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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台美協會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十月十日﹝星期六﹞早上十點十分於巴爾的
摩 Martin’s West 花園內舉辦雙十國慶升旗典
禮，駐美代表沈呂巡代表、李光章公使、領務組
組長吳文齡組長、廖朝宏秘書、華僑文教中心
主任劉綏珍主任、賴思琦副主任、僑務委員李
治瑞委員、王東輝委員、僑務諮詢委員林遠伉
儷及中華會館張和成主席等政要、僑界領袖與
僑界人士約三百餘人與會。

典禮開始由主席白越珠會長邀請四位童
子軍踢著完美的正步恭領國旗進場，美國及中
華民國國歌由潘聖華及潘志中帶領全場高唱。
升旗典禮現場除主旗外，高掛著十四面中華民
國國旗以及一面美國國旗、一面馬里蘭州州
旗，加上現場貴賓手中由僑務委員會發送的小
國旗，在晴空萬里下，旗海飄揚著，場面相當隆
重盛大。

駐美代表沈呂巡代表非常感念大巴城的
僑胞心繫台灣，對於在八仙樂園的塵暴獻上愛
心，因此藉此機會頒獎感謝狀予白越珠會長、
台美協會、王東輝委員以及哥城中文學校以茲
感謝，沈大使致辭時表示：「這是一場深具意義
的升旗典禮，於十月十日十點十分舉行儀式，
加上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台美協會成
立十周年，無數的雙十象徵著我們十全十美的
未來。」

由巴城中文學校主辦的大華府地
區中文學校徵文比賽頒獎典禮亦於同
時舉行，十五位得獎學生由沈呂巡代
表親自頒發獎狀、獎金以及作品紀念
冊一本，台美協會會長暨巴城中文學
校董事長白越珠博士表示：「中文學校
的宗旨，除了教授中文、培養學生學習
中文的興趣外，更是為發揚中華文化
不遺餘力，感謝政府的支持，奠定我們
海外中文教育的基礎，祝中華民國國
運昌隆。」

升旗典禮前五十位到場的貴賓，
可以領取由白越珠會長提供的「寶島
台灣造型水鑽胸針」，青天白日滿地紅
的設計理念，讓國慶別針更具紀念價
值。整場活動就在發放由僑務委員王
東輝先生捐贈的豐富早餐盒中圓滿落
幕。
同日晚上七時，於Martin’s West宴會
廳舉行國慶晚宴，約有二百四十多位
賓客齊聚一堂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的生日。晚宴中除了邀請到台北駐美經濟文
化代表處洪慧珠公使、領務組吳文齡組長、馬
博元副組長、廖朝宏祕書、僑教中心賴思琦副
主任及多位僑社社團領袖外，美國當地政界領
袖代表也齊聚共襄盛舉，包括美國聯邦參議員
Ben Cardin 代表 Rev. Jerome Stephens、美國聯
邦 眾 議 員 Henry C. Johnson 代 表 Mr. Arthur
Sidney、美國聯邦眾議員Andy Harris、馬里蘭州
副秘書長 Luis Borunda 代表州長 Larry Hogan、
馬里蘭州參議員Delores Kelley、馬里蘭州參議
員 Jim Brochin、馬里蘭州眾議院副議長 Adri-
enne Jones、馬里蘭州眾議員Clarence Lam、巴爾
地摩郡長代表 Tony Baysmore、哥倫比亞郡長
Allen Kittleman等。高達十位的美國當地政界領
袖代表出席，致贈國慶慶祝宣言，代表著台美
協會成功的打入美國主流社會，更象徵著台美
兩國間的友好關係。

晚宴舞台上高掛著中華民國國旗，兩側為
中華民國與美國國旗之立旗，晚會節目由毛正
豐先生擔任主持人，慶典儀式由孟雍康博士領
唱美國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揭開序幕，台美協
會會長白越珠博士致歡迎詞，除了感謝各嘉賓
的共襄盛舉外，也提到明年一月的總統選舉，
誠摯的邀請嘉賓們踴躍返台投票，也鼓勵嘉賓
們能寫信給州內的參眾議員，一人一信呼籲他

們能支持推動台灣加入自由經濟貿易區。在州
長代表及參眾議員代表呈遞賀狀、賀函後，洪
慧珠公使上台致辭，對於心繫國家的僑胞們表
示由衷感佩，並邀請全場貴賓共同舉杯祝賀中
華民國生日快樂及台美兩國友誼永存，展望未
來。

晚宴在推出精心設計的國慶蛋糕中達到
了高潮，今年國慶蛋糕的設計以中華民國國旗
為基底，代表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永存的精神；
蛋糕上層是立體雙十的造型蛋糕，凸顯國慶主
題；蛋糕邊緣裝飾著栩栩如生的糖霜龍雕，更
象徵著我國的未來的國運昌隆。除了有美酒佳
餚，晚宴亦策劃了精彩的歌舞秀，台美協會會
長及理事們合唱明天會更好，由巴城中文學校
校長白寶珠女士及光?中文學校校長許翠蘭女
士帶來的芝加哥爵士舞，以及領務組副組長馬
伯元先生用他淳厚溫暖的嗓音為國慶帶來祝
福，最後在美妙的音樂以及佳賓們曼妙的舞姿
下，為國慶晚宴畫下美好的句點。

整日的活動，在各界幫助以及台美協會白
越珠會長與所有理事共同努力下，使大家感受
到中華民國人民的愛國的精神、僑胞們齊心協
力的凝聚力，也成功的表達了對中華民國深深
期許及祝福。

旗海飄揚 巴爾的摩地區慶雙十齊祝國運昌隆

【本報華府訊】華盛頓地區同鄉會聯合會（CCCAA）參與主辦的
第七屆蒙郡文化節（WOMF，World of Montgomery Country
Festival）將于本周日10月18號12點到下午5點在蒙郡洛城蒙哥
馬利學院（Montgomery College，Rockville Campus）隆重舉行。

蒙郡文化節是華府地區每年都舉行的大型社區文化活動，
給公眾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美食、舞蹈、民間藝術和手工
製作，是華盛頓地區豐富的文化傳統，歷屆文化節都會吸引很多
美國公眾和華人團體的參與。文化節由蒙郡政府的下屬機構主
辦，受聯合會馮甯平會長和執委會的委派，同鄉會聯合會副會長
孫傑以總負責人身份組織協調並積極籌備此次活動，由來自中
國、薩爾瓦多、埃塞俄比亞和印度等各族裔社團以及蒙郡兒童博
物館參與協調蒙郡文化節，規模空前，是蒙郡地區最大型也是最
具影響力的各族裔社區活動之一。

每屆文化節都有體現各族裔特有的風土人情為主題。今年
的主題是“臉譜和面具”，文化節將圍繞這個主題展示來自不同
國家與面具和臉譜有關的風土人情、文化藝術，及各族裔的民間
生活。本次活動由來自海峽兩岸的華人社團共同參與主辦，以促
進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傳播，使美國民眾更多地瞭解中國。這也是
在美華人展示自己文化特色，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好機會。

上週二晚，2015蒙郡世界文化節組委召開了最後一次籌備
會，最後確定演出節目安排，遊行隊伍次序和時間及姐妹城市展
棚等，孫傑和社區演藝協調部副部長余本智代表聯合會參加了
會議。目前，威風鑼鼓隊、旱船秧歌隊和舞龍隊都在積極排練。中
國展區的文化藝術展品，臉譜，面具，剪紙等已經準備就緒，蒙郡
和中國西安姊妹城市的展示也將由西北同鄉會負責。

中國駐美使館一如既往地給予本次活動以大力支持，幫助
籌備。中國使館已安排官員參加開幕式並講話。此次文化節的中

國展區裡，將展示有中國特色的江河湖
海、人文景觀、文化藝術等的宣傳畫板和
圖片，最具特色的將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各
種面具和臉譜。展棚內還將有書法大師現
場揮毫，剪紙藝術家現場製作精美剪紙，
畫家現場在T-shirt上手繪熊貓、花卉等彩
圖。文化節還設置摸獎活動，鼓勵公眾參
與。

除了中國的武術、花船、鑼鼓、秧歌等
特色表演，您還將欣賞到其他國家的文化
傳統。國際村設有兩個舞臺，有的展示傳
統手工，有的提供民族特色的美食，還有
很多適合全家一起參與的有趣活動，比如
傳統的埃塞俄比亞咖啡儀式，印度墨花
繪，與中國龍跳舞等；各文化遊行將於下
午一點半開始，帶有衝擊力的非洲鼓點，
玻利維亞民族風情舞蹈，以及各國民族服飾秀，都將令您不虛此
行。

文化節還有特色音樂會，12 點半在第一舞臺將有 Ohio
Fame的Robbie Shaefer演出。羅比2011年創立了一個非營利機
構OneVoice, 旨在服務青少年，在世界各地用音樂和創意表達
來改變自己及所在社區。其他有特色的看點還有拉丁音樂，埃塞
俄比亞鼓樂和舞蹈，歡慶豐收的印度舞，薩爾瓦多薩爾瓦多軍樂
表演等。詳情請參見文化節音樂和排程（http://worldofmont-
gomery.com/event-schedule/）

時間：2015年10月18日（星期日）12:00PM - 17:00PM
地點：Montgomery College Rockville Campus, 51 Mannakee

St, Rockville, MD 20850，( 第 11 停車場旁邊的藝術中心)。免費
停車在Mannakee Street對面的 Board of Education lot。

宣傳報導：副會長/社區宣傳部部長 曲長虹：qu_mary@ya-
hoo.com，文藝演出：副會長/社區演藝協調部長 沈月亮：con-
nieshenus@yahoo.com，社區演藝協調部副部長 余本智：benzhi-
yu@gmail.com，文化藝術展出：社區文化教育部部長 王敏：
min_wpwang27@yahoo.com，商家贊助後勤：總務部部長許綱：
Markxu2000@yahoo.com，姊妹城市展亭：副會長/秘書長李暉：
huili_67@yahoo.com，組織協調：副會長/政府聯絡及公共事務部
部長孫傑?jjay_sunda@hotmail.com（華盛頓地區同鄉會聯合會供
稿. 孫瑋撰稿。欲瞭解同鄉會聯合會，請上網:www.cccaa.org)

“蒙郡文化節”帶您領略異彩紛呈的文化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