紙傘、扇、風車、陀螺) 〜吳美瑢、邱麗卿、柯雅萍。教寫書法 〜楊佩雯、吳韻琴。Photo
Booth〜徐秋蓉、吳世昌。布袋戲演出〜顏琇莉、方俊人、吳世杰、陳建呈、黃健龍、Andy Ho、
Sam Wu。基金會Gift Shop〜紀百純、Helena Cheng。書法示範: 李春生。Ticket Booth: 江慈

暉、Wilbur Wu。機動組:張馨文。召集人: 蕭文源。
 

今年每個攤位及幕後準備工作都有許多志工參加幫忙，其中包括許多的青少年志工，格外讓人振

奮。這些志工是: Nathan Fan, Brianna Fearon, Kelly Shih, Celine Huang, Sally Huang, Ivana
Hsyung, Natania Hsyung, Theresa Lin, Evelyn Fearon, Juo Lin Tsai, Staci Liao, Emma Liao,
John Adams, Danica Wu, Benson Wu, Ruth Lin, Sherry Wu, Alisha Lin, Jessica Liao, Rebecca
Lin, 李美如, 劉芬蘭, 陳信志, 黃惠川, 吳文山, 羅秋琴, Hui-Jiuan Jiang, Jeni Fearon. 每一位志工

的投入及幫忙讓所有參與的小朋友及來賓都更加認識並且開心地體驗台灣文化和童玩，基金會感

謝大家的參與。(活動照片)

 

  
吳世杰 (Jeff Wu) – 理事長

 1996扺達Houston，從二叔那知道有台灣同鄉會及一些長輩在此。隨著小孩一一出世，幾乎每週

都在活動中心這個家出入。數年來曾經擔任台灣同鄉會，信用合作社，傳統基金會，台語文學校

理事。此次承接基金會理事長一職，願能為台美人及社區畫點棉薄之力！

陳建呈 (Peter Chen) – 副理事長
 

我出生於台灣台南，童年時有12年居住在關子嶺，然後搬到加州的Burbank。 後來搬到路易斯安

那州的紐奧良完成高中教育。 碩士畢業後，於2005年在當地銀行擔任信貸分析師，並與心愛的

Kathy結婚。 同年，由於Katrina颶風的影響，決定回到紐奧良幫助家人重建。 當在紐奧良時，擁

有並經營著兩家當地的加盟披薩店。 2013年，決定回到休斯頓，與妻子開始一個家庭。 目前我

們有三個美麗的小孩，Isabelle, London,和Ethan。

陳慧媛 (Christine Chen) – 秘書
 

謝謝傳統基金會和會員們給我一個機會為基金會服務。
 2000年從台北到休士頓大學唸書， 受到許多台灣同鄉會長輩的幫助也認識許多朋友。 在語文學

校上過日語課、 烹飪課、 參加各種有趣的活動。 台灣傳統基金會、 台灣學校、 以及同鄉會給

予異鄉遊子很多的幫助和關懷 。現在繼續帶著孩子每個週六到活動中心上課， 不僅是學中文，

更是在環境中感受台美人文化 。能有機會參與傳統基金會在活動中心和每個台美人一起交流是我

們一家人感謝的 。

徐秋蓉 (Evelyn Hsu) –  活動組主任
 

大家好！我是老休士頓人，目前小孩已長大上大學，比較有時間服務鄉親，很榮幸有機會在活動

組，希望能規劃會員喜歡、實用的活動，並結合大家，共創幸福台美人社區，和推展台灣藝術與

文化至主流社會。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aiwanese-culture-and-arts-fair.html#fairpicture


基金會新任理事活動組主任徐秋蓉，剛上任就規劃了５月份的兩個對外的文化推廣活動。一個是

在5月4日下午（5:00PM - 7:00PM）在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Katy K-8 學校所舉辦的

國際節慶典(International Festival), 另一個是5月23日上午(11:00am-2:00pm)由United Airlines
主辦的慶祝亞洲太平洋群島傳統月活動( Asian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5月4日的活動

計畫有吳美瑢和鄭金蘭的原住民舞蹈，賴忠智牧師的打鼓表演，photo booth穿原住民衣服拍照，

打彈珠和寫毛筆字及展覽。5月23日的內容尚在精心籌畫中，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當志工或是有

空可以去參加/參觀這些活動。

 

 台灣語文學校預定於五月十二日舉行二Ｏ一八年春季班課程的結業式，除了頒獎鼓勵學員們一學

期來的努力之外，家長會也將提供豐盛的午餐，讓師生丶家長們在觀賞學生成果展之餘，也能夠

一嚐具有台灣風味的美食。
 

今年春季班於一月六日正式上課，課程內容多樣性，有幼幼中文唱遊班丶成年中文丶英文會話班

丶台語班丶中文班丶英文班丶英文寫作班丶西班牙語班（分兒童及成年班）丶數學班丶烹飪課丶

排舞班丶邏輯訓練課及空手道班。希望能藉由不同的課程，增廣學生們的視野，對人生的安排與

規劃，也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三十多年來，對於傳承台灣文化，凝具台美人社區共

同意識，不遺餘力。每一學期都會有擴大舉行的Open House，開放讓對台灣語文學校有興趣的鄉

親們，一起來體驗學校的文化活動。今年二月十日舉辦的舊曆新年活動，就讓學生們體驗傳統的

台灣過年年節活動，也讓家長們回味過往的年節氣氛，而且，經由活動的舉辦，家長們大量投入

學校志工活動，不但彼此間的互動與感情變濃，也增強了對學校的凝聚力。
 



二Ｏ一八年秋季班，預定於八月十八日正式上課。想報名參加台灣語文學校的課程與活動嗎？無

論是移民第一代丶第二代，或留學生，心動的您，千萬別錯過！

 

 

本期文章
 

阿塞港(Port Arthur, Texas) 一日遊記 -呂理順
 

最後的住家 - 鄭金蘭譯自馬偕博士的詩 "My Final Resting Place"
 

畢業典禮 - 江朝雄
 

迷魂記 - 黃子端
 

從箴言看人生的財富 - 李席舟
 

狗雜亂續貂 - 林錦燦
 

天公伯e查某子 - 蔡淑媛
 

情問浪淘沙 - 黃博英
 Gift to Mom - Carol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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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活動月曆)

五月份活動

【一日遊】One Day Field Trip-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 TX
 

時間：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
 

內容：一百三十多年前，我們德州的拓荒者如何在荒鄉遍野的空地謀生過

活？他們如何飼養牛羊，又如何栽種棉花及其他植物維生？在休士頓西南方

約三十里的小鎮Richmond，有一個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能夠用鐵牛

車載我們親身去體驗、瞭解這些事情。參觀完畢，我們也將去參觀一個很迷

人的花園 Enchanted Gardens以及一個很清靜美麗的Seabourne Creek Nature Park。相信很多人

在休士頓附近住了二、三十年都不知道有這些地方。歡迎來開開眼界。將來也可以帶兒孫或親友

去觀光。(線上報名)
 (會員$39 非會員$49，含門票及午餐，線上報名享有$2折扣，請多加利用)

 
附註：因為這次有專業導遊，門票及導遊費用為$17，午餐費是$12

 https://www.georgeranch.org/

活動花絮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port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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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wealth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gzl2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snak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wave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7-articles---english.html#gifttomom
mailto:THSH@houston-taiwanese.or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thsh-events.html
https://thsh.z2systems.com/np/clients/thsh/event.jsp?event=150
https://www.georgeranch.org/


 四月七日中午12:30〜1:30，基金會再次邀請到德州公園及野生動物部的生物專家Ms. Diana Foss
來介紹一些德州稀奇的野生動物。她特別介紹了3種不同的貓頭鷹、以及在一些不同的生態區發

現的鳥、山貓、兩棲類、植物。不同的生態的形成與岩石，土壤，種植和降雨量有很大的關係。

最後她希望大家能夠關心這些野生動物並且多多去保護它們，也鼓勵大家參加四月二十七至三十

日的City Nature Challenge。(活動照片)

 活動中心於四月十四日中午由德州公園及野生動物部門，請來了一位野生動物專家，Mr. Kelly
Norris 主講「都市的土狼」(Urban Coyotes). 總計約有35人參加. Kelly 解釋由於Houston 都市的

大量開發、原本住在效區的土狼被迫在都市生活，相信嗎？現在約有一半的土狼住在市區內。土

狼是非常聰明的物種，適應環境的能力非常強，在市區內它甚至可以看著紅綠燈號誌過馬路。土

狼的科學名字是Canis Latrans (又叫barking dog)，約有20種品種。一般以小的哺乳動物為食，比

如野鼠，鳥類，爬蟲類，也吃水界如蘋果，葡萄。土狼具有保護它的領土的特性，一般領土大約

5 square miles. 別的土狼不能踏入它的領土. 這麼多的土狼在市區生活會造成如下的困擾：傳播

疾病，攻擊寵物, 造成車禍，甚至會攻撃人。會攻撃人和寵物，不是以此為食物，而是為了保護

它們的領土。所以我們部門呼籲民眾如果發現愈來愈多的土狼在街頭或公園區，請知會我們部門

(張明忠報導)。(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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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去遊Port Arthur, 那個海濱石油工業區在I-10公路上，往東行車靠近路易斯安那州界，我曾

開車經過了好多次，却没有機會停下来參観。今天得好好見識一下子。八點趕到台灣人活動中心,
三十多位老同鄉見面互相歡談。在陽光普照及凉爽的氣温下，由那位老相識的司機Mr. Lam開巴士

出發了。為了迴避早上的塞車，巴士取道八号收費公路往南走繞至Pasadena，很快就接上I-10，
往東奔馳而去。車行約二小時經過Beaumont，看到石化工廠林立。不久經過Sabine River, 之後

就入境Port Arthur市區。但奇怪的是只見工廠及低建築物，沒看到高樓大廈…(閱讀全文)

其他社區消息

TACL Toastmasters Monthly Activities

In Toastmaster world, there are Spring Contest and Fall Contest.  As a
contestant, you get a lot of practice for contestant interviews and for
accepting awards.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offers these proven tips for

delivering a powerful acceptance speech for any type of award: Show your personality. Your
acceptance speech should come from the heart.  Be gracious. Acknowledge the good work
done by your competitors and thank the organization that selected you for the award.  Show
excitement. You don’t have to climb over chairs or even cry, but the audience should
recognize that you’re happy to have won the award.  Be modest. Your acceptance speech
should be heartfelt but not self-congratulatory.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Rehearse with a
timer, memorize key people to thank and allow time for the unexpected.

 We had Spring Area Contest on March 24 at Trini Mendenhall, our club representatives Kevin
and Carol both won 1st place at the Area M32/34 joint contest!  It was also good to see our
friends from Sharps Town, Southwest Speakers and Storytellers!

 On April 2nd, we had a small meeting, but it was inevitable we would still learn and have a
good time!  Patrick gave a rousing Pathways speech on persevering and never quitting.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2018-articles.html#portarthur


Lorrine graciously stepped in to deliver an impromptu speech, thank you!  For topics, Phil led
a unique session on exchanges.  Hopefully everyone comes back from vacation soon.

 On April 9th, we had a super fun meeting, lots of energy!  Phil gave his 2nd Pathways speech
and Kevin faced an adversarial audience to propose a controversial name change.  We had 3
guests, Linda Rudd, Su Lee and Annie.  There was also cake for Kevin's birthday.  Without
doubt, we had a great topics by Patrick, smart evaluations and sharp feedback from Linda.

 What a grand meeting on April 16th!  Congratulations to Gordon for passing his citizenship
interview test, in English to boot!  We ate really well today, thank you Carol for the cake,
Lorrine for the cupcakes, Stephen for the chips, Sherry for the walnut candy and Gordon for
the mandarins!  Sunny spoke about his 2 week vacation through China.  Carol rehearsed her
International speech and got valuable group feedback for Division M contest.  Wow did Nam
have some tough topic questions on faith, really made us think! 

 Division M Contest will be on April 21, best wishes to our area representatives, also our club’s
very own, Kevin and 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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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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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及內容: 徐秋蓉女士來為我們操作講解精彩的｢原始點講座｣續集。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2018美南夏令會
 

日期: 6月29日（五）至7月1日 （日）
 

地點: 休士頓的 Westin Hotel - Memorial City
 

今年的夏令會節目緊湊，絕對讓同鄉們收獲滿滿，希望同鄉們把時間留下來，

踴躍報名參加，不要錯過了這一年一度盛會。如有問題請聯絡台灣同鄉會會長何世杰 (713-261-
4430)或美南夏令會總幹事周建佑(214-799-4980)。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母親節特邀 《鑽石歌王林沖》
 

時間: 5/12 (Sat) 7:00PM - 9:00PM   免費入場
 

地點:  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曾經負氣固執、不願受洗的林沖，如今也忍不住說：
 

「我真後悔以前脾氣硬，太過堅持執著，應該早點受洗的。」
 

「希望自己能成為家中翻轉的力量。」

T. A. Archives (台美史料中心)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A Room for the Publications and Artifacts by Formosan Clubs and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

 We are collecting the journals, directories, Newsletters and artifacts
issued by these T. A.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7 decades. We have very
limited collections from 1950 to 1980 period. Please help us find some
public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ogram books and artifacts of T. A. summer and autumn
conferences have being collected and displayed in this room,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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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活動中心特別公告

1. 基金會一日遊消息 - 5/23/2018 (星期三) 8:30am 我們一日遊將到Richmond 附近， 離休

士頓約 30 miles 不遠處的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渡過美好的一天。雖然住在休士

頓幾十年却都不知道有這麼難得的地方。這是一個私人的農場，他們將介紹給我們認識 -
在一百三十幾年前， 那時德州拓荒者如何在荒野中謀生過活，栽種棉花及其他植物，飼

養牛羊等，他們會用鐡牛車載大家親身體驗，瞭解一切。 這是全程約三個小時有導遊陪

同我們做介紹說明的行程.
1. 午餐我們會在附近的中餐館 buffet 用餐, 然後再到附近的 Enchanted Forest

Gardens陶冶性情，那是一個非常香艷富有情調的花園。

2. 最後， 我們還要繼續到 Rosenberg 附近一個既清靜又美麗的 Seabourne Creek
Nature Park 走走看看，在下午5:00pm 會回到活動中心。

相信有很多鄕親朋友住在休士頓那麼久， 也不知道這些地方。大家相招來出來走

走， 利用這個機會先去探探地點， 以後有朋友對外地來， 那麼你也可以盡地主

之誼，至少也有地方可以去， 不是嗎？如要報名，請到中心櫃台登記或網上報

名。
 

另外一個消息，一日遊活動在每年6月至8月這三個月我們會暫停休息，然後九月

起再重新恢復一日遊， 到時再通知各位同鄉們， 感謝!!
2. 台聲合唱團團員， 邱綉鸞 (Sharon Chiu) 捐贈六張椅墊給予活動中心，特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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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