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美洲臺灣客家懇親會邀請函 

 

客客族族源源一一脈脈    家家風風振振五五洲洲  

 

各位鄉親大家好： 

客家文化復興運動自一九八八年『還我母語』運動以來，在海內外大力醞釀客家

人介熱腸與氣魄，橫跨五大洲各地介鄉親大家利用懇親會及夏令會共下努力交流，促

進客家文藝創作大放光彩，文教事務極力復興，工商企業震撼全球。 

美洲臺灣客家聯合會二十年來一直在美國、巴西及加拿大等地為客家人提供平

台，慶祝努力介成果，交換打拼介心得，檢討正面介改進，藉以鼓勵客家人繼續努力

發揮家風，振興客家文化，開創工商事業。 

今年本會繼往開來，將於八月五日至七日在美國休士頓召開美洲臺灣客家懇親

會，邀請臺灣客家領袖及海內外客家菁英，共下來表揚客家政策及事業成果，藉以鼓

勵創意、激發士氣，讓大家更能在各自介崗位上，發揚客家精神，發揮個人專長，爭

求最大介成就，也為客家家族爭取最大介榮譽，仰望大家來熱烈支持、共襄盛舉。 

屆時  恭請 

台端   撥冗光臨指教為荷 

 

美洲臺灣客家聯合會 會長 管光明 

                休士頓客家會 會長 范泌文    敬邀 

公元 2011年 1月 23日 

 

 



 

 

 Invitation  

客客族族源源一一脈脈    家家風風振振五五洲洲  
Dear Friends: 

Since the Hakka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Give Me Back My Mother Tongue", first 

started in 1988, the deep compassion and strong boldness of the Hakka people has been witness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gathering of Hakka from five different continents at the Hakka Conference and 

annual summer camp has resulted in the exchange and promotion of Hakka culture, as well as the 

flowering of creative talent found in Hakka worldwide.  In addition, a revival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ffairs has occurred thus, shaki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the five continents. 

The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and Canada has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Hakka people to celebrate their successful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Hakka 

culture,  exchange stories of overcoming hardships,  review positive improvements,  and encourage the 

continuation of Hakka family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he platform has strongly contribute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Hakka culture, and created various career opportunities to its members. 

This year the event will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August 5 thru August 7, 

Year 2011.  The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is inviting Hakka leaders and eli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The goals of the event include: praising new, effective Hakka policies, 

recognizing the career achievements of individuals, encouraging creativity, and inspiring community 

morale of the Hakka people. We shall then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Hakka, while bringing maximum 

success and great honor to our people.  Your strong support and attendance is highly anticipated and 

appreciated.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Mike Kwan 
President of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Bi Wun Fan 
President  of Hakka Associations of Houston  
Jim Hsu 
Chairman of Hakka Cultu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Houston 

   

January 23, 2011 



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P. O. Box 16005 Sugar Land, TX 77496-6005, U. S. A. 
TEL: 281-980-8800 FAX: 281-207-6789 
E-Mail: thaa2010@gmail.com 

 

2011 年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議程 
(8 月 5, 6, 7 日, 德州休士頓) 

 

 Aug/05 (Fri) Aug/06 (Sat) Aug/07 (Sun) 

07:00 

09:00 
 

桐花盃 

高爾夫球 

聯誼賽 

食朝 食朝 

09:15 

10:15 
開幕典禮 

綜合座談 
10:30 

專題演講 11:15 

12:00 
閉幕典禮 

12:30 

13:30 
食晝 

賦

歸

或

旅

遊

 

14:00 

 

 

 

 

 

15:20 

 

報
到
及Check-In

 

分組座談 

Group A: 醫療及保健 

(中醫) 

Group B: 醫療及保健 

(西醫) 

Group C: 法律與生活 

THAA 

理事會 

15:30 

15:50 
茶敘 

16:00 

 

 

 

 

 

17:20 

分組座談 

Group A: 客家政策 

 

Group B: 創業經驗 

 

  Group C: 氣功養生 

HAPA 

會員大會 

18:30 

認親結緣 

(晚宴及觀摩表演) 

客家之夜 

(晚宴及節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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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報名表   

(8月 5, 6, 7日, 德州休士頓) 

 

基

本

資

料 

漢文姓名: 英文姓名: 居住國家: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飲食:   □不限   □素食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有效日期: 

電話: 傳真: E-mail: 

住址:                                                                (Street)            

              (City),             (Province/State),          (Postal/ZIP Code) 

             (Country) 

隨

行

眷

屬

資

料 

漢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年齡 關係 

1.     

2.     

3.     

4.     

接
機 
送
機 

□需要接機:    月   日    時    分 航班:               機場:         人數:           

□需要送機:    月   日    時    分 航班:               機場:         人數:           

 

自 

助

上

網

訂

房 

※  為避免混亂或作業疏失，請與會人員盡量採用自助上網訂房並付費: 

                      hakkahouston.org 
Group Name: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CONFERENCE 

Group Code:  THAA  

Hotel Name: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Address: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 77042-3802        Phone Number:  713-735-5952 

代

辦

訂

房 

□ 一人一房 $101.80 (含稅，附早餐) 

□ 兩人一房 $111.15 (含稅，附早餐) 

□ 三人一房 $120.51 (含稅，附早餐) 

□ 四人一房 $129.87 (含稅，附早餐) 

住宿:     人一房， 共       間房 

      日(入住) 至       日(退房)， 共     夜    

 

每夜(含稅)$         X      夜＝$            

上列由主辦單位代為訂房之住宿費用                       ＝$            …… (A) 

參

加

費

用 

1 □報名費及餐飲費(每人$200.00)       200.00 X      人 ＝$            

2 □樂捐                                              ＝$            

                                                   合計＝$            …… (B)  

http://www.hilton.com/en/hi/groups/personalized/H/HOUWCHF-THAA-20110805/index.jhtml?WT.mc_id=POG


 

2 
 

 

 

2011 年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報名表 
(8月 5, 6, 7日, 德州休士頓) 

     

 

 

 

簽名:                           日期: 2011 年    月    日 

 

 

 

 

 

 

 

 

 

 

 

 

 

 

 

付

款 

總金額：住宿費用(A)$        + 報名、餐飲費用及樂捐(B)$        ＝ $               

□ 支票 (Payable to: THAA) □ 電匯 (請見下述說明) 

若採用電匯付款方式，請匯至下列帳戶：  

Taiwanese American Federal Credit Union 

Account Name: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THAA) 

Routing Number： 313090943     Account Number： 0003352002 

報 

名

方

式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1 年 7月 1日 

 

報名單及付款支票請郵寄至下列地址：  

   13903 Blue Vista Dr. Sugar Land, TX 77498  USA    Attn.: Shuling Sung 



 

 

旅遊報名表~陸上旅遊(8/7至 8/10)、海上旅遊(8/7至 8/14)及高爾夫球賽(8/5上午) 

 

漢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居住國家: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有效日期: 

電話:  傳真:  E-mail: 

漢文姓名: 英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居住國家: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護照國籍: 護照號碼: 有效日期: 

電話:  傳真:  E-mail: 

住址:                                                                         (Street) 

City,          __    Province/State,            Postal Code_________ Country_____________ 

陸

上

旅

遊 

□費用(每人 $580.00 Double Occupancy)       人 x $580.00＝$____________ 

□費用(每人 $830.00 Single Occupancy)         人 x $830.00＝$___ _________  

(陸上旅遊只收支票或電匯), 報名者請於 6月 30日前付清費用 

 

海 

 

上 

 

郵 

 

輪 

 

□費用(每人 $1016.43 Double Occupancy)         人  x $1,016.43＝$                       (可付信用卡) 

           同一 房間第三、第四人，每人$566.43        人  x    $566.43 =$                      (可付信用卡) 

□費用(每人 $1975.43 Single Occupancy)            人 x  $1,975.43＝$                       (可付信用卡) 

□信用卡號碼                                到期日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需載送 (transfer)，請加付旅館至港口$30.00，港口至機場$30.00 (只收支票) 

報名者請於報名時付清全額 
 

(海上郵輪部份可付信用卡、支票或電匯 。 但載送(transfer)部份只收支票) 

 

 高

球

賽 

□費用(每人 $75.00)  共         人 x $75.00＝$____________ 

(只收支票、所繳費用包括場地費、稅金、獎品及午餐費、本會提供交通車去球場) 

報名請與欣欣旅行社負責人徐正雄 (Jim Hsu) 連絡 (Tel): 713-988-2166; 1-800-988-2889 

E-Mail: happytours1@yahoo.com (Fax): 713-988-5040 

支票抬頭請寫 HAPPY TOURS TRAVEL AGENCY, 寄到: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36 

若採用匯款方式，請匯至下列帳戶： Metro Bank 

Account Name:  Happy Tours Travel Agency 

Routing Number： 113017346     Account Number： 0006213 

 

 

mailto:happytours1@yahoo.com


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 

2011 年懇親會陸上旅遊行程 
  

88 月月 77 日日    

  

  早早上上 1111 時時 3300 分分離離開開 HHiillttoonn  HHootteell，，  搭搭乘乘豪豪華華遊遊覽覽車車，，前前往往德德

洲洲首首府府奧奧斯斯汀汀市市，，在在車車上上享享用用由由本本會會提提供供的的可可口口午午餐餐餐餐盒盒，，抵抵達達奥奥

斯斯汀汀後後參參訪訪州州政政府府及及著著名名的的德德州州大大學學校校園園，，  CChheecckk--iinn 住住宿宿旅旅店店之之後後前前

往往用用餐餐，，晚晚餐餐後後可可步步行行至至 TToowwnn  LLaakkee  觀觀夜夜景景及及河河岸岸成成千千上上萬萬隻隻蝙蝙蝠蝠夜夜

間間飛飛行行之之壯壯觀觀。。  

  

  

88 月月 88 日日  

  

  早早餐餐後後前前往往 SSaann  MMaarrccooss，，這這裡裡有有德德州州最最著著名名的的名名牌牌大大商商場場，，是是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最最喜喜歡歡去去 SShhooppppiinngg 的的地地方方，，各各種種名名牌牌都都可可以以在在這這裡裡以以最最經經

濟濟實實惠惠的的價價錢錢買買到到，，商商場場內內也也提提供供各各種種餐餐點點((自自費費))  ，，下下午午前前往往著著名名的的

NNaattuurraall  BBrriiddggee  CCaavveerrnn，，深深入入地地底底參參觀觀自自然然形形成成，，千千奇奇百百怪怪各各種種造造型型的的

鐘鐘乳乳石石，，CChheecckk--iinn  住住宿宿旅旅館館，，晚晚餐餐後後搭搭乘乘情情調調小小船船夜夜遊遊著著名名的的 SSaann  

AAnnttoonniioo  RRiivveerr  WWaallkk,,  享享受受美美南南仲仲夏夏之之夜夜。。  

  

  

88 月月 99 日日  

  

  早早上上參參觀觀美美墨墨交交戰戰紀紀念念館館 AAllaammoo  &&  OOlldd  MMiissssiioonn  BBuuiillddiinngg，，憑憑弔弔

為為國國捐捐軀軀的的先先烈烈們們，， 午午餐餐享享用用美美南南風風味味烤烤 肉肉餐餐，，下下午午驅驅車車前前往往

CCoorrppuuss  CChhrriissttii，，參參觀觀二二次次大大戰戰退退役役的的戰戰艦艦，，CChheecckk--iinn  旅旅館館之之後後赴赴海海邊邊

享享受受美美南南清清徹徹海海水水及及白白沙沙灘灘，，晚晚餐餐後後自自由由活活動動。。  

  

  

88 月月 1100 日日  

  

  早早餐餐後後前前往往德德州州最最古古老老的的歷歷史史名名城城之之一一，，名名為為 GGoolliiaadd，，是是要要了了

解解德德州州歷歷史史非非看看不不可可的的一一個個城城鎮鎮，，之之後後參參觀觀 GGoolliiaadd  SSttaattee  PPaarrkk  內內的的

SSppaanniisshh  MMiissssiioonn,,  午午餐餐後後整整裝裝回回休休士士頓頓市市，，可可選選擇擇再再在在 HHiillttoonn  HHootteell  

WWeessttcchhaassee  續續住住一一日日或或直直接接前前往往機機場場搭搭機機返返回回居居住住地地，，結結束束難難忘忘的的美美

南南之之旅旅。。  
 



 

  

美美洲洲臺臺灣灣客客家家懇懇親親會會  

西西加加勒勒比比海海八八天天七七夜夜郵郵輪輪行行程程   

  

((CCaarrnniivvaall  CCrruuiissee  LLiinnee//嘉嘉年年華華號號郵郵輪輪公公司司 Carnival Conquest))  

 

 

MMoonntteeggoo  BBaayy,,  JJaammaaiiccaa  
  

這這個個曾曾經經是是英英國國屬屬地地的的島島國國，，擁擁有有美美麗麗的的白白沙沙灘灘和和森森林林覆覆蓋蓋的的山山

丘丘，，不不僅僅可可在在白白沙沙的的海海水水浴浴場場享享受受陽陽光光，，也也可可去去泛泛舟舟((  RRaaffttiinngg  ))，，或或

去去参参觀觀著著名名的的藍藍山山咖咖啡啡((BBlluuee  MMoouunnttaaiinn))  工工廠廠。。  

  

GGrraanndd  CCaayymmaann,,  CCaayymmaann  IIssllaannddss  
  

這這裡裡有有清清澈澈見見底底的的海海水水和和白白色色沙沙灘灘，，搭搭玻玻璃璃潛潛水水艇艇可可欣欣賞賞美美麗麗的的珊珊

瑚瑚礁礁和和熱熱帶帶魚魚群群，，或或去去浮浮潛潛((SSnnoorrkkeelliinngg))可可與與黄黄貂貂魚魚((SSttiinnggrraayy))為為伍伍一一

起起游游泳泳。。  

  

CCoozzuummeell,,  MMeexxiiccoo  
  

這這個個位位於於渡渡假假勝勝地地 CCaannccuunn 外外海海的的小小島島，，你你可可以以採採購購當當地地土土產產，，也也可可

搭搭渡渡船船到到 YYuuccaattaann 半半島島看看瑪瑪亞亞((MMaayyaa))文文化化的的舊舊墟墟，，或或是是參參觀觀

CChhiicchheenn--iittzzaa 瑪瑪亞亞金金字字塔塔，，保保證證收收穫穫良良多多。。  

  

GGaallvveessttoonn,,  TTeexxaass  
  

照照片片((右右))所所示示是是 MMooooddyy  GGaarrddeenn，，園園內內金金字字塔塔室室內內熱熱帶帶雨雨林林、、IImmaaxx 及及

遊遊樂樂區區。。  

Date Day Port to call Arrival Time Departure Time 

08/07 Sunday      星期日 Galveston, Texas U. S. A.  4:00 pm 

08/08 Monday      星期一 Fun day at sea   

08/09 Tuesday     星期二 Fun day at sea   

08/10 Wednesday   星期三 Montego Bay, Jamaica 9:00 am 6:00 pm 

08/11 Thursday    星期四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7:30 am 4:00 pm 

08/12 Friday      星期五 Cozumel, Mexico 10:00 am 6:00 pm 

08/13 Saturday    星期六 Fun day at sea   

08/14 Sunday      星期日 Galveston, Texas U. S. A. 8:00 am  



 

客族源一脈  家風振五洲 

敬  邀 

美洲臺灣客家聯合會將於 8月 5日至 7日在美國休士頓召開 2011年美

洲台灣客家懇親會,大會將邀請臺灣客家領袖及各地專業學者做各種專題討

論,屆時各界菁英齊聚一堂,經驗交流,進而為傳揚客家精神及文化開啟新頁;

本會籌備處將發行會刊,報導詳細內容及分享各地分會鄉親活動,特此敬邀各

方企業,公司行號，刊登廣告,共襄盛舉,不勝企盼. 

廣告價目如下:  封底外頁 $600.00  封面內頁  $400.00  

封底內頁  $300.00   全頁   $200.00 半頁   $100.00 

  若蒙贊助,支票抬頭請寫給 :   THAA  

   請郵寄至:         4918 Rebel Ridge Dr. 

               Sugar Land, TX 77478 

請將廣告資料以電子檔寄至 :  bllgcl@yahoo.com  

截止日期  :2011年 6月 30日 

美洲臺灣客家聯合會會長 管光明 

2011 年 5月 17日 

---------------------------------------------------------------------------------------------------------- 

回         條 

本人同意在貴會會刊上刊登廣告，廣告內容將以電子檔寄至： bllgcl@yahoo.com  

封底外頁______  封面內頁_______ 封底內頁_______  全頁________ 半頁________ 

附上支票乙張，金額為美金$_______________請查收。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