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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LVTWA Member,

Another year has gone by since our last issue.  The LVTWA has weathered the storm and is getting stronger.  In 
2011, we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discords.  I was particularly saddened by some members who did not seem 
to know that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would do good deeds without expecting rewards in turn and that being 
unselfish actually makes your life happier, healthier, and richer.   Nevertheless, we have turned these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to make our organization better.  We set up a Board of Directors for a more efficient running of 
the organization.  We had nearly 40 new members joining the LVTWA in 2011. We had our own LVTWA T-shirts 
that were designed by Jeff Huang.

I have taken the liberty to name our newsletter to be In Touch to better reflect the fact that it is in a magazine format.  
Two big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11 - the 2011 Chinese New Year’s Celebration in February 2011 and the Taiwan 
100 trip in celebration of the ROC centennial birthday in October 2011.  In this issue, you will find pictures and ar-
ticles for these cherished moments.  We especially thank Dr. Tseng Bao Sun for taking his time out writing a detailed 
report for the Taiwan 100 trip.  When you read the report, you will feel you are taking the trip as well.  In summer 
2011, we lost Mr. Cho.  His family contributed a touching, inspiring article to pay tributes to their loved one.

I’d like to thank our Board and Committee Members who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organization.  
Without their unselfish devotion and unwithered enthusiasm, we would never have come this far.  In particular, 
Grace Kao and Elise Hong, the “CEOs” of our organization, have attracted many ads in this issue.

We have some exciting, new services planned for 2012, so stay tuned.

My goal for our organization is to find someone who is intelligent, capable, and unselfish and who demonstrates 
his/her leadership to be our next LVTWA President.  I hope I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in my search for our next 
President.

Best,

Tai-Yin Huang, Ph.D.
LVTWA President and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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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大家好。

　　

        自從上一期會刊以來，又經過了一年，而婦女會在經受了暴風雨般的洗禮，也更加的茁壯

了。在2011年裡，我們面對了無數的挑戰和不和諧的氛圍。我特別痛心於部分會員似乎不能理解

世上有一些人總是不求回報地孜孜於做好事，總是努力地做事而不曾希冀報酬，而事實上這種無

私正是讓你的生命更歡樂、健康和豐富。我們將這種挑戰化為機遇，並成立了理事會，促使我們

婦女會的運作更加有效率。在2011年裡，我們增加了將近四十位新會員，而且有了由Jeff  Huang

所設計的婦女會專屬的短袖圓領衫。

　　我們的會刊改名為「In  Touch」，以便貼切地反映出這份刊物的性質。在2011年裡，有兩項

重大的活動，即二月舉辦的春節晚會和十月的百年國慶返臺慶祝旅遊。在本期會刊裡，你可以

看到活動的記錄和圖片。 我們特別感謝Dr. Tseng Bao Sun花時間寫了詳盡的遊記和春節晚會的花

絮，在閱讀時，讓你如同置身於旅遊之中。在2011年夏天，周逢熙伯伯離開了我們，他的家人以

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獻予他們的所愛。

　　在此，感謝我們的理事成員和協會幹部對婦女會所做的貢獻，沒有他們無私地努力和無比的

熱忱，我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特別要表揚的是我們婦女會的「執行長」──Grace Kao和Elise 

Hong，他們為這期會刊帶來了很多的廣告。

　　2012年，我們仍然有一些令人期待的新計畫，請期待我們的公佈。

　　對婦女會，我的下一個目標是尋找一位有才智、有理性、有能力、能無私貢獻、具有領導才

能的人做為下一任婦女會的會長。最後，我衷心地希望在會長的找尋上，不會落空。

祝大家平安快樂

會長/編輯

Tai-Yin Huang, Ph.D.　敬上



Lehigh Valley In Touch

Board Members: 
Caprice Huang
魏麗珠
徐芬芳
張文蓁
Jessica Huang

President: 
Caprice Huang

Vice Presidents: 
徐芬芳
魏麗珠
張文蓁

Treasurers: 
張文蓁
徐芬芳

Recreation & Activity Committee: 
魏麗珠, 高毓翎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李卿妹
張文蓁
Jessica Huang,
Sueboonnong Srismorn

Lehigh Valley Chinese Church Liaison 
& Community Service Contact: 
韓江瀾

Public Relations: 
魏麗珠
徐芬芳

Newsletter Editorial Board: 
Caprice Huang
徐芬芳
魏麗珠
Tseng-Bao Sun

Contact:
張文蓁
Jessica Huang

Design:
Jeff Huang

LVTWA Board and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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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迎春晚會報告
孫增保

【活動記錄】：

由理海谷臺灣婦女會（LVTWA）主辦之2011年迎春晚會於辛卯年正月初三（二月五日）假Lower 

Macungie Community Center舉辦，首先以中英解說「恭禧恭禧」的歌詞內容，並以國語和臺、

粵、滬等幾種各地的方言接力傳唱，在全場合唱的歡樂氣氛中拉開序幕。節目主持人由韓江瀾

擔任，其間穿插了小朋友的童謠歌舞；婦女會幹部的森巴舞曲；國際友人的拉丁舞曲；教會詩班

的獻唱；傳統技藝和傳統樂曲的表演。為了承傳我中華文字之美，更安排了以實物，如糖果、年

糕等猜吉祥話的活動，而且限定只有小朋友可以回答，同時，更以英文向主流人士介紹文字的內

涵。節目最後，以兒歌小白兔的唱唱跳跳引領全場同慶金兔年。接著，由會長黃泰瑩博士主持頒

發婦女會的年度貢獻獎狀，計有魏麗珠、黃加慈、張文蓁和徐芬芳四名幹部獲得獎勵；會長黃泰

瑩在致詞中回顧婦女會的成立和茁壯，並感謝理海谷臺灣同胞的支持。會中更邀請當天最重要的

貴賓──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林榮基主任致詞，他以兔年為主軸，引來無數的祝福和期

勉，並十分欣喜理海谷僑胞的熱情，也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參加如此的慶祝活動。接著，春酒歡宴

開始，同時，林主任也為當天提供了僑委會百年國慶的月曆和春聯加入摸彩活動，掀起了晚會的

另一波高潮。整個聯歡晚會在吃吃喝喝的笑語中和卡拉OK的歌聲中圓滿落幕。

【成果記錄】：

這次春節聯歡活動的照片和部分表演的錄影，整理在下列兩個網址：

Pictures http://www.kchrome25.net/2011_cny/

Videos http://www.youtube.com/prof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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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恭禧恭禧

二、  新年好

三、  Happy New Zumba

四、  吉祥語

五、  最知心的朋友

六、  讚美之泉

七、  扯鈴

八、  拉丁舞曲

九、  橫笛送暖

十、  兔子舞

十一、  送紅包

十二、  會長黃泰瑩博士致詞

十三、  貴賓林榮基主任致詞

十四、  歡宴

理海谷臺灣婦女會　主辦 
2011 年 迎春晚會節目

2011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rogram

贊　助　單　位
Sponsors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

理海谷華人基督教會

四海一家 Four Seas Grocery

北京 Peking Chinese Restaurant

East Supreme Buffet

櫻 Sakura Hibachi Steakhouse & Super Buffet

泰山 Foo Joy Chinese Restaurant

湖南 Hunan Chinese Restaurant

東方 Eastern Chinese Restaurant

特別感謝 
Acknowledgements

Jessica Huang, Irene Huang, Wen-Jen Fuh, Martha Yu, Wing Lo, Tai-Yi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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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拉丁舞曲

九、  橫笛送暖

十、  兔子舞

十一、  送紅包

十二、  會長黃泰瑩博士致詞

十三、  貴賓林榮基主任致詞

十四、  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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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剛取得約翰霍普斯金大學Peabody音樂

學院博士, 又繼續在母校任教的青年鋼琴

家李函蒨博士, 九月應邀在美崙堡音樂學院舉辦的

鋼琴系列擔任首演。她精湛的演出, 不同凡響,  同

時也獲得樂壇人士一致的好評。

第三度應邀到美崙堡學院演出的李函蒨。 首先, 以

莫札特降B大調奏鳴曲 (作品第K281號) 做為開場。

莫札特的這個具有美麗古典. 結構緊湊的奏鳴曲, 在

李函蒨的指尖下恰到好處的掌控, 並且流暢的呈現

無遺。

在第三樂章中, 有幾處

節奏的爆發, 彷彿預

告即將來臨的浪漫。 

而這種預吿的浪漫在

她後來彈奏蕭邦的詼

諧曲中如實的降臨出

現。

接下來, 第二首彈奏的

是蕭邦的 [第三號詼諧

曲] (作品第39號) , 這

首詼諧曲充滿活力,  時而表現李斯特風格的濃鬱, 

還帶有不會和拉威爾格格不入的些許和諧效果。

拉威爾的 [鏡組曲] 中五個樂章, 包括 [夜晚]. [悲傷的

鳥兒].  [在海裡的船]. [ 丑角的晨歌 ] 和 [ 山谷之鐘 ] 

。  其中最為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 莫過於是第四樂

章了o 主要是這個樂章具有另人震撼的西班牙節奏

風, 加上拉威爾後來將它重新編曲並交由交響樂團

演奏所致。 拉威爾所創作的鋼琴曲, 一直以來是以

能夠勾起聽者對於他所描繪的景色有一種歷歷在目

的眩然感受兼具引人目眩的複雜情感著稱。

中場休息過後, 李函蒨開始彈奏幼稚簡單卻又令人

回味無窮舒曼的 [ 兒時情景 ] 。 當然音符本身並非

一成不變地簡單, 但是十三幅兒時的情景勾勒出對

童年似田園詩歌般的恬靜而不悲傷的回憶, 而李函

蒨以極其自然而不矯揉造作的方式將音樂的生命力

發揮得淋漓盡致。

三首李斯特的帕格尼尼練

習曲緊接在舒曼抒情動人

的音樂之後, 李函蒨以充

滿火花與活力的精湛技巧

劃下了句點。 演奏會最

後,  李函蒨以一首蕭邦練

習曲作為encore曲。

一位音樂評論家在聽完李

函蒨的鋼琴獨奏會, 作出

的評論 : [ 一場稀有的個

人演奏會, 具高水準的演奏技巧與音樂才氣, 充滿

成熟.穩健. 令人神魂顛倒. 伴隨深刻的鑑識能力與

詮識能力, 是一位既年輕活力又成熟穩健的音樂家 ] 

。而名鋼琴家Claude Frank對李函蒨的綜合評論 : [ 

無懈可擊的演奏技巧, 有著超年齡的自信, 展現出兼

具真誠與美妙的樂聲] 。

聽李函蒨博士在理海谷的一場鋼琴演奏會
魏麗珠

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