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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董事李強陳建立 
肯定已退職董事貢獻將聘入顧問團 

亞美聯誼會榮幸地宣佈：李強先
生與陳建立先生加入亞美會董事
會。董事會相信兩位新董事，以
其強大的活動力、經驗、豐厚的
人脈及堅實的專業知識和服務精
神，將為亞美會帶來更大的能
量。本月初，董事會在黃野律師
Wellseley 辦公室召開會議時做出
此決定。會議并對亞美會章程作
出一些相應改動。對已退出董事
會數位董事，肯定他們在過去創
會困難時刻所做貢獻，并將邀他
們為亞美會顧問團成員。 
 
李強先生月初已同意加盟；剛退
休的陳建立先生經過月餘思考，
于四月份第二次參加《母后行者
朝聖團》，歐洲葡國花地瑪、法
國路德朝聖回來後，心靈更大提
升，決定參加亞美會董事會，退
而未休，繼續服務社區。 
 
李強：波士頓雙語網
bostonese.com 的創辦人、主編，
政治學碩士，曾經擔任過《星島
日報》、《僑報》的特約記者。
波士頓華人雙語網（簡稱雙語
網）創辦於 2012 年（龍年）3 月
份，其宗旨是幫助能夠和不能夠
讀中文的朋友了解波士頓華人社
區內外的新聞和人物，以及增進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了解。波士頓
雙語網的報導主要來自於網站記
者、專欄作家和其他波士頓雙語
網的多位特約作者的第一手資
料。兩年來，波士頓雙語網得到
波士頓地區乃至美國華人社區的
支持和信任，目前已經成為波士
頓地區最大的亞裔新聞網站。 
 
李先生 90 年代中期留學來到波
士頓，攻讀新聞和政治學學位，
之後就一直在波士頓地區致力於
通過新聞報道推動華人參政議
政、提升華人形象和積极參加華
人維權方面的社會活動。 

2013 年 5 月，CNN 著名電視主
播庫伯（Anderson Cooper）在波
士頓後灣做紀念馬拉松爆炸案一
個月的現場直播，中間休息時同
李強先生親切握手，並對波士頓
雙語網對馬拉松爆炸案的及時報
導表示贊許。 
 
李強將接替已辭職的董事會秘書
蘇玉平博士職務。 
蘇玉平博士業務扎實、負責而到
位，還兼亞美會財務管理，受亞
美會全體讚揚，他與已先後退出
董事會的三位董事：周西民、方
妙昆、司徒秉權同受肯定，被邀
為顧問團成員。 
 
 陳建立 Peter K.Chan 
2014年初從
美國聯邦健
康及人民服
務部退休，
他在 1979年
加入民權事
務處，歷任
各職位，
2006年遞升
至第一處處長，管轄紐英崙六
州。 
 
他出生于中國廣州，祖籍台山，
1967年移民，1972年在波士頓
學院畢業； 1974年在波士頓大
學獲社會工作碩士。 
 
1974至 1979擔任波士頓華埠小
市府主任。他多年服務華人亞
裔，天主教會，政經公益團體及
主流社會，1974年與黃海蘭結
婚，育有兩子。 
 
Peter K. Chan recently retired 
from his position of Regional 
Manager of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OCR),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Region I.  He joined OCR 

in March 1979 and prior to his 
appointment as Regional Manag-
er, he served as the Acting 
Regional Manager, Deputy Re-
gional Manager, Chief of Inves-
tigations, Chief of Voluntary 
Compliance/Outreach and an 
Equal Opportunity Specialist.  
OCR is responsible for enforc-
ing Federal civil rights regu-
lations prohibiting discrimina-
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
or, national origin, disabil-
ity, age, sex or religion in 
programs or activities receiv-
ing HHS assistance.  Beginning 
April 2003, OCR also enforces 
the Privacy Rule of the HIPAA 
regulations.  Additional regu-
lations delegated to OCR for 
enforcement include the Securi-
ty Rule of HIPAA regulations. 
Region I consists of the six 
states of New England. 
 
He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for his work performance and 
community service.  Peter was 
born in China.  After finishing 
high school in Hong Kong, he 
immigrated to Boston in 1967.  
He graduated Magna Cum Laude 
from Boston College in 1972 and 
received an MSW from the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in 1974.   
 
He was the Manager of Boston’s 
Chinatown Little City Hall from 
1974-1979.  In 1978, he was a 
recipient of the Boston Jay-
cee’s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ople Award.  In 1992, he co-
founde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England and 
served 3 years as its Presi-
dent.  He served 11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
tors of St. Francis House, a 
day shelter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poor and homeles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He i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Trus-

tees of Eastern Bank.  He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Bosto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for 
over 4 decades and served 4 
years as Chair of the Parish 
Council.  He also has extensive 
and continuous involvement with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m-
munities both locally and na-
tionwide, as a leader, coach, 
mentor, supporter, companion 
and cooperator. 

2006 年至孝篤親公所為該公所主
席陳建立榮升辦慶祝餐會時簡介 

http://bosto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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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 New partners  
            歡迎新夥伴 

  特效廣告 

  

亞美會新伙伴亞洲藝術院  

劍橋中國文化中心董事長紀虎民先
生以及劍橋中文學校校長陶凱女士
表示願意參與廣東夏令營招生，與
亞美聯誼會合作。上星期六亞美會
執行董事甄雲龍在亞美會梅清先生
協同下拜訪劍橋文化中心，請教夏
令營招生事宜。劍橋中心及中文學
校有二十年辦學經驗，學生及家長
資源積聚豐厚，也辦過類似夏令營。
劍橋文化中心曾經受北京僑辦的邀
請舉辦了“相約北京，尋根之旅”夏
令營，來自波士頓的十九人感受到

了北京市僑辦精心細緻的生活安
排，參觀了北京航太博物館，漫遊了
清華大學校園，體驗了北京孔廟的
氣氛，也觀看了雜技和京劇，參加過
此夏令營的孩子們紛紛表示，夏令
營讓他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進一步瞭解中國。 
今年，亞美聯誼會受廣東省僑辦的
邀請舉辦“走進廣東，體驗中國”夏
令營，除了國際機票自付，住宿和旅
遊費用均有廣東省僑辦和南粵禪武
中心負責，整個體驗學習，旅遊參觀

為期 13 天。7 月 22 日報到，7 月 23

-25 參加《相約廣東，走進中山珠海》
集體聯歡活動。接著是為期 10 天在
廣東禪武中心的學習課程，課程包
括了茶道，書法，剪紙，武術等。劍
橋文化中心董事長和劍橋中文學校
校長表示將參與亞美聯誼會共同為
夏令營招生。劍橋文化中心同時向
亞美聯誼會捐贈了四百二十個節能
燈泡，燈泡將免費送給第4屆亞美節
於 8月 2日晚舉辦的文藝晚會觀眾。
奧巴馬政府與燈泡公司合作推廣節

能，用新的節能燈泡（13瓦產生 60
瓦光亮），由不牟利機構代理，免費
提供各社區。劍橋中心取得代表權。 
劍橋文中心 1991 年成立，有三個功
能：中文教育（中文學校），出版發
行（雜誌：美中社會和文化，期刊：
劍橋園地），美中文化交流活動。中
文學校至今已培育過三千學生。 
 
詳情 Tel:617-335-0606 
     Www.bostoncccc.org 

                                          

 

 

 劍橋中國文化中心\中文學校  
   

         加盟第四屆          畫展  
位於安多福鎮，面積約一萬尺的亞洲藝術
院，創辦人王天齊，哲學博士，筆名浩思
天地、浩思先生、浩子，美國亞洲藝術院
的創辦者。他的人生充滿變數，從艱苦走
來，在輝煌中綻
放。他身兼數
職，涉足社會生
活的各個領域。
這是一個精化於
科技、活躍於生
活、深化於哲學、詩化於文學、雅化於藝
術的人物，他真誠、爽朗、超脫，用智慧
成就了自我，把快樂奉獻給大家。他心思
廣闊，馳騁天地，創辦亞洲藝術院是他展
開的又一幅壯麗的人生畫卷，更是出於對
藝術誠摯的熱愛、保護、推廣與奉獻之

情。其信條：且思且行，走出自由的人生
之路 既賞也藏，建設珍貴的藝術寶庫 

目前，除了一些西方油畫大師如 Corot、
Turner、Rousseau 等的精品外，亞洲藝術院

從歐美
各地收
集的珍
品包
括：北
宋黃居

寀的《竹石花蟲圖》、範寬的《鄉居流川
圖》，元代趙孟頫的《夜馬圖》，明代朱亮
的《八仙圖》，清代乾隆皇帝的《臨董其昌
山水圖卷》，近現代大師黃賓虹的《溪山圖
卷》、傅抱石的《對奕圖》、張大千的《潑
墨山水圖》等。 

亞美會伙伴紐英崙養生舞協會成立三年，發展迅速，以推廣傳統養生運動為宗
旨，提倡珍惜健康、享受健康、創造健康，正迎合當下社會健康第一的共識。該
會也以服務人群，奉獻社會，作為提升自我的養生方法，常參與公益活動。上圖
是該會數十會員，參加華埠清潔日後，在牌樓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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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退伍軍人會日前在龍鳳酒
樓慶祝成立五十五周年，新會
長黃國麟、李錦棠與一斑職員
宣誓就職，典禮莊嚴而歡樂。
退伍軍人會成員原是二戰時華
裔，屬三二八支隊。按資料記
錄當時有三百人，後來韓戰退
伍軍人加入，再後來又加入越
戰時華裔退伍軍人。半世紀一
晃眼過去，戰場的硝煙雲散久
矣，耳生厚繭，也早已不聞隆
隆的炮聲。一年一度的聚會，
許多成員穿起舊軍裝，佩戴上
勛章，尚見當年好漢模樣，英
雄並不『氣短』，滔滔話兒說
不完。華裔軍人，不光為美
國，也為反法西斯，為人類的
自由、正義陪上青春、生命，
也為後來華人在美國爭取到法
定的移民地位，有重大貢獻，
他們都是英雄，受到尊敬，理
所當然。當年應征上沙場，小
伙子十八二十，現在都是八十
上下了。有數位老兵，不得不
要靠手杖。不兢歲月無情，至
今二戰時袍澤，碩果僅存，只
有十四位，是晚出席合照者十
二人。不光是自古美人如名
將，自古名將也如美人，何堪
人間見白頭呢。正如羅貫中在
《三國演義》那開頭詞﹕滾滾
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
雄……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
紅。 
 
上周，西方政要在法國集會，
隆重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與
德義殊死戰在膠著狀態。諾曼
底登陸，盟軍開辟歐洲戰場，
是二戰走向勝利的轉折點，那
一戰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數
萬盟軍犧牲，光是美兵在諾曼
底海灘便埋骨九千餘，其中有
許多華人子弟，英雄事跡，可
歌可泣在多。華裔軍人會黃君
裕先生就身經諾曼底戰役，他
說他們那一連人，只有七人可
以戰後歸來。真的『葡萄美酒

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
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
回』。去年我曾到過新墨西哥
州首府，參觀過原子能紀念
館。紀念館放映黑白記錄影
片，重現諾曼底登陸血戰場
面。看那望不到頭的海灘，尸
體在海邊如長城一樣，驚心動
魄，永世難忘。影片也播放了
美軍在硫磺島登陸一戰，數位
軍人拚死將國旗豎起的情景，
體會什麼叫出生入死，浴血奮
戰。該記錄後來成為國會山莊
的著名雕刻，影片記者因此也
得過柏立茲獎。這些軍人，包
括隨軍記者，他們都是真正的
英雄。 
 
原子能紀念館也記錄二戰時地
下情報人員策反德國原子科學
家，羅斯福總統瞞過國會，秘
密在新墨西哥沙漠荒山修建原
子彈實驗室，科學家日以繼夜
工作，最後贏得時間，比德國
搶先制造出兩顆原子彈『肥
佬』和『小孩』，投下日本廣
島長崎，結束太平洋戰爭。假
定原子彈首先由希特勒那魔王
掌握，人類近代的歷史，會是
殘酷到什麼程度！影片影出原
子彈爆炸後廣島一片死寂，漫
天焦黑的情景，感知何謂戰爭
殘酷，什麼叫原子轟炸。當時
不期然令人想起上世紀六十年
代，毛澤東和蘇聯總理克魯曉
夫論戰﹕毛稱原子彈是紙老
虎，用人民戰爭打贏帝國主
義；克魯曉夫則說，在原子彈
面前，人民軍只是一堆肉！參
與第一顆原子彈制造者之中有
位科學家，後來也成為反原子
戰的積極分子，『覺今是而昨
非』。其實，無論當時盟軍做
策反的地下戰士、科學家，或
以後的反戰武器專家，他們都
稱得上英雄。他們都在劃時代
中，鐵肩擔當了責任和道義。 
正值前美國總統列根國葬之
際，讓我們脫帽，向這位英雄

致敬。想起廿二年前列根總統
就職，本人在本板新聞上用
『粉墨登場』一詞，一位朋友
批評我用詞欠妥，令人覺得有
不敬之意。可能也是，其實當
時新聞用該詞，是因為列根總
統，出身演員，乃隨手用『粉
墨登場』句，本意並無不敬。
列根總統任內，並無帶兵東征
西討，不是一介武夫。但他信
念堅定，樂觀，得道多助，終
于打贏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
是推倒柏林圍牆的有力推手，
他也是英雄！看國葬場面，備
受榮哀，不是偶然。當然，特
定的時代背景下，例如受『六
四』『政治風波』的強大沖擊
波影響，令柏林圍牆處處裂
痕，牆腳鬆動，列根才當得上
推手，成為英雄。不然，就算
列根『力拔山兮氣蓋世』，又
能奈柏林圍牆何！ 
 
兩周前，中國著名電影導演張
藝謀來波城接受第一屆『酷了
極』電影獎，當日晚餐我被安
排與他同席，有較多時間交
談，翌日又有記者會，大多集
中談他的電影《英雄》。 
《英雄》的制作，以至有評論
者稱為『炒作』，在中國電影
史上堪稱空前；在海內外的評
論潮，也熱烈而兩極。評論歸
結集中兩點﹕畫面彩色唯美，
場面壯麗；主題模糊，人物性
格不顯，有迎合當權者之嫌。
張藝謀則特別刻意強調﹕『這
不是政治電影！』他說故事可
放在任何朝代，本無秦朝背
景，用在『刺秦』，令影片在
政治上、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
響，但陰差陽錯，對電影宣傳
倒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搞首影禮，如此隆
而重之，也不是當局的特別通
融。『現在你有錢可以租。』
他說。但爭議的焦點是『英
雄』，誰在影片中是英雄？我
以為電影中那幾位武功高強的

俠客﹕『長空』以生命
相托，助友人取得秦王
的信任，以便接近秦
王， 刺殺秦王。但所
托非人，等于白死；
『無名』練成十步必殺
技，為了『天下』而劍
下輸『仁』，最後放棄
擊殺秦王機會，不殺秦
王，反而被『殺報仁』
的秦王殺了，秦王因此
又可殺更多人，『無
名』並不因此而變得有
了俠名；『殘劍』在緊
要關頭囑咐『無名』不
要殺秦王，用『天下』
為理由，更不知所云、
不知所謂。什麼是天
下？誰家的天下？至於
那兩位女俠客『如月』
和『飛雪』，是無盡黃

葉楓林里的最美麗兩點紅綠，
也象短暫燦爛便凋弊的櫻花，
只讓人留下憐惜。一群俠客，
空有一身本領，卻頭腦簡單。
秦王聰明殘暴，幾千年歷史早
有定論，當然不是英雄。所以
我對張藝謀說﹕電影除了名字
以外，根本就沒有英雄！老謀
子不說 Yes 或 No, 他特別解
釋﹕『當今世界，充滿暴力和
殺戳，每天新聞都一大片血
腥。每個人都有一萬種理由，
應該殺了對方，但最後能以不
殺，難道反方取向，就不可以
嗎？』 
 
這的確是個大問題。覺岸可回
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
一萬種理由殺對方，最後不殺
是一種很大的轉向，要有與別
不同的『英雄』氣概。佛教的
眾生平等，慈悲大愛；基督的
唾面自干精神，謙卑、包容、
退讓、捨己、奉公，在一個以
極端個人為基點的社會，都是
一種英雄行為。行文至此，令
我想到近代有兩位英雄。其一
是埃及的故總統沙特。以色列
與埃及可謂世仇，特別是阿拉
伯沙漠『七日戰爭』後，埃及
對以國真是恨海難填，舉國上
下都想何日報仇雪恨。沙特看
到冤冤相報無了期，只有害苦
倉生，不管阿拉伯世界的難予
諒解，毅然秘密赴以媾和，化
解了兩國幾十年對峙！真有大
智慧、大氣魄。另一位是政治
家尼克遜。中美兩個大國，水
火不相容廿年，他低聲下氣，
『屈駕』秘訪北京，與視他代
表的國家為頭號敵人的毛澤東
握手，還著實對制造文革的暴
君毛，講了一番美言。此後如
眾所周知，中美化解廿年堅
冰，打開僵局，走向對話和逐 
步友好。化干戈為肉帛，非有 
大氣魄，高瞻遠矚，不能成 
事。尼克遜用英雄行為證明他 
是英雄。 

 
 
 
 
 
 
 
 
 
 
 
 
 
 
 
 
 
 
 
 
 
 
 
 
 
在僑社對峙不安已過去的幾年
歲月，我曾多次以上述兩位政
治家為例，勸說當事人，站高
些，包容些主動走出第一步。
抱著空有大名而實質『無名』
的總會會長十年不放，以為可
以用『社稷』為重感化？ 無
異拉牛上樹，與虎謀皮，真白
費唇舌而徒勞，慢慢我才懂
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位傻瓜！
比英雄電影那『殘劍』更
『殘』；比殘劍講不知所謂的
『天下』，更不知所謂。 
 
多年前，備受爭議的廣東同鄉
總會鬧『雙胞』，我寫了一篇
文章《木棉樹，英雄花，廣東
精神在何方？》，在本報刊
出。該文後來放入紐英崙廣東
同鄉總會成立特刊。文指自孫
中山先生為首以降，廣東人英
雄輩出，為了推翻帝制，建立
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前赴後
繼，捐錢、獻產，以至犧牲生 
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部
份是百粵英魂。資料顯示﹕對
日八年抗戰，頭兩年的四份一
戰機，來自海外華僑捐款，捐
款者大部分是廣東僑胞。現在
回過頭來看看華裔軍人會的英
雄們，哪一位不是講廣東話，
操台山音，是四邑鄉親？ 
 
誰是英雄？什麼叫英雄？英雄
在何方？真是一個難答的答案
嗎？英雄是個人，英雄是個人
組成的集體，英雄是個人或集
體在特定環境下的非凡創造
者。英雄可戰，英雄非戰，英
雄知道什麼時候戰，什麼時候
非戰。英雄超越了自我，英雄
超越了時空。英雄不能沒有集
體，沒有時代；時代和集體，
孕育出英雄；英雄造時世，時
世造英雄。  

 

甄雲龍圖文 

本文與照片 2004 年 6 月 6 月日，刊登在星島日報波士頓版。10 年後今天，華人退伍軍人會 65 
週年，適逢扭轉二戰歐洲戰場成敗的諾曼底登陸 70 週年，老兵凋零，英氣永在，他們的鐵血歷
史，對提升華人在美國社會地位，貢獻偉大，大眾不可忘記。亞美報重刊此文，謹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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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N TV bo 波士頓社區電視台，將于 5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在 boston 波士頓大學傳
播系電視製作室，訪談亞美會第四屆《亞美節》的開場篇，舞劇《大夢敦煌》。亞
美會發展部主任夏靜小姐，及舞劇《大夢敦煌》的操辦者，小天使舞蹈學校負責
人，舞蹈家克可小姐接受 BNN 電視訪問。當晚 7 點鐘重要時段播放。訪談播放時
間 25 分鐘。 內容是介紹舞劇《大夢敦煌》的來由、故事背景 
 
結構舞蹈團等等；夏靜小姐將介紹第四屆《亞美節》的系列活動： 5 月 17 日晚在
昆士市中心高中禮堂的舞劇開場篇； 7 月下旬 13 天的《廣東夏令營》免費文化之
旅； 8 月 2 日與亞洲文化中心聯合主辦《齊白石派藝術展覽》及當晚在東北大學舉
行的《綜合藝術表演》晚會。晚會表演門票收入，全捐中美兒童教育慈善基金。 

 

“在這裡吃到家鄉的美味佳
餚，大塊朵頤。”這是一個台
灣朋友在为期三天的台湾美食
厨藝活動結束後，作出的評
價。 
   2014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華僑文教中心攜手安良工
商會，在龍鳳集團的贊助支持
下，辦了三天台灣美食廚藝
班，最後一天在龍鳳酒樓廚藝
班辦成果餐會。廚藝班由許凱
敦、黃汶達由高級教授的現場
演示，及林士育、楊盛堯助教
的親臨教授，其中牛肉緬最受
歡迎。 
 台灣飲食在美國華人圈中愈
來愈享有盛名。一方面，台灣

華僑在以唐人街為首的地域覆
蓋面廣，很多餐廳都是台灣風
格，且頗受國內外人民的喜
愛。另一方面，依據台灣文化
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很多外国
人对台灣飲食也很痴迷。 
   此次活動中，很多人都慕
名前來爭相學習。有高級教授
們的麵點大展示，一邊製作
中，還一邊講解著要領。也有
助教的積極配合，做著輔助工
作，台前台後忙得不亦樂乎。
只見廚師們，從台灣地道的牛
肉麵燒製，到各種色香味俱全
的小菜烹飪，最后到可口的西
點製作，五花八門，廚師們可
謂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教

授場地安良工商會有自己的寬
大廚房，正好派上用場。 

是次活動的主辦者安良工
商會元老梅錫銳表示：舉辦此
次活動，不光是要將台灣美食
推廣到美國的大江南北，尤其
是不同於大陸的粵式，川式，
淮揚式的台灣特有的風味，滿
足一下眾多唐人街台灣同胞的
思鄉之情；同時，也是讓更多
的台灣文化，借助唐人街這個
中華文化對外的窗口，讓世界
人民更好地了解与学习，不僅
僅於此，還可以让自己在家製
作喜歡的台式麵點，享受濃濃
的台灣風情。畢竟，文化的傳
播是需要理解與交流的。同

時，他還认为，此次的推廣，
將會讓唐人街的各個餐館，將
台灣美食，融進華人社會多元
的飲食文化。 

當問及到有否相關的後續
活動時，梅錫銳坦言，此次活動
是巡迴展，已經在紐約及各大
城市傳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
結束，相反，這是台灣正宗美食
文化走入民間，拉近兩岸人民，
讓更多的人近距離了解台灣美
食，也是製作一些複雜的、膾炙
人口的名菜的一個官方的渠
道。此後主辦單位合作，將會有
更多以台灣飲食主題文化的互
動性活動在美舉行。 

 亞美會 BNN 電視合作訪談中華主席  
亞美聯誼會與伙伴波士頓社區
電視台合作，將於七月一日正
式在電視台訪談中華公所主席
阮鴻燦，該日晚將播放，一周 
後重播。亞美會以融和亞美族
裔美化社區家園為宗旨，與合
作伙伴互動，希望通過自身的
平面媒體及網頁平台，為亞美
社區，首先為合作伙伴服務。
已有百年歷史，對華人社區仍
具相當代表性的中華公所，是
亞美會與 BNN 電視台第一個合
作訪談對象。希望通過訪談，
讓更廣大波士頓觀眾，認識中
華公所的源流、歷史、性質、

結構、服務及方向，更了解、
關注華人社區；而華人社區作
為波士頓整體的一個部分，也
多一個渠道融進主流社會。 
 
過去大半年，亞美會與 BNN 電
視台，曾做過多次的溝通合作
訓練。 
第三屆亞美節電視訪談由 BNN
電視台專業主持人直接訪談亞
美會董事長黃野律師及發展部
主任夏靜小姐。第四屆亞美節
登場，也由 BNN 電視台訪談。
此次七月一日訪談中華公所主
席，則由亞美會直接訪談，由

電視台操作錄製。事前由亞美
會人員在電視台作過模擬訪談
錄製；六月中，將安排中華主
席現場模擬錄製，取得經驗并
加改進後，七月一日將正式訪
談播放。亞美會現在每年可以
取得三次訪談播放機會，將用
此平台和機會，為社區重大活
動作訪談錄製和播放。 
 
右圖：中華公所主席阮鴻燦今
年一月在中華公所就職典禮上
致辭。 

   
      華僑文教中心\安良工商會合辦餐旅學院教授傳藝 

 下圖：安良工商會為廚藝班提供寬大的廚房。廚藝班教授製作的牛肉等餐食。 

上圖：廚藝班在安良工商會開課,教授與
僑教中心主任郭大文、安良元老梅錫
銳、會長李天生合照。 
下圖：是期廚藝班老師學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