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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 賴銘琪頒獎美二戰老兵家屬
【波士頓新聞訊】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政府向二次大戰期間赴華助戰之已故 軍目標及在印度訓練中國空軍飛行員等任
辦事處賴銘琪處長 11 月 21 日晚間應邀參 飛 虎 隊 員 Bertrand T. Cournoyer 家 屬 致 務 ， 於 1944 年 返 美 ， 惟 已 於 1967 年 逝
加 「羅德島航空名人堂」（Rhode Island 意。
世。
Aviation Hall of Fame）第 13 屆年度餐會，
賴處長致詞時表示，今年是抗戰勝利
羅德島州航空名人堂由美國海軍前飛
70 週年，政府緬懷二戰期間盟 行軍官 Frank Lennon 於 2003 年創立，以表
國間之合作支援，感謝美國政 彰該州有貢獻之航空界人士為宗旨。駐波
府與人民之援助，尤其感謝所 士頓臺北經文處已連續三年獲邀以貴賓參
有赴華助戰之美國友人，並盼 加年度表揚大會，係唯一獲邀之外國政府
兩 國 之 傳 統 友 誼 益 加 堅 實 穩 代表。本年表揚大會有近 300 人出席，場
固。賴處長並代表政府頒贈獎 面熱烈，賴處長除向同獲表揚之亞利桑納
牌予 C 氏家屬。C 氏於 1942 年 州聯邦眾議員 Martha McSally（R-AZ,曾
赴華助戰，成為聞名遐邇飛虎 任美國空軍戰鬥機飛行員）致賀外，另向
隊之一員，曾執行攻擊日軍目 出席致賀之羅德島州聯邦眾議員 Jim Lan賴處長與 C 氏家屬合影
氏家屬合影（
（中為 C 氏女兒 Michelle Walsh，
Walsh，右
標、空中接戰、護航 「馳峰」 gevin (D-RI) 及 David Cicilline (D-RI) 等
賴處長於航空名人堂表揚活動致辭
為羅州航空名人堂負責人 Frank Lennon，
Lennon， 左一為榮光會石
運補、護航美國轟炸機攻擊日 寒暄致意。
家孝理事長，
家孝理事長
，左二為歷史學者 Tripp Alyn）
Alyn）

教育部獎學金生感恩座談餐會
清大教授林福仁分享留學人生經驗

【波士頓新聞訊】每年感恩節前，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 會的菁英學生提出三項建議。第一，鼓勵學生除致力專
化辦事處教育組都會辦理教育部獎學金生座談餐會，讓 業領域知識的提升，也建議多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有
在新英格蘭地區留學的臺灣學生感受到政府對優秀人才 更多面向的接觸，激盪不同的啟發。其次，鼓勵學生走
的照顧。駐波士頓教育組在 11 月 21 日舉行餐會，並特 出研究室，多參與社區活動，以瞭解美國社會的運作。
別邀請目前在波士頓大學進行訪問研究的清華大學林福 最後，林福仁建議學生訓練自己 「敲門」的能力，與人
仁教授蒞臨，與同學們分享他從獲得教育部公費到美國 交流，建立人脈互動(networking)。因為，他觀察到相
留學，學成歸國後投入教職研究界的人生經驗，同時也 較於美國學生，臺灣學生較缺少這項能力的訓練。總結
勉勵與會的獎金生貢獻所學於社會。
時，林福仁鼓勵學生將所學回饋社會，提醒學生：重點
餐會伊始，教育組組長黃薳玉說明教育部各項獎學 不是說什麼，而是做什麼。
金的最新規定，提醒各獎學金生注意相關手續申請時
黃薳玉表示，留學生們在異鄉提升自我，為自己前
間，免得讓自身權益睡著了！黃薳玉在餐會上預告，近 途打拼的同時，也是在爭取臺灣發光的機會。她並回應
年與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合辦的 「訪問學人講 林福仁對學生們的勉勵，臺灣在國際社會上一直都很辛
座」，明年預計擴大舉辦包含博士生的 「菁英學子論 苦也很努力，希望餐會能為大家加油打氣，期待更多的
壇」活動，邀請臺灣留學生為主講人，分享學習經驗及 「
臺灣之光」在新英格蘭地區發光發熱。
研究成果。此外，黃薳玉也介紹教育部最新推出的人才
餐會席間，獎學金生間彼此認識交流，氣氛熱絡溫
歸國經驗傳承計畫： 「海外人才國際經驗分享計畫 馨。波士頓地區人文薈萃，學府林立，自然吸引不少優
(Taiwan GPS)」，鼓勵學生可利用返臺時間，透過教育 秀臺灣留學生前來就讀。目前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教育部
部辦理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讓更多臺灣學子瞭解海外 各項獎學金生約 100 多人，包括公費生 21 人、留獎生約
留學生活點滴及申請學校等經驗，期待鼓勵更多優秀學 60 人、尖端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生 2 人、奧林匹亞數理
生來美國留學。另外，她也說明另一項政府攬才新措 獎學金生 18 人及頂尖大學博士生 8 人。
施： 「
HiRecruit」，鼓勵獎學金生登錄
自身履歷，掌握臺灣業界徵才訊息，取
得求職先機。
接著，本次座談會貴賓林福仁教授
分 享 他 在 民 國 81 年 獲 得 教 育 部 公 費 支
持，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到美國伊利諾大
清華大學教授林福仁（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及駐波士頓教育組組長黃薳玉
及駐波士頓教育組組長黃薳玉((前排
學攻讀博士。回首學成歸國後，投入教 清華大學教授林福仁
右六，
，比讚者
比讚者))與教育部各項獎學金生合影
職與研究及在美國留學的經驗，他向與 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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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Asian Landlord Association Seminar
波士頓亞裔房東協會講座
TIME 時間: December 19, 2015. Saturday 2:30-10:00 PM 十二月十九日(週六)
LOCATION 地址：: MIT Tang Center, Building E51, Room 325
麻省理工學院 Tang Center, E51 號樓, 325 教室
70 Memorial Drive, Cambridge, MA 02142
... PARKING & Entrance behind the building 停車場和入口: 在 E51 號樓的 後面…

財富知識與房產講座
Chinese Session 中文講座 (2:30-5:00 PM)
1. “家庭財富的架構”– 潘樹仁, 中城地產
2. “如何取捨投資的風險與回報”– 李光华, 财务顧问
---------------------------------------------------------------------------------

Investment Group (5:00-6:00 PM)
1.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ase Study: 房產投資實例分析

English Session (6:00-10:00 PM)
Seminar Topic:
“The Rent Is Due - Meet Harold Brow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 Harold Brown, CEO of Hamilton Company
Landlord Discussion:
1. Landlord Tips – Jason Pan, Midtown Properties, Inc.
2. Case Study – "Family experience with Probate Court" - Yiz
Gong

Free Admission 免費參加
波士頓亞裔房東協會，中城投資理財地產公司
主持人:潘樹仁(617-834-4071)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