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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裔博物館第21屆籌款晚會
主題：吾等歷史吾等文化吾等聲音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簡稱華博會）19日晚在南富麗華海鮮酒樓以
「吾等歷史吾等文化吾等聲音」作為當晚之籌款晚會的主題，睽違了兩年多的
籌款晚會，獲得各界的熱烈支持，嘉賓們衣香鬢影宴客廳瀰漫著歡欣氛圍。

華博會依賴社會熱心人的贊助、捐贈和會員費用來舉
辦各項展覽和項目，並向廣大的美中地區的民眾通

過展覽、教育和研究促進及弘揚中西部美國華人的優良
傳統、文化和歷史使命，更讓更多民眾了解和銘記了華
人社區不平凡就發展歷程和對美國社會做出的卓越貢獻。
當晚與會的嘉賓眾多，包括了伊州參議員維
利瓦南（Ram Villivalam），第17區伊州眾議員龔珍
妮（JenniferGong Gershowitz）的幕僚長哈丁（Liam
Harding）、11區區長李慧華、25區區長盧漢士、芝加哥
駐台北經文處的代表、僑社友好與社區機構領袖、華博
會的會員等200多位歡聚一堂，同時也接獲中國駐芝加
哥總領館趙建總領事、台北經文處處長姜森、伊州聯邦
參議員杜賓、譚美、聯邦國會議員戴維斯、州務卿傑西
懷特等政要的賀函，大家一同慶賀疫情之後華博會的持
續朝向傳承華裔之文化與歷史的道路前進。
晚會由行政主任劉振斌、董事局成員湯信義主持，
華博會會長鄭緯略致歡迎詞。鄭緯略強調華博會的運籌
經費全得自各方的慷慨解囊才可以維持，自2020年3月
新冠疫情蔓延之後，華埠會被逼關門停止活動，幸得到
聯邦政府的小企業援助經費，華博會的工作人員得以維
生，華博會才能繼續的開放。他懇望並呼籲社會各界繼
續支持美中地區唯一的華裔博物館，繼續為傳承中華文
化、促進華埠社區的和諧與發展做出貢獻。
行政主任劉振斌當晚聲稱，華博會雖是一所小小

規模的博物館、卻擁有博大胸懷，透過各式的展覽、教
育、講座來促進中華文化與優良傳統。自博物館成立
以來，曾展覽過的項目無數，例如「別我長城、抵美湖
區」、「我的唐人街：內裡情懷」、「中餐在美國：奮鬥成
功的故事」、「鎏金歲月：高級中華美食」、「美國華裔退
伍軍人：無名英雄」、「鐵路華工150年血淚史」等等。在
2022年的展覽也包括了「珍藏展」、「美國華裔退伍軍人
的故事」，以緬懷衛國衛民的退伍軍人的服務保衛國土
的無名英雄。最後，劉振斌重申華博會的生存全依靠政
府、私人企業和廣大的熱心人的無私捐助，他呼籲各方
積極支持華博會的各項活動。
第21屆籌款晚會，華博會表彰培德中心在社區服務
的卓越表現頒發「優越社區服務獎」，由行政主任吳尚義
代領。同時也向伊州參議員維利瓦南、伊州第17區眾議
員龔珍妮頒發全力促進通過「公平教育亞裔美國人社區
歷史法案」的貢獻獎。
籌款晚會總少不了多姿多彩的文娛演出。在晚會尚
未啟動前，社區的「舞林高手」已經急不及待的展開舞林
大會，雙雙對對的狂舞一番。當晚，古箏演奏家關孟華
為嘉賓們獻上民族樂曲「彩雲追月」與「紫竹調」，叮叮噹
噹的悠揚箏韻，令人忘卻了會場的喧嘩；銀河舞蹈團的
藝人為嘉賓們獻上兩場精彩的民族舞蹈，舞姿繽紛、讓
人目不暇接。最後，愛跳舞的嘉賓們在跳著熱鬧喜悅的
排舞中，落下了圓滿的帷幕。

■華博會會長鄭緯略（前右4）、行政主任劉振斌（前右1）與董事局成員與諮詢顧問合
影。 
梁敏育攝

■旅美知名古箏演奏家關孟華
為嘉賓獻上民樂「彩雲追月」。

梁敏育攝

■華博會同仁頒發「公平教育亞裔美國人社區歷
史法案」的貢獻獎予參議員維利瓦南（左3）與龔珍
妮眾議員的幕僚長哈丁（右3）。 
梁敏育攝

僑務委員會全球僑校學生
作文比賽開始報名

台北僑務委員會為提升僑校學生學 比賽平台下載參賽證明，進入複賽學生
習華語文興趣，特別結合人工智慧的技 及比賽指導老師皆可獲頒本會中英文通
術，賡續舉辦「僑務委員會2022年全球 過初賽證明。
歡迎年滿9歲至18歲之僑務委員會立
僑校學生作文比賽」。該比賽第一名可
獲頒獎學金1,000美元，報名時間為2022 案/備查之海外僑校在學學生(不含持有
年6月22日至9月21日，得獎學生之指導 中國大陸護照者)均可報名參賽。每組複
賽成績前5名者可獲頒獎狀及獎學金，第
老師也可獲得指導獎金300美元。
僑委會表示，本次比賽採初賽、複 一名1,000美元、第二名700美元、第三
賽兩階段賽制，分基礎組、進階組等2 名550美元、第四名450美元、第五名400
組比賽，均採線上報名及比賽。初賽時 美元，另各組並增列3名佳作，可獲頒獎
間為9月1日至9月21日舉行，採線上比 狀，獲獎(前五名及佳作)之學生指導老師
賽系統評分，複賽暫定於10月29日至30 亦可獲頒指導獎金300美元。
本次 活 動 比 賽 簡 章 、 比 賽 規 則 及
日舉行，採人工評分；以複賽成績為比
賽最終成績。另將於6月22日至9月21日 相關說明請參閱「全球華文網」比賽專區
在比賽平台提供參賽者賽前練習，成績 （https://www.huayuworld.org/），歡迎海
不列入比賽成績。完成初賽者可直接於 外僑校學生來挑戰！
本報芝加哥訊

■徐佳青副委員長與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成員座談。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訪團
拜會華府僑教中心
甫在大華府地區訪問的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在總會長
陳阡蕙的帶領下，訪團一行人6月15
日上午9時30分來到華府僑教中心，
受到僑教中心主任郭大文等人的熱烈
歡迎，並與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舉
行座談交流，新接任的世華大華府分
會會長毛家怡與世華巴城分會會長汪
良元，都在座談會前致詞歡迎總會及
各地分會前來的姐妺們。座談會中世
華姐妹與副委員長互贈紀念品，留下
深刻印象。
為了這次世華總會的到訪，邀
請到美國主流社會要人與華府僑領一
起來共襄盛舉，3、4天以來的活動各
個環節都盡心安排的主要負責人白越
珠，是世華巴城分會的創會會長，也
是今年新上任的僑務委員，由她主持
了座談會。
首次以副委員長的身份來到華
府僑教中心的徐佳青以主人的身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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㶊ᨛ 家庭專科 㶊⺗ MEDICARE
)PO:VFO8POH .% 急診專科 .JDIBFM8POH .% 及各種保險
請電話預約： ㏰Նᵈຟ㞛〃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家庭專科 ̾̾〃ᆟ˷ᦕ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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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華埠更好團結聯盟的子女教育規劃
講座，幫助您更有計劃性的為子女累積
教育基金！子女教育基金規劃講座，幫
助您的家庭擁有更好的未來！
主講人為家庭/企業財務計劃
資 深 經 理 梅 馬 秋 蓮（ A n g e l M o y ）。
報名鏈接：https://tinyurl.com/
PlanningEducationFund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聯繫華埠更
好團結聯盟info@cbcacchicago.org/(312)761-9738。
本報芝加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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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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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ᦕ䡄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ೠ、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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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更好團結聯盟（CBCAC）將於6
月28日（星期二）下午7時至8時15分在華
埠更好團結聯盟辦公室（2301 S Archer
Ave, #1, Chicago,IL60616）舉辦「子女教
育基金規劃講座」。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教
育，可謂是操碎了心。為了給孩子接受
最好的教育，擁有更好的未來。
不斷上漲的物價，通貨膨脹率的上
升使得許多家長難以負擔孩子的教育。
俗話說：孩子是甜蜜的負擔。如何甜蜜
又不造成負擔，就是要做好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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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OEZ8POH .%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ৡ

華埠更好團結聯盟6月28日
舉辦「子女教育基金規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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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到 andyha@binexline.com
或電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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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是非常有意義的。
曾經在華府任教舞蹈的世華榮
譽會長黎淑瑛表示回到華府倍感溫
馨，甫接任大華府世華會長毛家怡、
及巴城世華會長汪良元，甫卸任會長
何淑妙均應邀致詞向姐妹們致意。
詳知僑情的徐佳青，也以世華
榮譽會員回應媒體的提問，世華總會
長兩年一任，第一年舉辦華冠獎第二
年舉辦牽手獎，歡迎大家10月份回台
參加雙十國慶參加世華年會。

本報華盛頓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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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
世華總會會長陳阡蕙、世華巴城
創會會長白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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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首先讚賞了世華在世界各地擁有
77個分會的全球性組織，是長期努力
的耕耘與建構，也是每位世華姐妹貢
獻自己專長，贏得更多的友誼和美國
主流對世華的關注，徐副委員長期勉
團員們的團結、友善和包容，期勉世
華每一位姐妹成為台灣女性的典範。
徐副委員長更提到，對於台灣
疫情的控制已有逐漸放寬的趨勢，預
估於今年的7月後能得到改善，歡迎
僑胞10月份返台參加雙十國慶。
世華總會會長陳阡蕙致詞時表
示這次的北美洲之行，所到之處看到
各僑教中心的工作都是一等一的，世
華姐妹們對危機處理都有很強的應變
能力，深以世華的姐妹感到驕傲，陳
阡蕙也鼓勵大家今年10月份返台參加
世華的年會。陳阡蕙認為世華姐妹能
夠在華府向國會議員們談到台灣的軟
實力、談到海外的議題並尋求支持，
提高台灣的能見度，為台灣貢獻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