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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 ACC 院區

壹、計畫緣起
阮將青春嫁置恁兜 阮對少年跟你跟甲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台語歌壇天后江蕙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家後」
旋律一響起，立即勾起海外台灣僑胞美好的青春回憶
與對家鄉濃濃的思念，然而演唱者不是台灣歌手，而
是擁有一襲黝黑膚色、來自非洲馬拉威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ACC）助養的女孩──萬錦，她乾淨清亮的嗓
音、精準道地的發音，讓人幾乎不敢相信她來自非洲
，還以為她是江蕙封麥後的傳人呢！萬錦，的確來自
非洲，但她能走過飢餓、貧窮站上 世界舞台，展示中
文、歌唱才藝，則是因為她擁有來 自寶島台灣、來自
各國華人無私的關愛……。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mitofo care centre，簡稱 ACC），是由台灣人創辦的國際非營利組織
（INGO），十年來已在馬拉威（Malawi）、賴索托（Lesotho） 、史瓦濟蘭（Swaziland）、
納米比亞（Namibia）四國創辦孤兒院與學校，並 有莫三比克東都、馬拉威里朗威及南非
Mandela View 都已動土建設中。ACC 助 養非洲逾八千名失去雙親的孤兒，並教導 ACC 院
童中文與武術，期望透過慈善教 育，弘揚中華文化、台灣精神，滋養當地受苦受難的孩
子。

ACC 院童自 2007 年起，每年都會在寒暑假舉行「感恩之旅」慈善巡演，藉由表演 ，讓大
家知道非洲還有無數孤兒等待救援；非洲 ACC 院童則心 惜福感恩的心， 向廣大的華人
助養爸爸媽媽傳達濃情謝意，感謝他們的關懷支持，讓非洲孤兒得 以有溫飽與受教育的
機會。

台灣愛飛揚僑民心飛揚
2014 年，由 ACC 主辦的「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暨感恩之旅」結合 「華語教學
成果」、「感恩之旅」與「宣慰僑胞」三大意義，在外交部、僑委會兩大部會與各國台商會、世
華分會的支持贊助下，足跡遍及了台灣、日本、美國 、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南非、模里西
斯等國，受到當地僑民熱烈歡迎，僑界與商會以實際行動支持公益，不僅透過文化表演與教育
交流的機會認識非洲 文化，還重溫經典國台語歌曲，一解思鄉情，凝聚活絡僑民情感。
隔年，ACC 滿載著德國華人的期待，「2015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首度
踏上歐洲，史瓦濟蘭 ACC 的小朋友，在一個月內宣慰德國四大城市──杜塞道夫、漢堡、柏
林、法蘭克福的僑胞，史國孩子可愛的身影、有禮的舉止、流利的中文，一舉擄獲德國華僑與
當地民眾的心，回響熱烈。
這兩年，非洲 ACC 學子也透過非洲歌舞表演、中華武術、國台語歌曲的演唱，生動展現台灣在
非洲慈善教育、文化弘傳的具體成果，也讓九國二十七座城市，逾兩萬名僑胞、華人與當地居
民眾有機會一窺中華文化的堂奧，為台商華人與當地社會建立文 化互動的橋樑。

2016 台灣愛飛揚口碑再加場

尤其跨國的慈善文化活動廣受國際與華人媒體青睞，包括國內三立新聞、大愛 電視台、經濟日
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以及國外的世界日報、美南新聞日 報、達拉斯新聞、佛州大眾報、
環球通訊社、紐約社區報等五十多家媒體都有 大篇幅報導，尤其僑委會的宏觀電視，連續兩年
來向全世界僑界 播放了 ACC 演出的盛況。國內外媒體爭相的報導，讓世人知道台灣人道關
懷、無 分國界的大愛精神，提高台灣能見度，成就最佳的慈善與文化外交，看見璀璨 台灣！
2014-2015 年世界慈善巡迴演出後，各國僑團深受感動，好評不斷，得到許多回響：「原來 ACC
院 童的表演那麼精彩、豐富，賺人熱淚」、「非洲孩子努力學習我們中華文化，我 們也要珍惜
自己的國粹」、「這場表演讓我憶起家鄉台灣的可愛，感受滿心的溫 暖」、 「不要小看台灣，我們
默默為世界做了許多善行」……，曾造訪過的美加、德國城市，或是耳聞的僑團，在巡演結束
後都主動連繫 ACC，希望 2016 年 ACC 可以再帶來 撼動人心，溫暖僑心的表演。

ACC 聽到歐美僑界的心聲與期待，計畫 2016 年口碑加場，展開「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
善交流巡演」，預計在美國、加拿大 13 個重要城市再度飄揚「台灣愛的旗幟」！同時，讓美加
華人與僑胞能從非洲 ACC 院童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以及見證華人突破國界疆域，展現無私
奉獻、世界一家的動人成果，而能深感認同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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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外交部、僑務委員會
主辦單位：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台聯合基金會
承辦單位：各地台商會或世華分會或僑團
計畫期間：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

參、計畫目標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期許扮演的是「和平的締造者」、「人 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
的推動者」、「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者」及「 中華文化的領航者」的成功角色，而 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 交流巡演」在意義與實質效益上，也與上述目標相互
輝映！

一、感謝華人父母 弘揚台灣大愛
ACC 目前已在非洲三國助養逾 9000 名孤兒，這些豐碩的成果都是世界華人的愛心 奉獻，
不僅具慈善外交意義，更體現台灣與中華民族的人道關懷；希望藉由「台 灣愛飛揚──
ACC 宣慰僑胞．感恩之旅」的舉辦，讓 ACC 院童親自對華人助養父母 傳達感謝之意。
台灣，半世紀前曾經是「受者」，因為世界各地的援助，隨著歲月的流轉，她成 長茁壯
了，現今也有幸成為了「施者」；而且不僅僅是經濟、慈善的援助輸出， 更把台灣本土文
化的美麗內涵，良善溫暖，藉由國台語歌曲的傳唱，跨越種族、 宗教、國籍，讓遠在萬里
的非洲孩子也能認識台灣、聆聽台灣。這場「宣慰僑胞 ．感恩之旅」慈善巡迴表演，是結
合公益與文化的演出，由華人做起，發動善的 循環，彰顯世界一家的情誼。

二、吟唱懷舊金曲宣慰海外僑胞
非洲關懷中心的孤兒院內，院童除了接受 當地教
育課程外，也學習中華文化與國台 語歌曲，孩子
本身的坎坷遭遇與樂天知命
，與台灣歌謠精神相呼應；非洲 ACC 孩子們 也將
在演出時「唱出台灣心．傳頌故鄉情 」，吟唱「青
蚵仔嫂」、「丟丟銅」、「雨夜花」、「愛拼才會贏」、
「望春風」、「媽媽請你也保重」、「月琴」、「台北
的天空」等充滿人情味 的國台語金曲，帶領海外
僑胞們一同回味 歌謠中對鄉土的疼、對人民的
愛，一起穿 梭時光隧道，回到最純樸的年代！

三、傳播寶島文化闡揚中華精神
ACC 助養的這群黑皮膚的孩子，真真切切是華人愛心澆灌下，成長茁壯的孤兒， 不僅
承襲了自己國家傳統文化，也吸收了台灣與中華文化，把台灣美好的精神文 明綻放非
洲大陸。因此「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讓海外僑 民具體感受到
──台灣雖小，但只要把台灣文化弘傳到那裡，那裡就是台灣；如 同海外僑胞身在他
鄉，心繫台灣，發揮台灣人不怕苦不畏難的刻苦精神，在各國 胼手胝足、耕耘打拼，
用自己的生命將台灣的精神、文化帶到我們所能到的地方 ；將血液裡屬於中華民族，
源於福爾摩沙溫柔堅韌的慈悲力量拓展到全世界，贏 得許多看不見的珍貴友誼……。
同時，也希望藉此活動號召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之認同，興起肩負闡揚台灣本土 文化
的責任與建立歸屬感。

四、展現學習成果鼓勵僑青學中文
中文熱潮襲捲全球，華語教育方興未艾，然而許多華人第二代、第三代卻失去學 習華語
的動力；而非洲ACC 的孩子們，不僅個個會說中文，在ACC 的圓通學校裡受 的還是正
體中文的教育，甚至會背誦《弟子規》、《三字經》、唐詩等中華文化經典； 看到黑皮膚
的孩子也在學習、傳承中華文化，相信將能夠喚起海外華裔青少年興 起保
、學習中華
文化的熱情，除了邀請他們再次尋根，發現中華文化的美好外 ；也能順應21 世紀中華
文化崛起的趨勢，再次站穩腳步，放眼世界！

五、啟航感恩之旅世界看見台灣
地域上的台灣，三點六萬平方公里，在世界地圖上只是一個小點；但從台灣人民 與海外僑
胞對全球政治經濟、人道關懷與文化弘傳的卓越貢獻與影響來看，台灣 絕非僅是太平洋上
的一個蕞爾小島，而是能併發耀眼光芒的珍珠！
ACC 即是將台灣的特色－文化與公益結合，輸出至海外，以佛教信仰為舟航，中 華文化為
經緯，將佛教、中華文化對生命的平等互愛，對人我的尊重包容，與博 大精深的文化涵
養，深植孤兒的心中；寄望藉由孤兒的養成，將文化、語言傳揚 開來，落實用「慈悲」跨
越種族與國界的藩籬，以「關懷」增進彼此的認同與瞭 解。
這等「慈悲的力量」、「關懷的軟實力」，是在國際間開拓國家能見度的重要方 式；透過「台
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能讓世人為台灣對國際 社會的無私付出動容，
不只可更讓世界更認識台灣，更讓國際友人對台灣核心價 值之一的人性關懷更加了解。

六、播種非洲商機開拓國際視野
每一位助養人都是非洲 ACC 孩子的異國父母，台灣、中華及非洲文化在 ACC 融合
，未來透過 ACC 孩子發光、發熱並且發聲。非洲現在和貧窮、疾病、蠻荒畫上等 號，
但貧窮破敗、一無所有的後面，隱藏著無窮的生機，無限的機遇。
相信將來台灣跟非洲的連結會更加和善、密切；二、三十年後，當全世界的資金、技
術、人才轉向非洲，我們已在非洲深耕，為台灣與各國華人結下許多好 因好緣甚至還
可福澤下一代。而華人商機在非洲能夠顯現，所發揮的力量、機 遇，就在今天當我們
把關懷、愛心付出的時候。
透過「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非洲 ACC 的孩子也能從事國 際性
的交流互動，學習各國的文化，並建立更寬廣的世界觀與國際視野，讓他 們對世界產
生探索好奇，未來敢於懷抱夢想，開闊生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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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與內容說明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演出內容除了提煉非洲歌舞元素，跳出當地
傳統精神的舞風外，更讓歐美僑胞從聆賞表演中，打破對非洲的刻版印象，建立多元角度
的想像與觀點。
此外，節目主要以院童在非洲 ACC 學習的基礎為素材，將中華文化的國台語歌曲、少林武
術、四書五經等，結合非洲傳統歌舞意象，同中求異，異中取同，流露文化差異的美感與
種族融合的和諧，碰撞出愛與生命的藝術火花！今年除了馬拉威 ACC 院童外，賴索托 ACC
孩子也一起加入，並演出道地的非洲歌舞、台灣歌謠、校園民歌等，值得大家期待！
活動同時也是院童在 ACC 受教育的成果展；每一場演出，都是孩子真實生命破蛹而出的呈
現、成長的紀錄、愛心的奇蹟，更為賺人熱淚的感動作品。
當非洲 ACC 院童唱出「月琴」、「出塞曲」、「青蚵仔嫂」等曲目，並以非洲舞蹈詮釋台灣歌
曲，不正映照台灣僑胞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良善的人文價值，成就出跨世代與跨文化的共
鳴，也使僑民能透過表演藝術反思：「隨著時代推移，身為台灣僑民的我們是否遺忘台灣本
土藝術與人文的美麗？」

.:

節目名稱

內

容（暫定）

非洲歌舞

月光之舞、勇士舞

懷舊校園民歌

月琴、出塞曲、秋蟬、台北的天空、橄欖樹、忘了我是誰等民歌組曲

經典台灣歌謠

青蚵仔嫂、丟丟銅、雨夜花、望春風等民謠組曲

英文歌曲

You raise me up、Heal the world、Waka Waka、Stand by me、Shalalala

武術

壯我少年、才藝大展、童子功

中華戲曲

相聲、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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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歷年活動成果與迴響
香港－慈善義演歌神助陣
2010 年 6 月，張學友、黃家強、關淑怡等香港藝人朋友，應邀參與 ACC 在香港九 龍展貿
中心舉辦一場慈善演唱會，為 ACC 院童募款興建孤兒院與學校。在這場演 唱會中，這些
藝人歌手都已為人父母，當他們與 ACC 院童們一起載歌載舞，攜手 登臺歌唱時，也象徵
著把華人的親情與大愛，傳遞到非洲，獻出跨國界的溫暖 關懷。而由於演唱會回響熱
烈，2014 年 1 月張學友、黃家強、李治廷等歌手二 度欣諾，再次攜手為 ACC 舉辦的慈善
演唱會站台獻聲！

世博－人氣火紅吸睛破表
2010 年 ACC 榮獲上海世博局邀請，駐演非洲廣場一個月，有逾 50000 人欣賞，榮 登人氣
最火的廣場節目。ACC 院童的表演在人道意義與文化藝術的交流上深具 新聞價值，還因
而吸引中央電視台，以及北京、上海傳媒大篇幅追蹤報導。

上海－愛在天地間費玉清獻唱
2015 年 1 月 10 日，ACC 院童於「上海兒童藝
術劇場」進行「愛在天地間 夢在故鄉圓」
慈善藝文演出，當天邀請到許多音樂家與愛
心藝人共襄盛舉，除了有永遠的巨星──費
玉清助陣獻唱，還有上海民族樂團二胡首席
段皚皚演奏「葡萄熟了」，當天非洲 ACC 小朋
友更與上海廣慈殘疾兒童福利院、上海小馬
合唱團共同演出，中非攜手獻愛！

台灣－孫翠鳳教唱歌仔戲
明華園戲劇總團當家小生孫翠鳳小姐為 ACC 全球榮譽執行長，2006 年親赴馬拉威 ，將台灣本
土藝術國粹─歌仔戲教授給 ACC 院童，讓非洲孩子也能欣賞台灣傳統 戲曲之美。2014 年，孫
翠鳳將國際薪傳棒子交給愛女陳昭賢，她帶著九位團員飛 抵賴索托與史瓦濟蘭 ACC 教導院童演
出「西遊記－盤絲洞」。同年，台灣「行願 非洲．感恩之旅」，黑人小娃娃大秀歌仔戲，還扮演
西遊記經典角色─唐三藏、 孫悟空、沙悟淨、豬八戒、蜘蛛精，逗趣極了！讓台灣民眾有了全
新的體驗，媒 體爭相報導，好評不斷！

慈善外交文化發聲官方民間一致肯定
ACC 院童在台灣也得到政府和民間的鼓勵肯定。2012 年
台灣「行願非洲．感恩之旅」活動期間，馬英九總統親臨
記者會，為ACC 小朋友加油打氣；外交 部林永樂部長連
續三年親自接見ACC 院童，予以肯定鼓勵；前僑務委員
會吳英毅委員長還蒞臨非洲院區，了解ACC 的慈善教育
工程，陳士魁委員長則接力在台灣接見院童，傳遞關懷；
高雄市長陳菊、新北市長朱立倫與前台中市長胡志強暨林
市長佳隆，更是情義相挺，廣 施慈愛，出席ACC 孩子的
表演現場，讓這群非洲孩子感受到台 灣濃濃的溫情。
另外，在外交部和僑委會兩大部會支持下，「台灣愛飛揚
－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活動也在2014-2015 年啟
航，馬拉威與史瓦濟蘭ACC 院童化身親善大使，代表台
灣愛心的力量， 赴九國二十七城市進行慈善巡演，以融
合中非文化的表演， 宣慰僑胞，讓世界看見台灣傳愛非
洲的具體成果。
這些都代表台灣官方與社會大眾對 ACC 慈善外交的支
持、 教育成果的肯定，以及文化弘揚的認同。並對於台
灣的公 益輸出，能化為非洲孤兒的生命土壤，並以文化
藝術的表演 呈現，予以高度評價。

2014-2015 媒體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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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執行期程
計畫執行期間：2016 年7 月1 日～2016 年8 月22 日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7/ 1
南非約堡→
台灣台北

六
7/ 2

台北
‧集訓
7/ 3

台北
‧集訓

7/ 1 0

7/ 4
台北
‧集訓
7/ 1

7/ 5
台北
‧集訓
7/ 1

7/ 6
台北
‧集訓
7/ 1

7/ 7
台北→DC
(紐約轉機)
7/ 1

7/ 8
華盛頓 D.C.

7/ 9

7/ 1

華盛頓 D.C.
‧公演

1
華盛頓 D.C.
7/ 1
→亞特蘭大

2
亞特蘭大
7/ 1
‧公演
(暫定)

3
亞特蘭大
7/ 2

4
亞特蘭大→
7/ 2
休士頓

5
休士頓
7/ 2

7/ 1 6

休士頓
‧公演

華盛頓 D.C.
‧公演

7/ 1 7

7/ 28
達拉斯

9
達拉斯

休士頓→達
拉斯

0
達拉斯→邁
洛杉磯→拉
阿密
斯維加斯/

1
邁阿密
拉斯維加斯

2
邁阿密
拉斯維加斯

7/ 2 3

/鹽湖城

/鹽湖城

邁阿密
‧公演

鹽湖城

→舊金山

‧公演
7/ 2 4

5
洛杉磯
佛事

7/ 2 6
洛杉磯
佛事

7/ 2 7

7/ 2 8

7/ 2 9

洛杉磯→拉
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鹽湖城

邁阿密→洛

7/ 3 0

舊金山

杉磯

‧公演
(暫定)
鹽湖城

→舊金山

‧公演
7/ 3 1

8/ 1
舊金山

8/2
舊金山→萬
佛城
BUS

8/3
萬佛城

8/4
萬佛城→舊
金山→溫哥
華
8/4~8/8 佛事

8/5
溫哥華

舊金山
‧公演
(暫定)
8/ 7

8/6

溫哥華
‧公演
(暫定)
8/8
溫哥華→渥

8/ 9
渥太華/多

8/ 1 0
渥太華/多

8/ 1 1
渥太華/多

8/ 1 2
渥太華/多

8/ 1 3

●以上表演或參訪行程由各地外館館長安排決定後，可再調整。
工作人員名單：
領
隊：ACC 發起人－慧禮法師
副 領 隊：陳阡蕙
舞台總監：滿緣法師
公
關：林青嶔
管
理：呂月霞
團
員：16-18 位馬拉威、賴索托 ACC 院童
總
務：符嬡俐
行
政：徐允辰
紀
錄：徐子茗

柒、實施對象
中華民國海外各地僑胞

捌、交通、場地設備需求
懇請外交部與僑委會發動各地僑社，承擔如下活動需要：

一、演出場地
可容納 800 人以上觀賞的表演場地。

二、舞台設備
1.音響：無線手握式麥克風*8 組
2.視訊：A. 單槍投影機*1-2 組（舞台主幕+側幕）
B.對講機＊4 台
以上為基本需求，投影機主要是播放 PPT 使用，於節目進行中呈現字幕、貴賓名 單。

三、燈光設備
依各地區演出現場需求自行增加燈光效果。

四、交通
1.各演出地點移動之交通工具及接送機的安排。
2.隨團有大型行李、道具等物資。

五、飲食和住宿
1.全程團員素食為主，演出期間提供簡易的素食便當既可。
2.餐點方面因民情還有習慣關係，院童的餐點只需準備 3~4 樣青菜和白飯為主，
避免造成食物浪費。

六、活動宣傳
懇請外交部、僑委會協助佈達活動訊息，邀請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各地商會及僑團承辦活動，並號召 僑胞出席支持，一起共襄盛舉。

玖、工作團隊簡介
一．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ACC，短短三個英文字，不僅僅是 Amitofo Care Centre（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的 簡稱，
更是許多非洲孤兒口中溫暖「家園」的代名詞。
這個由台灣僧侶──慧禮法師創辦的國際非營利組織，為非洲第一座佛教孤兒院。 匯集
了台灣與世界各地華人的愛心，2004 年於馬拉威設立第一座院所，並於 2010 年、2011
年、2015 年於賴索托、史瓦濟蘭、納米比亞設立分院，在非洲四國庇護 了逾八千名頓失
去父母照顧、徘徊生死邊緣的孤兒，讓孩子們免於挨餓受凍的苦難 ，有機會平安健康長
大。
ACC 以人為本，重視家庭價值觀，特以「兒童村」為規畫理念，將不同年齡的院童 組成
「大家庭」，每 20 位院童、2 位當地褓姆、一位保育老師共住一棟孤兒房（ House），陪
伴孩子成長。除了有完整撫育制度，ACC 還在每個院區成立「圓通學 校」，以家校合一的
制度，讓孩子一圓讀書的夢想；透過扎根教育，打造希望工程 ，讓孩子產生改變生命的
力量，進而推動非洲大陸脫離貧窮病苦的宿命。
ACC 的總部暫設於南非，即「阿彌陀佛關懷協會執行委員會」（Amitofo Charity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Board，簡稱 ACA），統籌非洲各 地 ACC 的運作與管理。
而除了立足上述四國外，ACC 放眼非洲，積極擴點，其中莫三 比克 ACC、南非 ACC、以
及馬拉威第二座院區也陸續動土興建。此外，ACC 也在亞洲的台灣、香港、中國大陸 、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日本、澳洲、美國、德國等地區成立募款單位，尋求 愛心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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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團隊簡介
◎慧禮法師：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發起人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理事
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二○○四年獲頒「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孫 翠 鳳：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全球榮譽執行長
中華民國總統府 前國策顧問
明華園戲劇總團 當家小生
◎陳 阡 蕙：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非洲執行委員會 執行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理事
南非共和國第 2-4 屆 國會議員（2004-2014）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僑務諮詢委員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副總會長（2004-2013）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資深顧問
二○一三年「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廖 怡 慇：阿彌陀佛關懷中心財務暨護法委員會 執行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理事
◎滿緣法師：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僧伽弘法委員會 副執行長
◎林 青 嶔：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非洲執行委員會 祕書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理事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僑務諮詢委員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顧問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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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人資料
◎林青嶔（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非洲執行委員會 祕書長）
手機：+27-82-788-8989
skype：vincent_sa
E-mail：incent@TOPINT.co.za
◎徐允辰（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活動）
電話：+886-2-2791-3398#115
手機：0978-315-650
E-mail：niceclare@gmail.com
◎李庭槐（達福台商會會長）
電話：1-817-874-9993
E-mail：tingwlee@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