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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ace 

台灣人從 1950 年代開始以各種的方式來到美國。開始時最大部分是大學畢業生，因為台灣就業機會有限，又

如要進一步深造因為當時台灣的研究所還不普遍，只好往國外發展。當時的美國理工科研究所外國學生容易

申請到獎學金，因此許多大學生很熱衷申請來美國深造。美國還有一段時間醫療人員不足，積極向國外招募

醫生、護士等人才，加上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都很不樂觀，所以很多醫護人才響應這機會，紛紛來到

美國。這些留學生及醫護人員大部分都留在美國生根立業，成為美國公民，這是形成台美族群最初的兩大主

力。 

1980 年後國際社會減弱對台灣的支持及台灣本身經濟的起飛，很多台灣人依美國公民的親屬及商業投資的移

民方法來到美國，這是第三種構成台美社區的力量。 

經過 70 年的時光，台美人口有百萬以上，已經有四、五代，已形成一特殊及優秀的少數族群，台美族群的歷

史也成為美國近代移民史重要的一環。  很可惜台美人尚未把咱的歷史好好整理與保留，為了我們族群的永續

發展，保存咱的歷史已是迫切的需要，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已逐漸凋零，所以我們很希望台美人能來共同擔

負這歷史的使命。 

2013 年，有一小群台美人及公益團體決定開始保存我們 70 年來的歷史，成立台美史料中心及設立一個網站

來收集及展示我們的歷史文件及文物。我們現在的網站分很多項目；如「我們的故事」-收集個人故事、「我

們走過的路」-收集團體歷史，「台美人的著作」-收集台美人及團體出版的書籍、雜誌和文物。經過四年來

的努力及很多台美人的幫助，已收集到上萬件的歷史資料及文物，存放於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及在加州爾灣

市設立的史料中心。 

因為現在網站上收集的資料只依照收集到的時間前後次序排列，我們認為要達到更好的效果，有必要把網站

上的資料再分類整理，這也是我們要編印一套史書的動機之一。「我們走過的路」是我們要出版的第一本以

漢文為主，將來希望有英文版，內容分四個部分：1. 台美團體的簡介 2. 台美團體的活動 3. 「顧台美人」有關

的活動 4. 「顧台灣」有關的活動。 

我們設法要把所有收集到的資料放在此書內，但因爲篇幅有限及時間上的考慮，無法包括所有相關的文章，

遺漏之處，只好等待下次出版的機會。我們也儘可能聯絡作者，取得他們的同意、修改或補充文章的內容。

因爲有些文章著作時間已久遠，無法聯絡到一些作者，希望被遺漏的作者能諒解。 

在此要向這四年來所有幫忙的台美人及作者們道謝，因為有太多人的幫忙，不能一一列舉，敬請原諒。最後

要向現任及前任台美史料中心的文章委員會委員們感謝，因為有你們這幾年來的努力和支持，才有現在出版

此書的可能。 

 

台美史料中心敬啟 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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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ble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Southeast 

(美國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一覽表) 

NO. #th Year Date Location Main Theme Organization Organizer 

Program 

Books Artifacts 

41 39 2019 

6/28-

30 

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認同與抉擇-奔波

於<幸福路上>的

台灣人 

TAA-North 

Carolina 黃淑娟     

40 38 2018 7/6-8 

Unicoi State Park & 

Lodge, Helen, GA 

薪火相傳。疼惜

台灣 TAA-Atlanta 朱家豪 YES   

39 37 2017 7/7-9 

Middle Georgia State 

Univ., Cochran, GA 

團結世代，促進

正義 All Locals 李豐隆 YES   

38 36 2016 

6/24-

26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島國天光，展望

未來 
TAA-Tamp, 

Orlando 

羅劍寬 

蕭俊吉 YES   

37   2015               

36 35 2014 

7/11-

13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牽一條線 種一蕊

花 迎接一個勇敢

的新世代 

TAA-North 

Carolina 林登立 YES   

35 34 2013 

7/12-

14 

Covenant College, 

Lookout Mountain, GA 

台灣的現況與展

望 
TAA-Atlanta 

蔣政宏   

蔡山慶  

賴志鋒 YES   

34   2012               

33 33 2011 

7/8-

10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台美人的意識 - 

台灣心，顧台灣 
TAA-Nashville, 

Tennessee 

連勝義 

林光治 

黃照滿 YES   

32 32 2010 

7/9-

11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Cullowhee, 

NC 

台灣个店 TAA-North 

Carolina 

周淑娟 

YES   

31 31 2009 7/3-5 

Ramada Orlando 

Convention Center, 

Orlando, FL 

台美人的傳承 TAA-Tampa, 

Orlando 

吳秀惠  

蕭俊吉 
YES   

30 30 2008 

7/11-

13 

Marriott Savannah 

Riverfront, Savannah, 

GA 

河邊春夢、台美

人ㄟ美國夢 
TAA-Atlanta 

林俊雄 

YES   

29 29 2007 7/5-8 Bahama Cruise 團結作伙向前行 TAA-S. Florida 徐彩惠 YES   

28 28 2006 7/7-9 

Covenant College, 

Lookout Mountain, GA 
台灣心 鄉土情 

TAA-Alabama 
宋盛照 

YES   

27 27 2005 

7/7-

10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歡喜來逗陣、打

拼為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徐會炘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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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 2004 

7/9-

11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台灣向前走 TAA-North 

Carolina 

涂惠鈴 

YES   

25 25 2003 

7/11-

13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認同台灣、立足

世界 TAA-Atlanta 
李英毅 

YES   

24 24 2002 7/5-7 

Univ. of Central 

Florida, FL 

番薯發新葉、台

灣要疼惜 TAA-S. Florida 
曾永福 

YES   

23 23 2001 

7/13-

15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團結惜台灣 

TAA-Huntsville 
陳彥生 

YES   

22 22 2000 7/7-9 

Mercer 

University,Macon, GA 
新世紀，新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李豐隆 

YES   

21 21 1999 

7/9-

11 

Rollins College, Winter 

Park, FL 

台美人在跨世紀

的新挑戰 

TAA-Tampa, 

Orlando 
吳秀惠 

YES   

20 20 1998 

7/10-

12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咱的台灣、咱的

夢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19 19 1997 

7/11-

14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九七後台灣的處

境與展望 TAA-Atlanta 
許蕙如 

YES   

18 18 1996 

7/12-

14 

Convenant College, 

Chattanooga, TN 

台美連心，踏入

國際舞台 TAA-Huntsville 
蔣政宏 

YES   

17 17 1995 7/7-9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新台灣，新希望 

TAA-East 

Tennessee 
劉秀鳳 

YES   

16 16 1994 

7/8-

10 

Univ. of Georgia, 

Athens, GA 

台灣文化與教育

的展望 

TAA-North 

Carolina 
蕭勝雄 

YES   

15 15 1993 

7/9-

11 

Univ. of Georgia, 

Athens, GA 

迎接台灣的新時

代 TAA-Atlanta 
陳獻士 

YES   

14 14 1992 

7/10-

12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的轉機 

TAA-East 

Tennessee 
徐會炘 

YES   

13 13 1991 

7/19-

21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轉變中的台灣 

TAA-North 

Carolina 
林玉郎 

YES   

12 12 1990 7/6-8 

Baptist College at 

Charleston, S.C. 
台灣前途的探討 

TAA-Atlanta 
劉文章 

YES   

11 11 1989 7/1-3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同鄉面臨的

新考驗 
TAA-East 

Tennessee 
蔡山慶 

YES   

10 10 1988 

6/24-

26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社會改革與

婦女運動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9 9 1987 6/26 

Bapti St College, 

Charlestl 

台灣的成功和突

破   
曾恆輝 

YES   

8 8 1986 

6/27-

29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Cullowhee, 

NC 

認識今日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呂錦文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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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1985 

6/28-

30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留學生的過

去、現在與將來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6 6 1984 

6/22-

24 

Francis Marion 

College, Florence, SC 
台灣人的未來 

TAA-South 

Carolina 
楊彰師 

YES   

5 5 1983 

6/15-

17 

Presbyterian College, 

Clinton, SC 

Roots of Taiwan
台灣人的根 TAA-Atlanta 

張信雄 
YES   

4 4 1982 

7/9-

11 

Tusculum College, 

Tusculum, TN 

紀念美麗島犧牲

的精神 
TAA-Knoxville, 

NATPA 
李永樂 

YES   

3 3 1981 

6/12-

14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 

New Era of Taiwan TAA-North 

Carolina 

李彥禎 

YES   

2 2 1980 

6/13-

15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 

咱的台灣、咱的

夢 
TAA-Atlanta 

張信雄 

YES   

1 1 1979 

6/8-

10 

Harrison Bay State 

Park, TN 
關心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李豐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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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History of Summer Conference/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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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Invitation Letter: --- 

2. Promotion Letter: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south-east-taiwanese-american-summer-camp/2019setaa-invitation1-1/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south-east-taiwanese-american-summer-camp/2019setaa-invitati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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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gistration Form: --- 

4. The Front Cover of the Program Book: 

 
 

 

 

 

 

 
 

奔波於〈幸福路上〉的台灣人 
 

June 28 ~ 30, 2019 
 
 

2019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SC 
 

http://taiwanesenc.org/SETAA2019/ 

Host by TAA-NC http://taiwanesenc.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N.Carolina/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N.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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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lcome Letter: 

歡 迎 詞

 

親愛 e鄉親朋友: 

又到了這個一年一度、我們東南區台美人要

再聚一堂、情感交流、吸取新知的難得聚

會。 

回首過去，從 1979年舉辦的第一屆，直到今

年的第 39屆，我們居然已經瞬間地穿越了四

十個寒暑的更迭、跨過了兩個社會的世代！ 

四十年來，多虧的是有一群早晚心繫台灣、

執著且默默的熱心同鄕，從早年的意氣風

發、攜家帶眷，到今天依然不辭辛勞、甚至

拄著柺杖，前來參加這場年度的盛會；為的

就是因為擁有一顆單純疼惜台灣的心、以及

那份依然熱血奔騰，期待著與台灣的國家民

族命運連結的情懷！看到前輩們長年來不斷

的支持和付出、及無私奉獻的形影，讓我們

有一股由衷的溫馨、感動，與鼓舞。 

我們要再一次從深自我們的肺腑，跟您們虔

敬地説：竭誠歡迎您來參加第 39屆的東南區

台灣人夏令會！ 

今年同時也正值美國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週

年的關鍵性時刻；我們尤其高興地看到了美

國政府，才剛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正名提升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這個

外交性的鋭變轉折，無疑將對台灣未來邁向

國家正名及正常化的進程，提供了躍進性的

重要腳步，意義自是非比尋常！讓我們一同

再接再勵地持續關注我們的父母之國，充分

利用我們影響所及的週遭環境，努力地宣掦

提倡台灣的國家主權獨立及其民主自由的可

貴成就，全力回應並反撃中國專制極權在國

際上對台的種種霸道欺凌的行徑與挑戰！ 

值此時刻，我們北卡同鄉戰戰兢兢地接下了

這隻傳承的棒子，小心翼翼地經辦此次的夏

令會。一支充滿熱情活力的同鄉團隊，真打

拼 e為這次活動，亟力邀請到的最棒講員陣

容，來為同鄉準備一場豐盛的台灣政經社會

與人文藝術的夏季饗宴；不僅希望可以藉此

瞭解透視目前台灣時局的後續發展前途，也

同時幫忙界定我們台美人此去的歷史使命。 

這個以前瞻性思維的基調來企劃的知識饗

宴，將會動態且多元性地包括有如下的講員

及內容： 

-四位太陽花的運動領袖：林飛帆(面對中國

擴張下台灣獨派跨世代的合作基礎)、林易瑩

(時代力量)、劉恆徵(基進黨)、黃守達(民進

黨)，和我們一起來探討台灣的政經展望、文

化的認同、及整體的未來。 

-政論家范疇，談美中對撞下的台灣未來經

濟。 

-陳秉亨討論台灣的綠能，台灣能源轉型的願

景及挑戰。 

-三位知名的記錄片導演：李惠仁(并:控

制)、張文馨(62年與 6500哩之間－我的民

主阿媽)、傅瑜(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他們

將分享拍片的經驗及創作的心得，並放映其

近期代表作。 

-阿薰談換個角度看世界，和李彥貞談那久那

有村人間天堂養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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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很難得的邀請到蘇奐豪先生，為我們

帶來了包括廿幅台灣本土畫家們的精彩作品

展。蘇先生每年都到全世界各地去展覽台灣

的藝術創作，不僅為台灣打國際知名度、也

同時具體地向全世界展現宣示台灣藝術家 e

特殊人文美學。 

我們全力以赴，最後選擇南卡 FURMAN大學，

校舍換新，全部單人床舖舒服度有改進。我

們同時也期盼：您們將能在大會結束時，經

由個個節目內容的深度參與及學習，獲得知

性及感性上最大的満足。無論是見到了多年

未見的老朋友，聽到了種種深具啟發性的演

講，或是享受南卡鄉鎮的特殊風土人

情.... 當然、特別是能與一群志同道合、同

樣關心及熱愛台灣的遠朋近友，真摯地手牽

手、心連心地度過了一個𣈱快且具有生命伸

展意義的初夏周末，謝謝！ 

總召集人 黃淑娟 / 北卡同鄉會籌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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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grams: 

2019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節目表 
6/28 星期五 6/29 星期六 6/30 星期日 

 

 

 

All meeting at 

Daniel Music 

Building 

Morning Exercise, Golf … 

 

Breakfast 7:00~8:00 

Morning Exercise, Golf ... 

Sunday Worship 6:15~7:15 

Breakfast  7:00~8:00 

8:15 ~ 9:15 

劉恆溦 

8:15~9:15 

范疇- 經濟對撞 

9:30 ~ 10:30 

林易瑩 

9:30~11:30 

李惠仁 演講+ 電影 II 

10:45~12:00 

林飛帆 

11:40 ~ 12:00 

檢討與閉幕式 

Lunch 午餐 12:00 ~ 1:00 Lunch 午餐 12:00 ~ 1:00 

1:30~ 2:30 

黃守達 
Check out 

 

Bye 

Good Bye! 

 

See you again 2020 

2:45~3:45  

陳秉亨 

 綠能 

2:45~3:45 

李彥貞 

幸福的人生 
報到 Register 

3:00pm~ 4:00~5:00 

李惠仁 演講+ 電影 I 

Dinner 晚餐 

5:00~6:00 

Dinner 晚餐 

5:00~6:00 

6:30~7:15 

台灣之美畫展 

剪綵 開幕式 

6:30~8:15 

時勢座談-全體台灣來賓 

7:15~8:15 

Josie Chen 阿薰 

換個腳度看世界 

8:30~ 10:30 

傅榆 電影+座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8:30~10:30 

Anita Chen 張文馨 

Talk+電影【62 年與

6500哩之間】 

10:30~ 

Reunion 懇親結緣 

 

10:30~ 

Reunion懇親結緣 

Board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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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ublic Announcement: ---  

8. Reports/Articles about the Conference after the Conference: --- 

9. Souveni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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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7/6-7/8 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相約在喬州「小德國」海倫小鎮 

美東南台灣同鄉會 

炎炎夏日去哪最好呢？當然要力推喬治亞州的「小德國」，離亞特蘭大只有 2 小時路程的海倫小鎮

(Helen, GA)。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將於 7/6-7/8 在這風光優美的度假勝地，主辦「SETAA 美東南區

台灣人夏令會」。報名請速洽 www.setaa.us 或來電 404-697-3394 詢問。 

今年夏令會將以「薪火相傳。疼惜台灣」為主題，希望邀請長輩、青壯年、年輕家庭逗陣相聚。同鄉會有別

以往租借校園宿舍的方式，精心挑選到設備舒適、價錢優惠的 Unicoi State Park & Lodge，床位實在有限喔。 

在夏令會中同鄉會邀請到台灣民謠歌手、金曲獎得主嚴詠能的團隊，將以「美樂音台灣」喚起鄉親對台灣的

記憶和故事；以及「美麗 Formosa」、「榮耀的日光」詞曲創作人王明哲，還有說唱逗趣的「台灣心鄉土

情」賴忠智牧師，也將協同在夏令會的音樂會中特別演出。 

「台灣政論火力全開」系列演講也將帶領鄉親關心台灣目前的政經現況，邀請到民視董事長、喜樂島聯盟發

起人：郭倍宏博士，前國防部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博士，基進側翼黨發言人：顏銘緯，社

民黨全國委員、前社民黨發言人：苗博雅，時代力量永康區市議員參選人、時代力量前黨部執行長：林易

瑩。除了強棒講員接力開講，今年兒童和青少年活動也無敵精彩！有????射箭、Zipline 戶外挑戰遊戲、美術

設計、科學實驗、動腦辯論等，絕對能讓全家滿載而歸。 

同鄉會為服務遠從外州的鄉親，可安排從亞特蘭大(集合處)至海倫小鎮的交通共乘。歡迎鄉親至

www.setaa.us 線上報名或下載報名單與同鄉會 404-697-3394 聯絡。報名費用一律以支票繳交，抬頭予

ATAA，並註記 2018SETAA，請寄至 2466 Fontainebleau Dr., Dunwoody, GA 3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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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美東南區夏令會邀請您參加 

7/8-7/11 於 Furman University, Greensville, SC 

Nashville-TAA 將主辨 2011 年第 33 屆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會（SETAA），籌備會定於 7/8 - 7/11在

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SC.舉行。召集人包括連勝義、羅玉燕、林光治、黃照滿 ，陣容強大，史

無前例。SETAA是 32年前由 GA, NC, TNTAA 以露營方式 在田納西州的 Harrison State Park 開 始，充滿台

灣勤苦開墾的精神。2007 年由南佛州鄉會主辨，創全美夏會第一次在船上舉行。歡迎參加，一同關心台灣和

台灣社團。 

本會特色如下： 

♦ 參加費用公道，適合社團、家庭團圓、好友聚會。附近有 Smoky Mountain, Biltmore Estate, 

Appalachian 山麓，是美東氣候最適中的世外桃園。 

♦ 學校設備理想，將舉辨壘球、golf、網球賽，歡迎學生、青年、壯年，各鄕會組隊參加，依照參加人

數， 設定優勝獎金，還有超水準的游泳池， 風景美麗的大湖供你欣賞。 

每晚點心，有冰冷西爪，燒燙燙香噴噴的雞肉、水果、燒麵等，給你吃到飽。 

♦ 由 12 鄉會旗隊和總會旗開路入場的開幕式，全体會眾合唱“God bless America and Taiwan"，和閉

幕式中各鄕會旗隊退場，總會旗交接給明年主辨 者。讓你感受這個有意義，難忘的夏令會，讓你“相信台

灣”，堅定“台灣 永遠是台灣”的信念， 

♦ 台灣之夜，演講、醫學、婦女、生活節目等，這增加你多彩多姿的生命，歡喜快樂。 

感謝每年熱心鄉親用「蕃薯毋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炭」的精神來傳承。東南區夏令會是台美人歷史足跡

的印証，是親像故鄉台灣，充滿南方好客，親切的一個夏令會。 

夏令會消息查詢：Lien : sunnyshardwood@gmail.com; Lin: davisklin@aol.com, Huang: 

muhuiming@hotmail.com（李豐隆，865- 983-0870, henlee0502@aol.com） 

 

 

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營(SETAA) 

親愛的鄉親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參加由田納西主辦的 2011 年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營 (SETAA)。我們籌備小組已開始積極投

入運作，以便能使大家賓至如歸，歡歡喜喜參加此一鄉親們同聚一堂的盛會。 

爲了使東南區各同鄕會交通較爲方便，並在附近有些 ATTRACTION 的適中地點，特選定 Furman University -

(3300 Poinsett Highway Greenville, SC 29613-9609) 從 7月 8日至 10日在該校區隆重舉辦。 該校區最

近全翻新裝修，以嶄新的面目提供全新全備的宿舍，大小不同的會議中心及聚會場所，餐廳、球場、綠草如

mailto:sunnyshardwood@gmail.com
mailto:davisklin@aol.com
mailto:muhuimi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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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湖光山色、小橋流水、尤其雄偉挺拔的茂盛樹林等自然美景，令人陶醉不已。我們敞開大門摯誠地歡迎

大家參 加 2011 SETAA夏令營的盛舉。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台美人的意識-台灣心，顧台灣”乃是在這多變的世界環境中，我們台美人如何屹立不搖

地站穩我們的立場向前進。好讓我們爲台灣的認知扎根，讓我們的後 代不要忘了我們是台灣人，是光榮而有

尊嚴的一族。 

我們真誠地期待所有參加同鄕們都能覺得是不虛此行；我們願聽取多方意見的綜合來選定一些精彩的講座。 

除請了專家講主題外，我們舉了 13項 講題，也歡迎同鄕們再添加講項，但請選 6項講，我們將依此爲據來

排定講座。敬請各會長將此邀請函轉寄給貴同鄕會員們，統計(或各別寄亦可)該 6選項寄回 

taa.nashville@gmail.com，並推薦第一、二代優良講員，使鄕親們能更新知識，成爲現代化的台美人爲自

己、爲族群造福。請盡量鼓勵第二代及第三代出席。謝謝！ 

我們最後希望，美東南的鄕親朋友們，以輕鬆愉快度假的心情，參加我們自己的年度聚會。見見新舊朋友，

共襄盛舉。我們的聯繫地址是：taa- nashville@gmail.com 敬請多多指教。 

田納西 Nashville台灣同鄕會、 SETAA 2011 夏令會籌備小組、共同召集人、連勝義(615)444-7369、林光治 

(615)832-7046、黃照滿(615)641-9670 

 

美東南區台灣同鄕夏令會(7/8 — 7/11) 

同鄉們， 

一年一度的美東南區台灣同鄉夏令會即將於七月八日至十一日於 Furman University (3300 Ponsett High Way, 

Greenville, S. C. 29613-9609)舉行，今年由田納西 Nashville 台灣同鄉會主辦，他們熱情的邀請並準備了豊富的

節目與美味的食物，而參加費用非常的經濟，包括吃住節目等三天二夜，大人$220,小學生$100,中高學生

110，大學或研究生$120，而五歲 以下$60 Furman University 景色非常優美而他們的宿舍乾淨舒適與現代化。

今年我們會租一部豪華舒適的大巴士(60 人座)，懇請大家踴權參加，人數越多大家所分攤的費用就越少，巴

士的費用初步報價是$1 ,500.00 一天 X 3=84,500.00,我們還在繼續比價中，這一部份的費用正考慮申請補助或

請熱心人士捐助。總之，全部大人費用估計大約$350 左右。請同鄉們在七月八日至十一日撥出時間，與大家

同歡樂共渡一個短暫的假期。 

爲統一計算人數，請大家將報名表(請由 http://setaa.us/portal/下載) email 或郵寄給蔡秋珍。 

email: JJTYL53@HOTMAIL.COM, Phone： 305-945-3497 

住址：16495 N.E.. 27 Place, N. Miami Beach, Fl . 33160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mailto:taa.nashville@gmail.com
mailto:taa-nashville@gmail.com
http://setaa.us/portal/%e4%b8%8b%e8%bc%89
mailto:JJTYL5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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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美人的意識一台灣心、顧台灣」 

【圖與文/周明宏】由田納西納城（(Nashville)同鄕會主辦的第 33 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 7月 8 日至 10

日在南卡州綠村市的 Furman University 圓滿舉行。 

本次大會主題是【台美人的意識一—台灣心、顧台灣】，大會邀請了多位學界、醫界、文藝界與台美社區中

的傑出人士，提供了多元的講演。兩天兩夜短促的會期中，包含世界級音樂大師的演奏，電腦網站新知，醫

療醫護急診須知，美國法律與聘請律師必知，美台關係與促進倡導之方，花卉果樹接枝，與非洲旅遊分享。

真正是面面俱到，多采多姿。尤其是每晚的宵夜小吃，更是讓大家享受台灣夜市美食，深深感受到納城同鄕

會的盛意與熱情。 

開幕式於週五晚上舉行。在陳泰成老師優美的鋼琴演奏下，美東南區各地同鄕會會長舉旗相繼入場，然後，

在美東南區同鄕會理事長林俊雄引言中夏令會隆重開幕，召集人連勝義、林光治與黃照滿分別致詞後，各地

同鄕會會長也各自報告分會一年來的活動。開幕式之後，鄕親們隨即在宿舍大交誼廳開始品嚐台灣小吃。 

第二天，陳泰成老再度以優美的鋼琴演奏開啓一天豐盛的節目，太平洋時報的賴慧娜女士以一千零一夜故事

談到北美洲台灣婦女眾多傑出的事蹟，勾畫出她們優美的典範與顏容，下午多元的節目，提供大家醫療、園

藝、法律與旅遊等新知。 

晚上的台灣之夜可說是精彩絕倫，由各地區來的表演者都給足觀眾超級的娛樂與歡笑，豐富的節目包括了九

歲男孩的功夫表演及八十歲的老翁串扮小姐的團體舞蹈。晩會後，當然又是精緻的台灣夜市小吃美食。 

最後一天的主軸節目，由 FAPA 總會會長楊英育教授演講現今台美的關係與促進台美關係的方法。他提供了

許多觀察來說明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變化，以及如何加強台美關係的方法。在短短一個半小時之內，大家吸取

無數寶貴資訊。之後，大會舉行閉幕式，發表夏令會的聲明，在宣佈南佛州同鄕會將接辦明年第三十四屆的

美東南區台彎人夏令會之後圓滿結束。 

 

 

鄉情滿溢的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文/王淑芬】第三十三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十日在南卡羅來那州格零威爾（Greenville ）的

Furman University 圓滿結束。有來至阿拉巴馬州、北卡羅來納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田納西州，肯塔

基州，甚至維吉尼亞州、及印第安那州的同鄕遠道開車而來，一共有大約兩百人參加，共度三天充滿台灣

味、台灣情的快樂時光。 

今年的大會，是由田納西納城 （Nashville ）台灣同鄕會主辦，大會的主題是「台美人的意識一台灣心、顧

台灣」。 

希望藉由這個一年一度的大會，讓台美人站穩立場向前行、對台灣的認識紮根，也讓台美人的後代不要忘了

台灣的根源，是光榮而有尊嚴的一族。大家都希望因由大會，緊密的連結台美人對台灣的關懷與愛心。 

今年的節目豐富，有來至各地的專家演講，講題有北美洲台灣婦女顏容、醫學知識、花木培育、移民法律、

非洲旅遊分享等題目，也有國際水準的鋼琴獨奏，但是最特別的是星期六晩上的「台灣之夜」節目，是集合

各地同鄕的才藝表現。節目由這次大會召集人之一，一家三代表現出色的連勝義，他的小女兒連育敏及亞特

蘭大的傑出第二代周穎鍵 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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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亞特蘭大有令人眼睛一亮的精彩演出。同鄕會今年提供了三個節目，才剛剛成立的合唱團，雖然只有倉

促練習幾次，但是在有數十年訓練及指揮合唱團經驗、才從紐約搬來亞城的陳炳衡老師的指揮下，精彩的表

演三首台灣歌曲：「黃昏的故鄉」、「故鄕的鳳凰花」、還有「福爾摩沙頌」，合唱團薛蘊德老師的指導帶

領下，表演了當晚最 「熱」的「傳統式夏威夷呼啦舞」，台下的觀眾不但驚豔她們鮮麗的草裙及衣飾，更是

享受她們曼妙的舞姿，人人 驚喜的發現亞特蘭大竟有這麼多才色美女。而由台美學校舞蹈硏究班提供的 Line 

Dance 表演，也是輕快討喜，吸引觀眾，贏得許多掌聲。 

台灣之夜的節目，除了亞特蘭大的精彩演出，還有佛羅里達同鄕會的「十八姑娘一朵花」舞蹈，幾個男士

「犧牲色相」，穿上姑娘裝，與女士一起上場表演十八姑娘，特別可愛：「愛情恰恰」舞蹈，也是散發青春

活潑氣息，得到很多掌聲。而其他的幾個節目，包括 SETAA 超水準的合唱節目，小朋友的功夫表演、劍

舞、吹笛等等節目，都是精彩而受歡迎，欣賞台灣之夜的表演，讓這些出外的台灣人，有彷如回到家鄕的愉

快心情。 

連著兩個晩上，納城的同鄕以台灣人特有的待客熱情，準備好料招待參加大會的鄕親，他們準備的正宗美味

台式到冰，每上場，就被一掃而空，而自製的肉粽，更是香味四溢，毫不油膩的豬腳，也都令人叫好。 

一個豐富又滿滿洋溢著台灣味的年度夏令會，就在大家不捨及期待明年再見的離別聲裡結束，留下的是溫馨

鄕情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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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台灣个店」-民族的認同與文化的饗宴 

                    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追記        文/李聞先 

由北卡台灣同鄕會籌劃經年的第 32 屆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終於在七月九日下午七時在北卡西境

Cullowhee 的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校園隆重揭幕，展開前後爲期三天的年度盛會。 

今年以台灣現代民謠之父陳明章先生的鄉土歌謠「台灣个店」爲主題，並以台灣卑南文化土的遠古精緻玉器

爲大會 的圖騰，擺脫漢族本位、移民社會的狹義思想框架-而以南島民族原鄕的自主歷史、展視野，來進一

步界定海內外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基礎，並藉以展望社會文化深耕與開創的方向與遠景。 

於是，和著主題歌謠的親切悠揚曲調，與銜接一顆顆幟熱殷勤的遊子懷鄉心靈，如同玉器圖像裡的親吻形体

連結（見附圖），近二百名來自美東南區各地的台灣同鄕-熱情且莊嚴地聚集在這個宛如故鄕埔里的山城，驕

傲地升起了「台灣个店」旗幟，展開這場海外台灣知識份子的感性與知性之旅… 

♦民族音樂的精神饗宴與懇親結緣的台灣小吃 

緊接著簡單隆重的開幕儀式之後，大會隨即以一場命名爲「台灣个店的音樂饗宴」，展開夏令會序幕。 

這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首先由北卡同鄕的「台音合唱團」帶領同鄕，合唱大會的主題曲-「台灣个店」。以

遊子的情境與心聲，吟詠對故鄕的思慕。 

接著，以溫馨感人的「無通嫌台灣」及「伊是咱的寶貝」等合唱曲，表達對故國朝夕想望的思緒。 

然後再以吉他伴奏的個人清唱，藉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與「新莊街」歌謠中動人的鄕土意象與懷舊詩

情，讓同鄉 們從記憶深處裡去搜尋捕捉家鄉的印象。一波波優雅深情深的台灣民族鄕土歌謠，不斷地撞擊牽

引與會同鄉的心思。 

當晚音樂會的真正高潮，無疑是隨後台灣新生代音樂胡志龍與周子鈴的搭配演出° 

透過周子鈴的解說與胡志龍的鋼琴示範，近代台灣民族音樂創作的精品就此鋪陳開來。從前輩馬水龍及蕭泰

然的經典曲目，到近期新生代作曲家的精采樂作，在兩人配合之下，藉著嫻熟的琴藝，鏗鏗鏘鏘地將一系列

的音樂創作，生動地介紹給大家，讓聽眾們嘆爲觀止。 

盪氣迴腸的音樂會結束後，同鄉們隨即轉往會客廳-享用北卡同鄕精心準備的道地台灣小吃-展開懇親結緣活

動。 

一道道令人垂涎的愛玉冰、草冰、珠奶茶、及熱騰騰的「冠軍麵包」等，在鄕親們的手中傳遞分享。雖然多

半 的同鄉經歷了整天的舟車勞累，仍然精神抖擻，在熙攘的人群中殷切地尋找新友舊識，歡敘抒懷，直至午

夜才逐漸散去。 

♦司法的歷史弊端與國家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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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節目是三天會期的主軸，在晨操（溫碧謙醫師帶領）與早禱（馬約翰 John McCall 牧師證道）之

後，主要節目一一登場。 

首先是王金壽先生以「台灣司法改革的歷史與困境」爲題，針對現階段台灣司法及檢察体制種種弊病沉痾進

行精闢解析。 

王教授由政治歷史遞壇的實證分析角度，從早期國民黨獨裁政權，何操縱「侍從主義」的「恩」「侍」關

係， 及運用司法檢察体係的暴力機制，來全面掌控台灣的地方政治，與維護其威權專制体制，作動態社會的

層層解析。他說，國民黨這個暴虐的機器，在司法戒嚴的鞏固下，完全地限制了司法改革的空間。 

近年來，隨著解嚴後的政治解放，與民進黨的短期執政，這套「侍從主義」運作機制，雖然逐漸遭到挑戰，

零星的司法改革亦偶而在基層体系中但由於整體体制先天上缺乏一套民主政治監督的必要機制，展望未來的

改革，明顯困難。 

接著原先排定涂醒哲先生的專題演講-「台灣國家前途-從參與 WHO 看台灣的國際定位」，由於涂先生不克

前來與會（爲因應馬政權罔顧民意，蠻橫地與中國簽署 ECFA，民進黨立委黨團刻在緊急會商對策），大會

決定播放涂醒哲探討類似議題的一段精釆的演說錄影，來塡補這個時段。) 

演說中，涂先生以數年前台灣 SARS 危機的實例，痛心疾首地指出，由於中國的阻撓杯葛，台灣未能獲許參

與 WHO 的國際組織，以致在 SARS橫行之時，無法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享有各種國際資訊與奧援，

而讓台灣人民的健康陷入危機之中。 

展望未來，台灣前途的出路，似乎唯有依靠人民的普遍政治覺醒，然後以公投的民主方式，來集體明確表達

獨立建國的意願，完成自二次大戰之後，舊金山和約簽定以來，至今迄未確定的國際地位。 

從那段記憶猶新，SARS 危機橫行時期的艱辛處境，到日前這個 ECFA 商約簽訂以後，所可預見對台灣未來

國際定位與國家前途的侵蝕與破壞，這段昔日的演說錄影，此刻聽來依舊引人深省。 

♦台美人的社區平台與台灣的塑像午後的節目由第二代台美人 Ho-Chie Tsai 以「A Taiwanes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Making: Generations in Transition」的專題演講開啓序幕。 

HO-CHIE以其多年來從事社區開創的草根經營與組織拓展，及推動 Taiwanese American 族群認同的實際經驗

來現身說法。他以生動的論述與事例，鼓舞所有的與會同鄉。 , 

他同時透過追溯第一代台美人的辛勤移民經驗與活潑的社區組織，呼籲所有的台美世代，攜手合作，累積各

方面的資源力量，共同來突破發展的瓶頸，以期在美國的主流社會裡，建立一個明確突出的台美人社區平

台。 

他身體力行，經由 Taiwanese American. Org 網站的建立，不斷地連結匯聚在全美各地活躍的第二代台美人，

共同朝向這個目標推展。其高瞻的視野與堅定的意志令人喝采、感動! 

下午後半部的節目進展程序，以二個演講時段及四個獨立單元，分二組平行進行。一組是李淑櫻的「尋找台

灣的塑像(Icon)」，與王淑芬的「辣媽+番婆=?」；另一組則是胡民祥的「母語奶水，台灣文學」，及溫碧謙

的「如何老化」。這些既富深度並且有趣的話題同時進行，令眾多與會的同鄉面臨抉擇上的困難。 

得獎無數的李淑櫻是個畫藝超凡的專業畫家，精於捕捉生活周遭裡的藝術形像，營造出獨特的作品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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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正面塑像，就像一個藝術工作者的特例創作風格，它不僅從外反映國家的表面形象，也往往從內

在界定其民族文化。 

她在演講中，藉著展示一張張精心收集的藝術作品，一方面似乎試圖從那些她所鍾愛的創作圖像中，為台灣

塑像，鑲嵌出馬賽克式的心靈彩繪；另一方面，她又顯然慧心獨具地，有意經由群體的智慧，來共同催生這

個問題的答案。 

王淑芬外表上看來絲毫沒有「辣媽、番婆」的形象，但其行文風格卻粗獷大膽、天馬行空，同時她涉獵廣

泛，才情縱橫澎湃。 

她的文字創作皆取材於日常生活點滴或行旅的見聞。常人習以爲常的瑣事，但她卻能洞察入微-將之剖析詮

釋，然後巧 妙地轉化成獨到的觀點，難怪有大批的「辣媽迷」。 

然而，這些顯然並不是隨機、偶然的產物。辣媽在演講中揭露出她在嬉笑之餘認真的一面。經由她的陳述，

我們可以看出，她在撰寫行旅見聞時，極度用心的觀察考據-原來這個「辣媽+番婆」的功力，實際上既踏實

且深厚、誠懇而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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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美東南區夏令會邀請您參加 

七月三日一七月五日，Orlando, FL 

親愛的各地同鄉們： 

佛羅里達州 Tampa和 Orlando 臺灣同鄉會 隆重推出 2009 年美東南區夏令會。預定在七 月三日至五

日在佛州的"Ramada Orlando Celebration Resort & Convention Center" 舉 辦。東南區夏令會三

十年來一直是扮演著同鄉 的年度敘舊和精神充電器。來自各地的鄉親們 齊聚一堂，聆聽、討論、

分享台美人最關心的 台、美時事議題。 

自從臺灣馬政府上台後，「馬上」翻臉。 在中國黨「反獨促統」政策下，大幅親中、媚共。過去廿

年臺灣本土政權所努力追求，辛 苦建造的民主自由制度，不到一年時間已幾乎被摧殘殆盡，臺灣人

的權益汲汲可危。面對劇 變的國際政、經情勢，夏令會籌備會擬將邀請臺灣、美國的菁英一起探討

臺灣民主政治、經 濟、兩岸關係、司法與人權等議題。計劃中有 前經建會主委，現臺灣智庫董事

長陳博志教 授；民進黨青年部主任趙天麟；中國問題專家 邁阿密大學政治系金德芳教授(June 

Teufel Dreyer)；以及電影“被出賣的臺灣"（Taiwan Betrayed）製作人刁毓能（Will Tiao）將應

邀蒞臨 夏令會一起來探討我們所關心的臺灣。此外臺美人第二代已相繼在美國社會成長茁壯，夏 

令會籌備會也將邀請年青世代來分享他們奮 鬥過程，這些不僅是老台美人的驕傲，也會 是年青一

代同儕的榜樣。 

今年夏令會節目豐富，除了邀請來賓講演 涵蓋政、經、人權、媒體、醫學等議題之外；七月三日下

午將另有一場高爾夫球賽； 籌備會也將有一個生動可期的開幕'閉幕 式。當然，同鄉們的熱情參與

將會是最難忘 的回憶。七月四日晚上的「臺灣之夜」就是 給同鄉們一展身手的舞台。夏令會所在

的 Ramada Orlando Celebration Resort & Convention Center"緊鄰狄斯奈樂園，有免 費

shuttle 可接送遊客到狄斯奈。周圍即為舉 世聞名的” Theme Parks"。如果鄉親們有 興趣搭乘熱

汽球鳥瞰 Theme Parks ，旅館前更有一熱汽球載客（Hot air balloon ride）的活動（費用自

理），我們竭誠邀請各地鄉親闔府來到旅遊聖地 Orlando，作伙探討我們所關心的臺 灣，並享受一

個夏日假期。 

更詳盡的細節將陸續發放，敬請期待。 

順頌 時祺 

2009 美東南區夏令會籌備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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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記 Savannah 美東南區夏令會 

河邊春夢一台美人的夢 

【文/陳富美•圖/林俊雄】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在 7 月 11 日在喬治亞州最優美的南方文化古城:Savannah 市內熱門觀光區的 Marriott 

Savannah Riverfron Hotel 隆重舉行。此夏令會 30 年以來第一次在豪華飯店舉行。爲慶祝第 30 屆的盛會，召

集人林俊雄與亞特蘭大同鄕會的工作團隊配合主題「河邊春夢，台美人ㄟ夢」周詳策劃講座，邀請陳師孟，

王定宇，葉治平，戴正德、李學圖，楊英育等講員及專業演唱家王明哲、李智惠來表演。參加盛會的，包括

遠道從 New Jersey，Ohio，Kentucky，台灣來的老少鄕親共約 200 人。會後許多參加的鄉親也覺得不虛此行。 

今年夏令會隆重開幕時，大家在肅穆的氣氛下起立合唱美國國歌，與「台灣翠青」。由東南區理事長涂惠鈴

小姐致詞，她特別指出，東南區已是第 30 屆，年年都舉辦夏令會，從沒有間斷誠屬可喜可賀。這 30 年間全 

勤獎有三位：李豐隆、顏淑華、張信雄，許多鄕親遠道來此共同關心故鄕事，做台美人的夢，是每年充實的

聚會。 

今年夏令會的重頭戲是台灣政論分析。首先由王定宇議員談「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分析十分精闢。前總統

府秘書長、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師孟教授的「台灣的政治經濟的前景」做了很詳細精闢的分析，給了一堂很充

實的政治經濟課。他分析爲什麼會復辟，在於阿扁欲做“全民總統”，執政八年轉型正義卻沒有落實。所以

我們應繼續積極推動轉型正義、追討國民黨黨產等。台灣人要有理念，而且轉型正義是民主化的基礎理念。 

他並分析經濟，資訊的全球化暴露出中國的商業倫理的醜惡。他對台灣經濟比較樂觀。最近台商漸由中國撤

資，台灣有些產業堅持根留台灣，並加強硏發創新，這些都是好的跡象。葉治平教授讒述台灣四百年的歷

史，由荷蘭人叫出 Ilham Formosa 到還在唱「Formosa 咱的夢」的現在。從他很有系統及風趣地講述讓與會者

收穫良多，更認識故鄕的這塊土地與人民。 

精彩的「大話座談會」由各講員來回答現場鄕親的問題，大家非常關心台灣的現況，所以發問非常踴躍，講

員也做了相當貼切的答覆。緊湊的行程持續到最後一天，首先由戴正德教授主講”台灣的現在與將來”他從

台灣民族性分析，再激勵大家免失志，李學圖也發表他認爲台灣意識及國家認同的重要性而做評選的 100 本

佳作及其評選過程。另外 FAPA 總會長楊英育也特別以［台美人團結再出發］爲題，讓大家瞭解過去和未來

FAPA 的工作方針及目標。北美洲婦女會也提供一個相當精彩的節目，由知名女高音李智惠女士演唱及許鴻玉

女士鋼琴伴奏，表演由李教授自創的作品，非常活潑動聽。 

輕鬆的「台灣之夜」有王明哲音樂演唱及綜合娛樂節目。由李智惠女士獨唱今年的主題曲「河邊春夢」揭開

序幕。田土伯也專程由 San Diego 趕來做非常精彩的「早期台灣火車的脫口秀」，節目非常鄕土，表現當時台

灣早期的生活和諧音比照，勾起相當多鄕親的回憶和共鳴。各地同鄕會的表演：亞特蘭大台美學校學生及校

友以弦樂四重奏，演奏台灣民謠「Formosa 頌」，「天黑黑」，「春宵吟」及青少年街舞表演，Tampa, 

Florida 車鼓舞「四季紅」，非常逗趣，也搏得全場掌聲。 

此外由 Orlando, Florida 同鄕會表演的原住民舞蹈，搶眼的服裝和舞蹈也有相當的迴響。來自 South，Florida

陳雅郁和陳木全先生以口琴吹奏「望春風」，「台灣頌」和陳木全先生獨奏「Home Sweet Home」。陳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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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帕金森症仍堅持完成，使人非常敬佩，曲罷全場起立向他致敬。接下來由田納西同鄕會表演「自由台

灣」，由李豐隆醫師帶領同鄕演出，也相當精彩。最後由熱愛鄕土也是「台灣」原創作曲家、來自台灣的王

明哲先生，以他特有充滿感情的語調敘述他創作的心路歷程，自彈自唱完成這場非常感人的音樂饗宴。最後

台灣之夜在他帶領大家合唱「台灣」後圓滿結束。 

明年夏令會將由 Florida Tampa 與 Orlando 同鄕會合辦，屆時歡迎大家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台美人盛會。 

摘自 台灣公論報 No 2213, 07/25/2008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親愛的美東南區ㄟ鄕親大家好。 

咱一年一矲ㄟ夏令會今年 2008 年由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來主辦。時間是 7 月 11-13 日（禮拜五到禮拜日）。

咱爲得嘜乎大豪會凍輕鬆而且來了解美國南方文化和歷史。特別將地點選擇在 Savannah City downtown 內面

ㄟ "Marriott Savannah Riverfront" Hotel 來舉行。飯店ㄟ位置在 Savannah 河邊。在飯店ㄟ後面就可以看到真水

ㄟ河景。也可以搭船到對岸、商業展覽館參觀。也會凍走到 Savannah 市區尙出名ㄟ海產街市。佇玆乎咱會感

受到親像在淡水港口ㄟ氣氛。而且在市區內面也有瑧最建築物和公園會凍參觀和休憩。Savannah 市在 1733

年由 General James Edward Oglethorpe's 提出都市計畫並且建設完成。尙特別ㄟ所在就是十字路口攏是用四角

形（Square）有別於歐洲式圓環ㄟ設計。每一個 square 攏是公園。全市區大大小小攏總有 22 ㄟ squares。而

且市內ㄟ建築物嘜真有特色攏沒同款。所以真値得大家來斟酌欣賞和體會。咱有體諒大家爲咱今年台灣總統

大選ㄟ辛勞。特別希望爲大家提供一ㄟ輕鬆又舒適ㄟ環境乎咱父老兄弟和少年姊妹來做伙開講。分享生活ㄟ

心情。 

咱今年ㄟ主題是"河邊春夢。台美人ㄟ美國夢”如何乎咱ㄟ後一代會凍繼續傳承咱ㄟ台灣意識和咱ㄟ社區發

展。咱預定爲大家邀請來自台灣和美國本地ㄟ知名人士和咱台美人ㄟ社團負責人來共同討論。所以瑧最攏是

大家熟識ㄟ老朋友。而且咱今年ㄟ”台灣之夜”預定特別爲大家按台灣邀請演唱藝術家來溝昌咱故鄉ㄟ歌

曲。°並且嘜由咱亞特蘭大台美學校ㄟ校友和學生共同來伴奏部份ㄟ曲目。節目ㄟ內容非常精彩請千萬勿通錯

過。 

咱第三十屆美東南區夏令會今年將由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來主辦。阮將盡阮最大ㄟ能力來作上好ㄟ安排。並

且用阮最誠懇ㄟ心情來邀請咱各地區ㄟ鄉親。希望會凍乎大家一ㄟ有特別感受ㄟ夏日假期。所以請大家踴躍

來報名參加。共同來站和參與咱這個海外台灣人ㄟ傳統聚會。 

A. 咱佇玆拜託各地同鄕會會長趕緊通知和邀請貴寶地ㄟ會員和有趣味參加ㄟ朋友。 

B. 有趣味袂在”台灣之夜”上台表演或者各地同鄉會有準備者。也請和咱主辦單位聯絡。 

C. 報名截止日期在六月十三日（郵戳爲憑）。報名表可在 www.ataa.us 網站下載。 

D. 7 月份日頭赤炎炎。愛ㄟ記ㄟ帶防曬油和游泳裳。飯店有室內和室外ㄟ游泳池。 

第三十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敬邀 

 
摘自 台灣公論報 No 2204, 05/0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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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美東南區台灣人海上夏令會 
作者 吳明美 

2007 年第 29 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在鄉親們引頸企盼下終於來臨了，於 7 月 6 日至 9 日間舉行，乘豪華

遊輪(Carnival Fascination)由邁阿密港出發至巴哈馬(The Bahamas)，共吸引了 350 名來自東南區各州以及台灣

的多位主講人物與親友們。報名截止後，尚有不少向隅者。最近邁阿密連續三週日日雷公雨(不幸雷公打死了

兩人)，使我們很擔心雷雨會帶給遠道而來的鄉親們困境。感謝天公特別作美，以乾坤朗朗來迎接我們的鄉

親。正午日頭炎炎，鄉親們拎著大包小包行李，扶老攜幼地上船。旅途雖然疲勞，卻個個精神奕奕，人人洋

溢著興奮之情。 

此遊輪長 855 呎，重七萬多噸，可容納 2,634 名遊客與 920 名員工。共有 13 層，包括船艙、公共地區與工作

地區。遊輪像一座小城，設備齊全，內有艙房、餐廳、酒吧、舞廳、美容院、商店、游泳池、SPA、健身房、

圖書館、醫療室、洗衣室、小高爾夫球場與賭場等等，應有盡有。遊輪內部裝飾美麗高雅，光彩耀目，顯得

金碧輝煌，堪稱一座海上行宮。在 11 層甲板上，健行強身或悠然踱步；觀看旭日升起，光芒萬丈，或落日餘

暉，紅透天邊；閒來無事，則聽海浪、看星月，頗為詩情畫意，乃人生一大樂事。 

第一天開幕式，由鄭瑞雄主持，李雪玟教授聲樂演唱揭幕。她的歌聲十分悅耳，動人心弦。接著由總召集人

僑務委員徐彩惠、總幹事許清政、南佛州台鄉會會長李玉英以及東南區理事長涂惠玲等致辭。各分會會長也

先後致詞並展示分會會旗。僑務副委員長楊黃美幸蒞臨致詞，告知鄉親們，邁阿密經文處謝其旺處長是特別

精挑細選來的。謝處長的專題演講剖析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展望。台灣高科技產業有二十多種佔世界供應量

50%以上，甚至有 80%以上。世界一些名牌高科技零件均靠台灣供應。台灣高科技零件在世界之地位有如中

東石油在世界上所居之地位。在正式晚餐後，就是眾所盼望的認親結緣，此時舊雨新知，歡聚一堂，熱鬧滾

滾地敘舊話新。同時在另一室，我們的第二代年輕人在玩遊戲，也在認親結緣。此次與會年輕第二代約有 50

名。 

清晨七點，溫碧謙醫師在第 11 層甲板上連續兩天教授太極氣功。鄉親們踴躍參與練習，引發了許多人強身練

功之興趣。兩天學六招，一生用不完。其中有一招蹲姿像在「放屎」。有人問：「有便秘的人可以做嗎？」

「沒問題。」又問：「漏屎呢？」引來一陣哄笑。 

遊輪於第二天清晨八點靠岸，鄉親們有參加旅遊隊者，或自組成隊，共租巴士遊覽名勝景點，經濟實惠。有

租漁船遊海，看海水清澈見底；乘 glass-bottom boat，觀看海內動植物；潛水(snorkeling)在海中與魚共游，並

觀看其他美麗的海裡生物；到海灘戲水並欣賞熱帶風光；到名聞遐邇、美奐美侖的大賭場 Atlantis，大快賭

癮。岸邊著名的 Straw Market 是以草編手工藝品為其特色，如草帽、草袋、草扇和草娃娃等等，並有其他木

雕及小手工藝品。2001 年，Straw Market 遭大火而幾乎全毀，至今尚未恢復原來風貌。小販們暫擺攤位於帳

蓬內，雖然擁擠不堪，卻是嗜好討價還價者的樂園。鄉親們白天分道揚鑣，各顯神通去享樂，然後樂陶陶地

回船。 

此夏令會群賢畢至，鄉親中人材濟濟，加上由台精挑細選邀請來的重量級專題主講人物，說是冠蓋雲集，毫

不為過。台聯黨組織部主任劉一德先生主講「台灣的根本問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須靠社會教育，社會

教育須靠媒體。政府應撥款栽培大量記者，改善媒體品質。綠黨創黨召集人高成炎教授主講「台灣綠色產業

的展望」，針對台灣環境問題與解決之道。台灣政治領域的菁英與知識界良知徐永明博士主講「2008 台灣總

統選舉初探」。文化方面，林衡哲醫師主講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林醫師不僅是傑出的醫生，於文化事業

不遺餘力。「政治能使人分化，文化能使人融合」乃是他的不朽之名言。宗教方面，由中華歸主教牧學博士

吳德望牧師主講：「我不以福音為恥」。音樂方面，由名歌劇女高音李雪玟教授主講「Taiwan Stands Tall」。

台灣在多地震、多颱風的情況下，能建起安全的 101 層全世界最高的大樓，極為難能可貴，且頗值得我們引

以為傲。她認為明年總統選舉結果之成敗乃是決定「台灣」這個國家是否存在。她對台灣之愛心，令人感

動。前衛生署長涂醒哲博士主講他當選初選之「不分區立委」排名第四之心路歷程。他笑說自從他當選後，

不少人與他牽親引戚，而親戚驟增。希望國人能覺「醒」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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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排滿的專題演講後，就是享受讓人賞心悅目的遊輪節目主秀。氣象萬千而使人目眩神迷的舞台燈光佈置

與俊男美女配合音樂節奏的美妙舞姿，抒解了一天的疲勞。每晚 8:30 至 10:30，在圖書館內，一群對台灣充

滿愛心的鄉親，熱血沸騰地高談闊論，分享犀利的見解，開講抬槓，關懷台灣。 

賭場幾乎是最熱鬧區。鄉親們的賭運似乎欠佳。第一天大多數人贏了些錢。以後兩天，大會雖有資深的博奕

顧問，卻是唉聲嘆氣的人比得意洋洋的人多。賭友們異口同聲地罵賭場似乎以不當程式操作，有欺詐之嫌。

有些人為了想撈回賭本，賭到清晨三點賭場打烊才肯罷休，聽說有太太在場的男士們壓力更大，情急之下，

三字經不免脫口而出，正是台灣人的賭博文化。 

閉幕式由蔡明珠與陳春帆主持。東南區夏令會交換，明年是喬治亞州舉辦。接著李雪玟教授帶全體感性地合

唱「伊是咱的寶貝」與「美麗台灣」兩首歌。有邁阿密「黃帝」之稱的陳教授，講些在遊輪上所見所聞有趣

事件。他迫不及待地分享他當日所見一事：「某一中年婦人戴了一頂新草帽，不料來了一陣風，幾乎吹走了

她那美麗的帽子。她雙手趕緊按住新帽，卻不顧裙子高飛而使她下面重要的部位曝光。一位歐吉桑見狀趕緊

提醒她，三八婆卻回答：「我的帽子是剛買的，底下部位是五十年舊了！」讓親們開懷大笑。接連幾個渾笑

話掃走了大家整天的疲勞。接著是我們的第二代年輕人展示鄉親們船上活動的幻燈片。 

自從南佛州分會接辦今年夏令會後，同鄉會會長李玉英就著手計劃，招兵買馬，開會共商。工作同仁在熱心

的總幹事許清政領導下，分工合作，群策群力，默默地奉獻。在 Carmival 工作的張良州安排遊輪上的一切事

務，並為大家爭取免費酒會。總召集人彩惠姊與同鄉會長玉英姊財力支持，使大家能放手一搏而無後顧之

憂。 

最後，鄉親們的共襄盛舉而使大會圓滿成功，正實現了此夏令會主題：「團結做伙向前行」。此夏令會讓鄉

親們有機會相聚，共同研討台灣問題而提高士氣。加上遊輪的美菜佳餚是所有夏令會之冠，大家享盡了吃喝

玩樂外，並得以與喜愛的俊男美女，夜夜同床(船)，讓我們成功了開創了全美首次海上夏令會。然而，天下

無不散之筵席，大家乘興而來，也盡興而歸，同時憧憬著明年的再會。 

 
源自 吳明美 Miami,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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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東南區夏令會 

台語趣味辯論競賽記實 

溫碧謙 

今年東南區夏令會特別安排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台語趣味辯論競賽，大會希望能讓與會者有一個共同”歡喜來

逗陣“聚會。 

比賽規則很簡單的“趣味 辯論競賽，顧名思義一有趣味、製造笑料，讓聽眾笑，笑得愈多愈大聲愈好，競賽

的方式是以每一個同鄉會爲單位一個同鄉會一隊，一隊三人(主辯，助辯，結辯-辯論時間 3 分鐘 3分鐘 4 分

鐘)，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場序，以單淘汰的方式進行。 

辯論題目由當天抽籤決定，分正反兩方，每一隊可以編故事或動作，講笑話或是任何方式來製造笑料，語言

不拘，辯論也不需要講道理，以觀眾的笑聲來決定競賽的輸贏，我們特別邀請林玉體教授等三位外賓及同鄕

中德髙望重者共四位擔任評審。 

7 月 8 日下午三時，比賽正式開始，首場由 Knoxville 隊與 Atlanta 隊抓 對撕殺，題目是：早上洗澡好 

(Knoxville 隊)，還是晚上洗澡好(Atlanta 隊)，先由正方 Knoxville 隊登場，開場不久，觀眾笑聲此起彼落，經

過幾番激烈辯論，笑聲愈來愈大，各個笑得人仰馬翻，有的忍不住笑得眼淚都跑 出來了。最後裁判們判定晩

上洗澡隊 Atlanta 獲勝。 

第二場由 Birminghan 隊清一色女性同鄕們主張“夫妻應同床睡，挑戰 Ralleigh 隊清一色男性同鄕們主張“夫

妻應分床睡”，結果男性不敵，敗給女性的“夫妻應同床睡”。第三場由 Miami 隊主張“當男人好!”挑戰

Nashville 隊“當女人好”， Miami 隊強棒出擊，由姚寶釵女士、楊明倫醫師、許清政等迎戰 Nashville 林光治

醫師、連勝義、羅玉燕夫婦等，結果不幸 Miami 隊斷羽而歸，敗給“當女人好”的 Nashville 隊。 

第四場由 Huntsville 隊，主張“兒子選對象，中看比中用好”，挑戰 Orlando 隊主張“兒子選對象，中用比

中看好“，似乎中用比中看重要， Orlando 以些微的笑聲差距，贏得勝利。 

一天比賽下來，單淘汰的結果，八隊剩四隊，獲得進入第二天的準決賽。 

第二天 7 月 9 日，早上十時，由進入 準決賽的四隊抽籤，決定正反兩方及題目。每一隊有五個小時的時間準

備，未演先轟動，辯論得生動有趣，傳遍整個會場，下午三時比賽正式開始，會場已擠滿了等待不及的同鄉

們。 

第一個題目是“針對天體營 Nuddist 的做法與想法， (A)我反對，或(B)我贊 成"由 Orlando 隊反對天體營

Nuddist 的做法與想法開始，和 Nashiville 隊的贊成打對抬，一場激辯下來，觀眾全都笑歪了，最後 Orlando

隊(天體的做法與想法 不對)的笑聲多一點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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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題目是「時代愈進步，觀念愈開放」，同性戀者已經逐漸爲社會所接受與尊重 ， 但是還未全然的平

等。現在同性戀者提出要結婚的要求，由 Atlanta 隊抽籤抽到反對同性戀可以結婚，出戰 Birmingham 隊，主

張同性戀可以結婚，非常嚴肅的主題，要辯出一番趣味來，可不是容易之事，結果 Atlanta 隊獲得裁判三票對

兩票的成績而得以進入決賽。 

準決賽結束後，剩下 Atlanta 隊與 Orlando 隊爭奪冠亞軍賽。猜拳決定正反兩方後，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準

備。愛漂亮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性， 舉凡隆乳、拉皮、抽脂肪、整形，各種方法應有盡有，爲的是漂亮、

好看，男性也不例外，聽說臺灣有一些人想辦法 整形得像韓國影帝斐勇俊一般，所以整形愛美的心理男女皆

同，可是有很多人主張自然，崇尙自然，覺得自然才是真正的美。所以冠亞賽的題目是(A)自然美比較好，還

是(B)整形美比較好，一場激辯下來，連連方瑀的整形都被搬出來了 ，最後 Atlanta 隊以整形美比較好，贏得

最多笑聲，打敗了 Orlando 隊，贏得最後的冠軍，Orlando 隊屈居亞軍，冠軍隊得到獎杯一座及獎金一百二十

元。 

兩天的比賽讓參賽者與觀眾笑成一團，直呼過癮。筆者謹代表大會向所有的參賽人員鞠躬致意，感謝他們讓

我們有一個完美，有趣的台語趣味辯論競賽，希望明年大家再來「歡喜來逗陣」。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078期 8/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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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的誠摯邀請 

親愛的鄕親們大家好！ 

今年的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很榮幸由我們北卡地區主辦，及其他各地同鄕會協辦。北卡 SETAA2004 的

企劃團隊在此向大家問安，祝大家事事如意！ 

夏令會將於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假南卡州風景優美的福爾曼大學（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舉行。福爾曼大學校區綠草如茵，湖光山色，網球場及高爾夫球場一應俱全，同時 該校將提供夏

令會嶄新的宿舍，實爲一難得的活動地點。在此，本人代表籌備會誠摯地邀請您們來參與盛會。看老朋友，

交交新朋友與大家一起歡聚一堂。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台灣向前行」，台灣的民主之路崎嶇難行，走來倍感艱辛。可是不管如何艱辛，“向前

行”仍是台灣唯一的出路。我們深信經過今年的總統大選及 228 百萬人手護台灣的洗禮、民主、自由、國家

意識的種子已在台灣生根、發芽，未來台灣的路是奮勇向前，迎向光明 的快樂出航。我們台美人雖是身在海

外，卻仍心繫台灣，讓我們利用這個大聚會一起來思考、硏討 如何幫助台灣有尊嚴的走入與立足於國際社

會。 

目前本團隊已著手籌劃了各項精彩講座及節目，內容涵蓋了音樂、文學、外交、媒體、台語 文、理財、醫

學、第二代及台美議題。我們也正努力的邀請在台的幾位政界、文化界及媒體的名人 來分析台灣的現狀並與

我們海外鄕親們交換意見。  

在此我們衷心的盼望各位鄕親們來共襄這屬於我們台美人的盛會，我們相信這個結合知性與 感性的夏日之旅

一定能讓您有個恬適難忘的快樂假期。請上網取報名表 http://www.setaa2004.org/ 

北卡 SETAA 2004團隊敬邀召集人涂惠鈴聯絡電話(（919)）469-0539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026 期 6/15/2004 

 

 

http://www.setaa200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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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第 22 屆夏令會 

七月七日到九日在 Macon,喬治亞舉行 

【李豐隆/東田納西報導】第二十二屆全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會，將於七月七日到九日在 Mercer 

University, Macon, Georgia 舉行。總共 11個同鄕 會組成的籌備委員會，是歷屆規模最大的一次，主辦單

位是東田納西台灣同鄕會，召集人是李豐隆。 

這次夏令會的主題「新世紀・新台灣」是呼應台灣在這個很特別的新世紀，台灣海內外同胞在阿扁政府領導

下同心合力來建立一個美好的台灣。 

這個夏令會也慶祝陳水扁、呂秀蓮一生對台灣的希望、努力、奮鬥，這是每一個台灣同鄕的模範，所以夏令

會主題歌是「有夢最美」，用這美妙好聽的歌來鼓勵同鄕，因爲每一位參加夏令會的人都有一個希望，每一

個參加夏令會的人也都是美。 

本次夏令會除了傳統文化、政治、外交等演講節目，台灣之夜，親睦會的 Kereoke，點心等輕鬆節目外尙有: 

1. Golf tournament，由喬治亞台灣高爾夫協會主辦，獎品豐富，歡迎各地高爾夫球愛好者參加，陳恆義

（770）491-6718（GA以外）；黃鴻展（404）634- 9838（GA本地）。 

2. Tennis tournament，由田納西 James Dai（865）692-3726 主辦，分年青人的單打和中年人的雙打二個方

式比賽。 

3.東南區基督徒聯誼會，由各地來基督徒利用早禱、晩禱、主日崇拜聯誼。陳偉仁，蕭美媛(770)939-9275。 

4.介紹你到附近有名花園 Callaway Garden,溫泉 hot spring 等遊玩。 

5. Health Fair，由東南區醫師團，在會場幫助同鄉有關健康，醫藥的問題。 

美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會是夏天同鄉第一志願的好去處，歡迎各地同鄕，來此過一個有意義，輕鬆的假

期。詳情請洽 T AAET P.O. Box 51801,Knoxville,TN37950,Henry Lee(865) 983-0870 。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835期 5/4/2000 

 

【Long Chen/喬治亞梅崗訊】一年一度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自七日起至九日在喬治亞州梅崗舉行第 22屆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今年由田納西州負責舉行，總共吸引 280人報名參加。 

爲了彩繪希望無限的新台灣面貌，爲了豐實新台灣多元社會的多彩多姿，這一屆夏令會邀請到了姚嘉文資

政、黃越綏女士、文化藝術工作者江懿亨先生及 FAPA 總會長陳文彥教授等人蒞會演講，另外也提供了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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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兒童藝術展覽與音樂表演、載歌載舞的台灣之夜、醫學講座、輕鬆談心或放懷高歌的親睦會、網球及

高爾夫球競技等等。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843期 7/13/2000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圓滿結束 

李豐隆 

第 22 屆美東南區台灣夏令會於東南區地理中心的 Mercer University, Macon, GA 從七月 七日~九日，從

Miami,FL坐包車 11 小時，Orlando,FL,tampa Bay,FL 做包車需 6小時，6個州 11 個同鄉會，總共 3百人，

每人抱著一個希望，在這個有歷史紀念性的見証下，從希望中來探討咱的將來，看台美人如何在「新世紀，

新台灣」共同行這個歷史的斷層。台美人和阿扁新政府共同合作創造台灣新光景。 

新台灣的意思就是新作風，每一個參加夏令會的同鄉不但來聽演講，也來參與夏令會的節目。所以有特別設

計開幕式，閉幕式，台灣之夜給同鄉有機會參與。大會有聯合合唱團，由黃俐美指揮，張祝菁司琴，來領導

這三個節目。新作風中最特別，也是歷史性的就是第一次邀請台灣政府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和 Atlanta 北美

事務協調會辦事處來參加，共商外交，僑務，台灣民主政治改革上互相合作。感謝外交部長田宏茂，僑務委

員會會長張富美，Atlanta Teaco處長高振群公文來信祝大會成功，高處長親身蒞場，演講報告 Teaco 對外

交、僑務的運作。相信台美人會加強和台灣新政府合作。做一個在美國的堅強民主基石。 

夏令會開幕式市由大鼓、大鑼和吹號角開場，然後有歡樂的歌，是夏令會主題歌「有夢最美」獨唱由陳彥

升、郭秀三、李豐隆合唱部份由 2百多的同鄉，唱歌時各地 11個 同鄕會代表舉各地會旗，由東南區台灣同

鄕會會旗帶領入場，繞禮堂一周，然後插在前面。 夏令會召集人李豐隆致詞歡迎和感謝工作人員，包括幫助

籌備不能來的人，然後大家唱鄉親的歌"vive la Formosan"大家一邊唱，一邊和旁邊的鄕親，彼此請安，Say 

Hallo。一時場面充滿溫暖，熱情，表現台灣同鄕會是一個大家庭。接下去是全美會會長林又新向大會致詞，

報告今年 6月 10日在 DC開全美台灣同鄕會代表大會的消息和預祝這次夏令會的成功。林又新也是這次夏令

會顧問，講員的安排都經過全美會的協助。下一個節目是唱慶祝的歌「海洋的國家」慶祝台灣是一個海洋的

國家，充滿朝氣，活力和喜樂，二百多人唱出心裡新的歌，有力的歌和有決心的歌。接下去是宣告：大家出

聲宣告⑴台灣同鄉會是聯絡鄕親，促進合作並維護在美台灣人的利益，(2)台灣同鄕會是關心台灣，維護台灣

人之人權及利益，(3)台灣同鄉會是宣揚台灣文化，促進台美文化交流，這個宣告就是個新台灣，提醒台灣同

鄉會過去受國民惡意宣傳的謊話，提醒過去國民政府…威脅台灣子弟學生，不可參加台灣同鄉會的錯誤，同

時喚醒今日仍然多少台灣子弟長期受國民政府洗腦，不敢認同台灣，不知道新台灣的來臨，沉醉於大中國，

中國人的妄想中。台灣同鄕會從開始成立到今日一直是淸白，真理和做台灣的代表。宣告後，大家唱合一的

歌「台灣是我的國家」。只有台灣大部份人民認同台灣，只有台灣合種族，各種不同語言，各種意見做一個

台灣國家，台灣才是一個自由，公義的國家。最後唱故鄉的歌「故鄕的田園——白鴒鶯」。思念故鄕的田園

白鴒鷥飛來飛去，牛車路溝長長，這是鄭智仁醫師的歌和詞，深深感動許多同鄉對台灣的愛心，最後由東南

區台灣同鄕會理事長吳秀惠致詞勉勵。她也是本次夏令會顧問，幫忙夏令會許多事，她的先生羅劍寬幫助設

計開幕式，是一對熱心同鄉會的工作，理事長宣佈 2000 東南區台灣同鄉會夏令會正式開始。 

東南區夏令會的演講由台灣總統府資鄭姚嘉文，來對同鄉說明阿扁新政府的動向、策略和目標，解釋許多同

鄕對新政府的疑問。姚嘉文的一言一動深深具得同鄕好印象，相信新政府在阿扁領導下，姚嘉文台灣民主元

老的幫助下，一定不會令人失望。只要各位同鄕的合作，來配合新政府外交策略，協力提昇台美的外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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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FAPA會長陳文彥演講「台灣人如何強化草根遊說」，他解釋美國議會的結構，和議會議案的處理，然後

教導遊說的技術、運作。過去許多同鄉認爲遊說議員是 FAPA的工作，在新台灣時代，每一個同鄕都是台灣的

代表，在家庭有鄰居可做遊說的對象，在工作崗位有同事朋友，甚至球場、教會、佛堂都是同鄉遊說的地

方。同鄉可參加 FAPA 來接受更多這方面的訓練或 FAPA 舉辦更多這種訓練營來使同鄉參加。黃越綏女士的

「兩性溝通」演講中，整整一小時的不停止輕鬆，同鄉聽她講笑的東倒西歪，其實兩性的溝通是日常生活上

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只要先了解自己，時常考慮到對方的立場，事情就會容易一點。下午的

「花落誰家」座談會，由李芬芬、林靖雅、陳富美、蔡忠珠四人主持。也是一樣笑醒許多同鄕，也看到不少

同鄉在夢中發笑。總之，父女的忠實保護者，依靠者，最重要是父母平時的表現來影響子女，到最後子女的

決定，父母堅持反對是太遲或不必要。這二個節目是由北美洲婦女會協辦，由顏淑華安排。東南區醫師團由

沈福仁、何鎭坤、陳東榮、吳建章四爲醫師，在二小時內有醫學演講，和個人醫學保健服務，不少同鄉借這

個免費的服務，幫助了解平時對對保健的疑問。Atlanta 江一亨，美術家，在藝術入門的講座中，他講「台

灣人之人文新思維，關照文化藝術，豐富生命」。文化藝術對一個人的感觸，的確由每人的背景，生活方式

等所造成，台灣人的來源、背景的確有其某種獨特文化藝術的特別。台灣人能對其文化藝術來造就豐富生

命，這才是活的文化，活的藝術。在這個新台灣時代，大家會期待看到一種更活，更年輕的文化、藝術來帶

動大家有豐富生命。Atlanta 年輕財經專家連嘉煌他講「長期投資的基本原則及策略」，利用長期行「時

間」定時定量的投資法，分散風險，稅務考量，及退休理財計劃等，做深入淺出的剖析說明。有關台美人在

外交、僑務、台灣民主政治改革上合作共事，是由各社團代表，各同鄕會代表和 Atlanta 北美事務協調會辦

事處處長高振群，經過二日的討論，東南區台灣同鄕會理事會也在夏令會前收集各地對這方面的意見，綜合

來討論：以下是台美人在外交，僑務，台灣民主政治改革上合作共事的建議： 

外交上：1.用「台灣」的名加入聯合國和國際性組織，需政府的合作共事。2.負起監察和關心美國政府、議

會執行「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 Act」以便維護台灣的安全。3.台美人舉辦台灣文化、傳統節時，應

有政府的人力、物力的合作，以便共同發揚台灣文化、傳統。4.台美人的台灣同鄕會、FAPA向議員遊說支持

「台灣安全加強法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極需政府密切合作。 

僑務上：1.支持現在新政府對僑務的政策，以促進政府與海外台灣僑民的合作。2.尊重台僑存在，服務單位

工作人員應通台語。3.從台灣來美表演團體，應該和在美台灣社團聯絡，共商策略宣揚台灣國際地位。4.在

台灣出生，住在台灣長大，現在住在美國的都應該叫做台美人，台僑，台灣人，這些人是台灣僑務工作服務

對象。5停止資助不是掛台灣、台灣人的組織。這是唯一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台灣政府民主政治改革上的

合作：1.台灣安全問題是台美人最關心的事，維護「台灣」正名是維護台灣安全的重要關鍵，比如台灣安全

加強法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需新政府合作在參院通過，來加強台灣安全。2.台灣人民認同

台灣程度而定，教育台灣子弟認同台灣。 

在整個台灣之夜的故事中是描寫咱台灣人攏是有人台灣人抱著台灣一個夢，也因爲咱的夢，咱是最美。這故

事包括主題歌「有夢最美」由東南區聯合合唱團，指揮黃俐美，司琴張祝菁領導，二首歌「Formosa—抱著咱

的夢」和「夢，咱攏是有夢的人」前者是鄭智仁醫師的名歌，後者是德國的民謠改編，下一個節目是去年主

辦單位，Tampa Bay 的四位美女；江碧英、黃俐美、陳雪香、吳秀惠跳子舞，如同仙女在夢中跳舞，夢中

夢， 舞中舞，帶人到幻想的另一個世界，但當你聽到張祝菁年輕鋼琴家獨奏「天黑黑變奏曲」 你不能相信

那細小的手指能奏出驚天動地的聲響，將你帶回至現實的世界。這是一個超水準的作曲和表演。由 Atlanta 

TAA表演 Family Skit, 大人裝成小孩，小孩裝大人，描寫台美人家庭生活的寫真，是一個有創造性節目。一

群約有 15人年歲 12 歲以下的少年男女，由 Victor Chou,醫學院學生，自願看顧這些少年人，也出來表演，

由 Huntsville 來一行十多人，穿功夫的制服，走陣排武，定名叫里龍穴，然後他們定下心，合唱河邊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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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夫的人和春夢也很有意思，十多位 12歲以上的青少年，出來跳街頭舞，配合搖滾的音樂，好像太空人降

落地球，滾來滾去。從 Nashville來 Ming Lien獨唱「Love will be our home」比 Nashville Country 

music 的歌星唱的更好聽，看起來也更漂亮。NCTAA 來一對 Tango舞星，配合好聽的 Tango音樂，有國際水

準的舞技，是台灣之夜第一次有這種特別的表演。Orlando合唱團唱不要嫌台灣，杵歌，青春歌聲由朱嘉政

指揮，和 Disney World的唱歌一樣好聽。Atlanta 同鄕的扇舞，帶來新世紀新台灣有好的開始。最後大家唱

有夢最美來結束這個台灣之夜。 

經過三日的夏令會大家才開始感覺有點習慣，就要結束，在閉幕式最先大家唱故鄉的歌[台北新故鄕」當年阿

扁當選台北市長，街頭巷尾唱歌慶祝，四年後阿扁有 75%支持度 落選。唱這條歌一方面分享那時慶祝的心

情，也另一方面分享那時落選時失望的教訓。然後大家唱台灣的歌「Formosa」是從 The Sound of Music 中

Edelweiss 改詞。台灣人一代一代的過去，輪換，但台灣永遠是存在不變，受著神的保護。夏令會召集人李

豐隆致詞感謝大家的參加和工作人員的辛苦，授旗下屆主辦者 Huntsville,AL。然後大家唱離別的

歌,"AlobaOe"有中國語，英語，Hawaii 語和台語四國語言。大家一邊唱一邊和四周的同鄉握手話別，場面一

時傷心，心酸的感覺。終於大家唱「有夢最美」如同歌中講有夢的人上介倩，希望永伴相隨，大家一邊唱，

各同鄕會代表收回會旗，結束這個 2000東南區台灣同鄕會夏令會。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向來有 250 人左右參加，是比較容易控制、組織的一個會。今年的 夏令會有許多新的作

法：1.開幕式，就像起跑，是決定夏令會成功的源頭，決定三日夏令活動力(momentum)，閉幕式不但是完成

夏令會的成就，更能加強這些成就深深的印象。所以開幕的舉旗，向同鄕請安，Say Hallo和閉幕的收旗，

Say Good Bye 使參加夏令會的人感覺他來不只是看表演，他自己也是參與者。2.夏令會節目間休息時間，有

soft drink、甜點，增加同鄕交誼，和減輕同鄕開會的疲勞，這將影響全不夏令會同鄕的心情。3.親睦會有

豐富的點心，有 Buffalo Wing, Ham, bread, orange, banana, watermelon, soft drink 增加同鄕的交

誼，使夏令會氣氛輕鬆，夏令會是渡假的地方。4. 夏令會主題歌「有夢最美」配合夏令會節目進行，除了主

題「新世紀、新台灣」也有主題歌配合夢和美，幫助整個夏令會有活氣，快樂感。5.夏令會是一年一度各同

鄕會集會，邀請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和地方性北美事務協調會辦事處參加共商外交，僑務和台灣政府民主政

治改革上合作，共同來為台灣，台灣人，台僑，台美人造福。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844期 7/20/2000 

 

 

2000 年東南區夏令會記 

李三富 

溽暑天裡，來自東南區各地的台灣人，帶著最誠切的喜望，扶老攜幼，租大、小型瀏覽車、自家車、甚至搭

機，不約而同地於七月七日陸續地抵達喬治亞州南部的梅崗市(Macon),進駐此次夏令會的營地—Mercer 

University。在東田納西同鄉會召集人李豐隆醫師及所有工作人員滿臉親切的笑容裡，忘卻了長途跋涉的辛

勞，大家相見歡敘。這又是一年一度的聚會。用親切的鄉音來討論台灣與美國的問題，以及結緣敘舊。 

別緻的開幕式，在大會會旗的引導下，各地代表高舉各同鄉會會旗，伴隨”有夢最美”的歌聲及鑼鼓聲中，

有如奧林匹克大會般，魚貫入場。引起全場近三百同鄉的歡呼，這份興奮氣息可預期此次夏令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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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令會主題[新世紀，新台灣]。台灣人在邁入新世紀之際，以最勇敢、最堅定的選票把台灣之子陳水扁

擁為台灣的新總統。特由台灣撥冗來此作為主講的總統府資政姚嘉文先生，分析新世紀，新台灣的現狀與未

來。由於剛接下五十多年國民黨的老店，加上國會裡民進黨立委人數不足，新政府有不少困難，但他認為大

家共同奮鬥，新政府的前途是非常明亮的。 

另外 FAPA的陳文彥博士，也談到台美人應多參與美國本土政治，及地方上的活動。加強草根外交，為台灣與

台美人爭取更多的安全與福利。 

隨著新政府的上任，駐外人員似乎改變不少對台美人服務態度。亞特蘭大辦事處處長高振群先生也親臨會

場，用台灣話與同鄉問好，介紹及回答將來駐外代表的工作及改進事項。還有台美人社團，如台灣商會的代

表葉建榮；台灣人權會長洪榮隆先生；北美洲婦女會柯翠園女士；全美同鄉會長林又新博士；東南區理事長

吳秀惠女士；均上台呼籲台美人合作團結，活躍與參與地方活動。在美國本土顯現出台美人在美國社會的被

認同及力量。 

除了政治、僑務、社團之外，大會也安排了家庭座談會、醫療講座、人文藝術、理財投資等較為切身的問

題。家庭座談會由台灣電視節目"惹火女人""婚姻大拼盤"主持人黃越綏女士掌局。她個性獨立大方，反應靈

敏，能說善道。所言令人捧腹，但卻深入重點，讓人頓悟其裡。她深入簡出的闡述家庭問題，無論夫妻、子

女、公婆…之前的人際關係都需要刻意經營，並加上幽默感，如此家庭才會和諧快樂。醫療講座由沈福仁，

何鎮坤，吳建章及陳東榮醫生，分別就其專業為同鄉介紹醫療保健。人文藝術由專業畫家兼美術教育工作的

江懿亨先生主講。他的理念在於台灣人要能關照人文藝術，接近大自然，豐富生命。他特別提到台灣人最純

真的畫家"洪通"先生。洪通的畫在德國國家藝術館被完整的收藏著。但在台灣似乎不受重視，實在可惜。理

財投資則由年青的第二代連嘉煌先生負責。他以流利的台語，懇切的態度，希望台美人都能成為百萬富翁。

方法其實不難。就是要長期定時定量投資。假設年回收率是 12%，每年固定投資 2000元，待您準備退休時，

您可能就加入富翁行列了。您覺得呢?現在就開始作長期投資吧! 

「台灣之夜」是大家拭目以待的娛樂節目。開場仍是"有夢上介隋"由四位東南區唱將領銜演出。來自佛州

Tampa 的張祝菁女士表演自編的"天黑黑"變奏曲。這首家喻戶曉的兒歌，在她職業水準的演奏下，不但有著

台灣的民謠趣味，更隱約帶著巴托克(Bartok)匈牙利式的活潑健朗風格。博得全場熱烈掌聲。同樣來自

Tampa 的《婆婆媽媽舞蹈團》，四位穿著粉紅衫的婆婆媽媽，在舞台上健捷的舞動著台灣農村傳統篩稻榖的

篩子。這些在台灣大概一輩子都沒摸過篩子的都市人，整齊曼妙的舞姿居然也贏得全場的讚賞。來自阿拉巴

馬表演歌仔戲武場"黑龍窟"的番薯味同鄉會(Huntsville)，其人海戰術般的大隊人馬站上舞台，那份架式就

夠唬人了，當然也是滿堂彩。喬治亞亞特蘭大的老少兩代角色互換的短劇，子女扮演父母親；父母則扮演成

子女，讓觀眾體會到在第二代眼中的父母親角色。此外還有獨唱；民俗舞蹈；探戈舞技表演；在在令觀眾報

以掌聲。晚會在全場參與的大合唱歌聲中落幕。 

三天二夜的夏令會就在全體工作人員及與會同鄉通力合作下，圓滿結束。在閉幕式互道離別的驪歌歌聲，懷

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大家相約 2001年的夏令會再見。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845期 7/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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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一九九九年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由佛羅里達州天霸(Tampa)台灣同鄉會主辦奧蘭多台灣同鄕會，邁阿密台灣同鄕會協辦的今年東南區夏令會已

決定將於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 Orlando 附近的 Rollins College 舉行。各項籌備工作已逐步進行。希望各地

同鄉將時間記下，踴躍來參加。 

今年是天霸同鄉會第一次主辦東南區夏令會，也是東南區夏令會第一次在佛州舉行。希望大家「摸蛤子兼洗

褲」到佛州渡假順便來參加夏令會。 

位於 Winter Park的 Rollins College 是一所四處綠蔭、湖光淸澈、風景幽美的大學。古典的建築加上百年

來市政的努力種樹使全區到處綠蔭、湖光、美不勝收。更可貴的是 Winter Park 距離迪斯耐樂園只有 25分車

程，卡那維雅角太空中心只有 40 分鐘，Daytona Beach 只有 45 分鐘，如果同鄉要順便來佛州觀光渡假

Cruise ship 到外海玩個三、五天，這是一個一舉數得的好機會。 

夏令會並將於大會期間的第一天(7月 9日，週五)於 Orlando 附近舉辦高爾夫球賽，獎品豐富，並已向

Rollins College 商借前一日的 Dorm，方便參加球賽提前抵達的同鄉住宿，有興趣的同鄉可與體育組負責人

蕭俊去(813-991-6093)，陳輝南(813-988-1387)洽詢詳情。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732期 3/27/1999 

 

 

1999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紀聞 

羅劍寬 

1999 年廿一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風光明媚的 Virginia 湖畔，Rollins College, Winter Park 舉行。

本次夏令會主題爲「台美人跨世紀新挑戰」。由天霸台灣同鄕會主辦，奧蘭多和邁阿密同鄉會協辦。 

在歷經半年餘積極籌劃下，終於推出涵蓋甚廣的經彩節目。內容包括國防，政治，教育，文學，法律，家

庭，醫學，宗教，社團，太極拳，高爾夫球比賽，親睦會外，並聘台語歌星洪榮宏演唱，和盛況空前的台灣

之夜。青少年部份主要探討第二代台美人對台灣之認同和在美國社會的發展。邀請老，中，青不同的年齡的

講員和各行業傑出第貳代現身說法，交換經驗與心得。小學生和幼兒則有專人精心設計的活動，包括童謠教

唱，摺紙， 塗鴉，游泳，說故事，並有來自台灣的專家教導捏麵人。 

夏令會於七月九日上午首先由高爾夫球登場。在場地絕佳的迪斯奈球場舉行。來自各州高手雲集，個個磨拳

擦掌，準備奪得錦標歸。惜因天公不作美，未能完成比賽，然勝負已見高下。由陳輝南，劉東茂，陳中光和

高柏仲一組以六十五桿奪得第一。年僅十歲的陳振元則榮獲最近洞和最遠距離獎。果真英雄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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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上七時舉行開幕式，總召集人吳秀惠揭開序幕，宣佈報名人數約二百八十餘人，頓時掌聲如雷。全美會會

長林又新博士抵天霸時，老天以聲，光，雷迎接大駕，並有龍捲風相伴，其聲勢遠勝於慶煙火，是以被困機

場兩小時。又逢週末，到奧蘭多的交通阻塞。他的開幕致詞在大會一在歹勢拖棚之下才姗姗來遲。幾乎被放

鴿子。接著由台語歌星洪榮宏和夫人爲大家演唱台語老歌和新創作，會場反應非常熱烈，掌聲連連，最後以

「相思雨」一曲作結時，已用掉七十分鐘，把當天的會程帶到最高潮。興奮的觀眾在演唱後蜂擁而上購買 CD 

並請其簽名留念。最後的親睦會照例是每年大家体驗重逢的喜悅和認 

識新朋友的機會。不少同鄉更是澈夜未眠，暢談國事。其關心台灣之情，溢於言表。 

翌日，晨間運動由陳麗村教授太極拳。解說太極拳的要領與真諦。陳教授並在台灣之夜中配合音樂表演太極

拳。姿勢優美至極。舞畢，觀眾掌聲叫好。真是悔不當初未能持之以恆跟陳教授繼續學習。最近國防部和

C0X的報導，揭露中國正在積極擴權，危害亞太地區政治和軍事的君勢狀態。目前台灣朝野各派正對此一可

能彌補台灣當前國防弱點的軍事計劃展開辯論。有鑑於此，大會特地邀請國防問題專家廖宏祥博士做主題演

講「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內容包括彈頭飛彈的威脅；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簡介；美軍的戰術槪要；美

國戰略方針對台、中軍事平衡的影響，以及台灣對 TMD 的正反意見等等。聽眾反應熱烈，興致高昂。 

接著台灣教師聯盟會長劉明新先生講「建國教育與台灣前途」。他從政治和教育的糾葛到建立台灣主體性教

育談起，一再強調鄉土教學的重要。此外，他還說明目前教師聯盟的做法。譬如舉辦認識台灣硏習會，座談

會，補充教材，導覽活動，冬、夏令營，台語文硏習會等。劉先生的訴求受到廣泛的鳴。 

台美人社團座談由人權會(FAHR)理事長洪榮隆先生講解人權會的宗旨」組織和工作目標，並歡迎大家參與。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總部主任林仁惠小姐主講「台美人草根外交」。說明 FAPA的歷史沿革和如何做草

根外交，如何構思策略，運用人力資源，設定遊說對象。同時當場請求同鄉簽名致函參、眾議員懇求連署支

持「強化台灣安全法案」。 

午膳後，內容由早上教嚴肅的講題轉變爲較輕鬆的文學，法律家庭座談會。文學部份由浪淘沙作者東方白先

生解說「文學的真與美」。法律則由吳俊德律師主講「遺囑的規劃」。家庭座談則由許蕙茹和黃素紅女士聯

合主持。探討第二代台美人的台灣認同與婚姻。看來「紅媒網路」指日可待。醫學座談由遠自加州來的何弘

吉醫師討論更年期症候，處理原則和保健；吳春雄醫師討論男人舍護腺的症候，處理，預防。會中尙有楊明

倫和林晃達醫師接受發問。 

精彩的演講時間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中，一天行將過去。「台灣之夜」晩會在各方期待之下準時於七點半

開鑼。由陳春帆教授和蘇塾敏女士主持。陳教授風趣幽默，逗得觀眾哈哈大笑。突然一陣鑼鼓聲中，躍出一

隻大獅子，隨著節 奏，或蹦或跳，唯妙唯肖，一記懶獅打滾惹來一陣熱烈的掌聲。接著合唱，山地竹節舞，

重唱，豐收舞，青少年熱舞，太極拳表演，短劇，還有高水準的擊樂合奏，由陳麗如同學領銜演出，博得全

場喝采。最後在大合唱「朋友晚安」中劃下休止符。高昂的情緒燃燒到親睦會，載歌載舞，直至深夜方休。

七月十一日大淸早，教友在楊東川、牧師帶領下主日崇拜，太極拳繼續 由陳麗村教授。 

今日第一堂主題演講由許世楷博士解說「台灣政治的問題點」。許博士解析台灣的黑金政治，統獨之爭，公

投立法，國際組織的參與，明年總統大選，和台灣本土化教育。尤其台灣本土化教育部份與劉明新先生的演

講環環相扣。第二堂由邁阿密選出支持台灣甚力的眾議員 Peter Deutsch闡明『新世紀 台美關係」。陳明台

灣爲中國一部份的荒謬性就如同美國是英國的一部份；美元對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支持；柯林頓「三

不」的模擬性、讚揚台灣的民主化；強化台灣安全法案的重要性、鼓勵鄉親應多與國會議員接觸進行草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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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遊說工作，以唯護台灣安全與繁榮。好酒沉甕底，最後由楊東川牧師以本會主題「台美人跨世紀新挑戰」

做結尾。 

大會期間，除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簽名致函外，尙有 ITASA (Intercollegiate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募款；台美公民協會(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公元二千年人口普查問卷調査和

賣 T-Shirt 籌款；以及賣書贊助台灣教師聯盟，每個單位 都獲得豐碩成果。 

短短三天二夜的夏令會，一轉眼立即消逝，精彩的節目使大家流連忘返，依依不捨，惟有互道珍重再見，期

待明年再相會。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767期 8/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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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第 20 屆大會手冊初稿 

Source from 劉格正 08/2016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簡史 

[二十年是如何走過來的] 

作者 劉格正 

美國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是聚集在美國東南地區的台灣鄉親一年一度的夏令活動。東南地區台灣同鄉會包括

南、北卡羅萊納、田納西、喬治亞、阿拉巴馬及佛羅里達等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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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台灣島內正值獨裁政權處處打壓到處發芽的民主運動，海外的鄉親也面對著隨時被打小報告，而不

能回台灣家鄉的白色恐怖。當時一群關懷台灣福祉與前途的鄉親，想借著大形聚會，希望鄉親們在竭力痛斥

台灣島內人權被蹂躪以外，能共同思考、來促進台灣未來前途之民主、自由、獨立、與繁榮。因此議定於一

九七九年六月八日，選擇田納西州查達努加(Chattanooga)附近的哈利森公園(Harrison Bay State Park)首度

揭開夏令會的序幕。那次盛會仿傚先祖的卓絕堅忍，紮帳蓬於營地，藉營火啟光明。 

這一歷史性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的召集，廣泛地引起鄉親們的共識與興趣，終於形成了翹首企盼的一年一度

共同聚首關懷桑梓的多元化活動。 

為了歷史的見證，更為了感激鄉親們對鄉土的戚戚關注，年年不辭汗流淋漓，不畏溽暑盛夏，風塵僕僕，繼

往開來，乃不憚其煩地縷列歷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召開史實，藉以緬懷往昔，以勵來茲︰ 

第一屆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至十日，從 Atlanta, GA (68 人), Athens, GA( 27 人), 和 Knoxville, TN( 25

人)，總共 120 人，於田納西州哈利森公園(Harrison Bay State Park)首度揭開序幕，主題是「關心台灣」，

由東田納西同鄉會李豐隆主辦。此次夏令會用露營方式，住帳蓬、早中餐吃 McDonald Hamburg，晚上營火

會吃烤肉，白天壘球大賽，三對輪番對抗，結果由東田納西同鄉會得冠軍。 

第二屆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三 ~ 十五日，在北卡州 Asheville 附近的威爾孫學院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舉行。兩夜六餐成人只收$38, 小孩$19. 壘球賽是本次最大特色，由 NC, Florida, 

GA, TN 四隊單淘汰賽，結果由北卡西同鄉會(NC)得冠軍。此外還有使青少年盡興的運動大會、網球第一次

比賽由 Atlanta 奪魁。此次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張信雄為召集人。 

第三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日起，也在北卡州 Asheville 附近的威爾孫學院召開，由北卡同鄉會主

辦，李彥貞為召集人，約有 200 人參加。美東南區正式成為全美會六大區之一，設有理事長制度，第一任理

事長是李豐隆，全美會會長陳唐山也來了，參加這次夏令會的留學生超過十五人。記得當時第一次來參加的

郭倍宏到處照相，引起許多學生緊張兮兮，以為郭倍宏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十年後郭倍宏成為突破黑名

單的勇將）。 

第四屆            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起，於田納西州江森市(Johnson City)附近土庫倫學院(Tusculum College)

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合辦。主辦為東田納西同鄉會，林永樂是召集人。當時轟動全美、第一次黨外人士

公開集体參加海外台灣人夏令會的「黨外四人行」『尤清、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就是以東南區為第一

站。此外還有國民黨派出來平衡視聽的沈君山、紀政，再加上大批華文報紙記者與國民黨政權派來的特務，

使得夏令會熱鬧滾滾。大會為了歡迎四位勇敢的黨外人士，將 Fine Art Building 稱為「美麗島大樓」、Union 

Hall 為「明德大樓」、Katherine Hall 為「秀蓮大樓」；同時為了紀念台灣的好漢「陳文成」，將

Gymnasium 叫作「文成館」，此外還有一宿舍被稱為「台灣村」。這次參加人數超過 400 人，許多人睡在

地板上。 

第五屆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起於南卡州克林頓市長老教會學院 (Presbyterian College, Clinton, 

S.C.)舉行。這次夏令會第一次使用設計精美的報名表（一張式）、第一次施行 SETAA Constitution，分五個 

Task Force & Committees。本次主題是 「Roots of Taiwan」，共有 NC, SC, GA, TN 四個單位參加。當時

美麗島政治犯的家屬許榮淑和周清玉的演講最令人動容、流浪美國的黨外人士許信良、從日本來的黑名單文

學家張良澤、與流亡海外的革命志士史明等人的演講也轟動全場。 

第六屆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於南卡州 Francis Marion College, Florence, S.C.舉行，南卡同鄉

楊彰師主辦。主題是「台灣人的未來」，主題歌是「咱台灣」；主題演講是由和彭明敏、魏廷朝共同發表

「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而被關了十多年的謝聰敏，講「由台灣的政治案件看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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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市衛理公會學院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是「台灣留學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由陳芳明作主題演講。這次夏令會與第一屆北美台灣留學生夏令會聯合舉辦。參加的 274 人之中，55 位是從

全美國各地來的台灣留學生，是 20 年來留學生人數最多的一次，此次台灣留學生夏令會更摧生了全美台灣

同學會。 

第八屆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起於北卡州西卡羅萊納大學 (W. Carolina University, Sylva)和第一屆

美東南區台灣基督徒聚會聯合舉辦，東田納西同鄉會主辦，召集人是呂錦文。主題︰「認識今日台灣」，由

陳永興主講，較特別的節目有「芝加哥文化促進會」的台語話劇及歌唱、高俊明牧師的靈修佈道會、玉山神

學院童春發牧師一團五人的演講與歌舞表演。 

第九屆        一九八七年夏季於南卡州查爾斯頓附近浸信會學院(Baptist College, Charleston, S.C.) 舉行，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曾恆輝為召集人。主題是「民主與自決」。這次夏令會除了有吳哲朗、黃昭輝等多位民

進黨人士的演講以外，說書大師吳樂天的講古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第十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市 Converse College 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

辦，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為「台灣社會改革與婦女運動」，來賓有洪奇昌（政治），柯忠憲、許添財（經

濟）、張恆豪、吳錦發（文學），艾琳達、張富美、黃美惠、鄭至慧（婦女）、以及海外台灣人革命團体代

表史明、張金策、黃再添等等。 

第十一屆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舉行，東田納西同鄉會主辦，蔡山慶為召集人。主題為「台灣同鄉面臨新考驗」，由王崇堯以「建立台灣人

的人生價值」作主題演講、林逸民講「台灣人和好」，此外台灣之夜最重要的節目是紀念為了言論自由而自

焚的歌劇「鄭南榕小傳」。歌劇是由李豐隆編劇，東田納西同鄉集体表演。 

第十二屆        一九九零年七月六日起起於南卡州查爾斯頓浸信會學院(Baptist College, Charleston, S.C.)舉

辦。主題係﹕「台灣前途的探討」。來賓陳定南、林宗正、余陳月英、與原住民表演團等，此次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劉文章是召集人。 

第十三屆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林玉郎任總召集人，主題係：「轉變中的台灣」。林義雄以「台灣人的新境

界」作主題演講。其他來賓有李憲榮、李永熾、江蓋世（政治）、陳明章、張秀美（歌謠）、張致遠（客

家）、李麗貞、簡雁齡（婦女）、范振聲（環保）、魚夫（政治漫畫）等。 

第十四屆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舉行，東田納西同鄉會主辦，徐會炘任招集人。由蕭欣義以：「台灣的轉機」作主題演講。Speakers 有李麗

貞、蕭美媛、陳淑美、許蕙茹、黃麗君（婦女）、林宗源、黃勁連、林繼雄（台語）、陳秀惠、江運貴（政

治）、陳樺（文學教育）、梁榮茂（客家文化）、劉志成（環保）、東方白（文學）。 

第十五屆        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於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與台灣學生社

聯合舉辦舉行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陳獻士任召集人，主題係：「迎接台灣的新時代」。Speakers

有李應元、楊宗昌、廖中山、鍾佳濱、陳正然、林永生、許永華、羅益世（政治）、賴春標（環保）、Utu 

Lovak 烏杜夫（原住民）、黃娟（文學）、劉格正（勞工）等；此外還有小西園布袋戲的特別演出。有不少

來參加的台灣學生社成員是台灣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同學，許多回台灣後在分別在學界或政界為台灣的民主化

做出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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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至十日於喬治亞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舉行由北卡同鄉

會主辦，蕭勝雄任總召集人，主題係：「台灣文化與教育的展望」。來賓有李喬、楊青矗、東方白、林衡哲

（文學）、陳明仁、陳惠豐、鄭邦鎮（台語文學）、簡上仁、翁致理（音樂）、林雙不（政治）、陳柏壽

（宗教）等。 

第十七屆        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至九日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Converse College)舉行，東田納

西同鄉會主辦，劉秀鳳任召集人，主題係：「新台灣，新希望」。Speakers 有瞿海源、陳隆志、（政治）、

董芳菀（宗教）、艾琳達（環保）、林玉郎（科技）、柯翠園（女性）、黃源生、施敏男、吳健一（投

資）、鄭智雄（學生社）。 

第十八屆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於田納西州 Chattanooga 的 Covenant College 舉行由蕃薯味

(Huntsville)同鄉會主辦，召集人為蔣政宏，主題係：「台美連心，踏入國際舞台」。 Speakers 有蔡明華、

張燦鍙、郭重國、林又新（政治）、陳明仁、陳惠豐、廖瑞銘（台語文學）、顏信星（宗教）。許蕙茹、張

瓊雅 (婦女講座)、陳石琳(投資)、董建宏、李春庭(學生社)、李豐隆、楊彰師(醫藥)等。 

第十九屆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於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舉行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許蕙茹任召集人，主題係：「九七後台灣的處境與展望」。Speakers 有黃昭堂、陳茂

雄、郭重國、林山田、李南衡、陳少庭(政治)、童春發(原住民)、王明哲(民謠演唱)、吳健一（投資）、李豐

隆、楊彰師、黃英男(醫藥) 等。 

第二十屆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二日於南卡的 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

辦，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為：「咱的台灣、咱的夢」。主題演講為林子倫的 [黑面琵鷺的鄉愁] ， 主要的演

講有 查某人的２２８(沈秀華) ，性、權力、與文學(李昂) ，Forum 有[扣應、Call-in]: 老李 vs 老宋 與阿扁 vs

小馬(林國慶、蔡丁貴) ; 女人及政治 – 過去、現在、未來(李昂、沈秀華) ; 專題介紹有陳文成事件的回顧與展

望(高龍榮)、中年維特的煩惱(張瓊雅)、陶瓷藝術製作 – Love of Formosa (鍾宜君) 。 

夏令會以嚴肅的主題演講，專題討論為主，再加以文化講座、婦女座談、經濟投資講習、醫藥講座、宗教講

談、青少年康樂、幼教活動等，藉以平衡個別嗜好，觀摩切磋。健身節目早年以壘球、網球賽為主軸，近年

則以高爾夫球，太極氣功為主。由鄉親表演的『台灣之夜』更是多彩多姿的壓軸好戲。 (2017 9-20 updated) 

SETAA 20 年回顧照片: 

http://taiwanesenc.org/setaa2004/image/setaa-photo-since-1979/setaa-photo/index.html 

: 

 

做伙來關心《咱 e 故鄉》! 斗陣來完成《咱 e夢》!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記實 

林玉郎 

日子一工一工過，工工攏無同款，一年一度的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又已於七月十日翩然 來臨，在七月十二日

匆匆而過。見到了睽違已久的兩百多位同鄕，不但添了一份相聚的喜悅，也解了不少的鄉愁。關心『咱 e故

鄉』不但多了不少伙伴，要完成『咱 e夢』也多了不少同志。 

http://taiwanesenc.org/setaa2004/image/setaa-photo-since-1979/setaa-phot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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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自從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在田納西州的哈利森公園首度創辦以來， 已歷經了二十個寒

暑。所以今年的夏令會對東南區的台灣同鄉而言，不但負有繼往開來的使命；在台灣國內外局勢巨變下，更

具有另一番歷史意義。美國東南區包括有：Alabama、Florida、Georgia、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及 Tennessee 等六州。所以要找一個適 中的地點來辦夏令會，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爲今年的主題訂爲

『咱 e故鄉、咱 e夢』，爲了讓參加的同鄉能好好地做伙來關心『咱 e故鄉』，斗陣來完成『咱 e夢』，由

北卡同鄕組成的夏令會籌備會經過了幾個月的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歷史悠久，風格獨特，綠草如茵，美侖

美奐的南卡州 Furman University 來相聚。 

大會在七月十日傍晚正式開幕，由召集人劉格正主持，各地同鄕會會長或代表上台簡報 各地會務。在會務簡

報之後，劉格正以幾張歷史照片，幫大家重溫舊夢，回想『二十年是如何走過的』。除外，在大會手冊內，

也編了一些簡史，將歷屆夏令會的時間、地點、召集人一些特色列出。 

說到『咱 e夢』，遊子的夢何其多！不但夢到『四邊攏是海』的台灣故鄕，也會夢到峰峰相連，透入雲內』

的中央山脈(取自王明 ?歌詞)。當年北卡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創始 人及海報事件主角之一、現今在台大農經

系任教的林國慶教授，在七月十日晚帶領著大家到 『咱 e 鄉村』去尋『咱 e根』。他以極感性的語調指出，

在近三十年來的工業化過程中，台灣的鄕村文化、風貌流失快速，許多住在都市的出外人，過舊歷年時回鄉

尋根，發覺『咱 e鄉村』越來越不像夢中兒時成長的地方，更有許多年青的一代已不把鄉村當作『咱 e

根』。幸運的是近年來有一批年青的一代，放棄都市生活，回到農村，整理、硏究殘存的文物、舉辦文藝

營，甚至重建農村。聽了林教授的演講，讓我們覺得『咱 e台灣』是充滿了不少新希望的。 

在他的演講結束後，大會安排了一個『認親、結緣』的親睦晚會，幫大家解聊鄉愁。果 然在雞腿的助興下，

大家說說笑笑，然後回房休息，多多少少忘掉了一些鄕愁。在蟲聲伴著 Teenager 的笑鬧聲中漸漸入睡，一

夜無事。 

人有故鄉，鳥兒也有；人會思鄉，鳥兒也不落人後。十一日早上在主題演講中，Delaware 大學能源與環境政

策 PhD Candidate 林子倫先生替台南七股濕地的『黑面琵鷺』鳥兒同鄕們傾訴它們的『鄉愁』，控訴它們的

家鄕（七股濕地）可能淪爲『濱南』工業區的慘境。這些黑面琵鷺在世界上所存不多，而其中一大批往來於

台南七股潟湖與北朝鮮之間。如果七股濕地改建爲工業區，則它們將有面臨絕種之虞。不但如此，這一個充

滿自然生態、產業與人文氣息的七股沿海地區，將被破壞殆盡。夏令會原先邀請的謝志誠教授，因爲『反濱

南』的『決戰』突然提前進行，以致無法成行，我們謹祝他一切順利。 

遊子的夢何其多，不但會夢到『自由、民主、獨立』的台灣，也會夢到『白色』的恐怖。 在傾聽完黑面琵鷺

的鄕愁之後，在 Kansas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的沈秀華女士以生命歷史的方式娓娓道出『査某人的 228』之心

酸。突顯出性別和政治、歷史間相互交織複雜的現象。當聽到她轉述 228政治寡婦王鄭阿妹女士的『回到後

龍以後，火車若嘟，阮心肝就微，想每一次這趟車若來，阮頭家就自八堵回來，現在有去無回來』一段話令

人心酸不已。在聽完沈秀華替『228 的査某人』對不仁不義政權的控訴之後，作家李昂女士和沈女士也同時

主講『女人及政治--過去、現在、未來』的討論會。會中對女人在政治圈中的角色有相當精彩的討論。 

遊子的夢何其多，但夢歸夢每一覺醒來，皆得面對現實的人生。無數的遊子當年隨著留學狂潮負笈來美，編

織著無數的美夢。爲前途打拼，常常忘了何年何月。如今回首前塵，不覺已步入中年，開始『而髮蒼蒼，而

視茫茫，而齒動搖』，身不由己，不禁令人唏噓！前北卡台灣同鄉會長及前民進黨中央黨部一級主管張瓊雅

女士對此感同身受，所以邀請 了謝祖榕、涂惠鈴、謝金朱及廖如娃等同鄕共同幫大家解說（但不負責解脫）

《中年『維特』的煩惱》。她（他）們提出一些大家或多或少皆碰過的問題。例如《當發覺枕邊人增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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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生疏感而又溝通無門時，我們該如何去面對？》《人到中年，如何誠實面對自己？》等等問題。討論時

非常熱烈，妙語如珠，令人欲罷不能。在笑聲未絕之際，主持人已宣佈大會將兵分兩路，同時進行《陳文成

事件的回顧及展望》與《Love of Formosa》）兩節目。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理事長高龍榮博士主講陳文成事事件的最近發展與基金會講 學金的運作，並放映

一九九七年基金會配合台灣民間電視台製作的《陳文成事件》的專訪記錄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台

灣人在《往前看》之際，不忘前車之鑑。依筆者看，要劊子手判自己有罪，可能比登天還難。 

《Love of Formosa》由新生代藝術家鍾宜君主講，並展示她的陶瓷作品。在學習藝術的過程中，她開始思索

自己的根和土地。由于對台灣風土人情的認識及懷念，使她的作品內涵更加豐富。所以在她的 MFA畢業展時

以《Love of Formosa》爲主題來表達她對寶島台灣的思念，認同與感謝。 

好戲連台，在一整天精彩節目之後，是眾所期待的《台灣之夜》。台灣之夜在北卡同鄉張瓊雅策劃及她和汪

庭安的主持下，贏得滿堂采。節目有 Florida 同鄉會的《台灣民謠》合唱和《篩子舞》。Atlanta同鄉會的

《功夫》和《鼓舞》。Tennessee同鄉會表演了一個補考《makeup化妝》比賽，讓大家捧腹大笑不已。另

外，由李豐隆醫師召集的各州同鄉歌喉好手也合唱了《台灣咱的夢》。Youth 出了兩個節 目《Rice Guys》

和《Matchmaker》。後者以台語演出《選新婦（媳婦）》和《選子婿（女婿）》，幾乎笑掉了不少人的大

牙。北卡李宗敬同鄉的《噴火》特技表演更是令人嘆爲觀止。他和汪庭安博士的笑劇也贏得了滿堂掌聲。最

後在北卡同鄉主唱節目之後大家餘興未減，到宿舍大廳繼續《開講、朴豆》。 

禮拜日（七月十二日）一大早，到處是人，做晨操的做晨操，做禮拜的做禮拜。早餐結束後是李昂女士的演

講她將原來的講題《性、權力與文學》改爲《台灣的情色現象》。在演講中，李昂對《北港香爐》事件做了

解釋和回應。也對現今台灣的情色現象例如《星期五餐廳》（午夜牛郎出沒處）的興起、青少年、少女的縱

慾、新一代女權運動者的一些做爲，大膽的提出批評。聽了李昂的演講，像做了一場惡夢。例如說：她提到

台灣青少女在學校開學時，時常流行一句話《拿掉了沒？》（墮胎了沒？）；《拯救雛妓》沒有什麼必要，

因爲現在青少女人人都在做！再這樣亂下去，不知會墮落到何地步。李昂的話，像暮鼓晨鐘，値得大家警

惕。不過，反過來想，這些現象是不是真的如李昂說的那麼普遍，乃是値得進一步調查和探討的。 

夏令會的最後一個節目爲《扣應》（Call In），由汪庭安博士主持，林國慶（台大農經系教授）和蔡丁貴

（台大土木系教授）主講。節目的主題爲《老李 vs老宋》與《阿扁 vs小馬（馬英九）》。因爲主講入皆爲

海外學成的歸國學人，且在政界擔任過職務或顧問工作，所以對現今台灣的政情有精闢的見解。在聽到主講

人預測北、高二市市長選情，阿扁和長仔兩人應該是《有驚無險》之後，掃掉了不少上一個節目留下的陰

霾。在本節目進行之中，《聽》眾 Call In 踴躍，主持人口才便給又幽默，使得整個節目高潮迭起，並圓滿

的結束了兩天的東南區夏令會。在最後，不論您有否參加過東南區夏令會，希望您能做伙來關心《咱 e故

鄉》，斗陣來完成《咱 e夢》！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670期 8/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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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六月十五日報名截止 

主題:九七後台灣展望 

同鄉不宜錯失良機 

【本報訊】第十九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報名截止日期爲六月十五日。此次夏令會主題是：「九七後台灣

的處境與展望」。大會特別邀請黄昭堂博士、陳茂雄名筆、林山田教授，原住民童春發院長、作曲家王明哲

先生、李南衡作家、郭重國會長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思考與見解，作精粹分析，讓大家集思廣益，衆志成城，

爲故鄉台灣打開一條活動。 

大會有輕鬆的婦女座談來爲婦女朋友服務，更有台灣醫生門診團來解答同鄉的疑難雜症及保健常識，俗謂

「預防勝於治療」，請大家拭目以待。傳統的網球賽及高爾夫球賽將在禮拜五舉行，讓鄉親在切磋球技中更

增進友誼。第二代 Youth的節目依年齡分爲 16 and above,10 to 15, 5 to 9,及 Pre-school（4 and 

under）四組，各有專人負責，唯 Preschool 組的父母需要 Sigh-up 與 Baby-Sitter 分勞，（大會目前尚不

知游泳池是否開放，但請攜帶游泳衣以便使用）。 

大會更請各鄉會作下列合作。 

1.請同鄉會會長迅速將此訊息轉達給會員。 

2.各地同鄉會請安排一個節目在「台灣之夜」表演。 

3.報名截止日期六月十五日。請各分會會長在六月初就開始向會員收集報名表，以便在截止日前寄出，謝謝

各分會的合作。 

高爾夫球及網球賽請直接向負責人陳恆義（Henry Chen）接洽 。夏令會報名表請右下角。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557期 6/7/1997 

 

 

美國東南區夏令會 

由 Atlanta同鄉主辦 在喬治亞大學舉行 

主題:九七後 台灣之處境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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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年一度團聚敘舊，交換生活經驗，並共同來關心故鄉台灣的夏季盛會又到了，本屆美東南區台

灣人夏令會由 Atlanta同鄉會主辦，將於七月十一日十三日假喬治亞大學舉行。喬治亞大學位於 Atlanta 東

北 70 哩的雅典市（Athens US 29,316,78,129,441 各大公路 在此交會，交通方便。喬大校園廣闊，錄茵綿

延，綠樹成蔭，景緻優美。宿舍有冷氣，餐廳可容千人，設備新穎週全是理想的夏令會地點。 

夏令會的主題是「九七後台灣的處境與展望」。今年的七月一日香港就被中國回收，雖然這個決定幾年前都

知道了，但如今時間將屆，舉世都憂心忡忡，不知香港會有什麼變 化？香港是世界金融貿易的重點之一，牽

一髪動全局，台灣在這種情況下， 如何自處？如何自救？大會有鑑於此，特邀請到黃昭堂博士、陳茂雄名

筆，林山田教授，原住民童春發院長，作曲家王明哲先生，李南衡作家，郭重國會長來分享他們的思考與見

解，作精粹的分析，讓大家集思廣益，衆志成城，爲故鄉台灣打開一條活路。 

會中有輕鬆的婦女座談來爲婦女朋友服務，使家庭更美滿和樂，更有台灣醫生門診團來解答同鄉的疑難雜症

及保健常識；俗謂「預防勝於治療」。傳統的網球賽及高爾夫球賽將在禮拜五舉行，讓鄉親在切磋球技中更

增進友誼。第二代 Youth的節目依年齡分爲 16and above, 10 to 15, 5 to 9 ，及 Preschool（4 and 

under）四組，各有專人負責，雖 Pre-school 組的父母需要 Sign-up與請來的 Baby-Sitter 分勞。（大會目

前尚不知游泳池是否開放，但請攜帶游泳衣以便使用）。 

高爾夫球及網球賽請直接向負責人陳恆義 (Henry Chen)接洽。下面爲各組負責的同鄉： 

文宣組：李長榮、李煌誼、陳智惠、林春雄。 

外交組：張信雄、陳恆義。 

節目組：大人：陳洋—、Youth:李春庭、Junior:黃蕊姝、Pre-Sschool:吳淑貴。 

台灣之夜是這個大會的重頭戯，除了每個鄉會的英雄好漢將大展身手之外，今年特請到竹山布袋戲團來做精

釆絶倫的表演，還有王明哲作曲家及原住民童春發院長（玉山神學院）都是表演能手，加上亞特蘭大的鋼琴

名家陳瑞玟博士 （Dr. Ginger Chen）也將參與台灣之夜的表演，請同鄉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第十九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將由亞特蘭大同鄉會會主辦，大會將盡所能來辦好這個盛會，希望能帶給同

鄉一個美好的夏日週末，衷心誠懇的歡迎各位鄉親撥冗前來，共渡這個海外台灣人傳統的夏日聚會。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561期 6/21/1997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亞特蘭大同鄉會總動員 

與會鄉親賓至如歸 高爾夫球賽首揭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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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鳳報導】一九九七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以「九七後台灣的處境與展望」爲主題，於七月十一日

至十三日，在喬治亞州雅典市的喬治亞大學舉行。會中有多位名家演講，有熱烈的運動競賽、有太極氣功健

身、更有精彩的「台灣之夜」。與會者一齊渡過了一個豐富美好的夏日週末。 

喬治亞大學校園寬闊整潔又雅靜，同鄉住宿的地方涼爽，新穎又舒適。它處於東南區各同鄉會的地理中心，

很方便各地同鄉來參加。 

夏令會禮拜五(7/11)晚上才開始。但愛好高爾夫球和網球的選手，幾個小時前即已摩掌擦拳，展開競賽。今

年參加高爾夫球賽的人數比往年（4人）大大增加。十六名英雌好漢，在艷陽下，在綠坪上揮桿努力，各顯

所長。比賽結果，女子組淨桿由陳淑惠奪魁。男子組總桿第一名楊庭芳，淨桿第一名黃鴻興，第二名陳恆

義；遠距離贏家是黃懐德；近距呂錦文。除近距之外，亞城同鄉囊括所有的獎盃。網球賽採雙打單淘汰的方

式。比賽結果，男子組第一名屬田納西的李豐隆和李茂旺；女子組則歸亞城的陳淑惠和王淑貞。 

開幕式由召集人許蕙茹在 Tate Student Center 揭幕。各地同鄉會代表相繼報告近況。北卡夏洛區、及阿拉

巴馬同鄉響應「Say No To China」的號召，在 628（即六月二十八日)均有舉辦相關的活動。田納西代表表

示該會鄉訊(TAA-GY Newsletter)已放入 World Wide Web，方便鄉親們從世界各地上網閲讀，網住鄉情。 

主辦單位亞特蘭大同鄉會總動員面面顧到。他們服務親切週到，由報到、登記及幼兒的照顧等都有妥善的安

排。節目分大人組、青年組、少年組，及幼兒組。還有男女老幼期 待同歡的重頭戲--「台灣之夜」。(詳細

報導請看下期本版)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572期 8/2/1997 

 

 

1997 年美東南區夏令會報導 

大人組:本地人節目 

快樂的人生，赚錢之道 與老人保健 

大人組專題演講或座談的佳賓有來自本地，也有遠自台灣的。本地同鄉主講的節目有婦女座談、投資講座、

台灣人心靈的重建及醫療門診座談。「婦女座談」由新上任的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東南區理事陳富美主持。

座談會的主題是「積極快樂的人生」。陳理事除將她個人閲讀相關書籍的心得與大家分享外，並邀婦女會名

嘴柯翠園及亞城的鄧梅英演講。 

柯憶及年幼時因腿疾，有六年没上体育課的心境。中學時靠自己的努力及父母的支持成爲体育健將。她順利

的讀完大學、留學、結婚、生子。但發現並不快樂。她坦誠地描述了如何尋覓並實際從事讓自己快樂的事的

心路歷程。她娓娓道來，有條有理又風趣，尤其以現身説法，眞摯感人，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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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梅英在送兒子上大學後，聯想到自己未竟的大學夢。她毅然決定去上大學，唸艱難的英語系。經過五年的

艱苦歲月，終於圓了她的大學夢。這五年支撑著她的是自己堅定的信仰及家人的鼓舞等。梅英的奮鬥過程，

是「積極快樂人生」的榜樣。 

「投資講座」的主持人是自己擁有財務計劃公司的吳健一先生。來自南卡的吳先生説，投資賺錢是一個方

法，一種過程，並不是人生的眞正目的。人生的眞諦是生活的快樂，化夢成眞。要財務成功是要有計劃的不

停的投資（Invest everypay-day）。投資包括買股票、買自居房子、建立私人企業、做發揮自己潛能的事業

等。吳先生事先的充份準備和詳細的解説，使聽衆對如何完成發財的美夢，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醫生門診」由李豐隆主持。在座談會中，東田納西吳春雄醫師講解老人的保健。他說一般人以爲老了心臓

就不好是錯誤的觀念。老化是很慢的程度，就比較能處之泰然。比如説 40歲的人每天需要的卡洛里比 30歲

的人少 720 單位，這解釋爲什麼上了年紀往往比較發福的原因；50歲的人對亮光的敏感度減低，因此在暗光

下、反光下、或在動時看不太清楚；60歲的人胰臓功能減低，所以有些人開始有輕微的糖尿病…等等。 

黃英男醫師解説癌症的預防和治療。他指出在台灣常見的肝癌、子宮癌、和大腸癌，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北卡夏洛區的陳東榮醫師指出在開刀房，麻醉師和外科醫師是相輔相成的。外科醫師集中注意在開刀的部

位，即維持其他器官的正常運作則是麻醉醫師的責任。其他出席在「台灣醫生門診」的醫生還有黃碩文、王

清風。主持人一再強調，與會者若有醫療問題，可藉這難得的機會，不需掛號，不需掏腰包，直接向這些醫

生們請教。這座談會給聽衆上了一堂有價値醫療保健的課。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573期 8/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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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Taiwan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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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定 7 月 12-14 假 Covenant College 舉行 

【本報訊】一年一度鄉親們團聚敘舊、交換一年來生活上新經驗及探討故鄉政治新情勢、經濟新發展的東南

區夏令會，籌備會已訂下 Chattanooga, Tennessee 的 Covenant College 之校舍爲今年之會址，時間爲七月

十二日至七月十四日。 

Covenant College 於 Chattanooga郊區的 Lookout Mountain 風景區内，該校之辦公大樓及餐廳是四十年代

的豪華旅館整修而成。校區内還有舉世聞名的 Chattanooga Choo Choo 火車頭、新的 Tennessee Aquarium 

更有罕見的水族供人觀賞。二小時車程内 Huntsville 的太空博物館，Nashville 的鄉村歌曲中心及 Atlanta

的世運村，均爲會後舉家參觀訪問的好去處。屆時夏令會服務組將提供觀光資料。 

該籌備會表示，不久前台灣已在中國的文攻武嚇及舉世關心注目下，第一次眞正的選出了領導人，有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的選民在中國軍事威脅下，不向中國低頭屈服，投下神聖的一票，昭告世界台灣人積極推動國家

主權獨立的決心。我們爲台灣的成就感到驕傲，也爲故鄉的入感到慶幸。當年我們千辛萬苦遠走異國追求的

自由民主已在台灣生根了。台灣在爭取國際承認、追求主權獨立、加入聯合國及增新軍備、增強自衛能力之

前景已漸漸看好，但同時也迫切地需要我們的支持。爲此今年夏令會主題定爲「台美連心，踏入國際舞

台」。現階段爭取主權眞正獨立，需要國際間的認同及國際組織之支持，同時我們也要使所有在台在美關心

台灣前途的台灣人，心與心連結，不再爲自己的利益紛爭，也不再怕中國的軍事威脅，爲了配合主題及提供

多元化探討的機會，今年的夏令會將邀請海内外學有專精的人士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醫藥、保健、

財理、創業等議題 與鄉親們作多方面的深入硏討。此外籌備會並爲青少年與幼童分別安排適當的節目，希望

讓每一位與會鄉親都看一個美好的夏日週末。 

主辦此次夏令會的甘薯味同鄉會成立不到五年，會員人數爲東南區同鄉會中最少之分會。爲了主辦此聚會，

已出動了全部的人力，務使大家滿意，但仍需要各同鄉的協助與參與，若各同鄉有任何指教或建議，請聯絡

本屆夏令會總召集人蔣政宏：205-883-5696。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454期 5/18/1996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營 

張燦鍙、郭重國與蔡明華應邀演講 

【本報訊/鄭智雄報導】1996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營即將於 7月 12日至 14 日，在風景幽美的 

Chattanooga Lootout Mountain 舉行。經籌備會同鄉們數月來的努力，已徵得數位爲台灣之語文、社會、婦

女、政治、宗教各方面長期努力奮鬥的工作者，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分析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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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中包括曾積極參與台灣婦女與社會運動，且實際參與台灣和中國事務性協商談判工作的前「海峽兩岸交

流基金會」法律處副處長蔡明華律師，主講「總統大選後看兩岸關係及台灣前途」。並由海外台灣獨立運動

和國際外交工作的先軀，前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鍙博士主講「台灣文化及其他」，張博士並將與全美台灣

同鄉會現任會長、前任 FAPA 常務委員召集人郭重國先生主持座談會，討論「台灣應如何建立國際地位」。 

此外，長期爲台灣語文及詩歌運動而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夫婦、廖瑞銘先生將以詩歌方式，來表達「台灣

文學的過去與未來」。台南海佃基督長老教會駐堂牧師顔信星先生也將主講「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另外有

台灣商會的「如何創業」、婦女會的座談會、台灣學生社的「過去與將來」和李豐隆醫師的「家庭保健座

談」。另外甘薯味(Huntsville)同鄉會將在晚間「台灣之夜」中推出雨傘舞，其他各地同鄉會也將提供精彩

之節目，敬 請同鄉們踴躍報名參加。 

若有尚未收到報名表之同鄉，請向貴地同鄉會會長索取，或直接打電話向夏令會召集人蔣政宏（205-883-

5696）聯絡。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462期 6/19/1996 

 

 

 

1996 Taiwan Night 李豐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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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95 年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邀請書 

如果低吟「補破網」怨嘆「是永遠没魚網」竟是台灣人過去數百年莫可奈何的悲情寫照的話，那麼當人們初

嚐解嚴後的自由，一邊高唱著「啥米攏不驚」一邊踢開一個個殖民枷鎖時的心情毋寧是振奮的。可是一陣激

情過後，我們驀然驚覺到：好像還没有人教過我們如何當家做主呢！明年咱台灣人就要選出四百年來第一位

自己的總統，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台灣將是我們共同的心願。這也就是本屆夏令會主題訂定爲「新台灣，

新希望」的目的；我們希望鄉親們一起來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學習做一個當家做主的新台灣人。 

爲了配合主題及提供多元化討論的機會，今年的夏令會將邀請多位海内外學有專精人士從社會、宗教、政

治、經濟、環保、生活、理財等議題與鄉親們作多角度地深入探討。此外，大會並爲青年、青少年、與學前

幼童分別安排了節目，希望讓每一位與會鄉親都有一個美好的夏日週末。 

另外，爲了讓與會鄉親能有活動筋骨、以球賽友的機會。今年夏令會將提供多項体育活動。除了有傳統的網

球比賽與漸受歡迎的高爾夫球賽，「晨操」也將在今年的夏令會首次推出，將有太極氣功與團体舞蹈無您選

擇。在娛樂方面，大會除了辦卡拉 OK外，並將首度推出歌唱大賽節目，提供鄉親們另一個展現才華的舞台。

週六晚的台灣之夜，除了有各同鄉會準備的精彩表演外，大會並將邀請台南市愛樂合唱團蒞臨演唱台灣藝術

歌曲，精彩可期，您千萬不要錯過！ 

籌備會爲了要給鄉親們辦一個不一樣的夏令會，數月來，工作人員已投注了大量的時間、人力、心力。然以

我們有限的資源、能力來承辦如此一個大型聚會，必將有所疏忽，若有 任何建議、指教，請告知籌備會召集

人劉秀鳳(Mrs. Shui-Fom Chang)或各相關負責人。同時，我們也需要您支持、打氣，您的與會將是給我們的

最大鼓勵。謝謝，夏令會見。 

第十七屆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敬邀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籌備會各組負責人(Ares Code 615) 

召集人：劉秀鳳 (Voice:693-8675: Fax:693-8665 )，Mrs. Shui-Fom Chang 9608 Tallahassee Lane 

Knoxville, TN 37923。 

場地服務：李嘉陽(531-7665) 

註册組：柯文謙(558-0565) /李嘉陽(531-7665) 

節目：張惠雄(693-8675)/顔淑華(970-2821) 

Youth: Lynn Lue (675-7395) / Tenny Chang (695-8675)  

Junior 兪美芬(675-1742) 

Preschool:劉玉琪(481-5411) 

台灣之夜：林共進(675-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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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睦會：傳祖章(675-1012)/陳悦(573-2488) 

運動：呂錦文(675-7359) 連絡：李豐隆(970-2821) 總務：傳婉香(966-3303) 文宣：王靖元(482-5411)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56期 5/2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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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南夏令會圓滿結束 

250 位鄉親參加 

【東田納西訊】一九九五年第十七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七日至七月九日假南卡州 Spartanburg 的 

Converse College 舉行，主辦的東田納西同鄉會在召集人劉秀 鳳領導下動員了大大小小五、六十位同鄉爲

來自東南各地大約二百五十位鄉親、來賓服務。籌備人員的精心策劃，加上各同鄉 會的大力配合，使得這一

年一度的台灣盛宴全程熱鬧滾滾，與會鄉親也都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夏日周末。爲期兩天半的夏令會，總計有

十場演講及座談，由多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包括陳隆志、瞿海源、董芳苑、艾琳達、林玉郎、鄭智雄、柯翠

園、黃源生、吳健一、施敏男等，從社會、宗教、政治、經濟、環保、生活、理財等不同角度來硏討大會主

題：「新台灣、新希望」。此外，大會還安排了多項体育活動如網球比賽、高爾 夫球賽、晨操等。除了女子

網球之外，球類比赛盡是十幾二十少年郎的天下， 首次推出的太極氣功晨操則大受中壯年鄉親的歡迎。在娛

樂方面，大會提供了歌唱比賽、卡拉 OK、及台灣之夜等節目。第一次舉辦的歌唱比賽由於與賽同鄉的精彩演

唱，加上現場輕鬆無羈的氣氛，給鄉親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卡拉 OK 則無疑拉近了許多鄉親間的距離，

在樂聲中增進了彼此的認識。週六晚的台灣之夜各地同鄉會使出渾身解數，表演精彩的節目，令與會鄉親一

飽眼福，更爲大會掀起了最高潮。 

週日的閉幕式簡單隆重，召集人劉秀鳳除報告兩天來的活動，並感謝大家的參與及服務。最後由現任東南區

理事長林玉郎總結，他除了感謝劉秀鳳及所有籌備人員的辛勞外，並介紹新當選下任區理事長的施能振（亞

特蘭大），同時宣佈明年的夏令會將由阿拉巴馬同鄉會主辦，亞特蘭大同鄉會協辦。一九九五年的夏令會就

在鄉親們互道珍重聲中圓滿結束。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1期 7/19/1995 

 

 

1995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夏令會綜合報導 許蕙茹 

第十七屆台灣人東南區夏令會於七月七日（禮拜五）在各地鄉親陸續的報到聲中，在南卡州史帕勝騰

（Spartanburg）的 Converse College 正式揭幕。一些熱愛高爾夫及網球的同鄉，已早在幾小時前，開始他

們的友誼賽。在報到之際，太極氣功也同時進行，可眞是熱鬧滾滾。 

當天下午開場砲是董芳苑教授談述「台灣民間信仰的認識」，聽到董教授的演講後，同鄉普遍對民間信仰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我們了解到一些民間習俗與民間信仰的關連性。同鄉眞是獲益匪淺。 

當晚有個很完整及很有系統的開幕式及各地同鄉會會長的鄉會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我們深知籌備一個夏令

會動用的人力、物力實在很大，今年的主辦單位是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在劉秀鳳會長的領導下，早在去年

就開始動員，策劃，集体合作，集思廣益，成果是有目共睹。緊接著是各地來的英雄豪傑，及兩位英雌施展

他們的歌喉，演唱者一個個使出渾身解數，不但唱做俱佳，還不忘拉票（因爲所有聽衆都是裁判），這是我

看過最靈活最幽黙的一個歌唱比賽。同鄉在歡樂聲中走向宵夜的場所，這是夏令會的固有特色之一，每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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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可吃到很多可口的家鄉小點心，雞翅、雞腳、水果、刨冰等。大家在邊吃邊談，無拘無束的氣氛下，認

舊親結新緣。 

第二天網球賽在早上 6:30 繼續開打。 

瞿海源教授的「從宗教變遷看台灣社會的希望」，他從佛教、道教一一解説，並向同鄉解釋所有神明生日都

在初一、十五的原因。我們從他的演講，學到如何辨認敬神及敬鬼的燈。總而言之，台灣人的祭神大典，不

只是祭神同時也祭祀鬼魂（老大公、好兄弟），所以這種祭典規模都很大，是一個人神、鬼、共樂的大場

合。 

接下去艾琳達談述「回顧美麗島民主運動及探討民進黨外交政策」。由於題目太廣，時間有限，所以我們只

聽到前半部，很可惜。美麗島事件在民主運動的過程所佔的地位，實在很重要，它是黨外重整的分水領，所

有菁英都被捉殆盡，另一群菁英馬上無畏地接棒，所以當我們在探討爲什麼現在的民進黨是這的体系，做這

樣的決策時，一定要了解過去的這段歷史。 

下午有兩個座談會，任君選擇。一是 中年「唯」機，節目表故意用「唯」代替 「危」，我想是要提醒同

鄉，當我們進入中年，危機出現還不自知，或死不承認有「危」機時（我的另一半，就是死鴨硬嘴杯型），

那「唯」一挽救的機會就會消逝。另一座談會是投資與創業，用意是不錯，可惜後來有做廣告之嫌，這是美

中不足之處。聽完之後，我們到另一大廳去聽林玉郎教授講述美東南與台灣的天氣，他是氣象學的佼佼者，

很用心地教我們這些「笨」學生辨認各種不同的雲，當時看得很出神，本來以爲自已已經出「師」，想在鄉

訊展一下（台語發音），現在卻連一個也寫不出來，如果林教授以台灣的教學方式，施用於美國的同鄉，我

想我應該獲賞打「掌心」。唉哉！不知這是中年危機，老來危機，還是健忘危機？想想都不是，我是想坐天

上的飛機，回家鄉台灣，看我那日夜思念的老母親。緊接著鄭智雄博士簡單報導李登輝訪問 Cornell事件的

説明會，並給我們看了一巻那天的錄影帶。在錄影帶上我看到那麼多台灣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都站出來

爲台灣的前途揺旗吶喊，如果身爲中生代或老生代的我們，還執迷不悟或腳踏兩條船時，實在是愧對這些青

年學生，更愧對我們的老祖宗，當初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灣爲我們創造家園的艱辛。經過兩天的演講，夏

令會的高潮「台灣之夜」終於開場，各地鄉會施展的身手雖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娛樂鄉親?節目持續將近兩小

時，精彩絶倫，實在不是我這枝拙筆可形容，如果同鄉聽得有點發癢，唯一止癢的方法就是明年別忘了報名

參加夏令會，把它當做是「優先渡假期」，保留下來。 

七月九日禮拜天，已悄悄地來臨，我所敬佩的陳隆志博士講述「台灣前途的展望」。他的聲音鏗鏘有力，不

愧是紐約大學的名教授，他對建國的信心，數十年如一日，從不動揺改變。演講完，全体聽衆起立鼓掌，掌

聲久久不息。 

艾琳達做最後的衝刺，她做事很認眞，對台灣的愛實在不亞於任何一個台灣人，她讓我們看了很多幻燈片，

看到寶島台灣，由於經濟奇蹟，廠商到處倒垃圾排廢水，整個河川已起泡沫，不再有魚蝦，很是痛心。她攜

帶這麼重，一巻一巻的幻燈片，就是要做見證，把事實呈現在我們眼前，讓我們來思考，用台灣人的智慧來

解決，來改進。 

閉幕式簡單隆重，全体工作人員受到 所有同鄉的肯定，吃過午餐後，大家在互相道別中，説聲「明年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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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側聞 

田納西台灣同鄉 李嘉陽 

今年度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七日至九日在南卡州的 Converse College 舉行，有些同鄉爲了參加這夏

令會開 10多小時的車遠從佛羅里達州北上，這夏令會吸引了男女老少數百人參加，主辦單位所安排的節目多

彩多姿，包括多場的專題演講及講座、網球及高爾夫球的比賽，太極氣功的教導，歌唱比賽、卡拉 OK及大型

的綜藝節目--台灣之夜。 

在這專題演講及專題講座方面，董芳苑介紹了台灣的民間信仰及傳統禮俗，這台灣的民間信仰及傳統禮俗包

羅萬象、錯綜複雜，經過董芳苑的介紹後，大家才知道台灣人除了不信仰「睡覺」外，其他什麼都信，據董

芳苑表示，台灣的風月場所信仰的是豬八戒。會中一位單身的王姓男士聽完了之後暗道「所幸我的女朋友没

有來此，否則這些結婚的瑣碎之事三年也做不完。」 

另外有不願意做政治人物的花瓶的艾琳達回顧美麗島事件及做環保惡夢;瞿海源從宗教變遷看台灣社會的希

望；陳隆志的台灣前途展望；柯翠園的中年「唯」機；黃源生、施敏男及黃健一的投資與創業；談李登輝訪

問康乃爾大學的鄭智雄；及天氣、天氣、天天在受氣的林玉郎。 

在運動方面，教導太極氣功乃是今年首創，素有張眞人雅稱的張惠雄教授將很多年習得太極氣功的心得與其

他同鄉共享，據張教授表示，習得這太極氣功除了可以修心養性之外，更有強身治病的功能，據説張教授平

時常於午夜後就寢，早上一早即聞機起舞，將太極氣功演練一遍之後，整個人精力充沛，整天精神抖擻!另外

據一位李姓同鄉表示，在習得太極氣功之前，整個人精神散漫，上班像條蟲，下班像條龍，飯前飯後常打瞌

睡，求助多位名醫也多無起色，但自從習得太極氣功之後，精神百倍，辦事效率也特別高。多位体弱的同鄉

表示，習得氣功後，体能狀況漸有起色，且有欲罷不能之神效。 

歌唱比賽乃是由素有王公子美稱的王進安同鄉主持，在英俊瀟灑、幽黙風趣的王公子主持下，多位原本木訥

的同鄉都自告奮勇的上台比赛，在十餘位同鄉熱烈的參與之下，王靖元同鄉脱穎而出，高票當選本年度的最

佳男歌手。據説歌唱比赛之後，這王公子由於表現突出加上單身的特殊身份，有多位同鄉均向大會詢問王公

子的身世背景。另外卡拉 OK 由傅祖章同鄉主持，多位浴室歌王也都在此時挺身而出高歌一曲。 

夏令會最後的壓軸戲乃是台灣之夜，這一年一度的台灣之夜在大會的精心策劃之下造成空前絶後的大爆滿，

大會特別聘請名主持人林共進教授擔任主編、主導及主持台灣之夜。這林教授除了學術上的成就非凡外，主

持綜藝節目的能力更是一把罩，統計背景出身的林教授首先做了一下現場性生活的統計調查，據林教授表

示，人的快樂程度與做愛頻率成正比：做愛頻率越高越快樂。林教授首先請每天都做愛的同鄉舉手，在座的

同鄉中有二、三人舉手，這二、三人確實是笑容滿面，笑口常開。接下來是二天一次、三天一次、一週一

次，及一個月一次，大部份的同鄉在此時均已舉過手，統計下來的結果，得確發覺這快樂程度與做愛頻率成

正比。這時林教授深感大惑不解，因爲一位坐在前座笑容可掬的同鄉並未舉手，好奇的林教授原本以爲此人

保守内向，所以並無舉手。但是林教授還是繼續調查，二個月一次，三個月一次，一直到一年一度時，坐在

前座笑容可掬的這位同鄉終於舉手。這時林教授終於按奈不住，走到此同鄉面前詢問，但聞此同鄉輕聲答道

「一年一度，就在今夜」，現場的觀衆聽到之後哄堂大笑：這一年一度的台灣之夜也就在今夜開演。台灣之

夜的節目都精彩無比，笑料百出，除了有超水準的演出之外，觀衆們更從頭笑到尾，這精彩絶倫的台灣之

夜，比之台灣的胡瓜、豬哥亮所主持的綜藝節目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多位同鄉均向大會詢問台灣之夜的錄影

帶，如對此錄影帶有興趣者可與張惠雄教授連絡，電話是：615-693-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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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夏令會在七月九日中午圓滿結束，今年度的夏令會乃是由東田納西州台灣同鄉會會長劉秀鳳擔任，另外名

廚張悦、第一先生張惠雄、文宣王靖元、註册柯文謙及其他多位同鄉的大力協助特此致謝。會中並決定明年

度的夏令會由阿拉巴馬州台灣同鄉會主辦，亞特蘭大台灣同鄉協辦。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5期 8/3/1995 

 

 

1995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回顧  

田納西 劉秀鳳 

「這個夏令會很有意思，我明年還要來參加。」 、「這場地很理想，希望以後還來這裡。」、「請寄一份夏

令會的錄影帶給我。」、「請給我一份台灣之夜的講稿。」、「辦的很好，能不能給我一份籌備細目。」、

「大家的胃口特別好，準備的食物都要加倍才夠。」、「太好了，我一直想學的太極氣功，不花分文，竟在

這兒學到。」……。 

這些可喜的反應，表示東田納西台灣同鄕主辦的 1995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和喜愛！！ 

此次夏令會的籌備工作，在一年以前即已展開。在去年的夏令會中，我們對與會者做問卷調查。籌備工作即

依調査結果去做的。首先是尋覓較小又好的場地，由多位同鄉分頭去找。經過數月的努力，終於敲定在小巧

美麗的 Converse College 校園舉行。 

場地確定之後，同鄕分組進行籌備工作。由於近年來，大家對參加夏令會的意願，普遍降低。籌備會特別推

出新的項目，來引起大家的興趣。這些項目，包括義務敎導太極氣功、團體舞、歌唱比賽、及高爾夫球賽。

果然效果不錯。連續兩天，透早七點，有四五十人，興緻勃勃的來練氣功。過了 時間，才意猶未盡的離去；

歌唱比賽，聽眾歡笑之聲，不絕於耳；第一天，半小時的團体舞，太太小姐們就跳的有模有樣，幾可上場表

演；參加高爾夫球賽的人說，明年一定再來打。這些滿意和快樂的反應，或許會鼓舞更多的人來參加夏令會

吧。 

此次東田納西同鄉之成功的舉辦夏令會，完全是許多同鄉，無私無我的奉獻，努力工作的成果。 

張惠雄不遗餘力的協助各項工作。節目的安排，來賓的邀請，變數很多。他不厭其煩的連絡，一而再、再而

三的重新編排節目。他還自動自發的，敎授太極氣功。王靖元無怨無尤的，幫找場地、寫通訊稿、編輯手

冊、準備赠匾、主導合唱團 的長期排練。李嘉陽馬不停蹄的，爲開會所需設備等事宜奔波，又傾力加入註冊

組的籌備工作。柯文謙在百忙之中，仍抽空爲夏令會出力，將報名及註冊程序，規劃的盡善盡美。蘇信成用

很多時間將註冊電腦化。他、柯文謙、還有王進安，在會中，成天守在註冊桌旁，以免需要幫忙的同鄉向

隅。王進安以他的機智和幽默，把唱歌比赛，主持得熱鬧非常，笑聲不絕。 

余金芳義不容辭的，擔負起連繫的工作。他很有耐心的、持續的和各地同鄕連絡，介紹各項活動，鼓勵大家

來參加。此次歌唱比賽得以舉行，完全是他辛勤連絡的成果。顔淑華除了連絡婦女節目之外，還負責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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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t 的付印，並有效的推銷一空。陳悅千里迢迢，從田納西帶多種可口的刨冰料、買了 30個甜美西瓜、又

帶香噴噴的滷雞爪及其他點心。在會中，幾乎所有的時間，她都在廚房裏忙，好讓大家吃的又好又營養。林

共進和俞美芬，爲了夏令會，將預定的搬家日期延後。林共進 主持的「台灣之夜」的精彩，是有目共睹的。

他主持晩會後，連夜開車，自己先回去，趕赴次日在加州的會議。俞美芬把少年組的活動，安排的緊湊有

趣。劉玉琪在會中，泰半的時間都在幼兒組，辛苦的照顧小孩。 

張田莉、呂維琳、劉美娥、張利莉將 Youth 活動安排的有條不紊又多元化。呂錦文和姜明徳，將網球賽和高

爾夫球賽辦法，訂的很完善。他們在艷陽下，不怕辛苦的招呼與賽者，讓大家打的過癮 盡興。傅祖章百忙中

專程趕去夏令會主持 Karaoke。蔡錦記、周佑蓮花兩天的時間，爲學氣功的人，準備錄音帶及錄影帶。蔡希

瑾、吳麗月、張立儀和葉淑容設計的演講海報，生動活潑。有些演講者，帶回家收藏。李豐隆負責連絡接送

來賓。傅婉香管理夏令會的財務。此外，李逢燿、吳美惠、邱駿弘、蒙美新、王崇智、吳意茹、李茂旺、貝

子勝、林俊程、林哲雄、何春暉、徐會炘、王夏玲在會中都加入工作的行列。尙有許多本地及外州的同鄉，

默默的工作，在此無法一一列出，還有，來自台灣及美國本土的演講者，他們的精彩演出，也是夏令會能圓

滿舉行的關鍵。 

會後，已經筋疲力竭，同鄉還說，覺得很愉快。田納西同鄉，這種忘我的服務精神，多麼可貴！ 

這一年一度的夏令會，使與會者能和來自各州的許多鄕親會面，重溫故鄕親切的語文，和可愛的民謠，又能

聽到專家們對台灣政局、宗敎、社會、經濟、環保、天候、生活、及理財的看法和分析，還能欣賞有趣的歌

唱比赛和豐富的「台灣之夜」節目。尤其，我們的第二代少年家，能因相聚相識而結合成一團體，体認到自

己的「族群意識」 （Identity），更是很値得的。 

二十多年來，全美各地台灣同鄉會，歷久不衰，而且活動越辦越好，完全是無數同鄉，無私無 我犧牲奉獻的

成果。台灣人的愛國愛鄕和團結奮鬥，從主辦夏令會的精神，也可看出一些端倪。但如何更進一步，像猶太

人一樣，協助我們的母國台灣，成一獨立而且有國際地位的國家，則是我們要思考和努力的事。 

 

歌唱大賽記趣 

葉淑容 

今年度的東南區台灣人夏令營輪到東田納西分會主辦，在主辦人數月的籌備。諸位同鄉的同心協力、分工合

作下，把這一年一度的聚會辦得有聲有色，値得鼓掌喝采。 

在此簡述首次在台灣人夏令會推出的"歌唱大賽"有關趣事。此節目是由主辦單位智囊團精心設計，讓全體觀

眾當評審，給人充分的參與感。加上主持人王家公子風趣謔而不虐的帶動，燈光、音樂等的配合，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笑成一團，熱鬧非常。 

首先由”敢死隊”田州的蘇信成員外以肉包姿態打前陣。蘇元帥攻低沉的歌喉、拉票的台風，勇奪了”眞敢死”

之譽。 

接著是來自喬治亞州的陳獻士先生。一首"酒國英雄"，醉俠蹣跚的腳步，滿口強言"醒來仍是活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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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是田州的張惠雄敎授，未上場已被主持人奚落了一番。張大師選唱他個人的鍾愛"愛拼才會贏"。只見張

生緊張兮兮的以手擊腿追趕節拍，好不容易唱完三節。一下台，王某竟毫不留情的嘲其爲"無魂有體親像稻草

人"。狠啊！狠啊!張君奪得最佳勇氣獎。 

然後是北卡的汪庭安先生唱了首"香港戀情"獻給其前任會長，曲中有段感情豐富的口白。 

接著是來自喬州的楊征西先生。楊君衣著 Tuxedo，一副職業唱將姿態。高歌"My Way"，祝福諸君以每個人不

同的"My Way"開創美好前途。主持人讚其歌聲不僅”征西”，如今連"東南"也被其平服了。楊生奪得第三

名。 

輪到田州的吳春雄醫師，王某介紹的歌名是"可愛的太陽"，豈料吳先生開口卻是義大利的"O Sole Meo"。害

得王公子大嘆書讀不多，半句也聽嘸。 

田州的林共進敎授藉"甘願"一曲來感謝鄉親多年來的照顧，如今即將遠赴賓州高就歌中隱約道出依依難捨的

心不甘情不願的離情。 

再來也是田州"頗具份量"的王崇智先生。由蔡琴伴唱"南都夜曲"。果然男聲低沉，女音亦低沉。歌者一副渾

然忘我之態，甚有"大將"之風。北卡的林霜瑜及陳色嬌二位小姐高歌"望你早歸"。聲音悠揚，思君之情洋溢

言辭。 

喬州楊辰夫先生的"阿爸，請你原諒我！"，楊先生要孩子們學習此歌，以備考試不如意之時派上用場。 

緊接著是自喻爲"浴室歌手"的田州王靖元先生。王君以"流浪者之歌"奪得金杯。此歌分四部分，描述"流浪者

"的心聲。頭段是少年時候什麼都不怕，第二段是適應了異地的生活方式，第三段是思鄉之情，末段是領悟"

隨人顧生命"的現實生活。王君歌聲瞭亮，流浪情懷、自然表露，眾望所歸，奪得錦標樂滿懷。 

阿拉巴馬的陳彥升先生以"乾一杯"會友。陳君音色渾厚，神態輕鬆，實有職業歌手水準。不愧博得滿堂掌

聲，名列第二。 

喬州的張信雄先生的"惜別的海岸"，娓娓唱來，婉轉動聽。 

下一位是南卡的黃汝崇先生，自嘲"散形"。唱起歌來，似乎字句出自肺腑。唱至哀處，情溢於表，最佳表情

獎非君莫屬矣! 

最後略提一下主持人王進安小生，王某平日亦喜哼哼唱唱，奈何身掛"主持"之名，無暇下海競技。但見王生

腳踏"亦搖亦擺又大尾"的步伐，滿口風涼話。眾位唱將無一能幸免於其"利齒"之難。令人訝異的是歌手們個

個被損得"嘻皮笑臉"。王生還意外的招來不少"媒人婆"的雅緻，"皮薄"的王某樂得透過"麥克風”開出不可高

攀的"條件"。走筆至此本人，只能嘆道：「驚人!」。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9期 8/1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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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夏令會太極拳操十分受歡迎 

【田納西蔡錦記報導】今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七日至七月九日假南卡州 Spartanburg 的 Converse 

College 舉行，節目豐富，精彩無比，室内座談及室外活動樣樣都有，非常的熱鬧，主辦單位聘請了好多的

教授和專家來做專題演講，爲台灣前途 及台美人的「福樂壽」加以硏討，各地同鄉們均踴躍參與，尤其是台

灣之夜各地同鄉會使出渾身解數，表演精彩的節目，這些都歸功於主辦人劉秀鳳會長的領導有方及精心策

劃，加上好多熱心的同鄉門大力配合。 

室外活動，節目很多，如網球比赛、高爾夫球赛及團体舞；首次推出的太極氣功晨操則大受中、壯年鄉親的

歡迎。參與練功的同鄉約有五十幾人，在張惠雄教授的細心教導下， 個個認眞學習，學習深呼吸法、左吸右

呼，内吸外呼，上吸下呼，馬步穩身及手腳練功的運轉方式，各項細節一再示範，深入淺出，在短短的三個

「半小時」課程下，已學會了第一套太極氣功十八式的精華，張教授且準備了很多的講義，錄音帶，及錄影

帶等可幫助同鄉們以後在家練功之用。 

張教授本著「大好人」的心境，把強身至寶的功夫傳授給鄉親們，自去年六月開班以來，諾城和橡樹嶺地區

有許多鄉親均拜他爲師，身受其益，我每天早起練功，腰痠背痛，關節炎等均不藥而治，盼明年夏令會再相

聚時，大家能分享練功心得。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9期 8/1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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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4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報告 

今年度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由北卡同鄕會主辦，召集人是蕭勝雄先生。目前籌備會有關今年夏令會的準備

如下： 

日期：1994 年 7月 8日(星期五)中午到 10 日（星期日）中午。  

地點：喬治亞州的 Univ, of Georgia at Athens(與去年同一地點)  

主題：台灣文化與敎育的展望 

文化座談：李喬，鐘肇政，林衡哲，林雙不、東方白。  

台灣之夜：內容豐富，節目精采(簡上仁、陳豐惠演唱)。  

音 樂：簡上仁(台灣歌謠)。翁致理(討論台美人第二代音樂敎育；音樂欣賞座談）。  

敎 育：鄭邦鎭，黃樹根。 

語 文：陳明仁，陳豐惠。 

政 治：巴彥(原住民)，徐馨生(外獨會)。 

宗 敎：陳柏壽。 

鄕務座談：洪茂澤，林玉郎(回饋鄕土計劃)。 

婦女座談：謝金朱等。 

幼兒、靑少年節目：大會將安排專員負責。 

其他節目：主日崇拜、親睦晩會、卡拉 0K等。 

報 名：即日起接受報名請向蕭勝雄（469-2923）或辜五揚 （787-7596）報名。（A/C 電話區號 919）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258期 5/2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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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七月八日至十日在喬治亞舉行 

【本報訊】1994年度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由北卡同鄉會主辦。會期是 1994 年 7月 8日週五中午到 10日週

日中午，地點在雅典喬治亞大學（U.of Georgia at Athens, Georgia）；主題是台灣文化與教育展望（詳情

請看本報本年 5月 14日 1256期第 6頁或 5月 27日 1258 期第 7頁；文化座談講員之一的鍾肇政不能參與，

而由楊青矗代替）。 

夏令會的職員及報名表如下（A/C電話區號 919）: 召集人蕭勝雄：469-2923；場地組謝金朱：848-2062；

節目組黄清照：387-9947；台灣之夜張瓊雅：847-9858；青少年陳慶榮：847-9720；Preschool 黃淑娟：

467-9448；總務唐瓔璋:859-4764；註册組辜五揚: 787-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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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260期 5/2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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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今年美東南區夏令會 

七月九日在喬大揭幕 

學生社合辦，必有一番盛況 

【亞特蘭大訊】本年度第十五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由 Atlanta 台灣同鄉會及台灣學生社共同主辦， 

Huntsville, Alabama台灣同鄉會協辦，將於喬治亞州雅典市 （Athens）的喬治亞大學舉行。今年的主題是

「迎接台灣的新時代」。 

針對開創新局可能的種種困難，大會廣邀各方專家、學者，有廖中山、鍾佳濱、李應元、黃月桂、林永生、

賴春標、劉格正、黃娟、Atongiuphas 及 Utulovak 等。各將以其長才，就台灣政治生態、環保、全民醫療制

度、文化環境、外省第二代的政治取向及原住民權益等，作精闢的分析。 

大會另備有生活座談、婦女座談、文成盃網球賽，及高爾夫友誼賽。第二代的節目依年齡分爲青少年、學齡

兒童及幼兒三組，各有專人負責。每晚的親睦會備有各式宵夜，讓鄉親們認親結緣，卜豆開講及放懷高歌。

台灣之夜則是各路英雄好漢，大展身手，互競才藝的時段。 

台灣學生社當年係由北卡州出發的，今年要紀念創社十週年，可謂十年有成，故擬擴大舉辦。此次學生社與

美東南區台灣同鄉合辦夏令會，嘉賓雲集，盛況可期。大會籌備處已發出邀請函，歡迎台灣同鄉及全美各地

留學生踴躍前來參往盛會。 

喬治亞大學位於 Atlanta 東北 70哩的雅典市（Athens），US29,78,129,441 四大公路在此交會，交通方

便。喬大校園廣闊，綠茵綿延，綠樹成蔭，景緻優美。宿舍有冷氣，餐廳可容千人，設備新穎週全，是理想

的夏令會地點。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166期  6/16/1993 

 

 

第十五届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一年一度團聚叙舊，交换生活經驗，了解有關台灣故鄉各方發展情形的夏季盛會又到了。本屆美東南區台灣

人夏令會由 HUNTSVILLE 同鄉會協辦，將於 7月 9 日至 11 日，假喬治亞大學舉行。喬治亞大學位於

ATLANTA 東北 70 哩的雅典市 (ATHENS), US29,78,129,441 四大公路在此交會，交通方便。喬大後園廣闊，

綠茵綿延，綠樹成蔭，景緻優美。宿舍有冷氣，餐廳可容千人，設備新穎週全是理想的夏令會地點。 

夏令會的主題是"迎接台灣的新時代"。去年民進黨選舉的勝利，島内民衆的覺醒，台獨聯盟成功的遷台，海

外民主運動志士紛紛回故鄉奮鬥，台灣的新時代脚步已近，曙光將明。黎明前難免黑暗，辜汪會談的掩耳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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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國統綱領的預設底線，海基會的頻送秋波，在在都使台灣的新時代危機四伏，舉步維艱，咱海外的台灣

人更要牽手連心，集思廣益，凝聚大家的力量來一起打拼，促使嶄新的時代提早來臨。 

針對開創新局可能的種種困難，大會廣邀各方專家，學者，有廖中山，鍾佳濱，李應元，黄月桂，林永生，

賴春標，劉格正，黃娟，ATONG IUPHAS 及 UTU LOVAK 等。各將以其長才，就台灣政治生態，環保，全

民醫療制度，文化環境，外省第二代的政治取向及原住民權益等，爲您作精闢的分析，盛會難逢，還請萬勿

錯過！ 

大會另備有生活座談，婦女座談，文成盃網球赛，及高爾夫友誼賽，以饗鄉親。第二代的節目依年齡分爲青

少年，學齡兒童及幼兒三組，各有專人負貴，使您無后顧之憂，盡情享受大會爲您安排的節目。每晚的親睦

會備 有各式宵夜，讓鄉親們認親結緣，卟豆開講及放懷高歌。台灣之夜則是各路英雌，好漢，大展身手，互

競才藝的時段。 

第十五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在主辦，及協辦同鄉 戰戰兢兢，嘔心策劃之下，希望能給同鄉們帶來一個

美好的夏日周末。我們衷心誠懇的邀請各位鄉親撥冗前來，共渡這個海外台灣人傳統的夏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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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167期  6/1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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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與台灣學生社聯合舉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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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今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由東田納西台灣同鄕會主辦 

七月十日起在南卡史巴坦堡舉行 

【東田納西訊】美國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將輪由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主辦。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經多次召

開籌備會議後，已訂於今年七月十日起至七月十二日，假南卡羅萊 納州史巴坦堡美以美教會學院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outh Carolina）校區内舉行。據籌備人員表示，該學

院校區環境幽美，綠茵綿延，林木蓊鬱，是盛夏鄉親聚集，共同關懷故鄉台灣的理想勝地。 

東南區今年夏令會的主題議定爲「台灣的轉機」。籌備會總召集人徐會炘指出，國際局勢風雲詭譎的今日，

海峽兩岸交流頻繁，隱藏玄機；台灣前途與命運，正瀕臨憲法架構的十字路口；在這千載難逢的轉機中，台

灣的何去何從，密切地關繫著生活在美麗島上台灣人及子子孫孫的命運與福祉；爲「轉機中的台灣」，殫精

竭智，共同瞭解、思考及關懷台灣的歷史抉擇，是刻不容緩的時代任務。 

夏令會議題將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語言、民情等不同角度層次加以剖視透析，以期達到認同

與共識。大會將邀請素有專精硏究之專家學者，發表眞知灼見。除嚴肅主題議論探討外，大會將配合以輕鬆

的益智健身節目及活動：例如文成杯網球賽、高爾夫球友誼賽、婦女座談、醫藥講座、宗教及生活講座、青

少年康樂、舞蹈交遊等。另有精彩豐富的「台灣之夜」以及別出心裁的時裝表演等壓軸好戲。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竭誠歡迎散佈美國各地台灣鄉親報名參加。如有興趣參加或樂意提供任何節目者可逕洽

報名負責人張惠雄（615-693-8675），節目負責人呂錦文（615-675- 7359），或外交負責人李豐隆（615-

970-2821）。本年度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由徐會炘擔任總召集人，其連絡電話爲（615）966-2965。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052期 4/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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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東南區夏令會在南卡舉行 

林義雄、史明等應邀主講 

【北卡訊】今年的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定於 7月 19日（星期五）中午至 21 日（星期日）中午在南卡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舉行，主題爲「轉變中的台灣」。 

主辦單位邀請到林義雄、蘇頁昌、台大李永熾教授等數位知名人士，就台灣最近情勢變化做專題演講。還有

家庭婚姻專家李麗貞的「生活座談」， 黃文英和 Carol Chen 主持的「第二代問題辯論會」，史學家史明以及

台獨聯盟和人權會代表參與的政治討論會，李秀美、張志遠、陳明章、魚夫、林衡哲主持的文化座談以及林

武男展示的鄉情幻燈片。七月廿日晩安排有精彩的「台灣之夜」。 

大會將安排專員負責二歲到五歲、六歲到十一歲及十二歲以上的第二代節目，内容有説故事、勞作、音樂、

台灣童謠、舞會、運動大會等。此外還有文成盃網球賽，由 East Tennessee 同鄉會主辦。其他節目包括主日

崇拜、親睦晚會、卡拉 OK 等。連絡處：節目主持人陳瑞潼（919-851-6581）或召集人林玉郎（919-848- 

3129）聯絡。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973期 7/1/1991 

 

 

1991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中午至 21 日（星期日）中午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地點：南卡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主題：轉變中的台灣 

節目： 

專題演講-大會邀請到林義雄、台大李永熾教授等數位知名人士，就台灣最近情勢變化做專題演講。 

生活座談-大會今年的特色之一是邀請到家庭婚姻專家李麗貞女士（Ruth）給予專題演講。另外，東南區婦女

會理事黃文英，和 Carol Chen 將主持「第二代問題辯 論會」，爲人父母的台美人不可錯過。 

政治討論會-舊金山和約是台灣建國的重要法款之一，也是中共與國民黨最刻意抹殺、掩飾的國際公約。

FAPA 將做精闢演講解析；台獨聯盟和人權會，世台會代表也將參加政治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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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座談及台灣之夜-邀請到台視五燈獎李秀美、電視節目鄉親鄉情主持人張志遠，"抓狂歌"作者陳明章、漫

畫家魚夫、以及各地同鄉會提供的表演。另外范振聲將作環保方面的演講。 

幼兒、青少年節目-大會將安排專員負責二歲到五歲、六歲到十一歲及十二歲以上的第二代節目，有説故事、

勞作、音樂、台灣童謠、舞會、運動大會等活動。 

文成盃網球比賽-由 East Tennessee 同鄉會主辦，請向李豐隆同鄉查詢（615）970-2821 

其他節目-主日崇拜、親睦晚會、卡拉 0K 等。 

報名單 

報名人姓名: (漢) __________(英) 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支票抬頭請寫: TAA-NC 

B.收費: 二歲至十歲每人$37/29 (拜五/拜六報到者)；十一歲以上每人$70/50。留學生籍配偶每人$42/32；不住

宿者分別為: $30/24；$55/43；$35/30 

 English Name 漢文名 性別 年齡 費用 備註 

1       

2       

3       

4       

 計:  

1.報名單於 6 月 30 日以前寄出者（郵戳爲憑），可優待減免手續費大人 5元，留學生及小孩 2元。 

2.週五/週六報到費用如上(B)所示，請於備註欄註明。 

3.父母如願意讓青少年住 Youth Dorm 者，請於備註欄註明。 

4.退費標準：6 月 30 日以前要求者，全額退費；30 日以後者，每人扣除手續費 10 元。 

5.東南區同鄉請向當地同鄉會報名。 

其他地區同鄉請向北卡同鄉會報名：TAA-NC, P.O. Box 33122, Raleigh, NC 27636. 

如有其他疑問請向節目主持陳瑞潼（919-851-6581）或召集人林玉郎（919-848-3129）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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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974期 7/4/1991 

 

美東南夏令會三百餘人赴會，場面空前浩大 

林義雄:建立新文化，邁向台灣人的新紀元 

【南卡消息】第十三屆美東南區夏令會，於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風景優美的南卡衛理公會舉行。今年共有

三百五十餘人參加。其中包括遠從佛羅里達州 Tampa 區的三十多戸同鄉，場面浩大。 

今年主辦單位是北卡台灣同鄉會，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電腦化作業，從名牌設計到住宿的安排等，井然有序，

可以感受到主辦單位籌備的一番苦心，尤其三天來節目高潮迭起， 令人有不虛此行之感。另一個特色是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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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青年組、少年組及幼兒班，讓父母安安心心的聽演講，孩子們也高高興興的和年齡相近的玩伴度過三天

豐盛的夏令營。 

節目在全美台灣同鄉會東南區理事長劉格正，以及東南區夏令會召集人林玉郎教授與各分會的簡短報告後，

正式揭開大會的序幕。節目首先由世台會長李憲榮代表 FAPA 説 明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獨立建國的重要性。他

説這個和約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由四十八個國家聯署簽字，確定戰敗國日本對台灣及澎湖島一切權利之

放棄，當時並没有指明將台灣的主權交與「中華民國」，此即美國國防部及英國所謂的「台灣身份未定

論」，而台灣之不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更是明白。爲了紀念舊金山和約四十週年，FAPA 決定今年的

九月七日在舊金山與台灣兩地展開盛大的慶祝活動。 

「台獨聯盟遷台説明會」由簡雁齡主持。簡雁齡以感性但很有擔當的語氣公開其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的身份。

聯盟這些年來所展現的活力與魄力，有目共睹：從「蝙蝠俠」郭倍宏的闖關，李應元在台灣打拼與特務周

旋，「台灣女勇士」陳婉眞在獨台會「叛亂案」宣判後毅然地在台中設立台灣本部辦公室，以及當年刺殺蔣

經國未遂的鄭自才在台灣的 現身等，一波又一波地振奮了台灣的民心，也凸顯國民黨非人性的獨裁統治。 

簡雁齡指出，台灣近月來如四一七大規模遊行開始，顯示人民的力量蓬勃發展，已非國民黨的恐怖政治所能

壓抑。她説，聯盟遷台面對國民黨的迫害，希望因此引起人民的覺醒與認同，共同參與台灣獨立建國的工

作。 

林義雄的「台灣人的新境界」，是繼「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後，另一個獻給台灣獨立建國的精神禮物。

林義雄強調獨立建國應該以尊重生命、慈悲爲懷，作爲出發點，去改善、建設我們的家園。他指出，台灣近

百年來的統治者包括荷蘭人、滿清、日本人，尤其是國民黨，都是心存貪慾，剝削百姓，從來没有尊重過人

民，而導致強權横行，道德淪喪，人心敗壞的現有社會現象。他勉勵所有的同鄉能在 「轉變中的台灣」展開

新的台灣文化，邁向台灣人的近紀元。 

演講完後，他和妻子方素敏一起向同鄉鞠躬致禮，一如他們在其他地區的夏令會一樣。全体同鄉起立鼓掌，

向這對爲台灣人犧牲奉獻最多的精神導師致最高敬意，掌聲許久不落，場面感人。 

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在「台灣的統治族群中」的演講中，對台灣近幾年來政局的演變，理出一些經脈，包

括國民黨的内鬥與所謂的「第二代外省人的危機」的眞正含意。他同時指出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的「奇招」可

能是步活棋！郝軍頭上台後的強勢作風，由於不斷地打壓台獨，相反地，卻漸漸喚醒台灣人的危機意識，認

清「外省人」統治者的謊言而助長台獨。 

江蓋世主講「愛與非暴力」，強調打擊的目標是制度而不是人。他以年底的大選爲例，非暴力的行動就是鼓

勵全民罷選。他並以第三者超然的角色批判國民黨與民進黨間的 政治分贓，並提醒台獨運動只是個過程與手

段而不是終點。會後有人詼諧地問他被捕後，旋即被放出是不是因爲英文報紙的大標題「"Chiang Kai-shih" 

（與蔣介石同音）被捕入獄」的關係。 

其他節目包括李麗貞主持的婚姻與教育座談，非常受歡迎。週日晨還應要求，再加開一場，舉凡婆媳、母

女、父子、夫妻之間的溝通，都有精闢的解説。不少同鄉反應此次婦女會舉辦的節目涵蓋面廣。 

政治漫畫家魚夫的演説，引人入勝，全場笑聲不絶。這位台灣最受歡迎的漫畫家，年輕有爲，對台灣的社會

有相當的影響力。 

其他與會的有台灣遊唱歌手陳明章，客家文化主講者張致遠夫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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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並推舉亞特蘭大的陳恆義爲下屆東南區理事長。 

全部夏令會節目於七月二十一日午正式結束。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980期 7/2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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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一九九 O 年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特訊 

籌備多時的東南區夏令會已將來到，希望每位同鄉都來參加。今年從島内來的貴賓有二十位左右，節目非常

豐富，地點又是在觀光勝地，海港 CHARLESTON, S.C.,參加夏令會之外，亦可享受海水浴及購買新鮮的海

產。 

時間：七月六日下午 1點至七月八日午餐 

地點：BAPTIST COLLEGE AT CHARLESTON, S.C., 

主題： ”台灣前途的探討 ” 

專題演講者：陳定南、余陳月瑛、林宗正、簡錫偕、鍾維達、陳鴻榮、客家及表演者：訪問團代表、台大西

田社布袋戲團、原住民表演團. 

費用：             成人     學生      小孩(十歲以下) 

全期（二夜六餐） $ 6 0     $4 0         $4 0 

半期（一夜三餐） $ 4 0     $3 0         $2 5 

*支票抬頭請寫 TAA 

報名：陳恆義 491-6718 ，劉文章 979-4703 

自備用品：枕頭、床單、毯子、盥洗用具.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874期 06/2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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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夏令會探討台灣前途 

節目豐富紧湊/令人耳目一新 

【南卡訊】第十二屆 東南區夏令會，於七月六日至八日，在南卡的查爾斯頓浸信會學院舉行，主題爲”台灣

前途的探討”，由亞特蘭大同鄉會主辦，約有三百人參加。整個夏令會的節目豐富而緊湊 ，一反往常懶散的

氣氛。 

講員涵蓋很廣，從年青的草根社會工作者，如廖彬良、黃泰山、鍾維達 ，到公職人員如陳定南、余陳月瑛等

人。演講内容從實際社運工作的抗爭，對抗資方與民衆上街頭示威，到對抗整個國民黨体系。文化方面，包

括西田社布袋戲的模擬示範，紀淑玲的配樂、唸辭，還有客家文學的探討，講員有鍾肇政、陳文和及客家雜

誌發行人。另有林宗正牧師及原住民訪問團。北美洲社團負責人出席的則有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蔡銘祿、北

美洲婦女會會長王明玉及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王明珠等人，他們均對自己所屬的社團有簡單的介紹。討論議題

包括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婦女等各方面，使同鄉耳目皆不暇給。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878期 07/1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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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first colorful hand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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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東南區夏令會圓滿結東 

劉格正當選區理事長 

方菊雄蒞會强調全美會包容性 

第十一日屆東南區夏令會，於七月一日（週六）在南卡的衞理公會學院擧行（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爲期三天的聚會，吸引了東南區近一百六十餘位的同鄕參加。此次主辦的田納西州李豐隆醫師也

表示雖然是第十一屆，但仍以第一次辦東南區的態度與熱情來接辦。 

精彩的節目包括聖路易 市林逸民醫師以「台灣人和好」爲題的演講。他强調 SOFTEN哲學。田納西州的王崇

堯牧師則以「建立台灣人的人生價値、人生激情」探討人生意義，建立台灣人的人生價値；建立台灣人的愛

意、求知、求眞理、悲憫的激情，在現世中繼續奮鬥。其他的活動包括婦女、政治、稅務、經濟等座談。婦

女座談，探討婦女的角色，包括做母親、做職業婦女的角色與社會連動的關係，介紹挪威婦女領袖，及高比

率的出任內閣，使得在婦女福利方面，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方面，也提到子女敎育問題，包括双語

教育的困難，靑少年、成年子女的溝通。創辦「港都婦女社」，目前亞特蘭大進修的吳慈恩牧師，也從台灣

的社會問題中，如綁架兒童、外遇，提到婦女的角色，她認爲婦女應發揮姊妹情，關心自己的姊妹，卽如女

性參政，如果不能扶持女性，應予拒絕。 

運動方面，文成杯網球賽男女組分別由田納西、亞特蘭大奪魁。壘球則由亞特蘭大得到冠軍。一以輕鬆有趣

的趣味兢賽作結束。 

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副會長方菊雄，也參加此次夏令會。他強調全美會是一個包容性的團體，在這一多元化的

社會中，願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兩年一任的區理事長選舉，喬治亞州的曾恆輝卸任，由北卡的劉格正接

任，理事會中對東南區夏令會也有多項提案，預料將有一番新的氣象。 

摘自台灣公論報 07/10/1989 



68 

 

 

 

 

1988 

第十屆美東南區夏令會邀請書 

日期：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四日（星期五）中午，至六月廿六日（星期日）中午 

地點：南卡肯文思大學 CONVERSE COLLEGE SPARTA NBURG S.C 

主題：台灣社會改革與婦女運動 

節目： 

主題演講一一我們將邀請島內蕭裕珍、及數位北美洲知名人士，針對台灣社會的變化，作專題演講。 

婦女大會及座談一一婦女運動也是此次主題之一，東南區首次及座談來較有規模的婦女 

來較有規模的婦女活動，除了專題介紹台灣及北美洲婦運的情況，還有艾琳達主持的兩性關係座談會，來賓

包括張富美等。 

政治討論會一一我們將邀請海外政治團體、新台灣同志會、台獨聯 FAPA、海外組織、獨立 台灣會等、就台

灣社會改革，進行分析、討論。 

親睦會一一每夜親睦、交誼時間，讓同鄕們輕鬆、享受宵夜，認親結緣。 

文學座談——將由吳錦發、與張恒豪主持，談八十年代解嚴後的台灣文學。 

經濟漫談一由名經濟評論家柯忠憲主講。  

台灣之夜一一節目包括台灣西園團主，許旺主演的布袋戯，各地同鄕會及靑少年提供的短劇，及台語朗誦比

賽。 

運動節目一一包括壘球團體對抗賽、運動大會。靑少年節目一包括舞會、網球賽及聯誼活動。 

住宿及費用： 

週五報到者 幼童 5歲以下：免費 6〜1 0 歲：$ 25 

11歲以上：$ 60 

在學留學生：$ 35 （含配偶兩人皆無 FULL TMIE工作者） 

週六報到者 

幼童 5歲以下：免費 6〜10 歲:$ 15 

11歲以上: $ 40 

在學留學生：$25（含配偶兩人皆無 FULLTIME工作者） 

報名： 

東南區各州，請直接向當地同鄕會報名其他地區，請向北卡同鄕會報名 TAA-NC P-0-B0X33122 

RALEIGH NC 27636 

東南區夏令會籌備會敬邀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667 5/23/1988 

 

美東南夏令會聲明 

美東南各台湾同鄕會及婦女會聯合於六月廿四至廿六日，在南卡斯巴坦堡舉辦夏令會。這次夏令會之主題爲

「台湾社會改革及婦女運動」。基於此主題，茲發表以下聲明： 

一、台湾人民爲了要爭取維護其本身的人權及幸福，必須積極參與政治。靜待執政者的施捨是錯誤的。 

二、違反基本人權及人民幸福的法規制度不能合法解決時，人民應群起抵制並促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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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向五二 O 事件中英勇表現的靑年學生，尤其是女學生致最髙敬意，並因此充滿對台湾前途的信心。 

四、我們要求民進黨中央積極用政治影響力支援五二 O 事件的受難者。 

五、我們嚴重抗議軍人、憲兵及特務參與五二 O 事件的暴力鎭壓。執政當局應對刑求事實公開道歉並嚴辦失

職人員。 

六、我們堅決反對執政當局機羅織罪名，以打擊民主運動人士，並立卽廢止對洪奇昌先生的誣陷。 

摘自 台灣公論報 第 679 期 07/1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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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八七年台灣人夏令會 

東南區六月揭開序幕 
【本報亞特蘭大訊】由喬治亞台灣同鄕會主辦的第九屆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將自六月廿六日（星期五）中

午起，假南卡羅萊納州南部濱海大城査爾勒斯頓 Charloton ， Baptist College 連續擧行兩天。 

夏令會地點査爾勒斯頓爲美國東南岸第一大商港，司東南各州貨物呑吐，風光明媚，遊人如織。附近許多名

勝，諸如二次大戰除役下來的「約克城」航空母艦，早期的黑奴販賣市場，以及揭開南北戰爭序幕的南軍總

部堡壘等等，都是値得遊賞憑吊的去處。 

此次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的主題訂爲《民主與自決》，將邀請民進党主席江鵬堅蒞會演講，與同鄕同探討島

內民主運動的發展。 

康樂節目方面，將邀請蜚聲台灣島內的說書大師吳樂天先生蒞會助興。吳先生口若懸河借古諷今的說書本領

在台灣可說家喩戶曉，預料他的來臨將會帶給大會節目的高潮。 

競技運動方面仍循往例，設網球壘球之團體賽，除橋牌外，今年並增設有圍棋、象棋及乒乓球等項目，歡迎

有興趣的同鄕報名參加。 

靑少年節目，將請南卡楊醫師女兒 CASIE YANG 主持。她除計劃邀請[台灣文化]月刊之英文總編輯蒞會演講

外，並安排其他適合第二代靑少年身心活動之節目，籲請同鄕鼓勵子女共同投入這項屬於他們自己天地的活

動。 

自卽日起受理報名，由各地同鄕會負責蒐集，轉給亞特蘭大同鄕會夏令營籌備處統計辦理。 

報名費：成人 12 元，10歲以上眷屬或學生 8 元，4 歲至 9 歲 4 元，4 歲以下免費，報到時繳給夏令會辦事處

人員。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573期 6/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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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已有 high school 的第二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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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東南區夏令會聲明 

東南區台湾同鄕兩百七十餘名，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齊集西卡大學優美校園，除歡聚敍舊、球

類競技外，以欣悅心情齊來欣賞歌舞表演，聆聽民謠及演講，更以嚴肅的態度來熱烈參加座談，從多種角度

來透視《認識今日台湾》一大會主題，全體與會鄕親藉此圓滿閉幕良機，願向所有愛惜與關懐家鄕台湾的親

友作出心得與聲明： 

(一)衷心欽佩高俊明牧師堅毅人格，決心以”疼心”來關懐台湾。 

(二)讚揚並鼓舞芝加哥台湾文化促進會對台湾文化維護與發揚的氣魄和努力。 

㈢體認陳永興醫師爲今日台湾重大弊病的縱橫剖析，將積極圖謀喚醒拯救，並奮力迎接自辦報紙的挑戰，以

宣心聲以達民意。 

㈣肯定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三位民主鬥士 毅然遷党囘台的決心、與勇氣。共同認定積極爭取民 主人權

的重要性與可行性。 

(五)感謝玉山神學院對台湾原住民文物民俗的介紹與宣揚，並熱切關注台湾民族的公平與福利。 

(六)呼吁維護島內學術自由；譴責導引政治事件，干擾最高學府校園寧靜。 

(七)留學生同鄕屢遭遣美特務份子無端騷擾，證 據確鑿對此表示極度憤慨。由於三日來的聚集，深入一層認

識今日台湾的弊端，將加深我們對家鄕台湾的關切舆期望，並將 竭智盡力促使台湾早日成爲眞正自由民主、

尊重人權的國家。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88期 7/10/1986 

 

 

東南區夏令會首開先聲 

五州同鄕會師北卡聚會 

高俊明陳永興島內來客勉勵同鄉共同奮鬥  

民主黨革命黨報吿會務爭取各界人士支持 

〔本報北卡訊] 首先揭開今年度夏令會序幕的東南區台湾人夏令營，歴經三天半的緊湊節目，於六月廿九日

圓滿結束，來自維吉尼亞、北卡、南卡、喬治亞、田納西、及阿拉巴馬等州的台湾同鄕及學生兩百多人，參

加了大會。來自島內的貴賓，包括高俊明牧師夫婦、潼春發牧師及四位學生、陳永興醫師夫婦、民主党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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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要負責人，許信良、林水泉及謝聰敏、台灣革命黨代表黃再添、芝加哥文化促進會等都爲大會帶來

不少高潮。 

大會第一天為基督徒靈修會，高俊明牧師發表了動人的證道演說，在經過四年三個月又廿一天的牢獄生活

後，高牧師强調，上帝的愛是無所不在。正如台湾俗諺一枝草 一點露所說的一樣，宇宙萬物不論 貴賤大小

都受到上帝的愛惜，他感謝來自獄裏獄外，以及世界各地的關懷。 

受過牢獄之災後，人反而更進步，更了解世界的黑暗面，敎會也更加發展，敎徒增加了五萬多人，各地敎會

醫院紛紛擴建完成，高牧師强調，這些正是台湾所說，“打斷手骨，顚倒勇”。 

他引述呂秀蓮的話說，監獄只能關肉體，却關不了人的心靈。呂秀蓮卽使自己在獄中，却又編織毛線來送

他，這種愛心特別令人感到溫暖。他鼓勵大家發揚“蕃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的台湾精神，犧牲

自己，奉獻全人類，對於定居美國的台湾同胞，他表示， 大家要生根，吐枝葉於此，打入這個社會，爲這個

社會的進步、幸福共同努力。最後他引述聖經的話說，流淚播種者必歡欣收割。他呼吁所有生活在台湾的

人，不管山地或平地，不管本省或外省，只要是認同這塊土地的，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我們不能有任何地

域、人種、或民族的偏見，應携手共爲建設民主、法治、保護人權的國家而努力。 

陳永興醫師則應邀就今日台灣發表主題，在槪要說明了台湾的政治、經濟、醫療、文化、社會、國防、等各

層面後，他說，美麗島中毒已深，但是我們不能放棄，正如醫師不能放棄任何病人一樣，必須要有信心、愛

心、耐心。把重建家園的責任，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陳永興亦繼續鼓吹辦一份台湾人日報、他希望台湾人，

不但要突破党禁，也需要爲突破報禁而挑戰。 

民主党建党促進會重要負責人許信良、林水泉、謝聰敏等在會中說明了該党成立的動機及未來的展望，他們

呼吁大家加入建党委員會，並踴躍捐輸，他們强調，大家的支持，就是他們安全的保障。他們 表示建党一舉

是對國民党最大的打擊，也是島內外所有台湾人共同的願望。 

台湾革命党的黃再添則在會中說明了該党的革命觀，並介紹該党現況。 

大會並由全美台湾同學會發起支援李文忠及北卡反校園特務的簽名及捐款運動。會中並播放了一段李文忠本

人在台大校園解說退學經過的演說實況錄影帶。 

來自玉山神學院的潼牧師爲大會帶來了另一個高潮，他說明山地問題的根源以及解決山地問題的方法。他動

人的演說及寬大的心胸，赢得與會人士歴久不衰的掌聲。會中並拍賣玉山神學院的玉神詩歌錄音帶。 

大會在范正彥會長主持的檢討會中結束，大家對主辦的田納西同鄕會及會長李景文夫婦及副會長林哲雄夫

婦，及李豐隆夫婦特別感謝。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87期 7/3/1986 

 

 

東南區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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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七—廿九 

今年由東田納西台湾同鄕會主籌之美國東南區台湾人夏令會經籌備會議決定:時間爲一九八六年 六月廿七日

中午起至六月廿九日中止止，地點係距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不遠之西卡大學 

夏令會主題訂爲：《認識今日台湾》期能從文化、歴史、民情、風俗、政治、經濟諸角度作一回顧與前瞻。

大會將邀請台湾文藝社社長陳永興醫師主講，從《認識今日台湾》到《目前台湾人應做什麼》爲論點，發表

精闢見解。台灣基督長老敎會總 幹事高俊明牧師，也將應邀參加主持培靈佈道會。 

爲了充實康樂節目，提供精彩餘興，大會特邀請來自家鄕台湾赴美巡廻表演的山地合唱團及聞名全美的芝加

哥台湾民謠歌舞團來主演《台湾之夜》 晩會。傳統的體育活動仍包括壘球、網球、游泳及衆樂運動會等，爲

了能讓更多的人能參加，今年的網球賽將採用一個新辦法（其詳細辦法另寄）。 

爲詳細節目之安排，參加人數之估計及成員分佈之瞭解至關重要。敬請諸位同鄕於接到報名表格後儘早就近

向各地同鄕會負責人登記報名，以便 由負責人早日彙集轉知夏令會籌備處（東田納西同鄕會）做全盤計劃統

籌辦理。 

夏令會目的，除利用炎暑休閒時間，舒暢身心，藉機敍舊歡，結新誼外，期能溝通意見，關懷郷土，切摩觀

察，自增深認識、認知，至關注參與，應是一他難能可貴的機會，諸位同鄕的精誠與熱心，將受懇摯感激與

竭誠歡迎。 

東田納西台湾同鄕會敬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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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㈠報名費：成人每名十元，留學生及其眷屬與十歲以下孩童每名五元。 

(二)膳宿費:（夜三天六餐）成人每名卅四元；不佔床位小孩住宿費二•七 O元， 其餐食則自由選購。膳宿

費於抵達夏令會時再繳交。留學生膳宿費另有優待，請個別詢洽所屬同鄕會負責人。 

㈢報名自即日起受理，至六月廿七日截止。六月十日後報名者成人加二元小孩一 元。 

㈣報名單及報名費請寄至： 

㈤如有疑問或建議請洽：李豐遭（615）970-2821 呂錦文 693-9583 

（615）693-8 67 5 林哲雄 482-3930 

 

夏令會報到説明 

一、 大學供應枕頭、床單、毛毯，每寢室有二個單人床，四人共用一套浴厠設備。 

二、 個人使用之盥洗用具如肥皀、牙刷、牙膏毛巾請自備。 

三、 有意早到（一日或欲多留住一日者，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及早安排，費用則依比例酌加。 

四、 大學餐廳可供應星期五（六月廿七日）午餐或星期日（六月廿九日）晩餐，此類額外餐食可於餐廳入口



76 

 

 

 

 

處依每人三元當場交款。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73期 5/12/1986 

 

 

 

1984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六月擧行 

主題「台灣人的未來」即日接受報名 
〔本報訊］東南區台湾同郷理事會近日決定，於六月廿二日起，假南卡羅萊納州 Florence 附近的 Francis 

Marlon College 擧行為期三天的八四年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今年夏令會擧行地 Florence，位在南卡首府 Columbia 以東一百二十哩處，是一處風光秀麗的城鎭，離聞名

全美的 Myrtle Beach 祇有六十哩遠。Francis Marion College，是於七一年為紀念美國獨立戰爭南卡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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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領袖 Francis Marion 而新設成立，建築新穎設備現代化。參加這次夏令會的同鄉將住於擁有厨房等完備

設施的宿舍內，相當方便舒適。 

八四年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主題已選定為《台灣人的未來》，將邀請台灣傑出同鄕擔任主講，同時主辦單位

也正邀請島内外人士，前來參加發表專題演講。 

據主辦單位表示，這次夏令會除了主題演講，專題演講及討論會外，並將擧辦各類球賽，包括網球、壘球等

等，及游泳比賽，同時也進行保健，投資、醫學、婦女等小型座談會。大會也決定在六月廿三日晚上舉辦一

場盛大台灣之夜交誼晚會，節目豐富由與會各地同鄉共同提供。 

爲使參加夏令會同鄕能夠安心出席各項活動，大會將備有 Baby Sitter 負責照顧小孩。歡迎各地區同鄉踴躍

報名，成人收費 42元學生（不供應床鋪)收費 26元。 有意報名參加同鄕，請向田納西，北卡羅萊納、南卡

羅萊納、喬治亞、佛羅里達各州台灣同鄉會報名，其它地區同鄕請向東南區台灣同鄕理事會現任理事長楊彰

師接洽: 

317 N. Lake Rd 

Columbia, SC 29204 

Tel: (803)788-6439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74期 4/21/1984 

 

東南區夏令會圓滿結束 

專題探討[台灣人未來] 

陳庭茂報告愛子慘死經過感人肺腑 

各項座談會內容精彩頗獲好評 

〔本報南卡羅萊納州佛羅倫斯專訊〕第六屆束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於廿二日至廿四日擧行，共有兩百餘名來自

喬治亞、田納西及南、北卡羅萊納州的同鄉參加。 

此次夏令會以《台灣人的未來》爲主題，主要節目包括謝聰敏的主題演講、海外各政治組織座談會、各項專

題演講、台灣之夜晚會及各項體育競技活動，目前正在全美巡廻訪問的陳庭茂老先生，亦專程趕往參加，向

與會同鄉報告陳文成事件的始末。 

陳庭茂月來雖在全美各地跋涉奔波，但身體仍極爲硬朗，精神亦佳，他於廿二日晚間擧行的座談會上，詳細

向東南區同鄉報告陳文成遇害的經過。從陳文成返台省親説起，以各項例證説明陳文成遭跟踪、約談及遇害

的經過° 

廿三日上午，謝聰敏以《由台灣的政治案件看台灣的未來》爲題發表主題演講。謝聰敏列舉五 O年代到八 O

年代的政治案件，揭穿國民黨在台灣的暴力統治本質，俾使同鄉能從過去的政治案件認識現在的政治潮流，

以從中透視台灣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謝聰敏指出，國民黨以暴力及謊言統治台灣，迫害政冶人物;但目前其内部已面臨繼承危機，因此台灣人宜掌

握此時機；運用所有的人力物力、智慧和道德，來追求“出頭天”的共同願望。 

爲使海内外台灣人力量能作最有效運用，謝聰敏呼籲海外政治組織必須打破路綫之爭，組織聯合陣線爭取一

切同盟者，以壯大革命的力量，創造一個更加自由、更加豐富、更加完滿的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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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聰敏演講後，海外各政治組織的代表，亦以台灣人的未來爲主題召開座談會，分別介紹各組織的結構及運

作情況，並提出對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看法。 
與會代表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陳南天，副主席劉重義，台灣革命黨代表洪哲勝、黃再添、美麗島

周刊社社長許信良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代表謝聰敏及黄根深等人。 

廿三日晚間的台灣之夜晚會節目，全由各地同鄉自行策劃演出， 在”演員即觀衆”的清況下，大家頗能打成

一片，晚會氣氛至為融洽。 

晚會節目琳瑯滿目，包括歌唱、舞蹈、樂器演奏等節目。値得一提的是，晚會泰半節目皆由第二代演出，他

們以鋼琴、小提琴等樂器演奏台灣鄉土歌謠，表演者皆有板有眼，頗獲現場觀衆好評。 

甘四日進行三項専題演講，分別由當地同鄉主持宗教、醫學及投資講座。由於主講者皆是當地同鄉，所講授

的項目亦與同鄉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各項討論極爲熱烈，觀衆發言亦相當踴躍。 

在亞特蘭大牧會的陳昆南牧師主持宗敎講座部份，他在會中曾對台灣長老敎會的歴史作詳細介紹， 使同鄉了

解長老敎會爲台灣前途所作的種種奮鬥。 

在北卡執業的范正彥醫師，則針對高血壓、維他命及日光浴等日常生活問題作深入淺出的講解，並提醒同鄉

應注意的事項由於范醫師語調幽默，使觀衆的聽講情緒十分髙昂，觀衆發言極爲踴躍，紛紛提出各項醫藥問

題，由范醫師一一解答。黃會順同鄉接著以自己經營汽車旅館的經驗，向在場同鄉解説汽車旅館的經營要

訣，並分析其優秀點，以供參考。 

黃會順並比較各類投資情形，包括土地買賣、購買柏文、購買股票及經營飯店等事項，由於這些問題都是同

鄉可能遭遇的切身問題，因此極受在場同鄉歡迎。 

 

 

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側記 

 
這種與眾同樂的方式可使同鄉慷慨解囊，使"陳文成紀念舘”的資金能早日籌集，因此不惜抛頭露面，在大庭

廣衆高歌熱舞。目前海外對"陳文成紀念舘”的捐獻有兩萬餘元，較建舘所需的八萬美元尙有一段距離。只有

各地同鄉踴躍捐獻，促使“陳文成紀念館”早日建成，方可了卻陳老先生的心願。 

△台灣人第二代子弟，已逐漸在夏令會中嶄露頭角，這種現象在“台湾之夜”節目中更可明顯看出 。晩會

中，泰半節目皆由第二代子弟担任演出，擧凡舞蹈、話劇、鋼琴及小提琴演奏，皆是有板有眼，氣勢非凡，

有極髙水準的演出。其中尤以南卡一位張姓女生更是才華四溢，分別以二胡、小提琴及 鋼琴演奏台湾鄕土民

謠，其造詣不凡，晚會中出盡風頭。 

△南卡地處東南彊域，當地同鄕爲數不多，同鄉會中亦僅有十來戶人家。此次南卡主辦夏令會，以極有限的

人力，能將大會辦得有條不紊，有聲有色，使與會同鄕皆能盡興而歸，其辦事效率頗獲同鄕好評。 

東南區台灣同鄕會理事長楊彰師及南卡同鄕會會長吳建一在幕後所作的奔走籌營，實在功不可沒。 

△此次夏令會地點佛蘭西斯、摩里學院，設備新穎，環境幽雅，頗具東南風味，使人留連忘返。令人印象最

深刻的是，該校敎職員及學生的態度十分友善，見人總笑臉相迎並主動打招呼。幾名從紐約前來的“紐約

客”，久已習慣都市人見面“怒目而視”的冷漠生活，當他們看到這些南方佬的親善態度時，竟然顯得不知

所措，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美國東南部幅員遼濶，兼以同鄕散居各地，因此每次參加夏令會，均需跋涉數百里始能抵達。此次大會的

地點尙稱適中，由喬治亞及田納西前來，車程約在五、六小時左右，南、北卡同鄕因佔地利之便，車程多在

兩小時以内。此次與會人士中，以台湾人公共事務會代表黃根深的精神最令人感佩。黃敎授家住田納西最西

端的曼菲斯市，他單槍匹馬橫跨整個田納西州束來，一趟車程要十八小時。黃敎授在報到前一刻才抵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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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加政治座談會後，又馬不停蹄的趕囘曼菲斯上課，這種熱心、台湾人活動的精神，實應頒給“最佳精

神獎”。 

△在政治座談會上，主持人詢問各組織代表“什麼時間倒蔣建國的工作能夠完成”，各人的預測如下：洪哲

勝“視台湾人的努力而定”。劉重義"在不久的將來”， 許信良“國民党在一兩年内動搖， 我也不會感到驚

訝”。黃根深 ”柴未乾，點火也沒用，最重要的是要有群眾支持。”他們四人的答案雖不盡相同，但對倒蔣

建國都是有十足的信心。 

△據稱，國民党駐亞特蘭大協調處原擬派人前來: 參加夏令會，後來他們聽說需與台湾人政治組織的代表同

席而坐，共同參與政治討論會並接受同鄕質問，竟然畏首畏尾，不敢前來參加，使人覺得國民党虎頭蛇尾的

表現，不過是徒增訕笑而已。在政治討論會中，各組織代表都豪情萬丈的暢談革命建國理念，看到國民党代

表”不戰而退”,更使人對台湾人独立建國的遠景充滿信心。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92期 6/2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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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美東南區夏令會七月中擧行 

南卡鄉會主辦其他鄉會協辦 

北卡鄕會負責壘賽志在必得 

北卡台灣同學會問鼎雙冠王 

[本報綜合報導]一九八三年度美東南區台湾同鄕會夏令會擬訂於七月廿二日至廿四日，在南卡羅萊娜州

Greenville Furman University 擧行。今年夏令會由南卡同鄕會主辦，美東南區各地同鄕會共同協辦，夏令

會的活動除了安排各項豐富的成人活動外，另外還充實第二代子弟們的節目。 

據悉，今年夏令會活動計有，親睦廣交會、台湾問題座談會、各種專題討論會以及羽、桌、網、壘 等各類球

賽。第二代子弟的節目將有舞會、幽默與歌唱、足球賽遊戲 和飛諜、高爾夫等娛樂活動。 

根據北卡鄉會發行的最近一期《台訊》中表示。夏令會的《台湾人之夜》中除了有團禮節目演出外，個人節

目也將着重於豐富台湾風味。今年夏令會壘球賽是由北卡鄕會主辦，該會已於三月初開始調兵遣將，每週練

習三小時，頗有志在奪魁之景象，該會壘球隊隊長是陳春雄同鄕。 

三月號《台訊》又報導北卡州 大台湾同學會已決定進軍該校校方主辦的壘球賽，歡迎各界人士給予支助。該

會曾於去年參加該校排球賽，經過整整一個學期的奮戰之後，勇奪冠軍,頗令老美刮目相看。該會希望再奪下

這次壘賽冠軍，贏得雙冠王頭銜。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71期 4/6/1983 

 

 

美東南夏令會緊鑼密鼓 

主題擬訂台灣人的根 

克林頓神學院環境幽雅 

設備全節目讚踴躍報名 

第五屆區台湾人夏令會鐵定於七月十五日（星期五）至十七日（禮拜天），在南卡羅萊娜州克林頓長老敎神

學院盛大舉行。今年度該區夏令會的主題訂爲《台湾人的根》，節目據稱將比往年精彩十倍。歡迎欲往美國

東南區渡假的鄕親，請儘早安排時間。據了解，南卡克林頓位於北卡羅麗市、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和田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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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納克斯威爾等三大都市的中心，地點適中，從北卡羅麗開車約五小時，距離南卡哥倫比亞城則僅一個半小

時車程° 

長老教神學院創立於一八八零年，建築物古色古香，各項設備則均現代化，並有室內體育館、游泳池、戶外

網球場、六個羽毛球場、兩個籃排球場、手球場等各種運動場地。校區淸幽寧靜，四週環繞翠木與綠草，實

屬仲夏避暑勝地。 

今年節目精彩豐富，計有主題 演講、分組討論、音樂活動、靑少年演講會及運動項目。 

主題演講將請海外傑出同鄕或島內民主鬥士來主講；分組訂論包括投資、宗敎、婦女、學生及靑少年等問

題。音樂活動方面有交響樂團、合唱團，並擬邀請克林頓地區美國朋友來參加晚會演出。靑少年演講會的題

目是《我對台湾的認識 》，並展覽靑少年對台灣認識之作品。運動項目更是豐富，有壘球、網球、羽球和足

球等等球類活動，並頒發優勝紀念杯。希望鄉親千萬莫錯過這項一年一度的夏令會。 

年會詳細節目表請參見附圖： 今年度夏令會報名收費標準是:四歲以下六元（無床位），有床位者廿五元;五

至十一歲刵元（無床位），有床位者卅四元；十二歲 以上廿五元（無床位），有床位者四十二元;台灣留學

生廿元(二人共用一室，無床位），有床位者卅元。上述費用包括六餐兩宿。需要寢室鑰匙者另邀三元保證金

（歸還鑰匙時將退還）。所有寢室將集中在該校喬治亞廳宿舍，大多數寢室是兩個單人床舖，有浴室；部份

寢室具備專用浴室。個人需用物品請自行攜帶。 

報名截止日期是六月十二日，請將報名表及支票（抬頭寫 Taiwan Conference）寄到：Taiwanese 

News ,P .O .Box 33122 ,Raleigh, N.C.27606. 

報名表請向各地鄕會索取，或 直接向上述通訊處函索。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83期 5/18/1983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圓滿閉幕 

同鄕不遠千里齊集聚會 

關懷故鄕民主政治前程 

周淸玉許榮淑與會掀起大會高潮 
[本報記者李凡南卡羅萊納州克靈頓專電〕本年度美國東南區台湾人夏令會於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克靈頓神學院

擧行，兩百名旅居喬治亞、田納西、南卡羅萊納及北卡羅萊納等州的台灣同鄕，都不遠千里的前來參加夏令

會活動，互相連絡感情，促進交誼，處處都充滿歡樂及融洽氣氛。 

周淸玉及許榮淑等兩位來自島內的貴賓，風塵樸樸的趕來參與盛會，爲大會掀起高潮。 

對於海外同鄉能採取何種行動來支持島內的民主活動，許榮淑表示，民主運動需要大家互相奮鬥、互相支

持，才能產生力量 ° 

她提出兩點具體建議 :一 、希望海外同鄕能以訂閲雜誌的方式，來表示對島內民主運 動的支持；二、希望

海外能多 向党外雜誌投稿，提供海外情勢的最新發展，以促進島內外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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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榮淑並曾詳細分析高雄事件發生前後，島內同胞對党外運動的看法，如何由畏懼、誤解而轉變為支持與信

賴的經過。 

她以最近發生的台中計程車司機包圍警察局、台中縣農民憤圍台中縣政府及二重疏洪道靜坐示威等事件，來

證明台湾人民已知道如何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夏令會球賽成績揭曉 

亞特蘭大市囊括網球賽所有獎杯 

〔本報南卡克靈頓專訊] 本年度美國東南區夏令會一連串的演講、運動、棋藝及壁報競賽，使各地同鄕藉著

各項競技，達到交流情感及增進友誼的目的。 

經過激烈的競賽後，各組優勝分別產生。其中，來自亞特蘭大市的同鄉囊括網球組所有獎盃，在會中出盡風

頭。 

各項競賽的結果如下： 

一一壘球 : 1、北卡羅萊納； 2、亞特蘭大；3、田納西；4、 南卡羅萊納。 

一一網球：男子組：1、鄭瑞明；2、陳恒義。女子組 1、陳淑 惠；2、蕭美媛。靑少年組：1、Leo Chen（陳

献士之子）；2、 Frunchot Chung ( 張信雄之子）° 

ー青少年演講： 1、Anita Chen （田納西；陳政人之女）， 

Erica Cheng （鄭瑞明之女) 

ー西洋棋：1、Leo Chen 2、Steve Liou （劉繁信之子）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99期 7/20/1983 

 

 

東南區夏令會理事會 召開檢討會•擬出工作方針 

應鄕親需求•擴大服務層面 

［本報亞特蘭大記者范信唐電］東南區台湾人夏令會理事會於日前召開檢討會，喬治亞州、北卡、南卡以及

田納西州各派代表出席討論。會中除了檢討今年夏令會之種種改進事宜外，並擬出五大工作方針。該會預定

九月底再擧行討論會，商討明年第六屆夏令會之籌辦事項。 

這五項工作方針是：一、校區學生工作，希望能在各校區成立台湾同學會，協助留學生解決困難； 二、靑少

年工作，輔導第二代子弟 籌辦適合他們的活動；三、加强東南區台湾人社團之聯繫，邀請新鄉會加入，加强

鄕會陣容；四、成立經濟、宗敎、社會及人權等委員會，並與他處保持連絡與支援；五、參加各地民俗節

慶，鄰近地區相互提供人力及物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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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該區夏令會的主題是《台湾人的根》，主辦單位一共邀請島內、外人士前來發表美國經濟、投資，移民

歸化等問題，以及島內政情與文學，意謂咱在台灣有根，咱還要拓展新社區的根。 

東南區台湾同鄉的數目原本不多，但有堅強的理事會，負責會務的推動，使得該區夏令會一屆比一届進步，

今年第五屆夏令會即較上軌道與專門化，參與工作人員也增多。另外，今年夏令會會址設備環境尙稱完善，

參加的同鄕大多表示滿意。 

該區夏令會剛開始是以露營起家，活動項目主要是以球類活動爲主，由於鄕親的需求面擴大，目前球類活動

項目不但增多，同時還列入不少演講座談的節目。主辦單位考慮，如果鄉親對演講座談的興趣提高，則球類

活動將相對地予以簡化。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04期 8/6/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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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小孩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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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er page of the first Handbook!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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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rom Mr. Kent Liu 劉格正 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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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ble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South 
 

(美國南部臺灣人夏令會一覽表) 

NO. #th Year Date Location Main Theme Organization Organizer 

Program 

Books Artifacts 

40    2019 7/5-7 

Westchase Hilton Hotel 

, Houston, TX 

青春熱血台灣魂，

民主世代路同行 TAA-Houston 周建佑     

39   2018 

6/29-

7/1 Houston, TX 

台客音 台美心 台灣

情 多元視角 展望新

局 TAA-Houston 周建佑 YES   

38   2017   No Conference           

37   2016 7/1-3 
Dallas, TX 

轉型正義，點亮台

灣 TAA-DFW 劉杏芳 YES   

36   2015 9/4-6 

Wyndham Garden Hotel, 

Austin, TX 
新台灣、新世代 

TAA-Austin 葉雅鈴 YES   

35   2014 

6/27-

29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 Houston, TX 
破繭而出 

TAA-Houston 蔣為志     

34   2013   No Conference           

33   2012 

6/29-

7/1 

Marriott Hotel, Fort 

Worth, TX 

認知歷史 重建信心 

贏回台灣 
TAA-DFW 

葉寶桂 YES   

32   2011 

7/29-

31 
Houston, TX 

落實民主 提昇人權 

永續台灣 
TAA-Houston 

蔡凱禮 YES   

31   2010 9/3-5 

Wyndham Garden Hotel, 

Austin, TX 

永續台灣，保護人

權 TAA-Austin 葉雅玲     

30   2009 

6/26-

28 

North Airport Marriort 

Sourh Hotel, Dallas, TX 
年輕人的台灣認同 

TAA-Dallas 盧永華     

29   2008 

8/29-

9/1 

Westchase Marriort 

, Houston, TX 

變遷的時代-台美人

所面臨的議題 TAA-Houston 林承芳     

28   2007 7/6-8 

Holiday Inn Seledct, 

North Dallas, TX 

台灣認同 國家正常

化 TAA-Dallas 楊金文 YES   

27   2006 

6/30-

7/2 

Austin Airport Marriot 

South Hotel 

海內外台灣人的認

同與覺醒 TAA-Austin 葉雅玲 YES YES 

26   2005 7/8-10 

Dallas/Ft. Worth Airpoart 

Marriot South Hotel 

海內外台灣人的新

挑戰 TAA-Dallas 葉鴻振 YES YES 

25   2004 

7/16-

18 

Camp Allen, Navasota, 

TX 

台美人兮角色及展

望 TAA-Houston 王明珠 YES   

24   2003 

7/11-

13 

Double Tree Hotel, New 

Orleans, LA 

建設美麗島、正名

台灣國 TAA-New Orlean 羅榮德     

23   2002 

7/12-

14 

Post Oak Double Tree 

Hotel, Houston, TX 
正名台灣 立足國際 

TAA-Houston 莊勝義     

22   2001 

6/29-

7/1 

Univ. of Texas - 

Arlington, TX 

新世紀、新政府、

新國家 TAA-Dallas 謝慶鏘     

21   2000 

6/30-

7/2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nio, TX 

台灣心 當家作主 

出頭天 兩性共治 TAA-Houston 陳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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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99 7/3-4 

Camp Allen, Navasota, 

TX 

合作最進步、關懷

最幸福 

獨立最安全、公投

最民主 TAA-Houston 郭振源     

19   1998 7/2-5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nio, TX 

人在美國、扶持相

牽、心繫台灣、民

主獨立 TAA-Houston 詹文耀     

18   1997 7/4-6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nio, TX 
建立台灣的主題關 

TAA-Houston 潘瑞梅     

17   1996 7/5-7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nio, TX 

展望新紀元，建立

新台灣 TAA-Houston 王鎮洲     

16   1995 7/7-9 

San Marcos Univ., San 

Antonia, TX 

重建國格、立足世

界 TAA-Houston 王鎮洲     

15   1994 7/2-4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TX 

Taiwanese Identity 

and Beyond 

休士頓台美學生

會       

14   1993 

7/16-

18 
Taxas A&M University 

族群融合，建立新

台灣 TAA-Houston 郭正光     

13   1992 

7/24-

26 

St. Houston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同心共識，建見台

灣 TAA-Houston 詹文馨     

12   1991 

7/19-

21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TX 

新台灣、新憲法、

新社會 TAA-Houston 鄭耀洲     

11   1990 7/6-8 

Baptist College at 

Charleston, S.C. 
台灣前途的討論 

TAA-Dallas 蕭慶和     

10   1989 7/7-9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新的台灣人 

TAA-Houston 曾昆聯     

9   1988 7/1-4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TX 

建設新而獨立的台

灣 TAA-Dallas 吳明基     

8   1987 

7/10-

12 
德州農工大學 

海內外台灣人大結

合 TAA-Houston 郭正光     

7   1986 7/3-6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TX 

開創新局，展望未

來 

TAA-Austin, 

TAA-Houston, 

TAA-Dallas, 

TAA-San 

Antonio, NATPA, 

美南福音教會 蔡政隆     

6   1985   No Conference           

5   1984 6/8-10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台灣人應有的信仰

和使命 
TAA-Houston 謝英敏     

4   1983               

3   1982 7/2-5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Houston, TX 

團結海外，貢獻台

灣 TAA-Houston       

2   1981               

1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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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Invitation Letter:  

敬愛的美南台灣鄉親您們好︰ 

2019 年的美南夏令會將在 7 月 5 日至 7 日在休士頓的 Westchase Hilton Hotel 舉行。今年美南夏令會的主題

是「青春熱血台灣魂，民主世代路同行」。 

美國各地的夏令會是同鄉們凝聚理念、聯絡情感的重要活動，今年適逢 2020 台灣生死存亡的總統及立委選

舉，夏令會的籌備小組邀請到多位著名講者來分享大家關注的議題。在嚴肅的政經議題之外，我們也準備了

精彩的表演節目，讓大家欣賞。 

台灣民主發展及台灣的永續經營永遠是夏令會最關心的議題，我們今年接洽的講者，目前有陳耀昌醫師、范

疇教授、傅瑜導演、林靜儀立委以及各政黨代表，民進黨應是卓榮泰或是羅文嘉，台灣基進代表劉恆溦等。

他們會談各黨對於明年初選戰的期望，我們也會開放 Q&A，讓大家有機會問好問滿。 

今年的夏令會有傅瑜導演帶來的金馬奬獲奬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及各地鄉親提供的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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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會。 

如有問題請聯絡休士頓同鄉會會長宋明麗(832-434-9688) 或夏令會總幹事周建佑(214-799 -4980)或秘書陳文

馨(832-863-7456)。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敬邀 

講員及來賓 

《島嶼 DNA》作者 陳耀昌醫師 

作家 范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導演 傅瑜 

基進黨青年事務委員 劉恆溦 

持續邀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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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motion Letter: 
 

2019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青春熱血台灣魂，民主世代路同行" 

 

7/5(五)至 7/7(日) @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各位美南的夥伴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2019 年是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邁入的第 50 個年頭，適逢台灣 2020 即將面對的總統及立委大選，今年的美南

台灣人夏令會更顯意義重大。 

 
台灣執政黨的總統初選有了結果，支持者在這段時間為候選人辯護過程中難免衝突，世代之間看法的差異對

立，或許傷了和氣，大家都有失望、沮喪、甚至委屈。 

 
前幾天超過兩百萬香港人的反送中遊行，雖然震撼全世界，但這或許只是在中國完全掌握香港之前，香港人

所發出的最後怒吼。看著香港一步步失去自主權利，幾乎沒有選擇，旅居海外的我們，做為這 50 年來一代

代心繫台灣政治發展，支撐台灣民主化的動能，面對中國紅色勢力的進逼，又怎麼能置身事外呢？我們台灣

人，還有選擇！ 

 
休士頓的團隊要再次邀請各位一同參與 2019 年的美南台灣人夏令會，藉由這短短幾天的時間，讓我們能夠

聚在一起，看「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再與所有的 A 咖講者對話，一同【青春熱血台灣魂，民主世代路同

行】。 

 
★★講者簡介★★ 

http://www.taahouston.org/2019taa-s-summer-camp-keynote-speakers.html 
 
活動日期：7 月 5 日（五）-  7 月 7 日（日） 

報名費用：成人$205；學生或 18 歲以下$135；小朋友 5 歲以下免費 

活動地點：Westchase Hilton Hotel 

活動地址：999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  (TEL:713-974-1000) 

訂房網站：http://group.hilton.com/TAATexasSouthSummerConference 

房間價格：每晚$99 加稅（含隔日早餐、免費停車、Free Wi-Fi） 

 

3. Registration Form:--- 

 

 

http://www.taahouston.org/2019taa-s-summer-camp-keynote-speak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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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Front Cover of the Program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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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lcome Letter: 
 

夏令會特刊會長感言 

今年是休士頓同鄕會成立 50 週年，蕃薯仔子在美南落地生根，從來沒有一天忘記台灣。

鄉親一年一度的聚會就是美南夏令會，大家都懷著興奮的心情來會朋友，也期待來賓精彩的

演講，可以好好充電一番。 

全美同鄉會的規模，因為人口老化，留學生漸少的原因，夏令會的規模也逐年縮小中。

但工作團隊依舊很積極，努力的想要做好。今年接下同鄉會的會長，心理早有準備大選年之

前事情會很多，不過事情真的比想像中的多很多。 

前時打電話給一位數十年來都很熱心的同鄉前輩，請他參加夏令會，他回說「很抱歉，

心已經死了」，我很震撼也很難過，這是怎麼樣的心灰意冷啊，很怕有一天自己對台灣的心

也會冷掉。可是這是我們心愛的台灣呀，不到無望我是不會放棄的。也許這位前輩認為美好

的一仗他已經打過，要休息了，但是守護台灣的心要傳承下去啊，海外台灣人的香火不能

斷！ 

多年前夏令會的紀念品是一個馬克杯「嘸通嫌台灣」，上面印「咱若愛故鄉，請你嘸通

嫌台灣，國家細漢免怨嘆，認真打拼，前途有望，終會出頭做主人」。今年我們的伴手禮也

是馬克杯「青春熱血台灣魂，民主世代路同行」。多少年過去了，台灣人已做了主人，當年

的熱血青年現在已是前輩，可是惡鄰更難纏，我們的危機感更甚於前，惟有兩代攜手同行，

台灣才有望！ 

記得每次台灣大選前，郭正光都會在台上急呼，這是台灣生死存亡的最後一戰啊。我都

在台下嘀咕哪有那麼多最後一戰，不過今年，在紅潮之下，許多鄉親尤其是青年學子，有深

深的亡國感。期望在夏令會中，多多聆聽智者的建言，讓我們有更多的信心！ 

夏令會期間也會成立美南小英後援會，我們對小英總統有信心，給她八年，台灣必能脫

胎換骨。也呼籲美南鄉親提早計劃，明年一月可以返台投票拉票。 

謝謝所有來參加的來賓及鄉親，大家的參與就是對夏令會工作團隊最大的肯定，若有疏

忽或招待不周也請包涵。最後感謝我們的工作夥伴們，沒有你們的支持做後盾，我萬萬不敢

接下這個困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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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grams: 

3:30 pm ~ 6:00 pm

6:00 pm ~ 7:00 pm

7:00 pm ~ 9:00 pm

9:00 pm ~ 9:30 pm

7:30 am ~ 8:30 am

8:30 am ~ 9:10 am

9:10 am ~ 10:40 am

10:40 am ~ 11:00 am 

11:00 am ~ 12:00 pm

12:00 pm ~ 1:30 pm 同鄉會會長會議

1:30 pm ~ 2:00 pm

2:00 pm ~ 2:30 pm

2:45 pm ~ 3:15 pm

3:15 pm ~ 5:00 pm

6:30 pm ~ 9:30 pm

7:00 am ~ 8:00 am 早餐(Hotel Guests Only)

7:30 am ~ 8:00 am 主日禮拜： by 李席舟長老

8:15 am ~ 9:30 am

9:30 am ~ 9:50 am

9:50 am ~ 10:00 am

10:00 am ~ 11:00 am

11:00 ~ 12:00 am

12:00 pm ~ 12:15 pm

12:15 pm ~

2019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節目表(Agenda)
7/5（禮拜五）

7/6 (禮拜六）
註冊及報到

主題演講：台灣族群，島嶼DNA

主講人：陳耀昌醫師

註冊及報到  

同鄉交誼 ＠Westwind

電影欣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Westwind

台灣獨立聯盟座談會 ＠Westwind

註冊及報到

2:30 pm ~ 2:45 pm Session Break

短講：國會的直球對決

主講人：民進黨立法委員李俊俋

*All activities are held at Omni Ballroom unless specified differenly.

大會開幕式 ＠Omni Ballroom

Session Break

主題演講：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主講人：傅榆導演

Lunch Break ＠Westwind

《台灣之夜》＠ Omni Ballroom

大會閉幕式

介紹各分會會長／授旗下屆夏令會負責分會／手牽手心連心大合唱

Check Out：TAA報到處領餐點(所有參加同鄉皆可領取)

7/7 (禮拜天)
早　餐

(Hotel Guests Only)

講題：中美貿易大戰：台商回流及全球供應鏈佈局

主講人：莊碩漢

政情會客室 Part II：綜合 Q & A

主題演講：美中對撞下的台灣未來經濟

主講人：范疇教授

主題演講：大師兄政治路

主講人：民進黨黨主席卓榮泰

主題演講：守護民主，團結台灣

主講人：桃園市長鄭文燦

Session Break

講題：在艱困中，朝向更好的台灣邁進

主講人：民進黨立法委員林靜儀

政情會客室 Part I

講題：浴火重生的台灣魂

主講人：台灣基進黨劉恆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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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ublic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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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ports/Articles about the  Conference after the Conference: --- 
 
9. Souveni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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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以下是我們這次的 2018美南夏令會的節目及大會資料供放置於海外台灣網。 

1.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網站 http://www.taahouston.org/ 

2.邀請函如下： 

敬愛的美南台灣鄉親你們好.. 

很高興在此宣布今年的美南夏令會「台客音、台美心、台灣情-多元視角,展望新局」 

將在 6 月 29 日(五)至 7 月 1 日 (日)在休士頓的 Westin Hotel – Memorial City 盛大舉行。 

美國各地的夏令會是同鄉們凝聚理念、聯絡情感與建立連結的指標性活動,今年適逢 

台灣重要的期中選舉,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邀請到多位重量級講者來分享大家關注的議題。在 

嚴肅的政經議題之外,我們也準備了精彩的表演節目,讓大家欣賞。 

關心台灣民主發展永遠是夏令會的精隨,自然也是萬眾期待的部份。我們今年接洽的講者, 

有民董事長視郭倍宏,以及各政黨(民進黨、時代力量、基進黨、社民黨)代表。我們將別 

開生面以政治擂台的方式,讓他們來談談的對台灣未來的想像以及各黨對於年底選戰的期望。 

我們也會開放 Q&A,絕對讓大家有機會問好問滿。 

另外,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的通過,無疑是台灣關係法後,台美關係的大躍 

進。現在,台美高層互訪的限制已經打破,而台灣在中國金錢政治統戰之下面臨巨大危機, 

我們該如何藉由台灣旅行法的通過,來幫助台灣在國際關係上有所突破?我們休士頓剛出爐 

的 FAPA 總會長郭正光,將與大家談談現在與台灣政府要如何在台美關係的推動上尋求更深 

更廣的合作。 

過去幾年,很多台灣電影在國際上獲獎,如講台灣政商關係的《血觀音》、描述 80 年 

代生活情況的動畫《幸福路上》,還有《大佛普拉斯》等等,都是以台灣本土在地的題材在 

國際上綻放光芒。這樣「越本土越國際」的概念,也是我們想要傳達的主軸之一。所以今年 

我們特別邀請到兩個台灣在地的音樂表演工作團隊:嚴詠能的「打狗亂歌團」與阿達的「農 

村武裝青年陣線」,這兩個團體的表演創作充滿著台灣本土氣息以及對台灣時事的回應,相 

信能讓大家有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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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敬邀 

 

 

2018 美南夏令會 

台客音 ‧ 台美心 ‧ 台灣情 

多元視角  展望新局 

The Westin Houston, Memorial City 
945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24 
6/29 (Fri)   –   7/1 (Sun) 
報名費用：成人$195 / 學生$125 / 小朋友 5 歲以下免費 

 
 
 
 
 
 
 
 

https://maps.google.com/?q=945+Gessner+Rd,+Houston,+TX+77024&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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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表: 

 
 

敬愛的美南台灣鄉親你們好︰ 

 
很高興在此宣布今年的美南夏令會「台客音、台美心、台灣情－多元視角，展望新局」將在 6 月 29 日（五）

至 7 月 1 日 （日）在休士頓的 Westin Hotel – Memorial City 盛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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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地的夏令會是同鄉們凝聚理念、聯絡情感與建立連結的指標性活動，今年適逢台灣重要的期中選舉，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邀請到多位重量級講者來分享大家關注的議題。在嚴肅的政經議題之外，我們也準備了精

彩的表演節目，讓大家欣賞。 

 
關心台灣民主發展永遠是夏令會的精隨，自然也是萬眾期待的部份。我們今年接洽的講者，有民董事長郭倍

宏，以及各政黨（民進黨、時代力量、基進黨、社民黨）代表。我們將別開生面以政治擂台的方式，讓他們

來談談的對台灣未來的想像以及各黨對於年底選戰的期望。我們也會開放 Q&A，絕對讓大家有機會問好問

滿。 

 
另外，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的通過，無疑是台灣關係法後，台美關係的大躍進。現在，台美高層互

訪的限制已經打破，而台灣在中國金錢政治統戰之下面臨巨大危機，我們該如何藉由台灣旅行法的通過，來

幫助台灣在國際關係上有所突破？我們休士頓剛出爐的 FAPA 總會長郭正光，將與大家談談現在與台灣政府

要如何在台美關係的推動上尋求更深更廣的合作。 

 
過去幾年，很多台灣電影在國際上獲獎，如講台灣政商關係的《血觀音》、描述 80 年代生活情況的動畫《幸

福路上》，還有《大佛普拉斯》等等，都是以台灣本土在地的題材在國際上綻放光芒。這樣「越本土越國

際」的概念，也是我們想要傳達的主軸之一。所以今年我們特別邀請到兩個台灣在地的音樂表演工作團隊：

嚴詠能的「打狗亂歌團」與阿達的「農村武裝青年陣線」，這兩個團體的表演創作充滿著台灣本土氣息以及

對台灣時事的回應，相信能讓大家有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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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敬邀 

 
講員及來賓 

民視董事長－郭倍宏 

基進黨－黃建龍 

社民黨 － 苗博雅 

時代力量－林易瑩 

台灣樂團－打狗亂樂團、農村武裝青年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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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漫談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的濫觴 

作者 莊承業 

一九七零年夏天聚居休士頓的台灣人正式成立「休士頓台灣同鄉會」（Houston Formosan Club），以聯絡鄉

情的活動為主。慢慢地會員人數逐漸增加，開始有人關心故鄉的事務。一九七五年五舉辦大型的「美國南區

民眾大會」，三年後台美斷交前夕，一九七八年年底又舉辦「美南台灣獨立民眾大會」，場面相當踴躍，此

後同鄉會就經常舉辦小型的政治活動。 

第一次鄒型美南台灣人夏令營是由葉國勢主辦，時間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地奌是 Hilltop 

Reservoir, 離休士頓三點鐘的路程，參加人數接近一百人。第二年也在原地舉行，議題是以生活關注為主。

此後年年舉辦，只是慢慢地轉變為基督敎活動。 

一九八零年「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郭榮桔會長來休士頓召開世台會年會，接着一九八二年世台會會長陳

唐山也決定在休士頓再辦一次年會，參加人數三百人左右。上面二場活動都在 Huntsville 的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舉行的，離休士頓一點半鐘的路程。 

一九八零年以後，美國各地區經常舉辦夏令會。美南地區起步較慢，逐漸累積經驗和加强各地同鄉會的連络

網，一直等到一九八四年，謝英敏擔任會長時，認為休士頓地區有足够的人力、財力和熱心同鄉的參與，就

正式舉辦第一屆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日期是六月八日到六月十日，主題是「台灣人應有的信仰與使命」，主

講者是黃彰輝、廖述宗、陳南天，參加人數有三、四百人，地點也是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美南

地區是包括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大學城、聖安東尼、紐奧良、巴頓魯治、奧克拉荷馬等城市。一九八

六年後每年都輪流舉辦一次，由休土頓和達拉斯挑重擔，夏令會的活動是經各地同鄉會協調安排的，最精彩

的常常是晚會「台灣之夜」。夏令會的舉辦對於凝聚台灣人意識貢獻很大。(2017/10/17) 

 

Source from Mr. C. Chuang 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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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6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July 2 -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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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2015年美南夏令會報名表.jpg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2015年美南夏令會報名表.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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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一場台灣人的盛會-美南區夏令會 

【圖與文/阿賢】2011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 7月 29 日至 31日於 Houston 舉行，今年大會主題爲『落實民

主，提昇人權，永續台灣』，大會在總幹事蔡凱禮與美南區理事楊金文致詞後正式展開，第一個節目就是播

放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視訊影片，她在簡短的影片中闡訴參選政見，並預祝大會成功。 

落實民主 

徐國勇律師以「台灣現實面對的困境 與 2012 應走的方向」爲題，探討如何落實台灣的民主，他指出，台灣

當今最大困境就是司法淪爲當政者整肅在野黨及異己者的工具，司法要獨立，在馬英九主政下是不可能實現

的。他分析台灣的地位時表示，就國際法來說，只有國家的行政機構才能承認另一個國家的存在，美國的台

灣關係法則是以立法機關 承認台灣，這在國際法上是不合法的，不過如果有很多國家都以立法機關承認台

灣，久了也會變合法。可惜進行中的加拿大與日本要立法承認台灣都在台灣透露消息後在中國施壓下中斷。

加以馬政府強調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強調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要求美國出兵保衛台灣，這種困境只有

馬下台才可改善。再看馬政府在 ECFA 簽後，遇到任何困境都是靠中國，大量開放中國觀光客的結果是把觀光

素質拉低。在教育方面，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要借學貸上學，而中國學生卻可享受馬政府提供的補助，這現

象也唯有馬下台才可改進。徐律師總結說，所有的困境都可用四個字『棄馬保台』來解決。只有在明年選舉

時把馬英九拉下來，並且讓民進黨在立委席次佔過半，台灣才可能落實民主。 

提昇人權 

Mike Fonte 以 "US foreign policy, Democracy and Taiwan's future"爲題分析美國的外交政策。他說，

美國立國精神是自由、正義與自決。不過美國本身的人權也是經過多年的努力才達到平等，譬如非洲裔的男

性到 1870年才有投票權，美國女性更是到 1920年才有投票權。它的外交政策本是應以自由、正義與自決爲

基礎，可是事實上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國家利益，至於國家利益的定義則因時空、環境而改變。就目前來

說，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安全」。台灣現在的情勢與 1960 年代時代相比已是大不相同。尼克森在訪問中國

後，發表聲明表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獨，漸漸親中。雷根時代，美國的重點放

在蘇聯，老布希時，美國逐漸注重中國的經濟利益，因 此對天安門事件並沒有積極的譴責。歐巴馬即位後，

將中國定位爲「合作夥伴」，中國越來越強勢，而美國近期則出現「放棄台灣」的聲音。美國政府想知道台

灣人民是否支持馬政府的親中政策，因此也密切觀察台灣的選舉。因應這些情況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年選舉時

把馬拉下來，讓世界知道台灣人民是不支持親中總統的。在選前，台美人應要求美國政府確保台灣人民能在

沒有中國威脅以及國民黨的奧步下選出能顧全台灣人利益的總統。 

永續台灣 

黃界清教授以「核能安全與政策之探討一非核家園之願景」爲題討論台灣能否成爲非核家園。他說，台灣的

能源約有 60%~80%爲化石能源，10%〜20%爲核能，10%~20%爲再生能 源，化石能源的問題爲廢氣汙染，減低

污染的新科技不停的被硏究出來，反觀核能，除了人人談之色變的安全問題外，高放射核廢料的處理更是一

大問題。台灣核能的問題更大，因台灣處於地震帶上，核電廠的防震功能又不好，又太靠近大都市，更增危

險。他建議，台灣的永續能源可走的路線包括：1. 應用如 IGCC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將廢氣壓到地底等新科技，改進傳統的化石能源；2•核電廠 的一切資料都要公開；3•增加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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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比例；4•核一廠應將儲備量由 23%降至 15%，核二核三應在十至十五年內除役，問題重重的核四不要商業

運轉：5. 提高工業用電的費用，以降低工業用電量。能做到這些，台灣就可實現非核家園的願景。 

文化•醫療•生活 

高齡 93 的台獨老將史明先生難得的蒞臨夏令會，他與獨台會的兩位成員放映 2005年 4/26，抗議連戰赴中的

行動影片。史明說，他早就看出連戰赴中後，台灣對中國的大門一定會大開，因此他率領獨台會成員一路攔

截連戰車隊，並追至機場試圖阻止連戰，可惜在大批警力護航下，連戰還是如期赴中。果然如史明預料，隨

連戰之後，國民黨高層紛紛赴中，到了馬英九上台後，更是極度傾中。史明雖然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也不

好，可是心繫台灣的安危，不辭辛苦出來呼籲大家一定要在明年選舉時將馬拉下台，這是唯一可保台灣不被

中國統一的方法。 

台灣當紅電影『雞排英雄』的導演 葉天倫與編劇葉丹青兄妹，與大家分享他們對台灣本土電影藝術創作的發

展的看法。葉導演由『雞排英雄』的籌備到放映的過程，爲大家解說台灣本土電影的製作的困境。他說，台

灣電影面臨的最大困境爲經費問題，雖然新聞局電 影處有電影輔導金，但只是杯水車薪。葉導演解釋『雞排

英雄』的成功在真實的描述台灣人的故事，並且違反一般電影行銷將重心放在台北的走向，而採取不限大都

會的策略。他指出，台灣電影資金雖不足，但由『雞排英雄』的成功，可看出只要主題選得對、故事能 感動

人，加上良好的行銷計畫，還是有前途的。 

除了嚴肅的政經討論外，大會並安排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節目，包括侯志 恭醫師的「肉毒桿菌素在神經科

治療上的運用」，楊金文博士的「癌症防治」，作家王淑芬的「花腳•遊世界」，王恆雄的「菜圃園藝」，

會計師張彩惠、黃澄清的「財務規畫漫談」，趙偉宏律師的「遺囑訂立與託付」等。 

台灣之夜一如以往，是同鄕們展示表演天份的舞台，Houston 台聲合唱團與 Dallas 台心合唱團互相飆歌，

Austin、 Houston、Dallas 與 College Station 的同鄕會都推出短劇互飆演技，精采萬分。 

美南蔡英文後援會於大會期間成立，希望凝聚同鄕們的支持，能在明年將蔡英文送入總統府。一天半的大會

在大家手牽手合唱「伊是咱的寶貝」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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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0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聲明 

2010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在 9月 3日至 5日於德州 Austin 的 Wyndham大旅館舉行。本次由 Austin

同鄕會主辦的夏令會的主題是『永續台灣、保護人權』，吸引了海內外 200多位鄕親熱烈參與，節

目精彩豊富，非常圓滿成功。 

主題演講人，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維吾兒（Uyghur）民族運動的領袖 Mrs. Rebiya Kadeer（熱比

婭女士）以『在中國共產暴政 61年下的維吾兒民族』爲題，訴說了中國統治下少數民族的遭遇及苦

難，並語重心長地告訴在場台灣人以及在台的台灣人民要疼惜及保護現在自由民主的台灣，千萬別

落入中國之手。另一主題演講人—台灣血液遺傳硏究權威-林媽利醫師，『以我們身上流著不同的血

液』爲題，讓我們以科學的角度認清了「台灣 自古屬於中國」「台灣人是炎黃子孫」等語完全是自

欺欺人的謊言。而事實是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身上都流著或多或少平埔族原住民的血液。

Dr.Jerome Keating 是一個住台二十多年的專家學者，在 "The Mapping of Taiwan: Desired 

Economies, DesiredGeographies"的演講中，以歷史上台灣的地圖再度證明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劉

榮凱先生以『台灣的憨孩子』爲題讓我們看到一群「憨孩子」爲了台灣那塊美麗土地，無怨無侮地

奉獻，令人痛心又感動。因此大會決議發表下列聲明： 

1.中國共產政權應立刻停止對新疆維吾兒民族人民的壓迫及屠殺，並要尊重其追求民族自治自決的

基本人權。 

2.台灣人民要清楚認知，一旦台灣遭到中國倂吞，新疆維吾兒民族人民的悲慘命運一定會降臨台灣

入民身上。而 EFCA 的簽定正是中國倂吞台灣的重大一步。 

3台灣人民要與西藏及新彊受壓迫的民族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反抗中國霸權。唯有如此，台灣主權及

民主自由才得以永續，台灣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 

4.台灣政府應立即停止以發展經濟爲名，偏袒圖利大財團繼續侵奪人民的土地，破壞污染台灣的環

境。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全體與會者 9/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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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記美南夏令會台灣之夜 

Texas A&M 的學生與 New Orleans的同鄕，往年在美南夏令會的台灣之夜都會表演，今年從缺，真可惜，希

望明年能看到他們表演。 

♦達拉斯台心合唱團，大慨因呂前副總統在觀賞，太緊張了，晚會主持人都還沒上台，台心合唱團團員就把舞

台站滿了，柯志佳與連淑琴兩位主持人，只好在台下開場。 

♦達拉斯台心合唱團，演唱“台灣是寶島”-光看名字也知道一定是台語歌，不過“回憶”這個歌名好像是北

京話的歌，結果是首很好聽的台語歌呢。台心合唱團少了 Houston的台聲合唱團，以後大大槪可獨霸美南夏

令會的台灣之夜了。 

♦Austin同鄕會的雙寶一一 葉雅玲與黃燕玲搭檔演出諷刺劇“淪陷下的台灣”，該劇透過中國籍看護與台籍

病人間的對話，點出在馬政府極度傾中的政策下，台灣的工作不久後將被中國人佔據。黃燕玲的捲舌中國

話，還真有模有樣呢。 

♦Houston的顏璘莉以舞蹈與影片結合的方式，以三個主題“被壓迫者的苦悶”、憤怒的殉道者、自由的火

種”來表達台灣人民所受的苦難與追尋自由的決心。 

♦Houston會長連淑琴，以一人多角的方式，用“三個女人”的閒談來反應台灣現狀，她不但要一人飾演多

角，而且不用看稿就能記住這麼多情節，實在不簡單。 

♦達拉斯的歌舞劇“阿嬷的故事”，透過九首大家熟悉的歌曲，配以舞蹈，將台灣的歷史，縮短成四十分鐘的

故事，透過阿嬷的口，說給搞不清自己是台灣人的孫兒女聽。全劇動員了近三十個同鄕參與演出，達拉斯的

動員力確是驚人。 

♦達拉斯同鄉會理事陳麗香除了編導此劇外，很多劇服都是她做的，當晚還充當場務，真是辛苦。 

♦達拉斯同鄕會會長李富麗穿起弔帶裙，與其夫婿陳伯勛穿起弔帶褲，扮起孫兒女。扮阿嬷的淑賢可撈到了，

平空多了兩個憨孫。淑賢帶個假髮拿根楞杖，還有點阿嬷的樣子，不過一開口，她的大嗓門立刻露了餡，聲

音一點也不像一般阿嬷應有的細聲細氣，就權充是新時代、有活力的辣嬷吧。 

♦農村曲中的羅漢腳，吳敏生、謝慶鏘、蔡靜燦、吳明基、葉昭玄，大槪是全世界最高學歷的農夫了。那魯灣

情歌中的林淑美、蕭幸美、孫佳惠、溫惠蘭都被羅漢腳帶走當妻子，成了我們的唐山公與高山、平埔嬷，蔡

靜煌的高山公極盡搞笑功力，死拉著蔡靜燦，只好眼睜睜的看小姐被人拉走了。 

（台灣之夜）全體演員於演完時手牽手合唱「台灣」 

♦客家桃花開講的是客家隨鶴佬人之後，到台灣種茶的故事，由唐翠穗、張欽瑞，詹繡香、楊金文，施秀鈴、

陳勝也，葉寶桂、林國亮等四對俊男美女擔綱演出，跳來還真有採茶男女間打情罵俏的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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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拉到荷蘭人據台，紅髮的台荷私生女林美娜哀怨的唱出“安平追想曲”，感慨歸感慨，她也步其母後塵

與荷蘭船員張謙益發生感情，劇中還穿插由葉昭玄與蔡靜煌反串的兩位水得嚇死人的小姐來與金小姐搶荷蘭

船員。葉昭玄與蔡靜煌一出場-他們的裝扮就讓觀眾笑得差點沒跌落椅子下。 

♦鄭成功雖然在十七世紀末攻打台灣，將荷蘭人趕離開台灣、不過滿清並不注重台灣，一直延到兩百年後才有

劉銘傳開始在台鋪設鐵路，這段歷史由蕭幸美、林淑美、孫佳惠、溫惠蘭以鐵棒舞配以丟丟佟歌曲表現。 

♦滿清在甲午戰爭後，與日本簽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給日本，日本影響進入台灣，唐翠穗、張欽瑞、葉寶

桂、吳明基、施秀鈴、陳勝也正在悠閒的跳唱日本歌舞時，忽然來了日本浪人蔡靜煌對小姐們評頭評尾的，

連撒希米與哇沙米都出來了，觀眾又是哄堂大笑。 

♦故事進到蔣介石被共產黨逼下台，流亡到台灣，進行他的”反共抗俄"的政策，由蔡靜燦辦的教官帶領。 

學生孫佳惠、謝慶鏘、林美娜、葉昭玄、詹繡香、楊金文、溫惠蘭，一面呼口號一面唱反共抗俄歌，看看歷

史，再看看現今馬政府與中國聯手不對等的談判，蔣介石地下有知大槪會跳腳吧。 

♦黃昏的故鄕-描寫的正是海外同鄕被拒於故鄕門外的故事，黑名單人士廖政森、李和美、林國亮、吳敏生、

張欽瑞、吳明基、施秀鈴在海外思念故鄉。台灣人民唐翠穗、葉寶桂、林淑美在受警總蔡靜燦長期壓迫後，

終於奮起反抗。 

♦台灣人在李登輝執政後開始享受民主，在阿扁總統執政的八年中，台灣更享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由，不幸

馬英九執政後，台灣的主權漸漸流失，全體演員大跳“寶島漫波”來呼籲人民站出來捍衛台灣主權，身穿短

褲、只會說“謝謝指教、依法辦理”的蔡靜煌 被阿嬷滿場追著打。 

♦兩個孫兒女也終於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阿嬷也高興的改口叫乖孫不再叫憨孫了。全體演員與觀眾

合唱”台灣"來結束舞劇。 

♦最後由 Austin同鄕帶領大家跳 YMCA，活動筋骨，以便睡個好覺。 

♦呂前副總統與其隨員們從頭到尾，觀賞台灣之夜，大槪因爲遠離政治，心情輕鬆，只見他們個個一邊看一邊

笑得合不攏嘴。台灣之夜後，呂前副總統還與同鄕們續攤，繼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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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台灣人美南夏令會聲明 

台灣人美南夏令會於 2008 年 8月 29日至 8月 31日假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隆重舉行，此次的主題是「變遷

的時代一台美人所面臨的議題」，由政治、經濟、國防、能源、環保、台灣主權與台美人的草根外衣以及婦

女等方面做詳細探討，所有與會者對台灣在 520後的政局變化與經濟危機，深感憂慮滋發表聲明如下： 

♦馬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事實證明其所有政策是一個「傾中」的賣台行爲。「外交休兵」的政策，更

將使台灣地位在國際社會逐漸萎縮，在此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及多明尼加訪問中，其喪權辱國的作風表露無

遺，我們在此作最嚴厲的譴責。 

♦馬政府的「經濟國際觀」，只是一廂情願與極具短視的狹隘「中國經濟政策」，對中國的投資、高科技的鬆

綁與大肆開放中國直航，皆是過度地依賴中國，台灣未受其利，反先受其害，而使「債留台灣，錢進中國」

更加嚴重斷送台灣的競爭力；對內的「拚經濟」卻是油電雙漲，致使物價飆漲，人民荷包大幅縮水，而政府

卻反其道的實施「擴大 內需」，以龐大預算作爲選舉的酬庸與山頭的綁樁。我們鄭重呼籲馬政府馬上「懸崖

勒馬」，莫讓台灣走向萬劫不復之境界。  

♦檢視馬政府的所有政策，我們非常憂慮其別有居心，要將台灣的心理與國防防線漸漸拔除，而使中國不費

「一兵一卒」就輕而易舉地倂吞台灣，我們呼籲所有台灣人，時時注意「中國國民黨」的計倆，不要使好不

容易爭取來的「民主成果」毀於一旦。 

♦最近爆發的前總統陳水扁「海外存款帳戶」事件，讓我們沉痛不已，在還沒水落石出之前，我們鄭重呼籲一

切讓司法獨立，依法辦理，不可政治操作。  

一個系統性的貪贓枉法，對所有百姓造成的災害無法估量，因此我們也呼所有政治人物，不分黨派，皆應用

相同標準來調查。我們竭誠希望以此事件爲殷鑑，能急速通過透明的「陽光法案』，使台灣以後的民主政治

趨於乾淨、清廉，則台灣甚幸！ 

♦「節能減炭」立意雖佳；但執行方式頗多擾民，況且只是被動的節制，無法應付急需；台斷地小人多，資源

有限，當務之急，應是盡速研發價廉的替代能源；以台灣本身的優勢科技及優秀人才創造世界奇蹟，不能一

昧地受制於中國，喪失競爭力。 

♦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候選人，都應正視台灣人對民主政治的堅持及人民當家作主的願

望，不可犧牲台灣的利益，而危及美國在西太平洋長期的安全利益。.  

 

2008 美南夏令會台灣之夜花絮 

文/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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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美南夏令會第一次在台灣人自己的家——Houston 台灣人活動屮心主辦，週六晩餐由大會安排在會場

附近的餐廳圍桌。近三百人聚在餐廳饗宴，令人想起早期美南夏令會在大學校區舉辦時，大隊人馬在會場、

餐廳、宿舍間奔波的情景。 

♦今年的台灣之夜也是美南夏令會第一次由夫妻搭檔主持，蔡靜煌與劉淑賢到底是老夫老妻，不但可以互相漏

氣來逗觀眾人笑，還可互補台詞，真是摸酣兼洗褲。 

♦逹拉斯同鄕黃泰國的子女 Rex, Ryan 異 Celeste以鋼琴及小提琴爲大家演奏四首好聽的歌曲，大多數同鄕的

子女都已到了不再參加夏令會的年紀，在夏令會中還可見到一家三個小孩一同表演，恍如時光倒退十年。 

♦休士頓同鄉會以靜取勝，六位阿嬷級的淑女們在陳智英的領導下以「台灣」這首歌編成的舞蹈表演，別看他

們雖是年已晉阿嬷級，身材卻是保養得很好，在朦朧的舞台燈照射下，還猶似大姑娘在跳舞呢。 

♦達拉斯同鄕會則是以動取勝，他們的黑貓黑狗舞蹈團，快步演出「Crazy Foot Mamba」與「Cowboy 

sweetheart」看這些阿公阿嬷們像青少年一樣的蹦蹦跳跳居然沒心臟病發，可見他們平常一定是很認真的在

練習。 

休士頓的台聲合唱團與達拉斯的台心合唱團，好似美南夏令會的對手，每年都要在台灣之夜拼一下，今年也

不例外，台聲以「海洋的國家」、「咀咱著起來」與台心的「流浪到淡水」、「桃花開」互槓，結果也如往

常打爲平手，很有風度的合唱一首「咱若打開心內的窗」相約明年再拼。 

♦休士頓同鄉蔡俊智以說唱民謠的方式爲大家演唱懷舊的台灣歌謠，他姐姐蔡淑媛笑說蔡俊智平時說話是結結

巴巴話又不多，怎麼一上了台反而說話像水龍頭一開花拉花拉流不停，還要主持頻打暗號催下台。 

♦830 在台灣有三十萬人上街頭爲顧肚子來嗆馬，Texas A&M 的台灣留學生輸人不輸陣，也以行動劇在台灣之

夜嗆馬。他們以馬政府視爲台灣經濟救命符的「陸客來台」爲主軸，展現台灣商人爲迎接陸客而花大本重整

店面，到頭來卻大失所望血本無歸。不知是否他們在學校經常接觸中國學生，演陸客的幾位學生，將陸客的

行止與說話腔調模仿得微妙微俏，彷彿陸客真的降臨台灣之夜。 

♦休士頓的連淑琴與陳瓊琿不讓年輕人專美，以雙簧經由台美人阿英與台灣人阿美的對答，來反應選給馬的台

灣人在選前對經濟的期望，與馬政府執政百日後的失望。這兩位超級演員，也學起國民黨凡是都是要「顛

倒」，演到後來阿英與阿美也把自己的名字都叫反了，卻也因此製造不少特殊「笑」果。 

♦奧斯汀的葉雅玲與他的老搭檔黃燕玲演出無牌密醫與哈佛畢業的糊塗護士，妙語如珠，觀眾由頭笑到尾，一

定可以增加好幾年的壽命。 

♦晩會最後由奧斯汀同鄕帶領全體與會同鄉大跳「YMCA」，達拉斯的葉寶桂猶如雁鳥的領隊，在場地最前面比

台上的領舞者跳得更熱烈來帶動大眾。這一跳可消耗不少熱量， 正好給大家一個好藉口來享受籌備單位準備

的紅豆湯圓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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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台美人檔案座談會 in 2007 美南夏令會 

大綱： 

台灣人來美洲的留學生，1950 前多數回台，但 1950 至 1980 初來美的則多數留下來當台美人。我們這群台美

人都有個共同的毛病，大家都忙於成家立業，一方面沒有時間或心情，一方面也是謙遜的本性，很少把自己

的經歷心得與成就記載存檔。 

相比之下，越南人是 1970 越戰結束後才大量移民來美，卻到處有群聚之所，並有他們文化表徵及各種事蹟之

記載。而台灣人來美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卻有不少人還搞不淸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如果我們開始把我們台美人的歷程存檔，不但可以讓後來的人包括我們的子孫，想尋根時有資料可尋，而且

也可大大地提昇台灣人的意識。 

利用美南夏令會聚會的機會，讓我們討論如何進行台美人資料檔案的收集問題。 

  
2007 美南夏令會記錄 台美人檔案座談會 

日期：2007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晚間 8 : 00 至 9 : 30 

地點：Holiday Inn Select North Dallsa, Lone Star Ball Room 

參加人數：開始約 85 人，陸續到達超過 100 人 

主持人：大會總幹事楊金文 

記錄：張仕英女士 

  
楊總幹事開場說明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 的意義及重要性。除了使後人有檔案記錄可查，也使世人知道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或華人。提高世

人對台灣人的認識。收集資料必須大家合作共同推行。 

休士頓同鄉張仁裕先生報告： 

他負責整理台灣人傳统基金會及台灣會館的成立。台灣人傳統基金會本身較固定的理事會，開會都有記錄存

檔。同鄉會理事年年變動。會長任期才一年，比起基金會的資料更散。但基金會的開會記錄 (Meeting Minute) 

都很簡單，因此張先生要個別訪問當初做記錄的人以得較詳盡的報告。 

張先生報告台灣人基金會記錄中有些特別的企劃 (Projects) 的資料較多。 

張先生報告做 Archives 要有 Funding。目前沒有 Funding，只能儘量收集資料。目前打算只用中文記載，將來

再用英文。目前 Houston 的台灣人基金會有成人寫作班教成人用英文寫下自已的故事，這是很好的資料收集

方法。 

詹文聲教授報告他從學生時代便參加台灣同鄉會，他建議台灣同鄉會可以仿照台灣教授協會的方式每十年做

一次 Summary 把十年內同鄉會發生的事情及記錄做一個綜合報告。他舉例，同鄉會 1980 年與目前有很不同

的色彩。 

楊總幹事報告：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 應包括比同鄉會更廣的內含，舉凡台灣人的創業，事業經營，文化活動（美國、台灣），藝術創

作，台灣商會的活動都應包括。最重要是要認同台灣，與中國不同。這樣才不會失去自己的特色，以免自已

都搞不清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楊總幹事認為台灣人的個性很容易流於過份謙遜，而覺得自己沒什麽成就，其實同鄉都很努力勤奮。很多都

有很好的成就。而且對下一代都很用心栽培，使小孩都受很好的教育。對美國的社會貢獻很大。也許現在大

家的下一代都正忙於事業及小孩，但等到他們有一天想尋他們的根，我們有了 Archives，可使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追朔過去，找出我們走過的痕跡。 

Dallas 同鄉陳隆豊建議成立一個 Committee 來收集及過濾資料。現在要思考好如何成立這個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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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張仁裕先生報告在 Houston 是先有台語學校，由台語學校才漸漸成立基金會而後買下會館並繼續擴

張到現在。 

楊總幹事報告：並非所有的台灣會館都像 Houston 或 Los Angeles 那麽大，或 San Diego 那麼有計劃。巴西 St. 

Paul 的台灣會館是 Down Town 高樓建築中的一層樓。目前有 Internet，沒有會館也可能設立一個 Website 來

收集資料。 

蔡靜輝教授報告家族的經驗。蔡家在 Dallas 兄弟姊妹不少。父親蔡昆招集全家，用 Video camera 錄下他口述

他在日本的經歷包括二次大戰聯軍空襲。他們將之做成 DVD 分給各家保存。這是個很好的方法。 

參加開會的會員數人發言，開始討論用 Internet 來收集 Archives，結論是要一個 Server，這 Server 必須有人管

理。Funding 還是很重要。 

詹教授認為還是要從個人做起，然後各社團也開始注意：如同鄉會、婦女會、台教會等等。 

張仁裕認為還是要 Professional 的人來做。要不然負擔太大。以他自己的經驗，光是閱讀數十年的 Meeting 

Minutes 就花很多時間。還有同鄉在開會時不同的觀點有爭議，不是專業的人很難處理爭議的事。處理不好

會受責難。 

陳隆豊再建議著手組織 Committee，並提議 Houston 能將經驗提出來參考。 

張仁裕回答：Houston 並沒有 Archives Committee，但是有一位 Editor 來做，也要有美工人材，最重要的是要

有 Historical Document 的收存。 

吳祥發教授認為要組織 Committee 必須選人出來 Organize。 

最後結論是我們要從 Local 開始。然後各地：Dallas、Houston、New Orleans、Austin、Baton Rouge、Clear 

Lake、College Station、San Antonio 及 Oklahoma 州的同鄉都要開始在美南開會中探討這個問題。 

楊總幹事將召集歷來美南夏令會總幹事促成夏令會的延續，同時也探討 Archives 的繼續推行。 

  
源自 2007 美南夏令會總幹事楊金文/2007 

 

 

美南夏令會圓滿閉幕 

「2007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六日至八日於達拉斯舉行-探討主題爲 「台灣認同 國家正常化」。包

括來自 Houston、Austin、Oklahoma、New Orleans、Baton Rouge約 250位同鄕共聚一 堂。大會於六曰下

午開始報到，當晩由總幹事楊金文主持"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討論會，主要進行台美人資料檔案

的收集，及如何協助挺長後援會與支援閃靈樂團至達拉斯的公演。 

七日上午在主持人蔡靜煌宣佈下正式揭開，達拉斯同鄕會會長李紫鳳首先歡迎所有與會者蒞臨達拉斯，接下

來由總幹事楊金文介紹講員與來賓，全美台灣同鄕會會長謝榮峻千里迢迢由 Washington DC 來代表全美會參

加美南夏令會。謝會長不忘替九月在台灣與日本召開的世大會與世台 會招兵買馬。 

台聯台北市議員簡余晏以「媒介、政治、新台灣」爲題演講，簡余晏以白色巨塔關鍵台詞"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要如何選擇”來點出媒體人與政治人物的兩難。媒禮是個不適者被淘汰的環境，有理想的小螺絲是無法撼動

政治、商業、媒介高層合作的權力，因爲競爭激烈、報紙沒落、網路泡沫化、電視惡性競爭，台灣媒體的公

信力逐漸淪喪，而淪為政敵對立的工具。台灣的政治已經變成一場口水內戰，而不是民主政黨間的辯論，由

於人民還視獨裁者爲善意的獨裁者，導致轉型正義 

失敗。簡余晏認為，雖然媒體的公信力淪喪，但是要影響社會就要影響媒體、影響人民。其方法包括:用堅強

的意志力帶動人民，—方面帶動媒體、政治正常化，一方面與人民站在一起，要接受人民的想法，但不能妥

協，要找出改革社會的前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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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立法委員徐國勇與民進黨美南召集人李席舟接著以「從國家正常化談 2008 總統大選」。李席舟表

示，雖然民進黨內有人認爲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不必再談獨立，可是事實上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例如：曾經有立法委員問內政部長台灣首都在何處，那位部長居然回答要回去查一查；再如考試題中問及我

國有哪些院轄市，答案居然包括南京、上海 等中國城市。國家正常化需由基礎做起，也就是要有一部台灣的

憲法，如果立委選舉台灣派不能過半，制憲無去實施憲法，憲法仍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台灣要國家正常化將

困難重重。徐國勇爲謝長廷的「憲法 一中」提出解釋，他說當初謝時任高雄市長，民進黨討論修憲與制憲問

題，有記者問謝對修憲與制憲的意見，謝表示台灣 的憲法爲一中架構的憲法，當然要修憲、要制憲，謝的談

話被統媒扭曲爲謝支持 「憲法一中」。徐國勇同時解釋謝長廷的「和解共生」是有前題的，即是雙方 要互

相承認彼此的存在，對台灣產生認同。徐國勇指出台灣已經有 70%的人認爲自己是台灣人，不過民進黨得票

率還不過半，原因是人民對民進黨執政沒有安全感。徐國勇指出，由於台灣的憲法仍是沿用中華民國的憲

法，目前只能用兩刀三段論，就是在國內能認同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在國外則要區隔台灣與中國。 

律師江建祥以「轉型正義裏的真相與和解」爲題，繼續探討「和解共生」。 江建祥指出，轉型正義的定義爲

政治轉型過程中對過去極權專政政權的錯誤所為的司法處置。台灣的寧靜革命代價太大，到現在轉型正義都

還沒開始。轉型正義方式包括國內、國際或混合式的刑事追訴，還原真相，撫血與賠償，清除舊、惡勢力，

和解與社會重建，追悼與緬懷。和解的定義爲敵對團體之間的衝突與恢復合好的關係，和解的要件爲懺悔，

撫恤賠償，原諒。中國派至今沒有懺悔，如何能和解？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我們應抛開中 華民國的虛情假

意。江建祥認爲，和解不可以當作容忍不公不義的藉口，政治人物也不可以在和解的崇高旗幟下，強迫被害

人承擔原本應該由加害者承擔的責任。 

考試院考試委員陳茂雄分別以「催生台灣新憲法」與『臺灣國家正常化的障 礙」與大家探討大會主題。陳茂

雄指出，一天到晩說要修憲與制憲是不夠的，必須以淺顯的方式向人民說明。他認爲，修憲還是用中華民國

的憲法，等於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由於中國在國際認知上已取代中華民國，台灣如果繼續用中華民國的憲

法對台灣是很大的危機，所以必須正名與制憲。他說，現今台灣總統無否決權，國大被廢，立法院無人制

衡，無限擴權以致成爲司法大怪獸，加上中國派在立法院席次過半，強行通過公投法來限制人 民行使公投的

權力。大家常責怪阿扁總統不制憲，其實總統的職權只及於國防舆外交，立法權在國會，由於中國派的立法

委員還在期待統一後中華民國憲法可以繼續用，因而時時阻擾制定新憲法。因此要催生台灣新憲法必須讓台

灣派在立法院席次過半。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障礙包括人民不認同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而無法改革，對政府

政策不關心，也因此對中國派的大量貪污不在意，不關心國家社會大事。這是台灣長期受外來政權統治造成

的現象，這需要大家奮鬥慢慢調整。再來就是中國人的中原優越感，戰後來台的中國人不認同台灣人，而台

灣人卻認同台灣人中國人，以致造成少數的中國人能擁有多數的權力。另一障礙爲國民黨的人脈網，當初國

民黨爲有效控制台灣人，以利益收編各 地較大的派系，這種人脈關係極難打破。 

陳茂雄指出，台灣目前最需要的是正名、制憲與加入聯合國。要加入聯合國，台灣必須先成爲一個獨立的國

家，要成爲獨立的國家必須表示自己的主觀意識。不幸立法院強制通過的公投法要限制人民表達自己的主觀

意識，加上正名、制憲等立法權在國會，一切都卡在立法院，不幸的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爲原住民 6席、區域

性 73 席、政黨 34席，因區域性的人脈都在國民黨手中，立法院席次要過半必須十分努力，如不幸台灣派沒

過半，總統大選台灣派—定要贏，而且要贏很多，以避免中國派選輸暴動，也可稀釋國民黨的資源。 

週六下午的分組討論還包括 FAPA 講座” FAPA Dallas 分會會長李再添、Houston 分會會長郭正光 、Austin

分會會長許清隆、Louisiana 分會會長何麗珍分別爲大家報告各地分會的近況” FAPA 中央常務委員葉寶桂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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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介紹 FAPA新近增加的軟體工具 Action Alert ”可讓大家經由網路車曝的寫電郵給自己選區的參、眾議

員，要求他們支持有利台灣的法案。 

除了嚴肅的話題討論，夏令會節目也包括輕鬆的共享台灣好茶、人際關係、台灣之夜。台灣茶專家許正龍先

生爲大家講 「茶經」，西洋人稱的 black tea我們叫做紅茶，台灣的烏龍茶是介乎紅茶與綠茶之間的產品，

茶葉本身沒有多大的區別，是製造者用自己的特殊的方式製茶才造成各種不同的風味。好茶的基本泡法是 1

茶匙的茶葉（如是鬆散的茶葉用 2茶匙）加於 6 oz的開水，泡 3至 5分鐘（茶葉漲開爲止），一泡茶可沖 5

至 6 次。賞茶包括賞茶舞（茶葉在水中漲開飄舞的意境)，聞茶香、觀茶色、品茶味與讀葉底（泡過的茶葉曬

乾是很好的肥料）。有興趣進一步硏究者可上網 teaonel.com。 

葉李麗貞的「人際關係」講座教導我們要先認知自己，對自己有信心，堅定自己的立場 >在這種條件下才能

提昇人際關係。不管你的子女嫁、娶任何人種，只要家庭裡的每個成員能互相溝通、增進了解，都可以和樂

相處建立快樂的家庭生活。 

週日上午在陳茂雄的「臺灣國家正常化的障礙」演講之後，大會總幹事主持一場座談會，除了已提前離開的

講員外，包括陳茂雄，李席舟、謝榮峻還有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王明珠都列席，王明珠以她五月時參加日

內瓦 WHO的經驗指出台灣如果不能成爲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台灣人們的健康也不能得到正常的保障。與會

同鄉就兩天來的主題討論，熱烈發問，各講員也知無不答，場面熱烈，到了閉幕儀式時間，到了才意猶未盡

的結束。 

 

美南夏令會台灣之夜側記 阿賢 

連續好幾年的美南夏令會，在週六晚餐都安 排演講，今年改變方式，除了台工會詹文聲介紹台工會獎學金

外，開放讓同鄉卡拉 0K。同鄕們心情愉快，輕鬆的氣氛一直延續到台灣之夜。台灣茶專家許正龍不但會泡好

茶，歌聲也一流，晚餐時間與賴鴻毅牧師兩人飆歌，各領風騷。前 Houston僑教中心主任李叔玲，回台就任

僑委會第三處處長，代表張富美參加美南夏令會，與 Dalia的黃金單身漢 Sam 合唱雙人枕頭，全場哨音、叫

聲滿天飛，原來這些老阿公老阿嬷級的同鄉們，愛搗蛋可不輸年輕 人。 

台灣之夜由 Dallas同鄉林國亮、柯進忠帶領大家合唱「God Bless America」後正式開始。Houston 今年推

出柯志佳、顏琇莉搭檔主持台灣之夜，兩人不但配合得天衣無縫，還在節目中間穿插有關台灣地理與歷史的

問題，答對的同鄉有獎，使同鄉有機會認識自己的祖國史地，實在是很好的點子。今年 的台灣之夜節目多元

化，合唱包括 Houston台聲合唱團的「針線情、出外人、台灣百合」，以及 Dallas台心合唱團的「思念的

故鄉與飛快車小姐」。獨唱則是由晩會主持顏琇莉演唱「故鄉的鳳凰花」。賴鴻毅牧師應總幹事邀請臨時下

場爲大家高歌「快樂要自己找」與「台灣是寶島」。 

Dallas 婦女會的話劇「心目中的好男人」，表達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對好男人的定義，結果是不論年齡，有一

共同點就是都希望男人有錢，而且還得把經濟大權交給"她"。Dallas 婦女會會員年齡大多爲坐五望六，不論

是扮成二十幾歲的年輕姑娘或是七、八十歲的老阿嬷都爲妙爲俏，令人嘆爲觀止。Austin 同鄉會的超級爆笑

劇「傻女婿」則是由真正的年輕人扮演，當各地同鄕會都面臨老化問題，而不得不由五、六十歲的人扮演二

十幾歲的年輕人時，Austin 同鄕會能有真正的年輕人來參與真是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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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更是包羅萬象，Dallas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山地舞「歡樂慶團圓」輕鬆活潑，服裝鮮豔。Dallas 同鄉會

的現代舞 Grease Medley，由 十八位老黑貓、老黑狗，配以年輕人聽的音樂演出，這群平均年齡近六十，且

有四位阿公三位阿嬷的舞員‘居然能夠趕得上熱門音樂的快節奏‘ 還沒閃到腰，可見得他們是訓練有素

「New Qrleais同鄕劉玉美的「埃及現代舞」，將全場情緒帶高到極點，她穿的是有如埃及豔后穿的香艷舞

衣，配上精湛的舞技，讓大家看得如痴如醉，跳完後劉玉美教大家基本扭肩擺臀的技巧， 並保證如果大家回

去能每天跳上半個鐘頭，明年大家的身材都可向她的一樣苗條誘人‘可惜這些動作由她做來是輕鬆好看‘同

鄕們做來可是有點像在耍猴戲呢。New Orleans同鄉會在劉玉美帶領下再帶來群舞「歡樂熱舞」。Austin 同

鄉會的「水上芭蕾舞」則是真人與道具結合的創作，他們以不停搖動的布幕代表海浪，三個年輕人在浪濤中

翻滾芭蕾舞則是由充氣的長布條象徵美腿再波浪中飄舞，到底是年輕人有創意。 

Houston同鄉謝慶輝已經好多年沒賣他的"黑糖炒米糠"的膏藥了，當夜又重操舊業來段「打拳賣膏藥」，雖

是舊業重操，大家還是聽得哈哈大笑。 

台灣之夜在活潑生動氣氛中於十點在台心與台聲合唱團帶領大家合唱「台灣」後圓滿結束。 

2006 

    美南夏令會花絮/阿賢 

賴弘毅牧師的歌喉真不是蓋的，週五晚上他獨自一人演唱了一個多小時的『台灣藝術歌曲』，曲曲都是又好

聽又高音，賴弘毅牧師的高亢美音讓大家都陶醉其中。  

    今年大會準備的點心與早餐都是一份一份由工作人員先準備好，同鄕們排隊一領就走，不但容易控制

量，而且隊伍進行很快，真是好方法，只是大會工作人員多辛苦了。 

大會準備的點心中有一道碗稞，每人只分到四分之一塊，大家以爲大慨是太貴，所以大會捨不得供應太多，

葉雅鈴趕緊解釋原來是供應碗棵的餐廳只有六十個碗,所以只能做六十個，這餐廳老闆也太不會變通了吧，不

會分成幾次作嗎？ 

今年是第 1.5代年輕小姐陳婉宜第二次主持大會，相較去年，其台風大有進步。   

所有節目的時間都是由黃燕玲控制，她不但備有 「10 分」、「5分」、「2分」、「1分」的牌子，還很盡

責的準時舉牌，所以大會進行的時間控制比以往都好。 

大會麥克風在週五晚，毫無問題，週六一早卻問題頻出，大家笑說大慨是前一晩被賴弘毅牧師的高音震得太

累了，還沒睡醒。 

奧斯汀台灣同鄕會雖然成員不多，卻也出了三個晩會節目，總幹事葉雅鈴更是不顧形象的潦下去，一下子女

扮男裝，成爲台灣武林第一劍，一下子又化身 「安平追想曲」中的混血金毛女。 

奧斯汀的俊男美女跟著輕快的「山頂 e黑狗兄」，又跳又忸，大概是年紀輕，雖說是只練了三遍就上場，比

起練了數月的阿公阿嬷，更有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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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台灣同鄕會一如前兩年，由台心合唱團演唱，其團服爲印有台灣觀光局「Taiwan Touch your Hear」

標誌的 T桖衫，許多外地同鄕跑去問他們能否購買這種 T 桖衫。達拉斯的老黑狗老黑貓的排舞雖然表演了

五、六年了，大家還是看得津津有味。 

路易斯安那州的同鄕會、不讓達拉斯台灣同鄕會稱霸，也組了一隊老黑貓表演採茶韻律舞。其韻律舞不論是

服裝或舞姿，跟達拉斯的老黑貓都很有得拚。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以有趣的短劇「回生術」 暗喻中國貨之不可靠。休士頓台灣同鄕會更由葉明霞女士帶領一

群年輕小姐與一位帥哥，表演由古早台灣阿嬷的大花布裁製的衫。大家都猜男士如何穿大花布裁製的衣褲源

來是用大花布製成大禮服的蝴蝶結(bow tie)與腰帶(Cummer bund)。真令人想不到古早台灣阿嬷的大花布能

裁製成各式各樣正式與休閒的服裝來。 

台獨聯盟的莊秋雄博士說他親身用手更改海外遊子台獨夢」續集的植誤，每本都花了二十幾分鐘，而且他將

把賣書所得捐給台灣學生社，許多同鄉們大受感動，紛紛購買。 

李筱峰教授不但對台灣的歷史瞭若指掌，對台灣的民謠也知之甚詳，他在台灣之夜時，哼了好幾 首老民謠讓

大家猜歌名，同鄕也不負眾望的——猜對。可惜的是好像沒有年輕人猜對。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121期 7/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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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美南夏令會圓滿成功 

【阿賢•達拉斯報導】由美南地區八 大台灣同鄉會聯合舉辦的 2005 年美南夏 令會於七月八日至十日在

Dallas/Ft.Worth Airport Marriott South Hotel 舉行。七月八 日爲報到與認親結緣的輕鬆時刻。大會開  

幕於九日上午，由總幹事葉鴻振與主辦單 位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王天惠揭開，以 往美南夏令會都由第一

代台美人主持，今 年則第 1.5代的年輕人陳婉宜小姐擔任。 今年夏令會的主題爲"海內外台灣人的 新挑

戰”,現任 FM91.3嘉義之音廣播電 台新聞部主任，<戰略台灣>節目主持人凌 子楚爲主講人，凌先生以他在

電台主持節 目的招牌開場白『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 歷史，歷史是台灣人的八字，八字是要自 己寫，勿通給

別人寫』來開場，他用蔣 渭水先生的名言“台灣的歷史像藍色的 迷夢、台灣人在光線前尋找光線、台灣人 

在冤仇前化解冤仇”來描述台灣人的現 狀，台灣近年歷經日本佔領、228事件、 白色恐怖以近年的美麗島

事件，就如藍 色迷夢般時起時落。台灣人長期受國民黨 的恐共教育，以致出現如扁政府在選前談 台獨選後

嫌台獨以 70%以上的人認同 自己是台灣人，但是贊成獨立的卻不到一 半的現象，被嚇得就如光線已在眼前

卻不 敢睜眼看，仍然閉著眼要尋光線，台獨不 是只喊口號，而應有一套政策。有權有錢 的外省人，一直恐

嚇一般外省人，主張台 獨的人要把外省人趕盡殺絕，事實卻相反，台灣人肚量很大，就如在冤仇結成前 就

已化解冤仇。凌先生認爲台灣人最大的 挑戰爲沒有自信，因爲沒有國防即可戰的 軍隊，所以沒有自信，雖

然台灣位於亞太 重要戰略島嶼群，在美日安保範圍內，不 過台灣應建起自己的防衛力，台灣雖有 20%的國

防預算，但軍公教的福利佔了國 防預算很大的比例，必須更正，除了加強 國防外，還需培養年輕一代的可

戰之士。 台灣政黨重組'政治版圖改變，台灣面臨 的危機包括:執政黨立場、政策搖擺-沒有 政黨想當在野

黨，由於泛藍立委的立法加 但書，形成表面上是民進黨執政-實質上 卻是泛藍執政的現象。凌先生認爲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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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使人偉大，堅持夢想才會使人偉大，台灣人有自信就可堅持夢想。凌先生以他的 夢想”不久的將來可

以慶祝屬於台灣自己 的國慶”結束他精采的演講。 

接下來由台北經文處休士頓處長廖港民 爲大家分析"兩岸軍事平衡與台灣安 全”，廖處長指出中國在軍事、

外交、經 濟上不斷對台灣施以壓力，軍事上隨時可 能有戰況發生，台灣人應有警覺心。70年 代台灣經濟

好轉後，人民開始要求民主， 威權統治式微，兩國論、台灣中國一邊一 國等論述陸續出現，中國對台灣的

打壓則 有增無減，其根源就是一中。在此期間雖然台灣與中國面臨軍事緊張的 局面，不過在經濟上台灣卻

不 斷向中國靠攏”這是很危險 的。中國由於蘇聯的瓦解'來 自蘇俄的危險大減'其軍事戰 略也由三北（東

北、正北西北） 改爲四海（渤海 ' 黃海、東海、 南海），其目標在亞太地區三百 萬平方公里的海域資

源，由於 中國政府不介意其人民的生 命，其想法非常理可判斷，台 灣需要防備。台灣面臨的困境 包括政

治干擾，軍購案不能通 

過，年輕人普遍視力不佳，有戰鬥機卻無 足夠的駕駛員，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不夠， 雖然美國因 台灣位處重 

要戰略地 位，但萬一 美國放棄台 灣則台灣會 很危險，台 灣還是需要 自立自強。 台灣因地小，需發展先

制防衛， 萬一戰爭發生，最好能決戰境外，還需發展攻擊性飛彈，國防部 於六月公佈已硏發成功中程攻擊

性飛彈， 台灣亦需建立電子戰鬥部隊。台灣爲海 島，有防守的地利之便，只要國防能加 強，人民有信心以

及有危機意識，台灣則 可保平安。 

Congressman PeteSessions 在廖處長演講 後'到長向與會同鄉問好，謝謝同鄉們長 期的支持，並向同鄉保

證美國支持台灣的 態度不變。 

週六下午由全美人權協會會長蔡靜煌主 持的主題座談會，邀請全美各台灣人社團 代表，發表由其社團的角

度看台灣人面對 的新挑戰，民主進步黨僑選立法委員莊和 子，認爲由於人民對民進黨執政期望很 高，卻由

於在野黨的爲反對而反對 > 使政 府空轉不能發揮作用，而使人民對政府失 望。北美教授協會副會長詹文聲

先說明他 只是發表自己意見，他認爲台灣人的新挑 戰包括國家認同的問題，如何擺脫中國 結'敵我不分，

應提昇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政府應讓人民認同台灣。台獨聯 盟美國本部主席楊英育提出台灣國際地位 

的降落（如美國 StateDepartment的 website 已 不同顏色標示不同國家，卻以相同顏色標 示台灣與中

國），連宋訪中，無形中將台、 中關係變成兩個政黨間的問題，台美人各 社團應合作、發揮力量不可讓美

國的一中 政策，退化成中國式的一中政策，同時各 社團應合作發起運動來增強台灣人的國家 認同。FAPA

總會會長吳明基提出台灣面臨 的新挑戰包括美國國會新成立的 Congressional Chinese Caucus，US China 

Working Group 以及 Senator Joe Liberman 要提法案， 以五年 1.3billian 來教美國人中文與中國文 化，

親中的中文媒體發起促成此法案通過 的簽名運動，在美的中國人想以此結合推 動有利中國之事 1並以此再

結合台灣來的 泛藍，我們應盡力促美放棄一中政策，加強台灣關係法案 >促成美國承認台灣與讓 美國人瞭

解只有台灣的人民才有權利決定 台灣的前途。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美南區理 事孫佳惠認爲雖然台灣女權進步

很多，但 台灣婦女還 是面對很多 的挑戰，民 法親屬篇仍 是重男輕 女，社會還 是認爲照顧 小孩與老人 

家是婦女的 工作，教科 書仍然包含 歧視女性的 訊息，女嬰 遭墮胎的比 例遠比男嬰 高，政府立法保護婚

姻暴力受害女性還不夠，外籍新娘及其所生的小孩未受保護。全美台灣同鄉會 美南區理事謝慶鏘指出， 全

美台灣同鄉會面臨會員 老化，宗旨及作法沒改 變，忽視美國政府提供的 老年人福利，如何與中國 人打交

道,如何與台北文 經處的人員來往等問題。 

全美人權協會理事黃根深 指出人權與政治是衝突 的，政府爲了維持社會秩 序，設立法律來約束人民，在執

行法律時 因無意或有意，總會違反人權，台灣由極 權統治進入民主時代，人權工作的性質變 化很大，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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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面臨的問題有老將老 去、新兵沒增加'因應人權工作的性質變 化應如何再出發，如何調整人權會的宗旨 

與方向。 

尊重台灣的中國人曹長青於週日上午發 表“台灣應怎樣對付「內憂外患」”，曹先 生指出台灣與中國最大

的不同在於台灣是 凍蒜、數人頭、民主，中國則是清算、砍 人頭、極權。虎視眈眈的中國是台灣面臨 的外

患，內憂則是親中的反對黨，曹先生 提出連宋赴中犯了形式與內容的錯誤，形式錯誤為在野黨的領袖不可與

他國領袖對 談，遑論敵對國領袖'連宋與中非對等的 談判而是朝拜的形式。內容的錯誤包括連 戰說的聯共

制台獨，宋楚瑜說的台獨不是選項之一，反對台獨爲選項就是反對民 主。曹先生反對阿扁總統赴中，他認爲

不 論以任何形式，只要阿扁總統踏上中國， 就會變成兩個中國的事，台灣就消失了。 曹先生認爲台灣的危

機是國家認同的危 機，政客煽動民族情緒。雖然台灣面臨內 憂外患，曹先生指出由三點可看出台灣有 希

望：1.台灣內部有共識，共產黨不是好 東西，而且不會變好；2.台灣有選舉，認 爲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持

續增加，表示台 灣人逐漸由國民黨的奴化教育中清醒；3. 中國內部問題很多、中國領導者如毛澤東 與周恩

來因權力不受威脅，因而不在乎台 灣，江澤民怕其權力受威脅，對台強硬， 以此收攬民族主義者的支持，

胡錦濤更變 本加厲，以攻台的強硬手段來遮掩其制度 性的腐敗。台灣人應有獨立的準備，在適 當時機向世

界宣佈獨立，六四天安門事件 就是好時機，可惜台灣當時未準備好，台 灣須在下次時機來臨前做好獨立的

準備。 

僑選立委莊和子緊接曹長青之後爲與 會同鄕發表"台灣國會與國家未來方向 的期待”，台灣執政黨面臨的困

境有:由 於民進黨只能控制 225 席立委中的 101 席，遇到重要表決也只能明知不可爲而爲 之，發動甲級動

員°爲換取其他政黨的合 作，民進黨立委不能盡情發表自己的意 見，只能委由黨團代表協商。朝小野 大，

政府陷入空轉，拉扯的結果使台 灣無法邁步向前，讓台灣在競爭激烈 的世界潮流中漸失競爭力。莊立委認 

爲台灣未來的國家方向應以強化國家 意識爲主，由於過去政府將台灣獨立 的事實，視爲政治禁忌，使許多

人對 國家認同有質疑，也讓中國利用這個 矛盾製造台灣國內的紛爭。美國是世 界強國「國內的大政策都以

美國利益 爲優先，反觀台灣則是以意識型態爲 主，美國對科技輸出有限制，台灣的 商人卻偷偷將最新進的

科技送到中 國，這些現象都起因於沒有國家意 識。我們必須要讓台灣人認爲他是台灣 人，台灣是他的國

家。 

除了上述政論性節目外，美南夏令會 還爲青少年們準備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 席楊英育主講的"Taiwan: 

Past, Present & Future"，週日早上更由青少年社團代表 Tzu-Hui Chen、Ling Huang、Chiao-jung Wang ' 

AbeYoung、Ketty Chen、Calvin Chen 在 Cathy Jaegers 率領下與同鄉們分享 他們認同台灣的心路歷程，和

參與第二代 台美人社團所遇到的困境。 

週六下午夏令會更分組由劉如峰醫師 討論”癌症會遺傳嗎檜傳染嗎?可以預防 嗎?”，陳珠璜醫師討論「壞

膽固醇」的酯 類成分和其破壞血管壁細胞的基因條控之 

機轉。國立東華大學助理教授黃東秋指出 台灣很多人很羨慕歐洲的多語言環境，其 實台灣有台語、客語、

北京語與 12 族原 住民語言，本身就具有多語言環境‘台灣 各族群的人都應去瞭解其他人的語言與文 化，

如此大家才可和諧共存°王華南先生 討論“台語各種發音的比較”與“台語演 化的過程”，他贊成以萬國音

標發音，因 其優勢爲所有台語都可發音。台語可完全 由漢文寫出，股自都可由康熙字典找到。 李席舟討論

小企業如何由大政府申請生 意，撇步正如螞蟻吃大餅，要勤勞、锲而 不捨、未雨綢繆、認清自己、分工合

作。 莊承業則教同鄉如何有效主持開會，無師 自通的畫家王華東博士以他畫的「台灣民 俗風情畫系列與同

鄉分享由畫認識 1900 到 1960的台灣鄉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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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美南夏令會於七月十日中午由 葉總幹事宣讀夏令會聲明後，全體與會同 鄉手牽手高唱“伊是雜寶

貝”聲中圓滿 結束。 

 

 

美南夏令會 

"海内外台灣人的新挑戰" 

7 月 8 日至 10 日在 Dallas/Ft. Worth 

Airport Marriott South Hotel 

(4151Centreport Blvd., Fort Worth, TX 

76155)舉行。 

「美南夏令會總幹事： 葉鴻振 817-571-1258   ghyeh@yahoo.com 

 

 

2005 年美南夏令會 

七月八日至十日在 Dallas 舉行 

誠邀您來參加 

2005 年美南夏令會籌備會誠懇的邀請您來參加今年的美南夏令會。 2005 年美南夏令會將於七月八日至十日

在 Dallas/Ft. Worth Airport Marriott South Hotel (4151Centreport Blvd., Fort Worth, TX 76155)舉

行 ° Marriott Hotel位於 DFW 機場旁，與德州遊樂之都 Arlington 比鄰，附近有 Six Flags Hurricane 

Harbor、 Six Flags Theme Park、Ranger's Ball Park、Lone Star Park (Horse Racing)，Stock Yard、

Japanese Garden、American Airline Aviation Museum 等好玩的地方 ° 

今年台灣學生社(Taiwanese Collegian)也決定和美南夏令營一齊在同地舉 辦 TC 的夏令營，UTA-TSA(德大阿

靈頓校區台灣同學會)也將參與美南夏令 會，屆時將給美南夏令營帶來年輕學生的新氣息。 

七月八日下午及晩上爲報到及交誼，正式節目在七月九日早上開始至月 十日中午結束。今年夏令會的主題爲

"海內外台灣人的新挑戰"，大會正 安排令大家滿意的專題演講講員們。除了專題演講外，大會並準備其他講 

座包括醫藥健康、婦女會、人權與政治、生活、產業科技、台美畫家作品 展等，週日早上還爲教徒們準備主

日崇拜。 

mailto:ghyeh@yahoo.com


124 

 

 

 

 

美南夏令營主辦單位希望大家及早預留時間，在七月八日的這個週末一 齊來 Dallas地區做伙參加美南夏令

會。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與籌備 會聯絡。 

美南夏令會總幹事：葉鴻振 817-571-1258，ghyeh@yahoo.com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於 7 月 8 日至 10 日 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舉行 

阿靈頓市(Arlington)位於達拉斯 (Dallas)與福和市(Fort Worth)之間。 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有新建的學生 

宿舍，有設備完善學生活動中心可 供聚餐與集會。 

主辦單位達拉斯台灣同鄉會將在 二月中成立籌備大會。有關夏令會 的消息將會在籌備中的網站公步。 有關

今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聯絡或 問題，請與今年大會總幹事葉鴻振 會長聯絡(817-571-1258,或 E-mail: 

George.Yeh@TAADFW.ORG)。 

 

 

mailto:ghye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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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美南夏令會 

作者 王明珠 

美南台灣人家庭大團聚——記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在七月十八日圓滿結束，這次參與兮人數超過預定，實令大會大出預料，因為自二〇〇四

年來，海外台灣人為著台灣總統選舉耗盡人力、財力，確實困難重重，因此在準備過程中，波折起伏不定，

一路走下來實在不容易，沒想到最後兮衝激，竟然一切就緒，講員、參加人數都在預算中，真感謝大家兮幫

忙及參與，使我們兮辛苦成為甘飴。 

今年大會場地兮選擇是咱大會辦得成功兮一大元素。Camp Allen 設備齊全、佔地寬敝，食、住及開會場地都

是很適宜，就以 Workshop 來講，就有八個節目同時進行，節目之多可能開咱美南夏令會之例，參與者任選他

們的喜好，節目各個精彩無比，大會場地更是美侖美奐，大會主題懸掛會場正中，八個分會兮旗幟排在會場

兩邊，會場佈置大方、適中。 

在節目兮安排，道次夏令會也開先例，因為要配合今年兮主題，晚會從開始就設計兩個，一由咱這代主持，

另一由咱兮後代主持，效果其佳，每晚都有很精彩又溫馨兮節目表演，使毎個參與者享受每一分鐘、每一時

刻。我在這裡要感謝所有兮表演者，恁帶給我們有一個非常難忘兮晚會，我也要特別感謝咱後代兮用心安

排，您們不但有才藝，更有愛咱台灣兮心，我們為他們感到榮幸與驕傲。 

台美人未來兮方向，在星期日早上兮「兩代對談作真好兮討論，兩代踴躍發言溝通，是一個好兮開始，也是

咱未來要努力兮方向，感謝葉錦如同鄉兮主持。咱真歡喜這次婉真姊一行，黃建義先生、林玉夏牧師娘，千

里迢迢由台灣來參加咱兮夏令會，他們帶來真多好玩兮陀螺，也有對台灣古早建築作真好兮報導，林牧師娘

給咱介紹山地原住民兮部落散佈以及種種兮習俗，使我們對山地原住民更進一步兮瞭解。 

最後我要向所有休士頓鄉親、義工、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全力幫忙，以及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兮貧助，使

咱大會一切事務順利進行，在此特別感謝達拉斯林國亮同鄉為大會控制音響，不但為大會省一大筆錢，但是

最感動人的是他服務鄉親兮熱忱與奉獻，咱真感謝他！各地鄉會兮配合與幫忙，在此一起致最大謝意，多謝

各位這一次給我有機會為鄉親服務，不週到之處，請多多包涵。 

(夏令會總總幹事王明珠) 8/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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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美南夏令會 7 月 3-4 日舉行 

航太專家廖宏祥主講 TMD 

名歌手洪榮宏演唱 

【休士頓夏令會綜合報導】一九九九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將於七月三日至七月四日在休士頓西北方約一個多

小時路程的森林遊樂營 Camp Allen 舉行。Camp Allen 爲夏天渡假的好去處，內有多種遊樂場地，可提供同

鄉豐富的森林樂趣，詳細的介紹請見上期鄉訊。今年大會的主題是「獨立最安全、公投最民主、關懷最幸

福、合作最進步」。主題演講者將由從事國家空中防衛系統硏究及實務經驗的廖宏祥博士擔任。台灣之夜將

包括名歌手洪榮宏先生之專業演唱。 

廖宏祥博士畢業於華盛頓大學主修『航太科技中的缺陷容忍度』(Fault- tolerance in Aerospace)。廖博士

目前任職於工程及傳達資訊公司副總經理，主管技術轉移及台灣飛航管制和空中防衛系統之維修。廖博士在

航太資訊方面的經歷還包括任職於 Boeing, McDonnell Douglas, Martine Marietta等航太工業公司。廖博

士此次演講的主題將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Theater Missile Defense)爲主。演講的內容預計包括

彈道飛彈的威脅，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簡介，美軍的戰術槪要，美國戰略方針對台、中軍事平衡的影響，以及

台灣對 TMD 的正反意見等等。 

由于中國在 1996年對台灣以飛彈威脅，引起亞洲國家的戒心，因而激起此地區國家對飛彈防禦系統的需求。

美國眾院於 1997年通過將台灣納入 TMD系統中，目前台灣朝野各派正對此一可能彌補台灣當前國防弱點的軍

事計劃展開辯論。夏令會有鑑於此，特別邀請廖宏祥博士來美南地區，替同鄕們講述此一國際性合作的軍事

計劃。除此之外，夏令會也邀請數位對台灣政治社會等議題有深入硏究的專家來做專題演講以滿足參與者 關

懷鄉情的願望。 

夏令會的籌備單位也爲「台灣之夜」邀請名歌手洪榮宏先生登台演唱。洪先生爲台灣著名歌王洪一峰之子，

他七歲隨父親登台演出，十歲發行個人第一張台語專輯，十八歲發行著名的台語專輯〈一支小雨傘〉，十九

歲拍攝第一部電影〈行船人的愛〉。自出道以來發行的唱片專輯，包括台語、北京話、日本語等超過五十

張。其成名作包括〈一支小雨傘〉、〈行船人的愛〉、〈春天哪會這麼寒〉等熟悉的台語名曲。自三十歲開

始，洪榮宏連續榮獲兩屆台灣音樂界最高榮譽「金曲獎最佳男歌手」與第一屆 「最佳製作人」，目前洪先生

更在電視主持節目介紹台語老歌。 

由于今年場地特殊，籌備單位只預訂到七十個房間，籌備會總幹事郭振源先生特別鼓勵大家儘早報名。報名

截止日期是 6月 19日。逾期報名者籌備會無法保證訂得到房間。報名請向同鄉會秘書(713-981-8787)接洽。

Camp Allen 每晩費用是一人一房，每人$82.50，二人一房每人$71.50，三人一房每人$66.00。這包括許多吸

引人的遊樂設施的使用。其他像騎馬場、飛靶場和獨木舟等，將酌收管理費。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757期 6/2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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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九八年美南夏令會 

七月初三至初五舉行 

【休士頓趙紀諭報導】98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決定在美國國慶假期舉行，時間是七月初三到初五，攏總三工

二眠，地點是佇 Waterwood National Resort。 

夏令會總幹事葉寶桂，全美同鄕會美南區理事長趙紀諭和休士頓、達拉斯同鄕會會長，郭振源、溫惠蘭在 3

月 14 日，全工駛車去實地踏查，姻對會場兮環境，開會場所，娛樂設施，房間安排，淸潔等攏真滿意。葉寶

桂總幹事目前在交涉價格佮菜單，伊表示報名單會刊佇五月份鄕訊。夏令會節目安排同時在進行，同鄕有任

何建議請向當地同鄉會會長反應。 

Waterwood National Re-sort是在休士頓北邊兮 Huntsvi11e，離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108 英里，會場是

在國家森林裡面，離 Lake Livingston 真近，會場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室外籃球場、排球場、游泳池，

可以租船釣魚、露營，是一個真舒適來渡假、休閒兮所在。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夏令會和美東夏令會時間上有稍微衝突，但是今年會場攏總有 73 間房間而已，希望同鄕儘

早報名，有關夏令會兮詳細情形，主辦單位會通知各地同鄕會會長佮台灣鄉訊公佈。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641期 4/15/1998 

 

 

美南夏令會七月二日開幕 

施正鋒將作主題演講 

【休士頓訊】一九九八年美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將於七月二日至七月五日在聖安東尼市的七橡園渡假中心舉

行。大會的主題是「人在美國，扶持相牽，心衛台灣、民主獨立」。主題演講者將由從事國際和平硏究多年

的年輕學者施正鋒博士擔任。今年大會將爲第二代子弟另聘一位主題演講者。目前正委請辦青少年夏令營多

年歷史的台美基金會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代爲找尋。 

施正鋒博士，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主攻族群政治，比較外交政策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任教

於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除了一般學術著作以外，施教授曾編著「台灣憲政主義」、「台灣民族主義」、

「民族認同與台灣獨立」、「語言政治與政策」、「族群政治與政策」、「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

治分析」等書。除了在台灣的學術領域，積極貢獻自己的硏究心得以外，施教授也十分活躍於政治學界。施

正鋒不但是學有所成的政治學學者，也是一名關心台灣前途，務實於政治、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在美留學期

間，施正鋒即積極參與台灣人社團及從事台灣意識的啓蒙工作。回台之後施正鋒也積極爲富有理想熱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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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爲台灣人民獨立自主奮鬥的政治人物助選。這次施正鋒教授專程應聘到美南夏令會擔任主題演講，實是

美南地區台灣人的榮幸，也是籌備人員努力的成果。 

除了主題演講者以外，大會另有二位島內來的講員，許慶雄教授及許常惠教授。許慶雄教授任教於淡江大學

國際學日本硏究所。著有「社會權論」、「憲法入門」、「現代國際法入門」、「台灣的國家定位」、「憲

政體制與中國關係」、「聯合國與台灣共和國」、「憲法入門 II—一政府體制篇」等書。 

許常惠教授現任職於師大音樂系，專門硏究民族音樂，三十多年來從不間斷地從事田野採風工作，作全面的

從事民間音樂調查、採集、樂理與硏究。許教授至今已創作百首以上的作品，包括獨唱曲獨奏曲、室內樂、

管弦樂、合唱曲、演唱劇、歌劇及舞劇。 

這次夏令會的節目除了聘請一流的講員增強同鄉們求知的慾望以外，也安排許多運動遊戲及生活實踐的節

目。除了傳統的高爾夫球及網球比賽以外，今年將舉辦游泳接力賽及水球比賽。並安排母女講座、中年危機

及投資座談等。讓與會者增加解決生活的問題的技巧。 

最特別的是第二代子弟的節目。今年特別聘請具有多年青年輔導經驗的專家來和第二代子弟懇談。休士頓台

灣同鄕會的青年版顧問，台灣學校副校長李秀英同鄕也特別爲第二代子弟講述台美子弟的責任。 

由於節目豐富，未演先轟動，夏令會的活動已經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都想在五月底大減價前報名。截至

截稿前，休士頓地區已有百餘人報名，尙未報名的同鄉請儘量利用六月十五日前報名享受 10%減價的機會。 

夏令會七月二日下午四點半開始報到，當晩有成人營的認親結緣及青少年營的遊樂節目。 

七月三日日間全天是運動節目。上午至下午三點成人營有高爾夫球及網球比賽；青少年營有網球及排球比

賽。下午三點至五點半兩營合起來有游泳接力賽及水球比賽。不喜歡運動者可結隊遊聖安東尼市或留在營內

繼續認親結緣。晩餐後成人營有卡拉 0K，社交舞及「冰果」（Bingo）遊戲；青少年營有他們的舞會。 

七月四日日間及五日成人及青少年營分開活動。四日上午九時二營各別於九時擧行開幕 禮，其後，就有專題

演講；下午各有座談會；成人營有台灣政情座談（施政鋒主持）；如何做個快樂和有自信的人（南區婦女會

主持），現代台灣音樂（許常惠教授主講），投資策略及退休準備（邱忠男博士主持）；中年危機，生理和

心理問題（張欽瑞醫師、謝堯洋博士主持）。青少年營有主題和主講者還未決定的青少年主題，陳香惠女士

及謝孟婷小姐主持的如何進入青春期 How to Prepare for adolescence（父母和青少年皆可參加）。 

五日上午二營各別有演講會及閉幕典禮。午餐後即互道再見之時刻。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655期 6/10/1998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紀行 

張瓊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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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久了，你是否曾對美國式那冷漠的人際關係感到厭倦？明明十分鐘前才在走道上 碰頭，他又要問你

What up?而當你信以爲真、自作多情地開始談起自己周遭的事時，對方大概要不斷看著手腕上的錶，恨不得

能立刻抽身。或着，你已經被同化，對當初的莫名其妙已經覺得理所當然呢？我們總是說人是群居的動物，

我想這應該包括物質以外的許許多多，不是嗎？在每個人的心靈某處，或多或少，都渴望來自他人的關懷。

在這異鄕的國度，能貪婪地沉浸在來自台灣那獨一無二、無比豐富的人情溫暖，大槪是這次參加同鄉會所舉

辦的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最大的收獲罷！ 

一直都知道同鄕會每年都舉辦這樣的活動，一些和同鄉較常接觸的同學也都不斷地鼓勵大家報名參加，但

是，或許和其他同學一樣，我總是把同鄕會想像成是那些來美國有些時日、已經定居美國的台灣人所組成的

團體，他們辦的活動我們做學生的應該不會感興趣罷？所以對同鄉或同學的熱情邀約總覺得事不關己、興趣

缺缺。今年總算在有時間、又有伴的機會下參加了。 

七月三日星期五中午過後，系裡明顯地安靜了下來，停車場許多車在主人出去吃午飯後就沒再回來，看來大

家是爲了隔天的獨立紀念日放了自己半天假。把實驗結束，就驅車前往這一次夏令營的所在地，大槪也是德

州唯一能吸引外州人一遊的 San Antonio。聽說夏令會在這個地方舉辦已經是第三年了，主要是因爲這裡有

一家渡假旅館的老闆是台灣人，對同鄕會的活動一向出錢出力，夏令會在他開的旅館舉行，房費自然大打折

扣，要不然報名費也不會這麼便宜了（三天兩夜包吃包住學生優待還不到一百元）。一路欣賞德州特有的景

緻，但不敢有任何耽擱，要是趕不上大會特地請來的大廚所調理的大餐，損失可就大了。到了會場--「七橡

渡假旅館」，迎面而來的是已經到場的同鄕們熱情的招呼、噓寒問暖，大家對這一年一度的聚會洋溢岀來興

奮，感染了我。場面很難形容，記得台灣大拜拜或「辦桌」時的情景嗎？大槪就是那個樣子罷！進入「食

堂」，映入眼簾的除了一道道媽媽常做的菜外，居然還有道地的台灣小吃肉圓、肉粽等等，算一算，來這一

趟，光是三天這樣的伙食，就値回票價了。主辦單位的「用心」在這就可見到。晩飯還沒結束，就有人開始

唱起卡啦 0K，一旁的聽眾反應熱烈，許多人更紛紛起舞。一直到午夜，我都已經倦了要回房間睡了，許多老

老少少還剝著落花生，配著啤酒，捨不得離去，像是有聊不完的話，看來是要把一年以來的 What up趁著這

個難得有人願意聽的機會，好好紓解一下。 

第二天起了個大早（以星期六的標準來看），吃了淸粥小菜，養足體力，隨即展開到此的重要任務之一--販

賣同學會的 T-shirt。據說我們同學會的 T-shirt一直以來都是同鄉會夏令營的搶手貨，這從許多歷年來的

同學會 T-shirt在夏令營時即紛紛出籠就可想而知，有些同鄕穿的同學會 T-shirt 年代久遠，恐怕現在同學

會裡都沒人有呢！衣服還沒擺出來，就已經有人詢問到我們同學會今年有沒有做 T-shirt，拿出來後，當然

是客戶不斷上門。有些同學可能不知道，我們的 T-shirt 在同學會裡是每件賣十塊錢，幾乎只是製作成本，

都曾聽說有人嫌貴，或是因很少穿到所以不買，而在這裡卻是一件十五塊錢還造成搶購 熱潮。一次買個三、

四件的同鄕不在少數，有一對來自達拉斯的夫婦，更是一口氣買下二十件，許多人則是半買半捐款，付了比

原訂價格 高出許多的數目，有位來自 Houston的同鄕甚至以一件一百塊錢的天價，買了兩件。這回總算是百

聞不如一見，三天下來賣出的 T-shirt 大槪要比同學會裡自己人買的要多吧！我在想這些同鄕們都是工作的

人了，平常穿得到 T-shirt 的機會大槪是少之又少吧！除了每年同學會負責設計 T-shirt的人都很用心、設

計很出色之外，同鄕們對學生的關心與對同學會的支持才是背後的原動力。有些同鄕在寫了捐款的支票後，

還直叮嚀說你們學生們有需要我們幫忙的地方時，一定要講喔！那語氣讓人不禁想起在電話那頭，每次總會

擔心地問到「錢夠不夠用啊？需要給你寄過去什麼？要告訴家裡喔...」的爸爸媽媽。 

下午的活動是幾個不同主題的 workshops，有台灣政情槪況、如何做一個自在快樂的女人、投資理財、中年

危機、還有一些青少年的 program。看一看，最適合我參加的就是「如何做一個自在快樂的女人」了。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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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女性們都很有共識地選擇這一個 workshop，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夫妻相處之道、帶孩子的方法、婆媳問

題、工作上遇到的麻煩 等等，每個人都很踴躍提供意見，可惜我在這些方面都沒經驗，沒什麼貢獻，學到了

不少相 夫教子的招數倒是真的。要是能有多一點女學生參加，大家弄個以單身女子爲對象的主題，一定很有

趣罷？晚上則是大會的重頭戲--「台灣之夜」，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演戲的演戲，尤其是同鄕們的孩

子更是個個多才多藝。這些孩子的表演裡，都帶著台灣的味道，有些短劇甚至全部以台灣話發音，所謂「養

兵千日、用在一朝」，同鄉們平時對下一代台灣意識教育的注重，由此可見一斑。晩會就這樣在大家的歡笑

聲中結束了。在那個夜裡，來自紐奥良的陳春梅女士演唱「黃昏的故鄕」的歌聲一定在大家的腦海裡繚繞

著、無法散去... 

星期天早上則先去做了主日崇拜，這個禮拜對我來說非常特別，因爲整個崇拜過程都是以台灣話進行，感覺

特別親切。的確，天父的慈愛怎可能忍心不准人們用自己母親最熟悉的語言呢？否則當初上帝造人時賜給人

的尊嚴何在？用母語敬拜神，我莫名其妙地更感到上帝的疼愛，覺得份外幸福。  

大會最後一個節目，是遠從台灣來的許慶雄教授演講「從『新三不』看台灣的前途」。由於平時偷懶，聽過

的演講不多，但這場演講卻是我覺得最好的。許教授以其專業的國際法學素養指出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

灣」體制，乃是在國共內戰後即滅亡的中華民國的殘餘勢力、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叛亂團體，目前在國際社

會中處境尷尬，並預言台灣若死抱著這個怪異的名稱不放的話，無疑將會成爲中國攻台的藉口，Say No to

中華民國和 Say No to China 是同樣重要的。聽許教授演講時想起這次夏令會是趁著美國獨立紀念日的 long 

weekend 舉辦的，能有自己的國家，能有自己的建國或獨立紀念日，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事！ 

回家的路上，想到這些熱心的台灣同鄕，他們大都和我們一樣，當初滿懷抱負、飄洋過海來美國留學，有許

多人後來因爲參與台灣同學會、同鄕會的活動變成黑名單之後有家 歸不得，貝好留在美國安身立命。現在雖

然個個事業有成，但必定都經歷過艱辛的過程，才有這樣舒適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大槪都要得意

地飛上天去，哪裡還在乎自己的根在那裡呢？就像之前聽說的，前一陣子輪到民視播報 International 

Channel的台灣新聞時，有些海外的「華僑」抗議民視新聞的內容太偏向台獨、太多政治新聞。是呀!對於說

這些話的人，台灣的前塗如何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呢？知道那裡銀行又被搶了、那裡又發生火災了當然要比面

對台灣未來的命運有趣多了。這些所謂的「華僑」終究只是一群只爲了拿綠卡、只想變得更像美國人而汲汲

營營一輩子的人罷了。然而，在夏令會中看到的這些同鄕們則是一群完全不同的台灣人，在異鄕事業繁忙、

也同樣有在別人的國家求發展的壓力，卻仍努力團結愛台灣的心，好令人欽佩。 

除了每年固定舉辦的夏令營外，同鄕們也常主動提議些和學生們聯誼的活動，但反應往往不如預期的熱烈。

參加今年的夏令會後，我體會到來自這些前輩的關懷，也深感在國外能有這樣的情誼真的難能可貴。下次如

果有這樣的機會，誠心建議大家不妨拋開那彆扭的心情，把握機會結伴一起參加，好嗎?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667期 7/25/1998 

 

1998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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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 1998 年美國獨立紀念日 e前後（7月 2日至 7月 5 日），阮美南地區二百外台灣人聚集在德州 e San 

Antonio市，共同探討在新紀元來臨 e時陣，阮海外台灣人欲按怎來爭取台灣 e民主獨立，欲按怎扶持相牽

來發展美國 e台美社區。經過三日 e探討，阮得到真濟共識，特別發表聲明。 

1.阮深信台灣 e前途應該由台灣人民決定，美中兩國無權阻礙人民追求 e民主獨立。 

2.阮抗議美國總統 Clinton 最近佇上海表示 e「三不」方針。阮要求伊取消這種違害台灣人民基本權利 e政

策方針，支持台灣獨立、支持「一台一中」e外交政策，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阮嘛要求台

灣 e 政府趕緊放棄「中華民國」e國號及體制，制定新憲法及外交政策，替台灣入民表示出獨立 e心聲。 

3.阮認識到海外台灣人社區 e多元化，今後一定愛扶持相牽，打開心結，努力發展台美社區，尤其繼續加強

對第二代青少年領導能力 e訓練。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668期 7/29/1998 

1997 

美南夏令會 

七月三-六日 於德州聖安東尼 

七橡旅館舉行 

此次美南夏令會將於德州聖安東尼的七橡旅館(Seven Oaks) Hotel 舉行。 

主題--建立台灣的主体觀之外，並決定增加七月四日下午的多項運動或娛樂性的比賽。例如：橋藝競賽，賓

果遊戲以及游泳比賽，都是往年未曾辦過的。七月五日下午除邀請「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沈秀華演講之

外，並將爲「夏令會何去何從」舉辦座談會。留學生們也會針對「同學會的發展方向」舉行討論。 

名聞遐邇的「新五洲布袋戲團」將應邀來大現身手。 

如果同鄉還記得昔日「史艷文」轟動萬教，驚動武林，也風靡了台灣的大街小巷，把布袋戲文化推向新紀

元，卻在台灣新聞局的扼殺下強制令以「國語」發音，這種滑天下大稽的歷史。相信同鄉能美南夏令會再一

見布袋戲之優美。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563期 6/2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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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美南台灣人夏令營展開籌備 

定七月五至七日舉行 預計四百人參加 

【休士頓訊】美南台灣人夏令營已經開始展開籌備，今年改變多年來的辦理方式，希望扭轉參加人數漸少的

頹勢，重現早些年的盛況。 

這項例由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和達拉斯台灣同鄉會輪替主辦的年度台灣人重要活動，今年不再由同鄉會主辦，

而是改變爲「夏令營大會籌備會」方式進行籌畫。大會總召集人王鎭洲五日表示，這是去年夏令營舉辦完畢

之後，大家開會決定改變的，由各地人士組成籌備委員會，便於就近分工辦理。 

台灣人夏令營在早年台灣「黨外」時期，扮演海外台獨運動和反國民黨大串連的重要角色。隨著台灣的黨禁

解除和民主化，夏令營的政治節目比重亦相對降低，以至前年一度 停辦，去年卯足全勁恢復舉辦時，參加者

亦不夠踴躍。 

王鎭洲説，去年没有青少年節目，是人數少的原因之一，今年夏令營將有青少年自行籌備規畫的節目，可望

增加人數，合共預計應有三、四百人參加。 

他也表示，美南夏令營原訂在奥斯汀德州大學舉行，但考慮到很多人趁便可以全家旅遊，因此決定改到風景

名勝較多的聖安東尼市舉行，時間是七月五日，爲時兩天半，地點在「七橡旅館」。這家由台灣人經營的旅

館有一百八十個房間、七個網球場，以及游泳池和小型高爾夫球場等設備。從籌備會選擇場地的考量，亦可

看出夏令營顯然已不再像從前以「政治」爲號召。 

夏令營節目仍在設計中，初步規畫有主題演講、分組專題討論、父母與青少年溝通、台灣之夜等，也將舉辦

一場網球比賽。其中台灣之夜將由德州農工大學台灣學生社負責提供一組西洋樂隊表演。 

籌備會人士將於日内前往聖安東尼市七橡、旅館舉行籌備會議，實地勘察場地，預訂一百五十個房間。夏令

營收費是一日七十元，二日一百一十元，全程一百五十元，費用包 括三餐。 

美南各地台灣同鄉有意報名者請與下列人士洽詢詳情：王鎭洲(713)980- 5184，青少年組 Jimmy 

Lin(617)225-7229，網球比赛組隊報名請電何明字(409)862-9523。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443期 4/10/1996 

 

參加美南夏令會有感 

魏妙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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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們一群人，包括林雙不父女、瞿海源、李永熾、林忠勝、許世模、四對夫婦加上重國和我十二個

人，浩浩蕩蕩去參加美南在聖馬可士市舉辦的夏令會，因爲重國曾住過聖安東尼市，自告奮勇會後要帶大夥

去遊覽鐘乳石洞及市内的 River Walk 好不熱鬧。 

今年因爲美東與美南的日期衝突，重國參加美東，我則選擇美南，單槍匹馬一個人很勇敢的赴會。去前只知

道貴賓有黃煌雄、張燦鍙二名男士，及 A&M有學生會來機場接我，剩下的心理依特，就是跟召集人蔡靜輝，

總幹事王鎭洲很熟。 

一下飛機，迎面而來的是張世勲，學生社的熱心幹部，我們曾合作且見過幾次面，相熟，内心溫暖了一點。

一到會場正値用晚餐的時候，一眼就看到靜輝兄嫂，鎭洲兄嫂，哇！這麼多的熟面孔都圍過來了，而盤子裡

香噴噴的葱油雞、蓬萊米飯，把一份預設的孤獨拋諸腦後，頓時感覺飢腸漉漉。餐廳的冷氣是夠冷的，但内

心的溫度卻拼命地升高，而笑語也不斷從四面八方傳來，原來大會昨天已正式開鑼，認親結緣、卡拉 OK已上

場，有人因爲聽別人唱太多歌而自己聲音沙啞，今天白天又撕殺過網球，也有人看別人打太多球而自覺腳

痛，經這麼一笑鬧，才一會工夫就整個溶進美南的圏子裡。 

飯後有人説要打球，不禁球心大動，姊妹們幫我張羅上衣、短褲，我一眼看中正光兄腳上的球鞋，正是它！

非常合腳，而這位仁兄竟然没忘記要帶一雙乾淨的襪子來，夠意思！球場上，只見美南最性格、身材最豐

滿、最支持「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李雅彥醫師東奔西跑捍衛疆土的雄風，經他這一坐鎭我們是贏了，足以

爲自己也有一點功勞，但看李醫師下了球場後走路的「蟲」相，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只照顧四分之一的疆

土，不由得要説一聲抱歉! 

綜觀這次美南夏令會，有幾點我覺得十分値得讚揚： 

1、節目安排方面：星期四報到，星期五球賽，不打球的人有二組旅遊可供選擇，星期六、日室内演講。 

2、場地方面：接洽台灣人開的旅館（Seven Oaks Resort）舉辦，會場集中顯得人氣旺。游泳池、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均俱備，還動員旅館蔡經理夫人親自下廚，每餐備有一、二道台灣名菜。 

3、人力動員方面:美南是動員學生參與最成功的一區，不但讓學生負責講員機場接送，編打大會手册，還主

持一場座談會及一節演講。 

4、青少年節目：分爲二組。一組是青少年，由他們自己籌備主辦；另一組是幼年組，由德州大學奥斯汀分校

教育系學生策劃。 

5、台灣之夜：第二代參與相當多的節目，佔 68%，主持人亦是。台語學校的黃智舜、邱麗卿夫婦更是用心，

一齣木偶戲「丢丢銅」的台語童聲把所有鄉親都引回宜蘭老家。郭正光的反串，聽説已有幾年的歷史，爲了

商會的打對台，不惜犧牲扮相角色變化層出不窮來吸引同鄉的參與，用心良苦，不過他的演出是眞的到了爐

火純青的地步，讓人都把眼淚笑出來。另外由農工大學六位學生組成的 Formosa 專團表演「Rock the 

Night」，歷經一小時的演唱及 Incore，仍讓鄉親欲罷不能，如痴如醉，又是一個超水準的演出。 

除了以上幾點，美南最大的特色是「人情味及親和力」，不知是不是南部的太陽特別大，鄉親都非常熱情親

切。從一開始與召集人接觸就不曾接過收費報名表，有一種被尊重的溫馨感覺。用餐時間，只要有人看到講

員排在隊伍裡，便會主動帶貴賓逕往前端去取食，因爲有的講員需要趕時間或休息。在餐廳裡又有一大圓桌

被預訂給受邀者，以免取食後端著盤子找不到位置坐。雖然這都是一些小細節，卻可以暖和客人人生地不熟

的心靈，這是我這次美南之行看到、体會到最溫暖的感觸，我想蕭美琴也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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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雅彥醫師，請不要對美南人失望，不要對夏令會氣餒，仍有這麽多可愛的人和您站在一起，美南夏

令會是會一直持續下去的，君不見今年參加的人數已突破三百人！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468期 7/13/1996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圓滿閉幕 

三百餘位同鄕齊聚休士頓歡度假期 

【休士頓訊】經過四天三夜緊凑日程，逾三百位台灣鄉親飽享一系列多元節目，一九九六年美南台灣人夏令

會七日中午圓滿閉會。 

打破由休士頓、達拉斯兩地台灣同鄉會輪流主辦的傳統，今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首次由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

金會接棒主辦，選擇在墨西哥風味的聖安東尼市舉行。 

顯然受到台灣民主社會多元發展的影響，美南地區台灣人夏令會不再以「政治」議題爲主要號召，除了六日

上午政治主題演，講和七日上午民進黨外交政策與海外台灣學生運動專題之外，大部分活動内容設計著重在

家庭生活和同鄉聯誼。 

夏令會總幹事王鎭洲説，今年内容的確有很大的突破，增加很多生活化的活動，尤其是台灣之夜，集合休士

頓、達拉斯、聖安東尼、奥斯汀、大學城的鄉親同台表演才藝，是 難得一見的豐富節目。 

參加夏令會的三百多位同鄉，有兩百七十五人來自聖東安尼以外城市，他們攜家帶眷住進聖市台灣同鄉經營

的七橡度假旅館，藉此歡度美國國慶長周末假期。 

主辦單位提供六場主題廣泛的座談，以適合同鄉的需要，包括許隼夫牧師主持「中年的危機」、石福津律師

主持「遺產税」、醫師陳康元、王琳夫婦主持「夫妻如何溝通」、傳統基虹會李雅彥、莊承業主持「社區發

展方向」、農工大學郭逢林主持「學生社團經驗交流」，以及青少年人座談「兒女父母」等。 

此外，同鄉們觀賞了張艾嘉執導的電影「少女小漁」，奥斯汀德州大學莊佩芬作女性電影講評。老少鄉親趁

便遊覽聖市風景名勝，有些同鄉以球會友，參加一場網球比賽。 

由陳碧惠一手包辦安排的「台灣之夜」晚會，是最受鄉親們好評的同樂節目。台語學校演出木偶戲、台聲合

唱團演唱多首台灣歌謠、年輕太太們大跳原住民鼓舞、郭正光也展現個人舞技，壓軸節目是德州農工大學鍾

仲啓、林啓政、林左裕、吳怡貞、張世勲、廖伯峰組成的「福爾摩沙」六人樂隊彈唱鄉親們耳熟能詳的歌

曲，帶來最後歡樂高潮。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468期 7/1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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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七月舉辦  

主題:重建國格 立足世界 

【達拉士訊】炎炎夏日往何處去？在美南夏令會來相聚！美南區台灣人夏令會訂於七月七日下午起到七月九

日中午在 San Marcos, Texas 的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舉行，場地節目安排已經就緒，敬請

各位同鄉前來共聚。今年大會主題是「重建國格，立足世界」。已經邀請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作家林忠

勝、作家及教師聯盟會長林雙不、原住民文化工作者李壁伶、歷史學家翟海源等來賓來作主題演講及討論；

另外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郭重國、副會長魏妙圭、台獨聯盟主席蔡正隆、FAPA 中執委許世模等也將到會對主

題提出各組織今後的展望。大會也將辦有生活座談及留學生對台灣現況及將來的看法。青少年也正在籌備他

們自己的節目之中。San Marcos 位於 Austin 和 San Antonio 之間的一個小城市是渡假的好去處。本次夏

令會由 Dallas主辦，召集人是美南區區理事長蔡靜輝、Dallas 同鄉會會長吳明基及理事董修三；張成業、

吳祥發、吳清源、黃子偉、孫佳惠等爲大會幹事。德州的同鄉請儘快向你們的同鄉會會長或幹事報名，外地

的同鄉要報名的請電話：817-265-8581 (蔡靜輝），817-383-2684 （吳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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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63期 6/17/1995 

 

 

95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特刊 

夏令會側記 

何明字 林又新 葉世亮紀錄 葉世亮整理 

一九九五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初七到初九在風景優美的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校園舉行。大會由總幹事吳明基博士主持，美南區理事長蔡靜輝博士簡單致詞後，即由主題演講人李

永熾教授與林忠勝針對今年主題「重建國格、立足世界」發表主題演講。李教授指出眞濟台灣人在國民黨教

育体制下失去「台灣認同」。特別這個馬關條約百年的時刻，他用歷史的觀點來説明百年來台灣和中國已經

没有什麼關係：文化上，台灣一直處在殖民地文化；經濟上，台灣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型態，生活上更是相當

先進。可惜卻在一些「半山仔」的祖國情懷，把希望寄託在生活、歷史、經驗完全不同的中國而產生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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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劇。以軍事觀點，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與日本同爲「盟軍託管」。然而卻在韓戰時日本趁機脱離盟軍

而發展其國家，台灣在戰略上被國民黨佔領。但是這在台灣被趕出聯合國後，軍事佔領已失去合法性。國民

黨政權爲了鞏固其旣得利益，不但用地方選舉來全盤控制，更是透過教育管道，一再向台灣人民洗腦，把自

己説成正統中國的繼承者，殊不知聯合國中「中華民國」的席位已被中國取代，這就是爲什麼以「中華民

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爲不可能之事。 

接著林忠勝也繼以歷史觀點，剖析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他強調台灣獨立只能靠家己人起來推翻殖民政權。更

應該發展成全民運動，不管時間與路途的長遠。如此，台灣人才能走出歷史的悲情。 

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蔡正隆也針對台灣獨立建國的展望，和大家探討，台灣人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

家。他指出「台灣獨立」在幾十年前定義非常清楚，就是「打倒國民黨，建立台灣國」，但是最近在一些政

客的口號及媒体的誤導，漸漸地，民衆失去了「台灣獨立」的眞正意義。諸如「台灣早已獨立，改個國號即

可」等等。民進黨執政、進入聯合國等等並不完全等於台灣獨立。台灣獨立的眞正意義，就是要人民認同台

灣族群。蔡正隆博士特別提出四點來説明目前台獨的定義： 

（一）灌輸台灣民衆的台灣意識，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二）台獨運動是換骨髓造新血 e運動，成立

一個有尊嚴的國家，必須要解毒去除中國的污染，澈底脱去大中國文化所有的陋習；（三）從奴隸翻身做主

人，台灣百年來被殖民文化壓制，最嚴重的是咱 e母語。到今日，台灣三台電視只有每天一點鐘，而且不當

連續的時段來播送台語的節目，這是殖民政權來達成其統治的最有力的手段。咱知影平埔族的消滅，主要就

是因没語言的記載。今日咱要翻身做主人，不但要嘴講母語，更要手寫母語，客家人講客家文，原住民寫原

住民文；（四）台獨是文化革命咱 e祖先遺留下來眞濟眞有價値的文化，可惜被値民統治者來輕視。今日咱

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就是要發揚自己的文化，語言文字是這個工作成功最重要的工具，咱 e母語不是等

選舉才拿出來用的。台灣島内與 海外已經有一陣人將咱母語所做的詩，譜成歌曲，15日要在來演唱。語言

若被消滅，台灣文化將永遠無法繼承。 

許世模醫師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展望，報告近年來 FAPA 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伊講台灣不管是經濟、教育水

平已達入聯合國標準，目前最困擾的是國家定義不清楚。李永熾教授也提過，「中華民國」的席次已被中國

取代，用這個名稱是絶對行不通。在這個爭取過程中，咱需要注意的是進入聯合國是台獨運動的一部份，不

可因其它因素而改變咱 e立場與方針。 

最後由全美會副會長魏妙圭女士來介紹台灣文物資料中心。這個中心成立 e目的是替海外台灣人蒐集台灣文

史資料來提供給各地分會，必要時的展覽。避免拿中國的物品去漏氣。目前針對二二八有關文獻做整理，希

望同鄉好好來利用。這個中心目前是由辛辛那堤的同鄉義工式的營運，也希望各地同鄉提供有關台灣文物的

資料。 

下午的分組討論部分，總共有「台灣前途探討」延續早時主題，針對台灣主權國家定位以及「省」長選舉、

國際地位被世界承認的可能性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莊承業主持「如何有效率的開會」，來解決社團中最頭

痛的開會；「親子溝通座談 」，由休士頓婦女會邀請李育琇、謝清實、Ed、Kao、Jim、Lin 來傳達父母與子

女的心聲；U.of Texas 與 A&M U.的「赤子心聲」，由兩校學生會對一年來的工作檢討進而討論如何吸引台

灣來的留學 生來參與同學會，UT的時事 Seminar 與 A&M的球類活動都相當成功，這兩所大學的同學會也是

美南最有活力的學生社團。李雅彥醫師亦在場提供台灣人活動中心的訊息，並建議兩校學生會試著與第二代

台美學生接觸建立 Connection。最後場内播放由此次維護台灣主權聯盟在 Cornell 大學遊行的錄影帶，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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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幹事羅正方的妥善策劃下，進行相當成功；此次活動不但參與的人員大多數爲各地學生，更有一半以上

爲女性，堪稱此次的一個特色。 

九日早時由休士頓第一教會紀元德牧師帶領會衆以「公義和平的社會」講道，紀牧師分享伊在台灣法院出庭

所看到扭曲的司法來加在無辜百姓身上，一個無公義的社會，永遠無法達成和平的境界。會後奉獻全數給美

南夏令會。 

台灣人囝婿的瞿海源教授與台灣教師聯盟創始人林雙不先生主持「台灣社會運動展望」單元。瞿教授首先簡

介台灣社會運動史，由於被戒嚴控制下，社會一直到 80 年後期才蓬勃發展。主要分爲激進（與政治直接或間

接有關），保守（救濟，戒煙）兩方面。保守的社會活動空間較大，雖保守但動員力大，有助社會安定。激

進的社運，多以權益的爭取爲訴求如學運、工運、反核等等。最近値得小心的是「保守政治力」的社會運動

的發展，多由新黨發起。這些國民黨的非主流派由於失去權力，於是打起「保皇」姿態，堪稱民主社會改革

的一大隱憂：其一，它對政治民主化是負面的。其二，它的成員多爲退役或現役軍人與眷屬，我們不排除他

們訴諸暴力的潛能。台獨聯盟多年來提倡台灣獨立的社會運動，一直是溫和的非暴力，我們必須準備充分之

智慧來化解保守派的心態， 

來共同認同台灣，達成社會改革。 

林雙不也指出各階層的社會運動可以團結不同的力量來做爲台灣獨立的基礎。而社運成敗的關鍵是精神，不

是工具。他以教師聯盟爲例，只要努力去做，一定會有成就。此外他發現眞濟社運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缺乏訓

練，有組織的訓練可以更有活動力與説服力來達成目的。最後伊堅持所有社會運動必須是以「非武力」的方

式與精神才能與國民黨搶台灣人民，才不會造成負面作用，進一步從社運中達成教育的功用。 

全美國郭重國會長簡單結論説咱要重建國格立足世界，首先要自我提昇，自我尊重，台灣是一 e國家，不是

地方，咱不倘自己看輕自己。他也頒獎給大會總幹事吳明基博士，感謝伊這次主辦的辛苦。吳博士除了感謝

各地同鄉會援助外，特別感謝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及楊家樽先生、郭素珍女士的大力幫助，令大會順利成功。 

 

台灣之夜 

葉世亮 

95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的台灣之夜有以下幾點特色： 

場地舒適，音響設備精良（由楊家樽提供），節目緊湊，加上觀衆喉癢亦可臨時報名上台發揮。今年協辦 e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特別情商北美洲唯一有法度「獨唱笑話」的簡勇打頭陣，揭開晚會的序幕。眞濟人知影簡

勇會寫文章，卻不知影伊也會曉唸歌。免背景音樂伴奏也不會走音，眞是令現場觀衆歎爲觀知。大家攏像伊

按呢，卡拉 OK就没生意做。 

負責今年大會晨操的郭素珍女士不但是休士頓台聲合唱團的指揮，今晚也率領韻律舞團給大家知影韻律舞除

了運動健身以外也是保持身材的良方，一舉數得。聖詩方面，Austin 台灣教會與休士頓第一教會都有賣力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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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另外 e特色是大會召集人與總幹事也參加表演，這款從到到尾「總包」的精神，可能是其它夏令會所做

不到的，値得咱來嘉獎。吳明基博士不但講古，伊 e口琴演奏「黃昏 e故鄉」和 「Blowing in Wind」相信

麼眞濟同鄉的心内有眞大的迴響。名聞北美 e Dallas 蔡家班今年無法前來。武術表演則由休士頓洪明奇教授

兩位公子，Victor& Michael Hung及陸明亮同鄉的公子 Simon Lu賣力武出拳腳刀劍眞功夫。Victor Hung小

小年紀在休士頓已有超過二十幾名學生，可謂英雄出少年。 

接著由 Theresa Chiou的「六月茉莉」 將晚會帶入另一個高潮。Theresa舞靈精湛，把這首柔美的「六月茉

莉」舞得生動活潑。全場觀衆屏息觀賞如癡如醉，融入舞境，據 Theresa媽媽陳碧惠女士表示，這可能是

Theresa最後一次來夏令會表演 （明年就大學畢業）。最後出場的小台聲合唱團眞正是無「美國腔」，難怪

老師講教囝仔説台語，最快最有效就是故因唱台灣歌，我想學客家語，甚至原住民語也是如此。大台聲合唱

團以「鑼聲若響」象徵序曲，接著蕭泰然教授的「點心攤」，在「河邊春夢」後以指揮郭素珍女士譜曲的

「新台灣」畢幕，會場留下喉癢同鄉多位，一直唱到 11 點才正式結束。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0期 7/15/1995 

 

 

重建國格，立足世界 

1995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側記 

林又新 

艷陽的七月，在德州是令人只想窩居在家中的酷暑盛夏。但是由於去年没有舉辦美南夏令會，今年達拉斯的

台灣同鄉會決定承擔此重任，以免輸人不輸陣。於是由全美台灣同鄉會南區理事蔡靜輝教授任召集人，現任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吳明基教授爲總幹事，在位處於奥斯汀和聖安東尼之間的善馬可駛(San Marcos)的德

州西南大學舉辦此次美南夏令會。由於島内的政治局勢在這幾年來漸趨開放，影響所及亦使海外的台海同鄉

聚會未若往昔的「搶滾」：於七月七日當晚報到的人數只有將近一百，泰半均是各地多年來的熱心同鄉。雖

然大家趁此機會共聚一堂聯誼暢談，興緻並不減當年，但是主辦的二位負責人多少有點「若有所失」，辛勞

的臉上略帶薄層的陰霾。 

隔日，大會於早上九時正式開始。鄰近地區的同鄉陸續到達，其中不少是來自德州大學，以及德州農工大學

的留學生，使參與的人數幾乎加倍，而主辦人的憂慮才得到一些紓解。 

有鑒於今年是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出賣台灣的 100 週年，而且由於目前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一直未能

釐清國家的定位，致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仍然淪爲黑籍，甚至有被中國併呑的危險，此次夏令會乃以「重建

國格，立足世界」爲主題。 

當日早上由在台大歷史系任教的李永熾教授，以及目前從事「口述歷史」的林忠勝先生就此專題發表演講。

接著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蔡正隆針對重建台灣本土文化表示他的看法。隨後由代表台灣人公共

事務協會(FAPA)的許世模醫師，向同鄉解說美國國會最近有關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第 63號提案的一些背景

經過。最後由全美同會副會長魏妙圭女士向大家介紹在辛辛那堤所成立的台灣文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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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來自不同校區的留學生共聚一室，彼此交換在校園内關心國事的經驗，同時商討如何促進今後合作與

聯繫，其餘，同鄉則依據早上的演講内容，與所有演講者舉行即席座談。與會同鄉發言踴躍，而列席的演講

者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侃侃作答。接著由目前在德州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社幹部羅正方，亦即此次在

康乃爾大學向李登輝宣示台灣人民獨立建國願望的「保衛台灣主權聯盟」總幹事，以錄影帶向大家敘述這次

在康乃爾大學與統派人士較勁的經過。當大家在畫面上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與中國的五星旗「相依相

偎」，而聲勢浩大，陣容整齊的台灣同鄉則隔著馬路與他們對峙時，這已清楚顯示，儘管李登輝刻意地創造

模糊，但是當圖窮匕現時，國民黨必然捨棄台灣人民 而與昔日「漢賊不兩立」的中國互通聲氣。參與此次

「宣示」活動的蔡正隆以及許世模均上台表示，這一次海外台灣同鄉的歷史性活動，不僅成功地達到向國際

媒体表示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訴求，而年青學生的策畫與參與更居首功。此外又有同時進行的節目，休士頓

Tostmaster 舉辦了一場「如何開有效率的會」由莊承業主持，另外第二代學生就讀 MIT 的林人傑也以父母子

女的代溝問題提出討論。 

當晚，往昔傳統的大型晚會亦由於參與人數的減少而改爲袖珍型的同樂晩會。不僅如此，連此次夏令會的總

幹事吳明基，亦得上台講古以娛樂會衆，這總幹事的頭銜眞不是「掛假」的，也實在是眞辛苦。晚會完後，

各地同鄉會幹部相聚共商，針對此後美南夏令會的何去何從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同時一些學生則與台獨聯

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張信堂以及幹部多人澈夜長談，一直到凌晨四時仍然意猶未盡。 

七月九日早上，由日前移居休士頓的前義光教會紀元德牧師主持星期禮拜，當日捐獻亦全數轉贈夏令會。接

著由台灣來的瞿海源教授向大家綜合分析台灣社會運動近年來的興起與今後走向。他語重心長地表示，他擔

心極右派的部份軍系份子，將來有可能以都市游擊的暴力方式，成爲台灣社會動亂不安的根源。接著由方卸

下台灣教師聯盟會長重任的作家林雙不先生，以他實際從事社會運動的實際經驗和大家分享。 

本名黃燕德的他，據説已正式改名作「黃林雙不」但是他表示他並没有參選本年立委的打算。雖然他並不反

對社會運動者轉型成公職人物，但是他認爲他個人並没有下海競選的必要。林雙不乃台灣的名嘴之一，他以

幽默的口吻娓娓道來他這幾年來環島下鄉傳播獨立建國理念的甘苦。緊接其後，作結論的全美同鄉會會長郭

重國，一方面抱怨被排在林雙不後面演講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差使，一方面亦多謝他好友林雙不的精彩演講欲

罷不能，使他省去準備長篇大論的麻煩。 

這一次的美南夏令會，雖然没有盛況空前，也没有什麼政治明星，但是在所有工作人員任勞任怨的分工合作

下，圓滿順利完成。分散各地的舊友新知，得能相聚共處二日，彼此挖苦激勵一番，或是互嘆年華之老去，

或是相勉早日回台打拚；在在炎炎夏日，亦何嘗不是一件有益身心的樂事。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377期 8/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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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九九四年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邱坤勝 

一九九四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二日至四日在德州聖馬可斯市的西南徳州大學舉行。三十五名大學生，

四十五名中學生及十家父母參加。這是第一次由台美大學生主辦的夏令會。從地點的尋找接洽，節目的設計

安排，演講人的邀請，通知的印刷郵寄，夏令會手册的設計及印製，接受報名，安排住宿，主持節目等等，

均由十二位大學生負責主持。他們從去年的夏令會後就由我們家的兒子及女兒帶頭開始籌劃。今年五月中旬

學期結束後，每週三晚聚集在我們家，共同計劃商量工作。内人供給飮料宵夜。終於三天的夏令會進行得很

順利，而且三日晚的台灣之夜更是活潑風趣，使我們這一群做父母的感到非常的欣慰與驕傲。 

負責此次夏令會的大學生是 Teresa Chiou, Theodore Chiou,Easting Chen, Edmund Kao, Jeffrey Kao, 

Jimmy Lin, William Liu, Timmy Lu,Neill Tseng, Horton Tsuang, Felix Wang,及 Walter Wu 。 負責中

學生部份的是 Erica Lin及 Chu-Ching Hu。 

在此特向首都銀行、德州第一銀行、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及亞洲化學感謝他們的贊助。趙紀諭在去年台鄉會

會長任内及任後不斷地極力關心幫助這一群大學生，特別在此感謝。我們也向李素微及莊承業道謝他們的幫

忙。 

休士頓地區的台美學生會是由該地區的大學生組成的。三年前我們從加州搬到休士頓，内人的中學同班同學

吳美惠，當時的婦女會會長，不斷地鼓催成立台美大學生會，使我們的第二代有機會接觸互助。一年後於一

九九二年秋由我家的兒子、女兒、Anita kuo 及 Jeffery Kao 帶頭成立了台美學生會。一九九三年元月舉行

了第一次的活動，從下午二時開始到清晨一時結束。整個下午到晚上八時的節目及遊戲的重點，是在於互相

認識。舞會於晚上九時才開始。七、八十名參加。接著是參加在徳州 A&M大學舉行的一九九三年美南台灣人

夏令會。在台灣之夜演出的二個節目極富生動幽黙。今年夏令會台灣之夜更爲精彩。大學生每七、八人一

組，每組演一短劇。由他們共同製作演出。其目的在於使他們更親近，認讖每人的特長，學習共同辦事。他

們都有高度的才能，在短短的一日就能製作演出精彩的短劇。 

對於今年由大學生承辦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有幾點感想與建議。 

第一，希望今後休士頓台灣人社團的負責人能對我們的第二代多加關心及扶導。這次承辦夏令會的過程中没

有人過問，夏令會期中没有社團負責人參加給這批學生鼓勵。致使他們感到猶如一群孤兒。鼓勵我們的第二

代參加台灣人的活動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他們對台灣有感情，將來有機會影響美國對台灣國民有益的政策。 

第二，要對我們的第二代有信心。聽説某社團的一名理事説補助不得超過一千元。意思是這些大學生不會負

責任，不會理財，會亂花錢。正好相反：他們是一批很優秀的青年，有自尊、很負責任，做事也很認眞，但

不死板。初步的結算，開銷約七千五百元。會費收入約六千七百元，贊助三百五十元，只差了四百五十元左

右。社團的補助尚未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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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希望當社團的理事，不要像當台灣的官，給錢贊助台灣人的活動時，一副高傲不可一世的嘴臉，似給

乞食人一碗飯。 

第四，中學生的活動須要有幾位他們的家長參加，負起監督的責任。他們是十八歲以下的少年。每次總有數

位不受約束不夠素養的男女影響到其他的學生。例如在夏令會結束後，房間應整頓清理。否則我們要加付清

理費。這次中學生的房間，有半數没清理，由數名大學生清理。 

這次由大學生承辦夏令會，除了給與機會互相認識、聯繫外，並能學習及經驗辦事。如高哲一博士在夏令會

的演講中指出，擁有知識並不能得到報酬，而是運用擁有的知識去完成事務才能得到報酬。所以學習辦事也

是人生重要的課題之一。 

 

A Second Successful Taiwanese- American Collegiate Conference in Texas 

 Jimmy Lin and Jeff Kao. 

【編者按】下文是參與籌辦 1994 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的二位第二代台灣子弟所寫的夏令會報告。他們的成就

令我們鼓舞。 

The Taiwanese-American Students Council, a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in Houston, held its second Taiwanese-

American collegiate conference July 2-4 at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in San Marcos, Texas. This event,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in the southern U.S., was entitled "Taiwanese Identity and Beyond," and its purpose was to allow 

participants to convene with people of similar background and explore their common past and future. Although the 

turn out was somewhat small (32 participants) due to 4th-of-July festivities, this college program could only be called 

a success as its goals were accomplished amongst the students who attended. 

One activity was a panel discussion about sexism. Its focus was to identify male/female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collegiate generation of Taiwanese-Americans and to explain such ideas. Several parents were also present so that 

their views could be examined for sexist practices and for what influences these views have had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r. Martha Wong, the first Asian member of the Houston City Council was the first of three speakers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Councilwoman Wong discussed the severe absence and consequent powerlessness of Asian American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She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for Asians to "rock the boat" when necessary, publicly vocalize their 

needs, and actively seek elected power. Ms. Wong further stressed the ineffectiveness in the U.S. of the traditional 

Asian mentality for working diligently while "seen but unheard." 

The second speaker was Dr. Che-I Kao, Chief Scientist of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Mr. Kao described the 

structure of and various path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in many U.S corporations. His lecture focused upon 

expectations and qualities of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Like Dr. Wong, Mr. Kao stated initiative, assertiveness,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as necessary elements for success. 

Dr. Lilly Chen, an instruc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t Rice University, was the final speaker for the 

conference. Dr. Chen talked from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bout the richness of the Taiwanese language. She pointed 

out various tools for verbal expression in this language and compared it to several other tongues. Native speakers of 

Taiwanese who were present were entertained by her analysis as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unconsciously use such tools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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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weekend was filled with activities which encouraged participants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Pres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weekend was a welcome atmosphere and sense of unity that was lacking in most of the earlier 

Texas youth conferences. It was this friendly ele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success of the 1994 conference. 

Members of TASC had earlier agreed that such an event could be successful only when no participants felt "left out" 

and were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Having fulfilled its goals for the summer of 1994, TASC currently faces a less optimistic future. The organizational 

core in Houston has consisted of the same members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re has been no succession of 

leadership since TASC's formation. Meanwhile, the present leaders are progressing through college and preparing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possibly outside of Houston and/or Texas. As there is no support structure to ensure TASC's 

survival, it is likely that the 1994 Summer Conference will be the last successful collegiate event to take place in the 

South until another group of dedicated organizers can be assembled there. 

Thus the burden of continuing collegiate activity in the South falls on the entire Houston Taiwanese community, the 

largest assembly of such origin in the region. As they axe the only people who possess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centralized in one city, local collegiate are in the unique position to inherit the leadership of their older peers. The 

older generation should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younger and encourage productivity in such endeavors if they 

wish for them to take place. They should also actively provide guidance to assure that resources are used as 

competently as possible.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of the South must understand that effective involvement of its 

college-aged students in the South cannot simply be a product of a handful of diligent collegiates; in the long run it 

must b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nergies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as a whole.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275期 7/2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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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美南夏令會記實 

葉世亮 

九三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十六日在德州農工(Texas A&M)大學展開三天的活動。由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主

辦的本次大會，主題爲「族群共融，建立新台灣 」，讓分屬台灣四大族群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及

原住民，站在不同的角度與立場，來彼此了解，互相尊重，進而攜手建立新台灣。計有四百多人共襄盛會

下，由主題演講人廖中山教授揭開十七日一連串講座的序幕。廖中山教授是「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會

長，以他「外省人」的台灣背景指出，台灣當前問題是國家認同而不是省籍糾紛；外省人必須拋開 「中國

結」的歷史包袱來認同台灣。廖中山教授具有四十年國民黨黨齡，五年前覺醒才開始認同台灣，決定將他的

餘生獻給台灣的獨立運動。接著大會按各族群來到台灣的先後次序，讓各族群代表做介紹演説。首先泰雅族

牧師 Utu Lovak以一首優美的泰雅族歌曲開場，藉此説明他成長以來被迫聽、講非母語的心情。他所學的第

一種語言是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日本語，經過北京話、福佬話，最後才學自己民族的語言。他強調多數的文

化維持多數，但少數文化也應有其自主性。代表客家人的羅榮光牧師也高歌一曲來表現客家文化優美的一

面，羅牧師指出客家人雖是台灣第二大族群，在文化方面、政治地位都受到忽視，好像台灣的夾心餅乾，被

限制在貧脊的山區而無從發展。羅牧師建議台灣人應該互相學習不同的族群的語言，如學一些請安的話，不

是老是只學罵人的話，而從語言的學習過程中去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最後由父親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母

親是鹿港人，身具各族群融合的血統，從小在眷村長大的鐘佳濱，以外省人第二代子弟的身份分析外省人不

易認同台灣的原因。他舉了蝙蝠的故事來暗諭外省人應拋開民族優越感，來百分之百認同台灣，才不會像蝙

蝠一樣最後遭到森林鳥獸的排斥。另外也希望台灣人以瞭解、包容的溫暖力量讓外省人脱去那件卑傲的外

衣。 

在台美人再出發座談會中，全美同鄉會會長洪茂澤提出台僑正名運動，並説明爭取台僑應有權益所進行的工

作方向。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張信堂表示，自聯盟遷台後，美國本部的工作除了與島内配合，

目前主要工作爲推動台灣國民制憲會議，並加強外交，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此外也與台灣學生社配合展開

校園面對面座談，與台灣留學生討論聯盟的政策、綱領與未來工作方針。由於各地留學生對聯盟不甚了解，

甚至誤解，經過幾次成功的雙向討論後，聯盟將繼續巡迴進行。 

十七日下午的講座包括別出心裁的代溝問題，面對面，讓孩子與父母説出彼此心裡的期望。郭明德先生「從

美國的經濟與金融現況看投資與創業環境」，羅榮光與李加恩牧師的「基督徒台灣獨立安全促進會的組織與

事工」，陳明春教授「婦女的生活壓力」的講座，吳文馨「一個企業的誕生、成長與發展」的白手起家的經

驗談，賴春標「台灣生態保育」介紹台灣生態遭到破壞的情形，「暗公鳥」陳長堯「股市分析與股票投

資」，黃文生中醫師「老人病的預防及治療」等，都很精彩。 

十七日晚上的台灣之夜，鑑於以往有打游擊人士，今年特加強「没買票不得進場」的政策，來保護消負者的

權益，由於「台北民族樂團」的號召力，計有五百多人出席觀賞台灣之夜。表演由休士頓的陳德通一曲「黃

昏的故鄉」揭開序幕，TYA 的少年舞，Theresa Chiou 與 Jennie Chou 的採茶舞，New Orleans的山地舞，

由休士頓邱坤勝與邱陳碧惠同鄉公子 Ted Chiou 策劃的新生代，博得滿堂歡笑與喝釆。後半場由汐止鎭「台

北民族樂團」表演，首先登場由國小學童演出的布袋戲即獲得全場起立致敬，另外賴瓊枝的各種傳統戲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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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以及歌仔戲「什細記」的幽黙精彩演出，也獲得全場起立鼓掌，與會人士直呼過隱。在郭正光的「拍賣

術」和同鄉的熱情下，全場人士共捐出近兩千元給他們做爲推動台灣文化的經費。 

十八日早上由原住民牧師 Utu Lovak 介紹台灣原住民族群的分佈、人口及文化。並講述國民黨的荒謬政策如

何刻意地消滅原住民的文化與人口。在推動原住民權利運動方面，除了基本權利外，也推動反核與反國家公

園法運動來保障原住民的權益。在語言與文化的整理與保存方面，目前已有泰雅族語的聖經一書，並積極從

事風俗文化的記載來陸續出版。大會在「台灣族 群問題與政策的探討」後圓滿畢幕。總幹事趙紀諭除了請召

集人郭正光頒獎給今年的專題主講人，也感謝 A&M台灣同學會大力協助，讓此次美南夏令會得以有完善的

場地來進行。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176期  7/24/1993 

 

互信互助攜手建立新台灣 

美南夏令會四大族群共勉 

【本報休士頓訊】 1993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一連三天在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舉行。針對今年主題「族群共融，建立新台灣」，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及「外省人」等台灣四大族群的

代表，站在不同的角度，坦誠交換意見；在和諧、理性的氣氛中，獲致共識，希望各族群在彼此尊重，互信

互助之下，攜手共建一個和平安樂的新台灣。 

夏令會的主題演講分別由廖中山、Utu Lovak、羅榮光、鍾佳濱等人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郭明

德。陳明春、吳文馨、賴春標、陳長堯、黃文生等人分別應邀就台僑權益、投資創業、婦女生活、創業經

驗、生態保育、股市分析等題目主持座談。 

十七日晚的「台灣之夜」有五百多人參加，盛況非凡。（夏令會詳情請 參閲第七版「美南夏令會記實」）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176期  7/2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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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071期 6/29/1992 

 

美南夏令會花絮 

簡勇 

★今年美南夏令會由達拉斯主辦，由任教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的詹文聲教授擔任總幹事。詹教授雖然在九十

幾度的美南熱天，依然西裝革履，場裡場外照顧得有條不亂。 

★林山田教授的台灣政情報導生動有趣，説到國民黨荒謬處，笑聲不絶，説到國民黨可惡的時候，令同鄉幾

欲噴火。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林逢慶教授介紹學生運動以及教授協會組織過程，由於林逢慶教授現身説法，又有錄

影片放映，使得與會同鄉如身處現場參與鬥爭抗議。 

★外省子弟台灣獨立支援會代表段震宇説出他超越眷村心態投入台獨運動的心路歷程。他舉例説一些眷村心

結及笑話，博得同鄉的好感。會後有些同鄉還捐錢給支援會，鼓勵支援會快馬加鞭擴大活動，讓更多的「外

省人」或老芋仔也加入這個歷史潮流。 

★成功大學化工系林繼雄教授四十年來硏究出一套台語文法。他説用他的那一套可以即刻教小孩學母語；由

華盛頓首都地區來的馮昭卿説她用林教授的那一套在台語學校教得很有效果。林繼雄利用夏令會時間風塵僕

僕美國各地夏令會及同鄉會四處推銷他的那一套，想必是要把他的那一套推荐爲台語教學標準法。 

★名作家黃娟女士現身説法，演講文學的現在與將來，條理有系，分析清楚，難怪坐無虛席。 

★台語詩之父林宗源及鹽分地帶詩人黃勁連聯合主講台語文學。黃勁連聲宏氣壯，丹田有力把台語的七主調

八變調二小調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引用一些唐詩來比較台語的美與音樂性。他也用詩歌來示範台語詩的韻律

性。他説明台語的文學及文學的台語乃建基于言文一致，「喙與筆尖合一」寫出台灣儂最熟悉的鄉土事物、

風情人畫。他的説理具有感性又有根據，非常有説服力。 

林宗源先生用伊帶有感性的聲調唸出他的傑作「你是一條蕃薯」，唸到激動處，他含泫欲滴;同鄉也受到哀傷

氣氛的感染，泣聲有之。 

林宗源又唸出他的一首「揺孫仔」，然後由黃勁連帶動教唱，準備晚會派上用場。 

演講後他們帶來的書及錄音帶被同鄉一掃而空，會後同鄉繼續向宗源仔討教。 

★客家文化討論會精彩萬分，記者不懂客語，但看客家同鄉一會兒慷慨激昂，一會兒笑笑哈哈，雖不懂説什

麼或笑什麼，但是看客家同鄉的表情，也覺得很精彩。 

★社團報告，參與報告的社團有代表全美同鄉會的郭正光、北美教授協會的李雅彥、台獨聯盟的楊宗昌、人

權會的邱忠男、婦女會的溫惠蘭、台灣教授協會的林逢慶等。各社團皆扼要地介紹他們的宗旨及成就。 

★政治討論會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楊宗昌介紹聯盟台灣本部成立經過及美國本部的運作情形。

楊主席向同鄉答謝同鄉贊助聯盟遷台成功，目前張燦鍙主席依然在國民黨的黑牢中没能保外就醫，他呼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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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繼續關懷張主席。會中有些同鄉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有一與會者説他非常感冒有人愛批評民進黨的種

種不好，没有愛心。另一位同鄉起來反駁説民進黨内確有一些不良的黨員，這些人是破壞民進黨及台灣民主

進步的障礙，這些人須把他們清出來，如此才能使民進黨的体質健康起來。 

★夏令會的壓軸好戲當然是台灣之夜晚會節目。今年節目豐富總共有近三十個節目，演了三個鐘頭。場場掌

聲如雷，每個節目皆非常叫座。 

★達拉斯蔡家班三代表演第一場的弄獅及末場的武術表演，蔡家班的蔡靜煌説本來他想演台獨風雲的布袋

戲，但是戲本還没有寫好，所以留到明年。蔡家班武術全家公孫皆上場，非常精彩，鑼鼓齊響，眞正熱鬧。 

★青少年太極拳表演看似諷刺太極拳的慢動作。他們一邊打一邊口裡説「西瓜剖一邊，一邊互你吃，一邊互

我吃」。手一伸，噴一聲吐出西瓜子，動作有趣，説的台語有臭奶呆味，非常有創造性。 

★休斯頓婦女同鄉的「一支小雨傘」，笑破很多人的肚皮。葉錦如、包方明、邱麗卿、周木蘭各扮西洋人、

台灣姑娘、日本武士、日本女郎。動作配合輕鬆諧氣的「一支小雨傘」流行歌，粗野的日本武士、日本女

郎、洋人及台灣姑娘，演得很出神有趣。創意高，諷刺性強，動作多，是低成本高效果的笑劇。希望原班人

馬再創一些不同腳本的笑劇。 

★紐奥良同鄉的歌仔戲演出唐伯虎點秋香服飾華麗，台詞清晰動作配合很好，獲得不少掌聲。 

★紐奥良同鄉的山地舞，人數不少，音響效果很強。這是紐奥良最得意的民俗文藝團隊；紐奥良地區國際民

俗節他們以此參與當地民俗表演代表台灣，頗得好評，六月時休斯頓台灣人活動中心開幕典禮他們也蕃公蕃

婆遠征休斯頓表演，據説還有賞金呢。 

★徳州農工大學合唱團暨台語詩之王林宗源及鹽份地帶詩人黃勁連以及簡忠松夫婦表演合唱及吟詩。黃勁連

司琴，林宗源吟搖孫仔詩，合唱團唱揺孫仔，孤戀花及台灣魂，簡忠松操刀指揮台上台下唱成一片非常熱

鬧，是台灣四百年來第一次詩人現身説法與青年合唱的表演。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1084期 8/1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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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美南夏令會五百人參加盛會 

廖宜恩談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 

【德州 San Marcos 訊】德州聖馬可士城（San Marcos）是一個景色優美、有豐富歷史古跡的城市，人口只

有兩萬人。位於德州中部，鬧中取靜的聖馬可士州立西南大學，是今年美南夏令會的地點，全美西南區台灣

同鄉，熱烈參與夏令會的心，有如當地的氣溫華氏 95 度，參加的人數達五百名之多。 

奥士汀、巴頓路市、 明湖大學城、達拉斯、休士頓、紐奥良、聖安東尼同鄉會的同鄉由四面八方，紛紛前來

報到，由邱忠男、蕭淑貞、駱麗敏挑起大樑，負責報到及分配宿舍等繁重工作。該晚由奥士汀同鄉會準備可

口的點心供大家宵夜，在認親結緣的卡拉 OK 聲中展開序幕。 

二十日上午由大會總幹事現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鄭耀洲致歡迎詞正式揭開大會。接著有中興大學應數系

教授廖宜恩的專題演講：「台灣學生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及張舜華與黃月桂的專題演講：「突破黑名單，

開創獨立路」。下午有兩組的座談會，由全美台灣學生社所主持的「學運探討」乃由休士頓婦女會所主持的

「親子教育」--討論提綱：郭美枝--吾家有女初長成、謝清實--床邊故事、吳貞惠--望子成龍、蔡淑媛--青

春校園。 接著有劉還月的專題演講：「台灣歲時節俗的本貌」，及林衡哲的專題演講：「台灣文化」。再來

是史明的專題演講及由新近當選教授協會會長的李雅彥所主持的社團時間，邀請 江萬里牧師談協調文化及介

紹太平洋時報。 

二十一日清早由台灣 教會公報總編輯盧俊義牧師主持主日崇拜及專題演講。盧俊義特別呼吁海内外的台灣人

要建立三要：第一要建立台灣人的宗教心，第二要建立台灣人的 心靈，第三要建立台灣人的世界觀。按著徐

秀蘭（許曹德夫人）的專題演講：「近代獨立運動的發展」及劉還月的專題演講：「客家文化的危機」。最

後的一堂重頭戲由黃有仁 教授以「台灣國際法上的地位」爲題發表專題演講。 

離開西南大學的宿舍，吃完午餐，在互道珍重再見！結束了這一場盛會。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979期 7/2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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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開拓台灣的新境界建立公義的新國家 團結各語系台灣人發展台灣文化特色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收穫豐碩，圓滿閉幕 

【達拉斯訊】爲期二天的一九九 0年美南夏令會，於七月二十日至廿二日假 San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舉行。大會由全美台灣同鄉會美南區理事長吳明基宣佈開幕，大會總幹事達拉斯同鄉會會長蕭慶和致歡迎

詞，之後，全美會會長蔡銘祿致詞，並代表全美會頒發獎牌給吳、蕭兩位，表揚他們對美南區台灣同郷會及

此次夏令會的服務。接著 ，大會特別介紹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林保仁。 

大會主題演講是由勞支會的鍾維達主講。鍾氏是在休斯頓學成之後回台從事勞工運動的.他用自己從小到現在

的經驗來説明勞工運動的困難與展望。他説目前的許多社會問題如勞工、環境主態等需要建立一個有公義的

國家來解決，因爲這些社會問題的癥結在於政治，如果政治解決了，這些問題才會解決。他指出，一個新而

有公義的國家要有長遠的計劃，才能避免這些不正常的社會問題的發生。 

接著由環保聯盟秘書長廖彬良就台灣的環境生態提出報告。廖氏也是在 Texas 學成之後回台服務的同鄉。此

次美南夏令會 ，由兩位美南地區學成回台從事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來夏令會演講，更具意義 .台灣環境生態的

破壞已經到了危險的階段，雖然環保聯盟的人力、財力有限，但是在過去幾年的反五輕、六輕的抗爭中發揮

了很大的作用。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會長王明玉接著介紹婦女會，並報告了 婦女會成立的經過及正在進行中

的幾個計劃，如印製月曆及發行「今日台灣」（Taiwan Today）等文宣工作。她鼓勵婦女的積極參與,並就透

過全民投票來改變台灣体制發表了她的看法。名作家鍾肇政代表客家文化訪問團致詞，鍾氏用客家的歷史來

説明客家人熱愛鄉土的心，並用朱一貴抗清的歷史説明「 福客合作，十日内可建國 ；福客内鬥，十日内可 

國」來勉勵福佬和客家合作的重要。 

下午的節目是以座談會方式對早上的主題與專 題作進一步的討論。座談會開始由休斯頓的簡忠松主持。除鍾

維達、廖彬良之外，有高雄環保的曾貴海醫師、新青年會的黃泰山及花蓮環保的黃憲東等參加當

Panelist 。在簡短的引言之後，同郷們發言很踴躍。常被資本家當做反駁環保人士的是" 勞工運動"與 "環

保運動" 可能發生的利害衝突。他們的藉口是如果環保運動對台灣設廠的條件太苛， 廠商可能往海外（如中

國 ）去投資，勞工可能因此而失業。這些廠商是只顧自己的利益而對台灣没有長遠的信心。勞工和環保是息

息相關的。新青年會的黃泰山分析台灣學生運動。他説一般而言校園學 生運動比社會的運動落後 。而且同

爲贊成"台獨" 的教授不能進入校區，而國民黨刻意縱容"統運人 士"在校内活動。因此校區内"統運" 似乎多

於 "獨運"。這是我們需要努力之處。曾貴海醫師與黃憲東也就高雄與花蓮地區 的環保工作提出報告。黃憲

東特別説明了花蓮民衆反對水泥廠遷往東部的抗 爭。晚會"台灣之夜"， 主要由 Houston 年輕的 一代表演

各種舞蹈、時裝 表演， Dallas 的長春會表 演了扇舞等。另外，有台灣原住民的歌舞及台大西田社的布袋

戲等等。精彩的節目就在高潮"捉賊記"中結束。 

第二天早上由謝枳陽牧師帶領作禮拜，謝牧師以"愛的認同"爲題證道 。接著是台灣客家文化訪問團的專題，

由郭正光主持。首先由羅肇錦教授利用語言學的硏究來比較福佬與客家語言的同異。他指出，福佬話是漢朝

的語文，而客家話是唐朝的語文。就發音來説，客家話與北京話（元朝以後的語文）較接近。就用詞來説 ，

則福客是非常接近的。 羅教授説語文只是溝通工具，希望大家不要自以爲是，以爲自己的最好，他希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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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硏究出一套共同的語文，在此之前則應互相尊重。鍾鐵民是鍾理和的兒子，秉承父志。 鍾鐵民也是台灣

文學的名作家。他提出客家文學熱愛鄉土的情操實在是台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台灣人受外來統治者的壓迫時所反映出的強烈台灣意識都充分表現在客家文學的作品中。他呼吁不分 福客，

共同來保持咱台灣人的文化。楊鏡汀是古龍國小的校長，他以客家話教學的歷史和他本身的經 驗，爲了使家

鄉的客家人不忘自己的母語，親自利用時間教小學生客家話，雖然考績由甲變成乙，但 是看到年幼的一輩漸

漸會用自己的語文，而感到欣慰。接著又有新竹縣議員林光華及陳文和二位對客 家參加台灣政治運動提出他

們的看法。最後一個專題是原住民的座談會。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文化特色之一，但是多年來經過國民黨的摧

殘，幾乎有亡族滅種的危機。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會長夷將拔路兒（劉文雄）與副會長巴燕達魯（陳金水）

向大會提岀了"還我姓氏"與 "還我土地"兩大訴求，要讓他們保留自己的名字，並保護他們在其居留地的主

權。台灣的新境界是應該讓他們並幫助他們發展他們的文化及傳統的習俗。 

李雅彦當選全美會美南區理事長 

【休斯頓訊】台灣同郷會美南區理事經過提名 、投票，結果在六月廿日全數投票通過選出休斯頓李雅彥爲下

屆區理事長。美南區理事長任期二年，自令年夏令會結束日（七月廿二日）起到一九九二年夏令會結束止。

李雅彥是德州大學醫學院教授， 曾任休斯頓同鄉會會長， 平日熱心同郷公益，出錢出力爲同鄉服務，對最

近戸口普查台灣藉運動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最近也被選爲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會理事。今後美南區同鄉會在

李醫師協調之下，一定會更活躍。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882期 07/3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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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美南夏令會邀請書 

日期：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下午至七月四日中午 

地點:北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TEXAS 主題：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 

節目：主題演講一一將邀請多位島內非公職之反對運動人士，就「主題」發表看法 。歡迎全世界各地關心

「主題」的台灣同鄕踴躍參加。 

政治討論一一獨立或是民主？孰爲目的，孰爲手段?孰先孰後？政治討論會 將以此爲焦點，敬請海內外，各

台灣人組織或團體，事先向大會報名，參加討論。 

台灣客家文化專題討論會 

婦女、學生、勞工運動討論會  

經濟問題討論會 

運動大會— 游泳、排球、籃球、拔河等（室內）及網球（室外）。 

幼年少年節目一 靑年組今夏將於同時，獨立在 UT, AUSTIN 校區擧辦夏令會。而本夏令會，從托兒所到高中

生，將分班有專人負責活動。 

宗敎節目一星期日早上（七月三日），由牧師主持主日禮拜。 

台灣之夜一 由各地同鄕會負責演出，已經決定登台的有布袋戲「四海風雲」 第三集，保證精彩。  

開講會一 每晩十至十二點，各組織團體或個人可以利用宿舍會議室聚會 ，講古話仙自由發揮。 

住宿費用:大會已經接洽好北德大學生宿舍供應食宿，費用如下： 

 

 成人 

（社會組） 

學 生 

(12 歲以上) 

小 孩 

(12 歲以下佔床位) 

小孩 

(不佔床位) 

3 日（3 晚 8

餐） 

$ 9 0 $ 7 0 $ 6 0 $ 3 0 

2 日（3 晩 6

餐） 

$ 7 5 $ 5 5 $ 4 5 $ 2 5 

1 日（(1 晩 3 $ 5 5 $ 3 5 $ 3 0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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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不在宿舍食宿者報名費$25 

其他詳細情形將另通知，要報名者請直接聯絡: 

TAA—DALLAS. FT —WORTH CHAPTER 

P. O.BOX 0402 

CARROLLTON, TEXAS 75011-0402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658期 4/21/1988 

 

 

炎炎夏日往何處去？美南夏令會共相聚!！ 

1988 年美南夏令會邀請函 

親愛的美南台灣同鄉! 

一年一度的美南台灣人夏令會訂於七月一日至四日在 Denton,Texas舉行，場地節目的安排已經就緒，在此特

地邀請各位台灣同鄉能利用假期及國慶日的週末舉家前來參加。Denton 是個大学城，市内有北德大學及德州

女子大學，恬靜的小城正是渡假的好去處，Denton 是 Dallas-Fort Worth Metroplex 的一部，離開這兩大城

市都很近（(30-40 miles)） 附近可供遊玩的地點簡單列在下面： 

1.水上活動: Lewisville Lake （10 miles）, Lake Taxoma （35 miles） 

2. Dallas Area: South Fork（TV show-Dallas中 J.R.'s home）, Dallas Zoo, Art Museum 

3. Fort Worth: Six Flags over Texas （(Arlington) ）, Wax Museum, Wet and wild, White Water, 

Wild Life Park, Water Fountain, Amon 

Carter Museum （Western Arts）, Fort Worth Art Museum, 

Botanical Garden - Japanese Garden ,Will Roger Col i sum 

and Stockyard. 

報到時可向大會報到組詢問詳钿資料。 

節目方面，今年主題是“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除了主題演講及討論之外，又有政洽討論會將就“民主”及

“獨立”提出深切的討論。其他座谈會將包括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經濟問題及勞工問題。更有特別節目討

論客家問題。各討論會將有台灣來的從事工作者提供他們的看法。星期日下午運動會將在室内體育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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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有 Volley ball, Basketball , Raquetball及游泳池设備。晚會台灣之夜將以"台灣民俗” 為主題配合各

地同鄉會演出，車鼓陣、宋江陣、布裂戲等傅統民間娛樂活動將於晚會中演出。青少年節目及小孩節目一向

是咱最大的問题，今年將特別注意供給咱第二代有好的節目給他們共享，敬請各同鄉提早安排踴躍參加。 

1988年美南夏今會籌備會 

P.O. Box 110402 

Carroll ton； Tx 75011-0402（817） 565-9440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672期 6/13/1988 

 

 

一九八八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專頁 

政治氣氛濃厚。台灣之夜第一流 

美南夏令會令參加同鄉賓至如歸 

【本報達拉斯訊】政治氣氛濃厚及一流的台灣之夜是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歷年來的招牌。今年自不例外，主辦

單位達拉斯台灣同鄕會果然不負衆望，由報到至閉幕，讓參加的同鄕都有「賓至如歸」之感。 

有關政治方面，今年的特色是除了「國大」洪奇昌外，其他的講者都是最基層的黨工或義工；他們沒有「明

星」的架式 ，非常誠懇地與各地來的同鄕，共同探討如何「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大會所得的結論，「台

灣獨立」是台灣人運動目前最優先的目標，沒有「台灣獨立」就永遠沒有眞正的自由與民主。這些我不必贅

述。 

至於台灣之夜，則連續四個鐘頭，每個節目都有超水準的演出，令人激賞。首般由蔡家班 PEGGY CHUANG 

的祥獅獻瑞展開序幕，大小獅子的表演就如一個祥和的家庭大團圓，配上六歲孩童蔡宇明的跆拳，相當引人

注目，是一個好的開始接着，奧斯汀同鄕黃桂武獻唱「點心担」、「呷酒愛呷竹葉靑」及「杯底不通飼金

魚」，博得許多掌聲；奧斯汀同鄕會會長陳春興的大公子 ERIC 以柔和的小提琴演奏，讓人沈醉在樂鄕中。

休士頓台灣同鄕會的一些成員合唱幾首台灣民謠後，NAOMI及 JINA 的爵士舞，讓人手脚都 發癢，想要一

起合跳。由柔道七段高手許乃宣講解的護身術，讓大家知道一些自衞功夫，受益良多； 達拉斯長輩會的歌

聲，實在不遜年輕人， 而其現代舞蹈，引來所有觀眾主動以掌聲 和著節拍，氣氛十分熱洛。 

接下來的台灣民俗戲劇整個台灣之夜的重頭好戲，總共有九個節目。首先由達拉斯演出客家山歌，有說有

唱，意義深刻。接着由休士頓的郭正光及黃智舜、黃澄淸合演「咱攏是台灣人」，眞正精彩；其中有客家話

也有福佬話，句句是妙語， 加上郭正光及黃智舜兩位的古錐動作，令人捧腹大笑。隨後有俄亥俄州哥倫布城

提供，由達 拉斯台灣同鄕會表演的台灣民俗服裝表演 ；眞是唯妙唯肖，可以比擬專業模特兒的表演，尤其

配上台灣民謠更能顯出台灣人的純樸民風，也令觀眾在大飽眼福之餘，耳根亦享受一番。在三位高中生表演

了可愛的山地舞後，接着主持人便宣稱有今年最新的流行服裝表演，要大家摒息以待。但等到答案揭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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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不禁捧腹，原來是身穿簑衣、頭戴草笠、手拿鋤頭、脚穿雨鞋的台灣農民裝，由郭正光表演，以客家語

發音，來控訴國民黨的殘暴統治，不僅不知感謝農民的養育之恩，竟還施以「五二 O事件」的殘酷待遇。 

接下來，由達拉斯及休士頓兩同鄕會合演的「赤脚醫生」，讓許多同鄕都由頭 笑到尾，堪稱是一個空前爆笑

的寫實政治話劇，無論編劇或演出的技巧都屬上乘。 劇情是說，一個糊裡糊塗的赤脚醫生，由於以祖傳秘方

「莊敬自強」及「處變不驚」兩貼靈藥，無法挽救一個重要的病人，不得不求神問卜於「北美洲敎授協會乩

童班班主任」。在一陣亂跳之後，乩童送給赤脚醫生一貼「美麗島民主丸」，但未料病人服用後却立刻「七

孔流血」而死。最後並由「北美洲敎授協會師公班班主任」作法，將此死人之靈魂超度，送至地獄，此話劇

至今，仍讓與會者津津樂道。 

眾家引頸期待的歌是下一個上場 的節目，描述蔡有全與周慧瑛這對「亂世鴛鴦」，以示對他們兩位的肯定致

敬。這算是美國地區第一次的歌仔戲演出，精彩萬分。接著，島內貴賓洪奇昌、洪志銘及洪茂坤三人合唱

「咱攏是台灣人」與「新台灣進行曲」，充份顯出黨工的草根與進取性格。  

享譽全美的布袋戲「四海風雲」接著 開演，由達拉斯知名同鄉蔡靜煌自編、自導、自演。此次演出是第三

集，內容豐富 ，台詞精采加上大型的木偶,令同鄕彷彿囘到了當年在家鄕看野台戲的日子。最後 是蔡昆老先

生所編演及指導的「宋江陣」表演，無論在操演、對打、擺陣都頗有看頭，熱鬧異常。 

此次美南夏令會台灣之夜，係由蔡靜煌籌劃及協調，歌唱、舞蹈、民俗、戲劇樣樣都有，雖然長達四個鐘

頭，然而與會同鄉仍覺意猶未盡。 

 

美南台灣人夏命會特别報導 

本報記者楊淸平 

以[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爲政治訴求的一九八八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四 日在一場感人的捐獻支援農

民運動高潮後圓 滿閉幕。今年的夏令會是由達拉斯台灣同鄕會主 辦，在該會幹部同心協力之下，辦得可圈

可點。美中不足的是，由於地點離休士頓較遠 ，參加人數比往年略少。這次夏令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島內來

賓中沒有所謂[政治明星]。淸一色邀請地方基層黨工；主辦單位的這種苦心，也可由主題演講者係林宗正牧

師担任看出。由於這批黨工的樸實、誠懇與能言善道；三天的會期中，與參加的同鄉成一片，別有一番淸新

的感受。報到當晚，主辦單位提供豐富的茶點招待各地遠道前來的同鄕。一大盆鴨翅膀啃得大家不亦樂乎；

香噴噴的肉包子，令人不禁忘却旅途的疲勞，而狼吞虎嚥起來；再加上 簡單的報到手續，使與會者一開始便

覺得主辦單位之準備工作做得很好。 

追求獨立是此次大會主題 

大會在總幹事吳明基簡單的致詞之後開始，首先介紹擔任主題演講的林宗正牧師。 林牧師是 「蔡有全、許

曹德獨立事件」後帶領牧師上街頭的領導人之一;他以深入淺出 的話語，講出爲什麼台灣只有獨立一途而別

無他道。他說，十幾年前長老敎會就有遠見 、有勇氣地提出「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要求，今天却還有人

仍在猶豫、在害怕，令 人難以理解。他的演講相當精彩，在場同鄕以起立鼓掌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 

緊接著的主題討論會，先由島內來賓民 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劉守成介紹目前島內社會運動的發展。他認為，

「如何引導社會運動的力量，變成政治組織的助力，進而達到政治組織的目的」，是當今島內反對運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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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課題。他表示民進黨應先制定對各階層人民之政策，確定群眾路線，並且要在組織上設立適當的編制，以

推動各種社會運動； 雖然要訓練基層黨工，以培養基層的動員力，同時也規劃行動的綱領。最後他指出，新

而獨立的台灣應該是民主及社會有公義的。劉守成有條理、有深度的演說，引起許多共鳴；許多人私下都

說，他不愧是反對黨的縣主委。 

接著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郭淸江博士，談「從勞工立場看新而獨立的台灣]。他强調，「在台灣，誰掌

握了勞工，誰就掌握了台灣前途]。勞工之覺醒將是建立新而獨立國家的主導力量，而勞工運動必須 與其他

社會運動串聯。最後，他呼籲在座同鄉支持及協助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以達到獨立建國的目標。自由討論

中，在場同鄕針對勞工運動的作法、台灣警察狠心打台灣人的現象、工黨 分裂的原因及民進黨對工運的看法

與政策等等，紛紛提出問題，分別由三位主講人回答 。 

參與才會關心，關心才知選擇 

下午的節目有「婦女座談會]由 [穩得]發言人陳翠玉女士及休士頓婦女會會長葉錦如女士担任主講人。陳女

士提出她對婦女應如何參與獨立運動的看法，而葉女士則以一個家庭主婦的立場及觀點，談婦女運動。葉女

士以平常的話語，講出極不平凡的道理,令在場的女士及男士均大受感動，予以非常熱烈的掌聲。她認爲，要

參與後才會去關心，而關心之後才知道如何選擇，而有選擇才有自由。同時她表示，海外婦女參與運動的方

法，應從充實自己開始，別人的民主國家是如何運作，來準備未來台灣民主國家的國民。 

緊接著的「政治討論會」，由島內三位 黨工主講，他們是柯家聲、洪茂坤和黃憲東 。柯家聲說，担任黨工

最痛心與痛苦的是，看到有些民進黨人士爲了自身的安全及選票，不但不敢主張獨立，反而提出似是而非的

「反台獨」理論來混淆人民的思路。洪茂坤隨後說明此次五二 O農民事件的原因及其示威的訴求。黃憲東則

以實際參與者的經驗，詳細介紹島內農民運動的組織及領導人。三位黨工很淸楚地刻劃出目前島內政治運動

中的人物及理想。 

晚上的政治座談會是由海外的政治組織代表主講。海外組織推出陳明昭，FAPA 以邱忠男爲代表，台獨聯盟由

郭淸江出席，人權會則派出林又新;除了郭清江名氣較大外，其餘都是「地方性人物」，也就是海外的「基層

黨工」。他們分別提出自己所屬組織目前的工作及理想，也提出對當前台灣問題的看法。其中，海外組織代

表表示，「五二 O事件是部份農運人士爲了奪權而採取的不成熟的行動，其犧牲是不必要的」;這種看法引起

會眾相當多的辯論與爭執，尤其島內黨工來賓紛漏起來陳述不同的意見。 

第一天的節目，就在這些重頭戯一場接一場地進行下結束了。回到宿舍，大家發現 五二 O事件」的當事者林

國華夫人黃富美 、文宣組長王基墉、嘉雲人權會會長許能通及財務負責人陳德桔已經趕來，大家精神爲之一

振，互相噓寒問暖。 

閩客團結，台灣才有前途 

第二天早上的節目，有宗教禮拜及客家問題座談會。客家問題座談會由郭正光主持 ，首求他徵求大家多數尊

重少數，讓他以客語主持，由林秋成翻譯，博得多數聽眾的支持。接著由林秋成以「閩客關係」爲題，提出

改善閩客關係的做法。他以個人經驗，認爲今天的閩客關係，不但是統治者有意分化的結果，不論閩客都應

該認識到，大家都是台灣人，不要因為語言的差異而造成分離。 

接著，由郭正光以「閩客問題的探討。」為題，提出他對閩客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今日的閩客問題是由六種

因素造成，包括: 語言的差異、歴史的包袱、統治者的分化、大福佬沙文主義、大客家沙文主義及少數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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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過等。要減少閩客之間的距離，就必須針對這六個原因去補救。他要求聽眾從此提到台灣人時，要包括

客家人、山地人，提到台灣話時要包括客家話、山地話，甚至北京話。只要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使用的語

言 ，都應駭稱爲台灣話的一部份。並呼籲從事反對運動者要嘗試學習客家話。 

經過一天半緊凑嚴肅的政治議程後，下午的運動會就變成格外地輕鬆與重要。各地同鄉分別組隊打籃球、排

球及「四脚競走」。參加者享受了一個下午的歡笑與樂趣。 

「台灣之夜」 一向都是各地夏令會之重頭戯，今年美南台灣之夜更是與衆不同，許多衣服、道具都是由台灣

採購，空運來美，單是歌仔戲戲服與「宋江陣」的道具就花了數千美金，而此經費全係私人捐獻，令人感

動。再加上布袋戲、舞獅、相聲、民俗時裝表演、合唱、獨唱、長春會的舞蹈，以及短劇「赤腳醫生」，使

得三個鐘頭的節目從頭到尾毫無冷場。最後的壓軸戲「宋江陣」鑼鼓喧天、刀劍橫飛、武打逼真、博得激

賞。 

探討五二 O，掀起大會高潮 

第三天早上的節目，由於五二 O 事件的許多當事者從台灣趕來，因此大會決定臨時改變討論主題，變成「五

二 O 事件討論會」。會中，王基墉先生將五二 O事件的經過作個非常詳盡的報告；許能通分析五二 O事件發

生的遠近因以及國民黨的陰謀；陳德佶則說明此次農運人士分裂的經過。接著，由黃富美訴說林國華及其女

在此事件中的表現，以及林國華從事農民運動的理想；說到傷心處，不但黃女士泣不成聲。在場許多會眾也

不禁淚流滿面。最後，由洪奇昌先生報告整個事件對台灣的影響。這個討論會完全暴露了國民黨的陰謀與殘

酷的本質。 

在閉幕式中，大會贈送每一位島內來賓一件印有「新而獨立的台灣」字樣的黃色汗衫，而雲林農權會也由黃

富美代表，將一面會旗贈給主辦單位，由吳明基接受。在即將結束前，郭正光要求主持斗笠當場拍賣。在此

次大會期間主辦單位已經兩次募款，共得四千多元，而最後的義賣活動再度掀起高潮，同鄉們互相競標，一

頂斗笠賣到五百元。賣完之後，買到的同鄉又捐出再賣。農權會也拿出兩面會旗義賣，募得五千元，場面十

分感人，而主持人郭正光的拍賣技巧也贏得眾多的掌聲。大會就在這個高潮中宣布閉幕。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681期 7/18/1988 

 



162 

 

 

 

 

1986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一九八六年美南台湾人夏令會經兩次籌備會及近日來各籌備委員的努力，使夏令會的節目大體成形，籌備會

由奧斯汀、達拉斯、休士頓等同鄕及將於四月十九日正式成立同鄕會的聖安東尼同鄕、北美台湾人敎授協會

及美南福音敎會派岀代表組成，大家分工合作，以促進美南各地台湾人的聯繫爲目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

特洛及紐奧良同鄕會雖無法積極參加籌備會事宜，但會長們均表示竭力支持把夏令會辦得精彩而且有意義。 

今年夏令會的主題是”開創新局，展望未來”，很榮幸咱邀請至陳水扁（阿扁仔）議員在百般困難中答應來

參加咱的夏令會並主持演講，代表党外參加咱的台灣前途討論會以及主題討論會。大家都知道阿扁的太太吳

淑珍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台南關廟謝票時慘遭國民党製造光天化日下的“政治謀殺”，如今吳淑珍

半身不遂，許多行動須要 阿扁的帮忙及支持。但是她勇敢地鼓勵阿扁仔來參加咱的夏令會，多麼偉大的吳淑

珍！阮欽佩妳的勇氣與智慧！ 

今年夏令會的另一特色是北美台湾人敎授協會同時在夏令會擧行伊一年一度的年會，並提供高水準的學術、

人又及政治節目。請大家拭目以待。 

籌備會擬邀請陳永興、謝里法、林雙环、蕭泰然等人主持一些文藝性的節目。運動方面準備舉行美南區文成

杯網球團體賽，每隊六人，分三組雙打比賽，原則上以各同鄕會組隊報名，藉此咱欲囘想五年前陳文成博士

囘鄕省親，却被國民党的警備總部"修理”後棄屍台大校園，五年來國民党政府尙 無法破案。咱在文成杯比

賽中間，欲來探討陳文成被修理的原因！ 

台湾之夜的節目由各地同鄕會分擔，據言達拉斯的蔡靜煌同鄕有非常精彩的布袋戲表演，休士頓歷年來的"節

目大師"郭珠貞正在絞盡腦汁將繼一九八二年世台會中的"林義雄母女事件"舞劇及一九八四年夏令會的"廖添

丁傳"再推出一精彩的節目。此外更有島内玉山神學院派出四位山地姑娘來此表演精彩的"原住民的呼聲"。大

家也將在晚會中摸彩，贈品優雅，中獎機會良多，請大家來分享一個快樂有意義的台湾之夜，大家來思念故

鄕，展望出頭天的台湾！ 

費用：全期（包括三宿 八餐及註册費）  

每人$80.00（六歲以上與成人同價）。台灣來美留学生每人$60.00。半期 

（包括一宿 三餐及註册费）每人$40.00，留学生$30.00（六歳以下不佔床位者，全期餐費約$30.00） 

注意：費用不包括被單，需要被單者每人每晚加 $3.00，報名時請註明。 

報名：六月十八日前向各地同鄉會報名。 

大會總幹事:蔡正隆（713）870-1421  

大會副總幹事：林英宏（743）480-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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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開創新局，展望未來 

時間：1986 年 7月 3日晚至 7月 6日中午 

地點: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TEXAS 

節目預定表 

七月三日 七月四日 七月五日 七月六日 

 

主
題 

 

開
創
新
局
，
展
望
未
來 

 
  
  
   

        

開 

創 

新 

局 

9
 展 

望 

未 

來 

報 

到 

7:30~8:30 早餐 早餐 早餐 

9:00~12:00 

開幕典禮主題演溝 

特別來鑽演講 

 

專題討論 分組討論 
主日禮拜 專題

演講 閉幕典禮 

成果檢討 

12:00~1:0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0~4:00 

專題演講 ' 分組討論 
政治座談 分組討論 

      明 

      年 

      再 

      會                                                

4:00~6:00 文成杯網球團體赛 

 

6:00~7:00 晚餐 晩餐 

7：30~10:30 

青小主 

少孩題 年土討 

舞風論 會舞會 

台 灣 之 夜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73期 5/1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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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夏令會揭幕了 ! 

美南夏令會簡介 

美南夏令營包括的地區有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路易斯安納、新墨西哥等四州，和其他夏令營比起來，美

南夏令營是歷史最短的一個，除去世台會的夏令營外，這次應是美南夏令營的第二次舉行今年由奧斯汀、達

拉斯、休士頓、聖安東尼同鄕會及北美台湾人敎授協會、美南福音敎會共同舉辦，地點是選在聖馬斯的西南

德州州立大學，據夏令營總幹事蔡正隆表示，此次會選在聖馬可斯地區舉行，是因爲此處交通便利，距離奧

斯汀僅 25公里，離聖安東尼也只有 45公里，而這兩個地方， 前者雖有台湾同鄕會，但活動較少，後者則當

時根本未成立台湾同鄕會。蔡總幹事說，希望夏令營選在此地能打破ー些僵局帶來一些突破。 

結果，奧斯汀同鄕參入籌備會，聖安東尼同鄕 會也在 4月 19日成立。蔡正隆說，雖然美南夏令營尙未開

始，但是從上述兩件事情來看，他覺得美南夏令營已經成功一半了。 

在談到今年籌備經過時，蔡正隆表示，說起來不好意思！因爲每年看到美東、中西部都辦的轟轟烈烈，独缺

美南，所以就決定再辦美南夏令營。 

由於今年合辦的團體多，因此在節目上也呈現多樣化，例如政治方面的討論就分爲政治討論會及主題討論

會；前者代表是由革命組織如台灣獨立聯盟、革命党、新台湾同志社等，後者則邀請非革命組織如 F A P 

A、台湾學生、台湾人敎授協會、人權會、台湾同鄕會等。兩者討論的主題皆是：開創新局、展望未來。蔡正

隆強調，透過這樣的分組是 期待讓同鄕們能對各方面有更淸晰的認識，更能淸楚的去了解台湾的未來• 

根據統計，目前報名人數約有三百多人左右，加上臨時報名的人數，預計參加人數會超過五百人，由於籌備

人員的不辭辛勞，全力奉獻，使各方面 的準備工作都能依照原先計劃，按步就班的進行。在你到達美南夏令

營享受優美的風景，精心設計節目的同時，別忘了向這批幕後工作者，道聲感謝。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86期 6/3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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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美南籌辦明年度夏令會 與敎授協會年會合併擧行 

【報休士頓訊】九八六年美南夏令會第一次籌備會議，於八日下午假此間召開。會中決定於明年七月四日起

擧行美南夏令會，爲期三天兩夜。同時北美洲台湾人敎授協會第五屆年會，亦將與美南夏令會同時舉行。 

美南夏令會第一次籌備會議於八日下午一時舉行，由出席休士頓台湾同鄉會會長蔡正隆主持，召集人士包括

達拉斯台湾同鄉會長蔡靜煌、大學城同鄉會長謝絹珠、紐奧良台湾同鄉，會長羅理經、北美洲台湾人敎授協

會會長林宗光亦應邀出席。會中除確定夏令會擧行日期外，亦決定地點在 San Marcos 城的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城位在奧斯汀南方卅哩，休士頓西北一百五十哩處，風光明媚，景色優美，爲休閒渡假的好地

方。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433期 12/16/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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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首届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六月德州擧行  

主題台灣人應有的信仰使命  

節目多元化即日起接受報名 

 
〔本報訊］美南台湾人夏令會籌備委員會主席謝英敏，近日正式公開宣佈，第一屆美南台湾人夏令會訂於六

月八日至六月十日，假德州 Huntsville 的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盛大擧行。今年夏令會主題是

《台湾人應看的信仰和使命》，將邀請黃彰輝 牧師擔任主講。 

近年來美國西南區台湾同鄕日益增加，各種社團相繼成立，爲達到敦睦鄉親，關心鄕土，照顧同鄕需要起

見，經由休士頓台湾同鄕會、休城台語敎會、休城恩惠敎會，達拉斯台湾同鄉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休城分

會，以及其它西南區台湾人社團的同意與支持，同時基於互相尊重，關心哈作下經數月磋商籌劃，象徵美國

西南區台湾同鄕大團結的美南台湾人夏令會，終於在今年順利舉辦. 

據謝英敏表示，此次美南台湾人夏令會，參加社團將有各自節目，以互相平行的原則之下進行。 

教會將舉辦靈修會，不僅對信徒的造就，信仰的堅定，並且對傳播福音的信息，將有很大的貢獻給予我們同

鄕。 

同鄕會將舉辦專題講座，生活座談會，康樂節目等，屆時必有豐富的節目以娛同鄕。 

台湾人公共事務會（FAPA）將以英語擧辦台湾人外交講習班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Diplomacy），計

劃聘請蔡同榮、陳榮成等敎授及黃彰輝枚師講解台湾歴史、文化、政治，美國政治外交以及台灣人如何可在

美國爭取台湾人的福利和謀求台湾光明前途，這 項講習班適合各種年紀，以成年人，大學生和髙中生爲主。 

同時，所有參加社團將聯合舉行"台湾之夜"晚會，提供精彩節目，夏令會籌備會主席謝英敏表示，深信各社

團能夠發揮其甚大功能，服務同鄕。同時，他期望居住美南各州台灣同鄉踴躍報名參加，積極參與台湾人活

動，共同關心我們的團體使其更加蓬勃發展。 

有關夏令會報名辦法，請與休士頓台湾同鄕會聯繫，電話是：（713）981-8787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71期 4/11/1984 

 

 

台灣人夏令會・美南揭開序幕  

各地鄕親齊聚德州訴鄕情 

共同體認台灣人信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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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訊] 今年度海外台灣人夏令會，美南區將首先揭開序幕。據籌備委員會主席謝英敏表示，迄今報

名人數已近四百人，預計前往參加同鄉將超過五百位。 

此次夏令會訂於六月八日至六 月十日，假德州 Huntsville的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盛大擧行，今年主題爲《台灣人應有的信仰與使命》，邀請曾擔任台南神學院院

長十七年的黃彰輝牧師擔任主講。 

據謝英敏表示，這次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參加社團將有各自節目，以互相平行的原則之下進行。 

敎會團體預定舉辦靈修會，邀請兩位曾在台灣傳敎教服務的牧師 David Gelzer 與王神父（James 

Collignon），前來參加，相信對信徒的造就，信仰的堅定，以及傳播福音的信息，將會有很大的貢獻。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也將以英語舉辦台灣人外交講習班，聘請蔡同榮、陳榮成兩位敎授及黃彰輝牧師等人，

分別講解台灣歴史文化，美國政治外交、遊説經驗以及美國傳播界的運作等題目，讓同鄉了解，以謀求台灣

人的福利，爭取台灣故鄉光明前途。 

同鄉會將舉辦生活座談會，康樂節目，並將擧行政治討論會，邀請陳南天、洪哲勝、許信良、李南風擔任講

員，探討現階段島内外政治形勢發展。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三年來返台被害陳文成敎授之父陳庭茂先生，及台灣人傑出生化家廖述宗教授 前來與同

鄉見面並做公開演講。 

九日晚間，所有參加夏令會的社團將聯合盛大擧行台灣之夜聯誼晚會，提供精彩節目以娛鄉親。 

摘自台灣公論報 第 287期 6/9/1984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在休士頓擧行 

強調建立新而獨立國家 乃是台灣唯一生存之道 

堅決反對宗敎法•表示爭取人權決心 

［本報休斯頓專訊〕美南台湾人夏令會於十日發表聲明，强調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是台湾唯一圖生存之

道，並表示台湾人將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基本人權。 

美南夏令會發表的聲明，主要内容包括下列三點： 

——深切體認台灣基督長老 敎會所提倡的”新而独立國家 ”是台湾唯一圖生存之道。 

——堅決反對國民党實施宗敎保護法，壓制宗敎信仰自由 

——盡力爭取台湾人的基本人權，使其免受戒嚴令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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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度擧行的美南台湾人夏令會於九、十兩天召開，參加的團體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奧克拉荷馬等地

同鄕會，台湾人基督長老敎會及台湾人公共事務會，由休斯士頓台 湾同鄕會會長謝英敏担任大會主席。 

約有七百餘名來自德州、路易斯安那及奧克拉荷馬等地的同鄉參加這項聚會，他們兩天來聆聽各項專題討

論、觀賞多采多姿的晚會表演，整個過程的氣氛極爲融洽。 

此次大會主題爲《台湾人應有的信仰及使命》，由黃彰輝牧師主購。黃牧師指出，台湾長老教會長期來的目

標就是要將台湾人的心聲明確表達出來，今後台湾人應團結集中力量，爲建立新而独立的國家共同奮鬥。 

專題演講部份，由廖述宗及郭大衛擔任。廖述宗向與會鄕親報吿去年返台參觀立委選舉的經過;今年二月初遭

國民党驅逐出境的美籍郭神父，亦應邀報告旅居台湾的觀感。 

分組討論部份，以政治討論會最吸引人，台灣獨立聊盟美國本部主席陳南天、副主席李南風、美麗島週報社

社長許信良、台湾人公共事務會代表蔡同榮、台湾革命党籌備會代表田台仁及旅居美南地區的陳榮成敎授，

分別報告各組織運作情形，並對當前台灣政治局勢提出報吿。 

此外，大會還擧行敎會靈修、家庭生活左談及台湾之夜等節目，都極受同鄕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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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德州隆重擧行  

七百位鄕親齊聚一堂共享鄕情  

節目精彩緊凑台灣之夜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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