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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2019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2019 Fall Semester Opening Ceremony
Thursday, August 22, 2019 at 10:00a.m.

Come here to learning and sharing, Loving friends and learn the Truth. Get
better soul and body, Enrich the joyful life. To be enthused, help and devote
for life, fulfill with joy in my spirit. Treasure value in moments. Brave and
keep up together, Let dream come true, make the dream comes true.
宗旨 Mission Statement
1)本會為非營利之組織、純以提倡有益於年長的居民認識真理、培養
生活情趣、多姿多彩且有豐盛的生命。
2)提升個人靈、魂、體的全人健康、促進樂觀進取的人生及學無止境
的精神。
3)鼓勵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來參與社區的服務。
1) HTISC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seeks to attain the well being of senior
citizens by providing programs designed to encourage life-long pursuit of
knowledge, to nurture hobbies of health-oriented life style, and to ultimately
celebrate life filled with abundance and meaningful values.
2) To promote spiritual, mental, and physical wholeness of human being by instilling
a philanthropic attitude for life and cultivating an optimistic view of life
conducive for continual education throughout life.
3)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with the spirit of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德州政府立案非營利教育機構﹐捐款可獲減稅。
迄今尚未獲得聯邦經費補助﹐祈盼您的支持﹚
NON-PROFIT ORG. 501(C)(3)
9720 Town Park Drive, Suite 104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272-8989／Fax:(713)272-8112
董事長：陳美芬

院長﹕許勝弘
President:
Samuel S.Hsu

Chair of Board Directors:

Mei-Fen Chen

Web: www.htisc.com e-Mail: htiscsam@yahoo.com
Monday, Tuesday,Wednesday,Thursday9:00a.m. 3:40p.m.
宗旨
Mission Statement

追求豐盛的生命﹐全人的健康生活
活到老﹑學到老
愛與服務

I

Providing with Abundance in Life Long Learning.
Health and Wellness of the Spirit, Mind and Body.
Love;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社區消息】
1) 8/24(六)1:30-4:30pm 中華文化中心健康展: 血癌及如何改善
身體血液循環。
2) 9/20~21(六日)本院慶祝國慶花藝展覽在僑教中心舉行，插花
指導老師:陳由美，張淑貞，陳錦綉。園藝指導老師:俞希彥
3) Ikebana International in Dallas.. 。18th NCARC 2019 欲參加
者請向許院長報名。The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Sunday, October 27 – Thursday, October 31, 2019 at
the Sheraton Dallas Hotel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2019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2019 Fall Semester Opening Ceremony
Thursday, August 22, 2019 at 10:00a.m.
司會 MC......................................................... Ms. Doris Yang 游雲真老師
序樂 Pretlude......................... .............. .............. ........ Mrs Lee 陳慧璇老師
敲鐘 Opening Bell ...................................... Mrs.Yeh sheng Lo 羅月省董事
＊美國國歌 American Anthem......................................... 陳秋喜老師領唱
＊院歌 Song of HTISC.........(Cover page)........................陳秋喜老師領唱
宗旨 Mission Statement........(Cover page)........................................All 會眾
開會禱告 Invocation................................. ..........Rev. Peter Lin 林華山牧師
董事長的話 Message....................陳美芬董事長 from Chairperson of BD
特別音樂 Chinese Flute........快樂的出航，
惜別的海洋，愛拼才會贏....................Mr. Brian Chiu 邱靖恩
致詞 Remarks : .............陳家彥經文處處長。僑務委員:
。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美南台灣旅館會長何怡中
女士。糖城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陳煥澤。
專題演講主講人:Keynotes speaker Prof. C.C. Lee 名建築師李兆瓊教授,
AIA, LEED AP, AMDP Founder STOA Architects
題目:Topic:「老年人居家優良環境規劃
Design of a well-rounded housing for seniors」」
特別音樂.Violin 台灣組曲..綠島小月曲，黃昏的故鄉，
掌聲響起來.......................Mr. Brian Chiu 邱靖恩
院長的話 Messages from President...................... Samuel Hsu 許勝弘院長
學院報告 Announcement................................... Samuel Hsu 許勝弘院長
特別音樂.............Lead Kindly Light 引我柔愛的光.
He leaded me 祂帶領我 ………………Yuesin Tsuei 崔宇新老師
*祝禱 Benediction ........................................ Rev & Dr. Lee 李定印牧師
殿樂 Postlude...................................... ..... ................... Mrs Lee 陳慧璇老師
*若可能請起立 those who are able, please stand up.

【學院董事會】
陳美芬(董事長) ，王貞慧(副董事長) ，趙偉宏(秘書長)，黃逢春(財務
長)，陳錦綉，羅月省，許碁甸，陳國沛，宋明麗，許信吉，
林富桂，郭美枝，廖文孜。

院長的話 Messages from President【教師會議】
人生最精采的不是完成夢想，而是堅持走在夢想的道路上。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夢想，而這夢想是一個不間斷而持續不斷的去努
力以赴才能完成夢想，所以當您的目標達成夢想實現的時候，您當
然會感到很興奮但其實我們都體會到過程的艱辛困苦與克服突破的
歡喜。
學院進入第十七年，我們持續的提升我們學無止盡的精神並
配合現代的科技讓我們在學習中獲得新知識養成我們對任何事情都
有興趣，這樣會帶給我們心理年齡的年輕並減緩老人癡呆症早日來
臨的煩惱。另一方面人們在晚年最擔憂的事是自己的健康狀況理由
很多: 考慮是否有充足睡眠，健康飲食， 參與社工服務，學習一直想
學的技術，找機會大笑，心明豁達，知足常樂，宗教信仰等等。為
了使社區耆老能從學習中獲得更多的益處，為了配合學院的夢想一
直做夢努力去推廣有`一天美夢是會實現的。
上星期六(8/17)教師會議:(每學期開始召開是松年學院的一個
傳統由董事會藉此機會來感謝老師，義工們為學院付出辛勞的簡單
的餐會)。與會的人能彼此認識分享一些教學經驗，並聽取學院的報
告。希望大家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意念朝向美夢目標前進。
會議由王副董事長主持代表陳董事長感謝全體老師義工們的貢獻及
辛苦致特別的謝意。陳祇盛學聯長代表全體學員向老師們致敬意，
他說他小時後不喜歡讀書，因為七八拾年前的老師會懲罰打學生手
心使他害怕上課骯;但是現在很喜歡來松年學院上課，體會活到老學
到老的功課，所以非常謝謝老師們殷勤教學使我們獲益匪淺。
老師們各自簡單地介紹自己及教學課程，其中也有因事未能
出席的由許院長介紹任課老師及課程。許院長也報告在暑假中因兒
子歷經一個生命危機後恢復健康，感謝上主保佑使他能持續為松年
學院服務。學院今年進入第 17 年，學院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精神。每年為學院舉辦募款活動(高爾夫球賽及音樂會)，這些
活動都與我們松年人習習相關，每一位松年人都有責任與義務去推
廣和盡可能來支持學院的募款活動。今年 9/11(Wed) 高爾夫球賽募款
目標是$50.000.00 我們期望您能共襄盛舉來達陣，使學院能提供更好
的服務嘉惠社區耆老。(提醒松年人多說一些造就人的話，因為社區
時常有些偽善者去破壞成就好事，認清那些人醜陋的嘴臉)。
何益民院長說: 我們老師都非常優秀，個個是一條大魚在這松
年的小池塘中，但是我們的小池塘是非常地深可以容納許多的大魚
沒有問題，這裡是能使我們社區耆老過一個喜樂充實生活的新天地!

American National Anthem
Written by Francis Scott Key (1779 - 1843)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o’v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 say,
does that Star - 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主講人介紹】:
名建築師李兆瓊教授 Prof. C.C.Lee,
AIA, LEED AP, AMDP Founder STOA Architects
休斯頓著名的華裔建築師李兆瓊從事建築設計數十年，他的公司—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STOA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設計了
許多著名的建築，其中，有休斯頓地標性建築——喬治布朗會議中
心(GRB Convention Center)，福遍郡公共圖書館，中國城的金城銀
行大樓，他們還承接了 IAH 喬治布希國際機場 D 候機廳設計，在眾
多項目中，祥瑞花園老人公寓，不僅是李先生的精心構思，也是他
長久的心願。

【Institute News 學院消息】

【＊Donation Column 為學院愛心捐款專欄】﹙耶穌說﹕施

1) 今天我們舉行 2019 年度秋季學期開學典禮，我們誠心歡迎各位嘉
賓光臨，我們鼓勵社區長輩踴躍參加終身學習課程，學習有益於健
康減緩老人疵呆早日光臨，敬請指教與鼓勵。
2) 謝謝上學期指導老師幫忙我們學習展出的有插花池坊老師:張淑
貞。國畫水墨老師:李柏榮。油畫老師:連淑琴。手工藝老師: 陳玲
容，彭紹葩，黃皓英，林麗玉老師等(我們也謝謝每一課指導老師其
實都可以表演或展示)也謝謝許多義工幫忙佈置讓同學們展出作品。
3)謝謝開學典禮主講人 Prof. C.C. Lee 名建築師李兆瓊教授藉由他的
建築設計專業為我們提供精彩的長輩居家的環境計劃。
4)謝謝!特別推荐 Formosa Orchid Nursery Kevin Chiu 的兒子 Mr. Brian
Chiu 邱靖恩為學院演奏的 Chinese Flute 和 Violin 台灣組曲及學員崔
宇新老師的獨唱等。
5)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博士將於本月底榮調回台灣，希望她為國服
務繼續嘉惠造福許多國民。我們會懷念她對學院的支持與幫助。
6)感謝本院董事宋明麗奉獻為贈送我們學院的姐妹學校大安松年大
學慶祝成立 60 週年禮物-卡片放大鏡(今天參加者都能獲得一份)。
7)學院張文雄老師獲得推薦參加僑委會台語老師訓練(8/26-9/6) 不
在其間由義工幫忙校務:謝謝!
8)謝謝! 陳錦綉老師於開學典禮在校門口及室內插兩盆花來迎賓。
9) 開學典禮後請賓客留下來與我們同進午餐，註冊在圖書館辦理手
續 A 填寫註冊報名 B 繳費:新生 20+120+150+15=305，舊生
120+150+15=285)支票抬頭:HTISC)。**填寫註冊表請新舊生都必須要
詳細填寫，謝謝合作 !**
***10) 8/23-24 (週五，週六) 8:00pm 地點:Miller Outdoor Theatre:
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乘 METRORail 到 Rice
U station/Hermann Park)。「土地的歌」台灣現代馬戲歌舞劇。

比受更為有福﹗ Jesus sai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捐得樂意的人﹐是上主所喜悅的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捐款抬頭:HTISC
為學院:for Institute:
陳美芬 $500.00(旅館公會花材)。$500.00 陳世評(陳董事長之公子)
$800.00 宋明麗。感恩:$500.00 許勝弘(為兒子健康)。
生日奉獻:$300.00 陳祇盛。
為 15 屆松年杯高爾夫球募款:$2,000.00 恆豐銀行吳文龍。$500.00
Hotel Indigo Anaheim 許清松，許勝弘。$100.00 蔡雲瑞，葉宏志

【下週上課專題演講】
*週一(8/26)11;10am-12:00 noon Health Consultation 健康諮詢「」:
李伯榮醫師。9:30 -11:00pm 合唱課，指揮張廖莉娜。
*週二(8/27) Horticultures 11;10am-12:00 noon 「HTISC 的夢」許院長
*週三(8/28﹚11;10am-12:00 noon 「Wear the etiquette 穿著禮儀」
:楊國真女士。
*週四﹙8/29﹚ 11;10am-12:00 noon Music Appreciation
「黃家古厝音樂會」連淑琴老師:。

【8 月及本週壽星】
願他們如鷹展翅飛翔﹑走不厭﹑行不倦﹑永保健康平安。人生道路
幸福快樂蒙上主祝福。祝生日快樂。
。(若生日的老師學員名字不在上面請向張文雄更正謝謝)
8/2 楊增輝，沈紅纓，何念光。8/4 林勝彥。8/8 關立秋。8/13 陳月
眉。8/14 李伯榮。8/15 李和美，黃純信，王金綺。8/16 潘如鈺。
8/18 鄭莉文，林惟勝。8/19 羅簡月省。8/23 陳月鶴。8/25 簡淑津。
8/29 雲大堯。8/30 吳碧真。

【關心學院、學員消息】
**身體康健代禱關心: 有事請通知學聯會長陳祇盛 713-594-4987，
護理長美枝 281-980-1787。
**外出平安:。**林雲傑何麗卿探訪兒孫:陳丹蓉從台灣平安歸來。
。**早日康復祈禱:許光雄，蔣莉莉，蘇大森。

【課程指導老師名單】
合唱團:指揮詹硯文。國畫: 李伯榮。氣道書法: 阮德如。插花﹕
陳由美，張淑貞，陳錦秀。園藝：俞希彥，李森發，許信吉，
李順連。橫笛: 蔡凌恬。舞蹈﹕王麗純。台灣俗語故事﹕游雲真，
賴忠智。 太空新知林雲傑。：鄭可達，吳而立，林勝彥。橋牌﹕
林梓秧。瑜珈: 林麗珠。人生園地：何益民，許勝弘，林得勝。
電腦：戴啟智，林惟勝。繪畫：連淑琴。西班牙文：孟達博
Montalvo 日文：吉川麗理， 尤文芳。實用英文: Michiyo Sinclair，
馬淑芬。張文雄。音樂欣賞:黃詩婷，詹硯文，鍾欣妤，吳詩婷，施
彥伃，簡韶芹等。健康諮詢: 李伯榮，蘇方盤，王明哲，李元平，郭
美枝，徐松玉，施惠德，孫長寧。等。科技新知:林雲傑。手工藝:
陳玲蓉，林麗玉，彭紹葩，黃皓英，陳錦秀，林寶蓮等。
(其他專題演講老師每星期公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