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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州亞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

第一夫人金由美致詞強調團結合作 明天會更好

馬里蘭州第一夫人金由美
（Yumi Hogan）
Hogan）應邀致詞

【本報華府記者李靜芳報導】馬里
蘭州新任州長霍根 (Gov. Larry Hogan)上台之後，直屬州長辦公室的亞
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晚間六點，在
馬州首府安那波利斯市州政大樓州
長招待室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第
一夫人金由美（Yumi Hogan）應邀致
詞時強調說，委員會的用意在促進
商業、教育和文化交流，委員們代表
了馬里蘭州多元化的馬州居民，只
要我們共同攜手合作，敞開大門，迎
來繁榮的商業，為更美好的未來作
出改變，馬里蘭州的明天會更好。
韓裔的第一夫人金由美出現在會
場時，受到全體委員及來賓們熱烈
鼓掌迎接。她以「兄弟姊妹」招呼出
席的委員們，親切、熱情，展現了她
輔佐夫婿霍根州長的無比親和力。
在簡短而有力的致詞之後，她向大
家推介了亞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
會 新 任 委 員 長 金 相 泰 （Henry

Sangtai Kim）
。金相泰表示，霍根州
長具有促進商業繁榮的企圖心，同
時也將推動平等的稅制改革，所以，
他享有百分六十的支持率，他呼籲
大家團結在一起，為更美好的馬里
蘭州作出改變，奉獻心力。
這項會議是由新任的委員會執行
長王佩蓮（Christina W. Poy）主持，
她代表州長歡迎全體新任委員，她
說，作為第三代的華裔美國人，深深
體會社區的重要性，她會在這個職
務上作好霍根州長與族裔居民之間
的聯繫工作。她強調，委員會是一個
團隊，不是她個人，讓大家一起團結
合作，為馬里蘭州更美好的明天而
改變。
出席這項會議的亞太裔暨南亞裔
事務委員會新任華裔委員有張鵬、
董繼玲、鄧業績、梁玨然和李鐵君。
霍根州長的重要幕僚：社區辦公
室主任 Steven McAdams 和服務暨義
工辦公室主任 Jeffrey Griffin 都到場

前排右起: 馬州第一夫人金田美、亞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會委
前排右起:
員長金相泰、亞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會執行長王佩蓮。後排右
起: 華裔委員李鐵君、董繼玲、張鵬。
致意，並發表談話，強調了霍根州
長」為州民服務」的精神。馬州首位
韓裔議員 Mark S. Chang 也出席委
員會議，對委員們服務社區的奉獻，
表達嘉勉與感謝之意。

華裔委員梁玨然((左)和鄧業績
華裔委員梁玨然
和鄧業績((右)

會議是由委員會執行長王佩蓮（Christina W. Poy，左）主持，中為委員長金相泰，右為
第一夫人金由美

社區辦公室主任 Steven McAdams (左
(左)和服務暨義工辦公室主
任 Jeffrey Griffin(右
Griffin(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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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
屈啟惠
美中政策基金會舉辦成立20周年晚宴
SHARON CHU, ESQ, JD.LLM

Sharon C. Chu, Attorney at Law

Member of the Maryland, D.C., Virginia, Pennsylvania, and California Bars

【本報記者邵琳瑋華盛頓報導】11 月 18 日晚，美中政策基金會在華盛頓五月花飯店舉
辦了 2015 年年度頒獎晚宴，慶祝基金會成立 20 周年。
美國前駐華大使尚慕傑（James Sasser）致辭歡迎前來晚宴的中美政府、國會、工商、
媒體等各界人士，感謝在場來賓及所有為中美關係發展做出貢獻的人
。
承辦馬利蘭
維吉尼亞州 華盛頓 賓州及加州案件
今年的公共服務傑出成就獎頒給了美國第
24
任勞工部部長趙小蘭
，
同時也表彰了
屈啟惠律師
地址: 100 Park Ave., Suite 288, Rockville, MD 20850
其父趙錫成博士在慈善方面的貢獻。趙小蘭代表她的父親和家人發表了感言，在提到
教育和回饋社會的重要性同時，她用一個充滿愛與信念的親身勵志故事，向在座每位
展現了海外華人與一代移民的歷經千帆和跌宕人生。
交通意外受傷事故
不勝訴不收費
另外，海軍上將威廉·法倫獲得了軍事關係傑出成就獎
。他表示隨著中國的不斷發
展，加強雙方對話和相互瞭解是
關鍵。
最 後，美 國 前 駐 菲 律 賓 大 使 理
查·索樂文和美中政策基金會主
席王冀博士做了結束致辭，總結
了 20 年來的風雨浮沉，並希望更
多的人在未來致力於加強中美
精通國﹑台﹑粵﹑英語
各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美中政策研究基金會 (簡稱
USCPF)，成立於 1995 年，是一個
非黨派、非盈利性的組織機構，
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發表獲獎演講
旨在促進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和
晚宴前的雞尾酒會 學術的相互瞭解。

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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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政策基金會 20 周年晚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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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啟僑校文化課
踢毽子學習傳統民俗
程家川移民律師事務所

【本報華府訊】光啟中文學校在新學期的開始，教
務會議已決議將本學期的文化活動主題訂為「踢
毽子」
。繼過去介紹中國結藝「吉祥結」和「喝茶文
化」等活動設計模式，仍由高班同學藉此機會練
習以中文進行示範教學和帶領解說。
活動規劃由高班老師王季新主導，AP 班林
靜雲老師協助。開學後隨即上亞馬遜網站購買毽
子，同時參考網路資料及僑教雙週刊三月份的介
紹，編輯成一份練習指南，一併交給同學帶回家

自行練習。接著趁前校長盧瑞平返台之便，托他 動作，吸引住同學們的注意力，盛老師接著以簡報
採買一批毽子回來當做文化活動的獎品，同時 介紹毽子的由來和製作的方法，然後進行有獎問
承辦：•H-1 B 及其他非移民簽證
邀請愛心班爸江國富協助示範教學
；教務盛秋 答，獎品就是從臺北帶回來的毽子。
麗老師於十一月初備妥相關材料
，
集合高班同
在網路影片示範過踢毽子的動作後，趁著同學
•EB-1 A 杰出人才：藝術家，科學
學進行簡易毽子的製作教學，王老師說明帶解 們和許多家長學習情緒的高漲，盛老師開始分送製
家，運動員，成功商業人士等
北京大學法律系學士
說時話術的運用，於此
，萬事俱備矣。
作材料，包括安全剪刀、已裁切好尺寸並畫線的塑
弗吉尼亞法學院碩士
本週日（15 日）
文化活動分兩階段進行
，老 膠布、橡皮筋等，各班老師也把事先收集的兩毛五
•L-1/EB-1
C 跨國公司高管移民
師們依分配的時段帶領班上同學到餐廳集合， 硬幣（每人兩枚）交還給同學，高班同學依照指示到
•EB-5 投資移民
就位後先請愛心班爸江國富示範踢毽子的基本
各桌，協助同學們跟著盛老師的說明和口令，逐序
完成簡易毽子的製作。
•EB-2&EB-3 勞工移民
當在場的同學和家長完成親手製作的毽子以後，江
•公民/綠卡持有人申請親屬
爸帶領高班同學邀請大家到已經挪開桌椅的空間，
•K-1 未婚夫/妻簽證開始練習踢毽子，同時也給予個別的技術指導。
一如往年的狀況︰賓主盡歡而散。高班老師自
•公民入籍
掏腰包在亞馬遜網站購買的毽子，也因著高班同學
的良好表現，讓他們帶回去當小禮物，以資鼓勵。
（圖︰王婷嫻
文︰王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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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爸示範「「踢」的基本動作。
江爸示範

同學們高舉手中的毽子展示文化活動的成果。

電話：703-989-9223
傳真：703-534-0861
Email: info@jchenglaw.com

高班的大哥哥大姊姊協助低年級的同學和家長製作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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