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 Messages from President【花藝展覽實況】
上週 9/21-22(六日)學院參加慶祝2019年國慶花藝展覽，地點在僑
教中心，9/20星期五中午開始佈置插花班同學每人插兩盆，歡迎有插花
興趣松年家人前來協助幫忙。我去城裡 Greenleaf 買花材謝謝張淑貞老
師的幫忙，回來順便訂購越南 BBQ 關心義工們受餓，林梓秧與我把花
材插花道具運到僑教中心時洪榮燦，伍健洲瑞屏夫婦，何麗卿，吳明惠
，吳麗茜，鄭慰如，林以文陳丹蓉及兩位可愛的小孫兒已等候佈置。隨
後我們依照計畫先安排插花的位置搬運桌子，椅子，屏風。我們的黃逢
春董事已經將隔離板運到，院長與林以文吳明惠等把學院的橫布條掛上
，桌巾鋪好許院長提供一些花材及插花的範本拷貝給學員插花者參考，
李順連林麗玉，林得勝陳錦綉，陳珊玲等陸續加入行列。
今年我們展出有池坊，草月及小品花系列，當佈置場地完成後
大家集中精神在個人的創作，錦綉的小品花創作群有陳珊玲，張玲玲，
楊詹純製作20餘盆，我製作一盆「國運昌隆」中心花，材料有 枇杷，
百合花，乒乓菊，尾穗，滿天星，小白玫瑰 ，洋秸稉等花材，以枇杷
樹枝葉為主的兩隻手及向上提升，其他的花是以塊狀互相搭配攜手合作
才能成功。池坊比較多創作經張淑真老師修正後時間過得真快所有的作
品都排在展覽桌上。我一方面創作花成品，另一方面考慮到佈置的桌巾
幸好有何麗卿陳品璇幫忙去採購，雖然忙得爛額焦頭，汗流浹背看到成
果時從內心發出許讚嘆和感謝大家的幫忙。
9/21(六) 上午接到 Karen 老師的電話她在百忙中乃關心開幕典禮
時我們的作品，需要再檢視一下，她的執著熱忱使松年學院贏得許多的
讚美。下午2:30分揭幕典禮由許院長歡迎各界僑領支持及簡介學院的插
花及手工藝課。接著請陳錦綉老師示範小品花的製作在10鐘做五個創作
獲得大家熱烈掌聲。司儀宣布揭幕剪綵正式啟動慶祝2019年國慶花藝展
覽開始，我們以手牽手方式替代剪紅布條，國慶主委黃春蘭，黃副主委
，HTISC 王貞慧副董事長，許勝弘院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美南台
灣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前北美台灣旅館總會會長嚴杰，僑教副主任楊
容清及陳錦綉老師。國慶主委黃春蘭致詞時提到我們學院參與國慶花藝
展覽，提升我們的學習與健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讚美我們松年學院
是社區的三寶。最後由 HTISC 王貞慧副董事長感謝大家來參加這有意
義的花藝展覽，松年學院是一所終生學習之地方，她希望松年有一個屬
於自己的學習園地。最後結束由許院長示範池坊一種生的插花。
9/22(日)有許多人來參觀，並要了簡章及學院課程，下午四時正
式結束，感謝林德勝全家壯丁動員(1子，2壻)，林梓秧，伍健洲瑞屏夫
婦，李順連林麗玉，吳麗茜和我內人負責清場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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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服務

社區消息：歡迎參加Love;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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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5 (六) 10:00am 上午慶祝國慶升旗典禮，會後有表演活動
。，

【Institute

News 學院消息】

1)星期三瑜珈課我們有一位新的老師，周華華 Rebacca 來教我們請
踴躍參加。
2)9/25(三) 9:00am 前學員許光雄兄的骨灰安葬儀式於 Memorial
Oak Funeral Home 舉行。若有意前往參加者請向淑華及家屬聯絡4)
３）西班牙語課 El Senor Montalvo 乃在 Ecuador 治本學期末才能回
來，學院希望學習不要中斷請學員按照課程進度進行，院長已經
找到適當教員 Senorita Celeste Arriaga 來幫助我們。謝謝林美絢，
游雲真老師負責督導
４) 18th NCARC 2019插花班的同學(10人以上) 特別優待$125.00
可以參加10/30星期三全天的不同流派示範表演，池坊流派校長示
範，午餐及星期四 Ms. La Sage 教授的工作仿 workshop 這些報名是
由松年學院集體報名，請向許院長報名(盡可能在9月30日以前報
名繳費)。請看公告詳細內容。
５)上週 9/21-22(六日)學院參加慶祝2019年國慶花藝展覽，謝謝松
年家人前來協助幫忙。指導老師:張淑真，陳錦秀，總監許院長。
學院感謝學員參與使我們完成任務推廣松年。
６) 為環保及節省學院開支希望大家帶自己的馬克杯，餐具在午
餐時用。使用學院免洗餐具請自動捐0.50先令，講員使用免費。
７) 週一 3:00-4:00pm 學習氣道書法課的學員，謝謝阮德如編輯一
本書法入學課本贈送給學員學習。
８) 希望各班學員能組成組群彼此聯絡學習或請益老師，謝謝合
作!
**學院的網站更新: www.htisc.org email: htisc@htisc.org

【本週上課專題演講】
*週一(9/23)11;10am-12:00 noon Health Consultation 健康諮詢「」
:李伯榮醫師。9:30 -11:00pm 合唱課，指揮詹硯文。
*週二(9/24) Horticultures 11;10am-12:00 noon 「」李順連老師
*週三(9/25﹚11;10am-12:00 noon 「生命讚禮 」 凌翼博士。
*週四﹙9/26﹚ 11;10am-12:00 noon Music Appreciation
「」黃詩婷博士。

【＊Donation Column 為學院愛心捐款專欄】
﹙耶穌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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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是教育非營利機構501C3，可
以免稅。假如您有特別的感恩(生日，結婚紀念日，病癒，旅遊平
安，遷居，脫離危險，家中添孫兒等等) 。出於感謝的心來支持
學院的經營嘉惠長輩終身學習的行列，謝謝您的愛心及功德永續
長存。捐款抬頭:HTISC
為學院
生日奉獻:
為15屆松年杯高爾夫球募款:。。，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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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陳吳旬，陳玫芬。9/3 楊靜宜。9/4蔡淑英。簡韶芹。9/6鄭可
達，伍建洲。9/7魏主成。陳光亮。9/8 周華華。9/11蘇大森。
9/11游玉秋。9/12王明哲。9/25高守仁。9/28李克溫。 9/28陳清
亮陳美芬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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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回台灣。羅錦燦羅月省外出參加世界
台灣同鄉會(9/15-10/26)。張洋紫到澳洲旅遊及回台灣。
。**早日康復祈禱:蔣莉莉，蘇大森，
** 出城旅遊: （9/23-10/12）吳明惠
**省親：(9/25-10/3) 何麗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