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僑務訊息 No.269
5377 New Peachtree Rd., Chamblee, GA 30341
TEL： 770-451-4456 FAX： 770-451-8119
E-MAIL： atlocac@gmail.com
日期：2022 年 5 月 6 日

一、疫情指揮中心自 2022 年 5 月 9 日零時起，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縮短為 7 天(7+7)， 並
維持第 8 天起接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自今(2022)年 5 月 9 日零時起(航班表定抵臺時間)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縮短
為 7 天，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檢疫天數及場所：
(一) 居家檢疫天數為 7 天，入境日為第 0 天，並自第 8 天起接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
(二) 以自宅或親友住所 1 人 1 戶為原則。如家戶無法符合 1 人 1 戶檢疫條件，須入住防疫旅宿完成 7
天檢疫。
(三) 同日入境之家屬/同住者檢疫期間可於自宅或親友住所同住，或於防疫旅宿依民眾意願並配合房
型同住 1 室，但單人房型小，建議以不超過 2 人同住為原則。
二、檢測措施：
(一) PCR 檢測：於入境時(第 0 天)依現行措施進行 PCR 檢測。
(二) 家用快篩試劑檢測：
1. 檢疫期滿當日(第 7 天)執行 1 次快篩，另提供 1 支備用快篩試劑，於檢疫期間出現症狀時使用。
2. 考量家用快篩試劑之適用對象年齡限制，未滿 2 歲之居家檢疫者，其檢疫期滿當日採檢措施以 PCR
檢測；另如有無法自行操作快篩之民眾，將由地方政府安排人員協助進行快篩檢測。
3. 家用快篩試劑由各國際港埠人員於入境時發放。

二、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亞特蘭大分會，五月亞裔傳統月專題講座及支持台灣
參加 WHA
時間：5 月 7 日(周六）下午一點至四點
地點：亞特蘭大僑教中心
為響應五月亞裔傳統月, 五月七日世華亞特蘭大分會將邀請不同專業領域的世華成員分享各自的專業
經驗, 展現亞裔在美國不同領域的貢獻及發展. 並以亞裔如何在各自專業領域提升形象度及建立自信為
主題, 由世華亞特蘭大分會創會長陳家琪來訪談五位世華成員包括現任世華亞城會長劉秀皇，一起期
待會激發出什麼樣的火花！活動中亦會宣傳推廣全球青商潛力之星申請辦法及邀請所有來賓在僑教中
心前大合照支持台灣加入 WHA。
The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GFCBW)- Atlanta Chapter Presents a Symposium for

May's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Celebration As part of May's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GFCBW-Atlanta Chapter will invite five members , including GFCBW-Atlanta president Lucy Liu. Each of
them are from different professional field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on May 7th. Their
accomplishments represent Asian Americans’ contributions to our society. The founding president, Jackie
Chen, will interview them and focus on the theme of how Asian Americans can improve their image and build
self-confid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fields. We anticipate stimulating conversation and a wealth of
knowledge from this symposium. In addition, we will announce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e
Global Youth Business Potential Star Award and invite all the participants from this symposium to take a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he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ECO) in Atlanta in
supporting Taiwan joining the WHA.
Registration: https://forms.gle/vZzLb6zgFfbvd6zf6
Symposium Presenters:
(1) Lucy Liu (Co-Founder, Belux Coffee Roasters; President, GFCBW-Atlanta)
(2) Gary Chang (President, JTC Auto Tools )
(3) Nancy Tai (Principal, Atlanta Chinese School, and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 )
(4) Jue Wang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dvisor, T Dallas Smith & Company )
(5) Amy Hsu (Architect, Kaisen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s )
Time: Saturday, May 7, 2022
1:30-2:00pm Registration
2:00-3:00pm Symposium
3:00-3:30pm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e Global Youth Business Potential Star Award and supporting Taiwan
joining the WHA
Location: 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Atlanta , 5377 New Peachtree Rd #2840, Chamblee, GA 30341
Dress Code: GFCBW-Atlanta members please wear purple uniform; Business attire for guests.

三、喬治亞州國標舞社和美東南區台大校友會，5 月 7 日合辦母親節舞會，歡迎僑界共
襄盛舉。
時間：5 月 7 日(周六）下午四點至六點
地點：亞特蘭大僑教中心， 地址：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GA 30341
為慶祝母親節，喬治亞州國標舞社和美東南區台大校友會合辦該活動，歡迎亞城僑界共襄盛舉。
此次舞會亦是國標舞社今年第一期結業舞會，國標舞社學員將於舞會上表演本期由 Olga 老師所指導
的倫巴舞（Rumba）。舞會將提供點心和飲料，免費入場，台大校友會會長李芯影捐贈 30 條項鍊，
前 30 名入場女士將獲贈一條項鍊，作為母親節禮物。
依據文教中心規定：提供食物和飲料的集會，參加人數不得超過 50 人；除飲食外，其

他時間須全程配戴口罩。欲參加者請以電郵向李芯影報名，電郵：ntuaase@gmail.com.

四、2022 美東南區 FASCA 開始報名,培養您的下一代建立團隊精神,機會難得歡迎加
入。
2022 年美東南區臺灣海外青年志工(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e Ambassadors,FASCA)已開始
報名，預計招收 12 至 17 歲在學學生。FASCA 將以「領導、服務、文化、傳承」四大培訓主軸透過
學習實作，讓自小於海外生長的台灣僑民新生代，深入瞭解父母的家鄉,成為宣傳台灣之僑務外交小尖
兵，並也能在人際及升學上加分。2022 年新生培訓訂在 7 月 29 日至 31 日於亞特蘭大僑教中心(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 GA 30341)舉辦，將由慧智文教基金會進行整體規畫與培訓。報名請
至:https://www.wceo.org/cyla/details 或 fascaatlanta.org/apply/
如欲諮詢，請電郵：亞特蘭大分會 atl.fasca@gmail.com (或洛麗分會 raleigh.fasca@gmail.com)。

五、亞特蘭大中華文化學校辦理美東南區夏令營活動，開始報名。
亞特蘭大中華文化學校將於 7 月 10 日至 7 月 16 日(7 天 6 夜)，地點：Oxford College of Emory
University （注意：只收打完疫苗的營員 Fully vaccinated requirement !），5 月 15 日前報名並繳費特價
$699，5 月 16 後至 6 月 15 日報名並繳費為普通價$725。亞特蘭大中華文化學校舉辦美東南區夏令營
已有近 20 年的歷史，今年是自 COVID-19 疫情之後，首次恢復實體辦理活動，活動將從 7 月美國國
慶日後的下一週開始，以 Oxford 大學為營區，今年將聘請本地的教師授課。課程包括豐富多彩的臺
灣文化、工藝教學及民俗體育課項(扯鈴及功夫爲主)。課程緊湊，課外活動將更勝往年！

六、僑委會訂於臺灣時間本(111)年 5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於僑委會臉書
(Facebook)紛絲專頁辦理「2022 年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活動」線上說明會（直
播），請僑臺商踴躍觀看
快來參加 2022 年海外臺商精品選拔線上說明會！瞭解更多選拔詳細資訊。
線上說明會
臺灣時間：5 月 7 日（六）上午 11 時
直播頻道：僑委會臉書官方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iocac
本年擴大全球辦理，更擴大可報名產品類別，期盼在海外創業打拼的您，將臺灣價值融入品牌理念，
讓臺灣走進世界，讓世界看見臺灣！
選拔須知請見：https://TP.Taiwan-World.Net
報名期限：至臺灣時間 5 月 31 日 23:59 止
活動網站：https://taiwanprime.org/
報名網址：https://event.taiwanprime.org/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
Line@帳號：@taiwanprime
https://line.me/R/ti/p/%40taiwanprime
電子郵件信箱：taiwanprime@cdri.org.tw
線上說明會預告影片雲端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CuvpatKD03N2bpY4Tk2LQjluB34xEVQ/view?usp=sharing

七、外交部協助臺灣留學英語資訊入口網站「Learn & Study in Taiwan」已架設完
成，請幫忙宣傳，謝謝。
駐美國代表處針對美國學生來臺留學及在美學習華語文所架設之臺灣留學英語資訊入口網站「Learn &
Study in Taiwan」(網址為:www.us2taiwan.org)已於本年 4 月 19 日
正式對外公布，後續將隨時更新網站內容，提供美國學生最新資訊。
該網站以「使用者便利」、活潑風格為設計理念,便捷美國學生學習華語文及來臺留學資訊之搜尋，內
容包含臺灣生活簡介,另亦提供臺灣大專院校系所招收外籍生、獎學金、在臺華語中心、在美各「臺灣
華語文學習中心」資訊連結，及來臺各項申請步驟與駐美各處資訊,輔以美國學生留學臺灣經驗分享短
片等。請幫忙將上揭網站轉各僑團、並請各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於招生宣傳及授課時多加運用該網站,
適時鼓勵學員未來有機會可來臺至國內各華語中心學習。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MOFA) has comple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glish information portal website
"Learn & Study in Taiwan" for studying in Taiwan. Please help to promote it, thank you.
The information portal "Learn & Study in Taiwan" (website: www.us2taiwan.org) established by the MOFA for
American students to study Chinese in Taiwan has been launched on April 19 this year.
Officially announced to the public, the content of the website will be updated at any time to provid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e website is designed with the concept of "user convenience" and lively style,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American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and search for information about studying in Taiwan. The content inclu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fe in Taiwan. Links to information on the "Taiwan Mandar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Center”and
the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ing (TCML)"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various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coming to Taiwan and information on various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plemented by American students'
experience sharing videos in Taiwan. Please help to promote the above website and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come to Taiwan to study Madarian.

八、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金會辦理「2022 東沙環礁 X 生態體驗」活動，歡迎踴躍報
名。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金會係由僑務委員會捐助成立，其設立旨在推展僑民文化事業，傳揚中華文化，
獎掖及培育僑界優秀人才等。為強化僑青對我國東沙群島暨其周遭海域主權以及海洋環境資源與保護
政策之認識與支持，增進其對僑務、國防及海巡之瞭解，特由僑委會及海洋委員會合作，委由該基金
會規劃辦理旨揭活動，茲摘述如次：
一、活動日期
(一)、第 1 梯次：111 年 8 月 19 日至 8 月 23 日。
(二)、第 2 梯次：111 年 9 月 2 日至 9 月 6 日。
二、參與學員
(一)、第 1 梯次：非陸、港、澳籍之海外僑社青年及國內大專校院在學僑生 20 人(男、女各 10 人)。
(二)、第 2 梯次：非陸、港、澳籍之海外僑社青年及國內大專校院在學僑生 20 人(男、女各 10 人)。
三、參加資格
(一)、非陸、港、澳籍，持有僑胞卡之海外僑社青年，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入境相關規定依中央流
行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辦理)：
１持已加簽僑居身分之效期內中華民國護照。
２持效期內華僑身分證明書(僅限檢具國籍證明文件申獲者或役政用)。
３持中華民國護照、效期內僑居地永久居留權或護照。
(二)、年滿 18 足歲、未超過 32 歳，且具國語溝通能力。

(三)、身心狀況良好、身體健全且無下列情形者：
１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精神疾病、法定傳染病等不宜劇烈運動之病症者。
２施用毒品或濫用藥物成癮者。
３懷孕者。
四、活動內容包括搭乘巡防艦瞭解海域巡防勤務、參與東沙生態保育及復育工作、淨灘、夜間生態解
說、觀星及升旗等。活動行程規劃、活動須知及報名資訊等請至活動官網
（http://occef.org.tw/news/detail.php?id=232）
五、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金會聯絡方式如下：（一）、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公
園路 30 號 7 樓 B；（二）、聯絡人：石儀文組長；（三）、聯絡電話：886-2-2314-5080（分機
11）；（四）、電子郵件信箱：occeftw@gmail.com；電傳：886-2-8192-7363。

九、「2022 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語文研習班（遠距視訊教學）」即日起受理報名，歡
迎海外僑胞子弟踴躍參加。
(一)、僑委會為提升海外青年華語文能力，認識臺灣多元文化及優質教育，訂於 2022 年辦理北美地區
全球暑期班 6/20~7/29，年滿 12 足歲至未滿 24 歲居住海外之青年皆可報名。全球班暑期班以具僑胞卡
者為優先，線上申辦僑胞卡網址：https://www.ocacocc.net/cht/index.php?。
(二)、2022 年華語文研習班係以遠距視訊方式辦理，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至開班前 2 週或當期人額
滿即截止。意者請填具報名表及相關資料透過郵寄、電子郵件寄亞特蘭大僑教中心報名；(請洽蔡先
生 David, email: david.ocac@gmail.com Tel:770-451-4456)未經僑教中心核轉者，概不受理（國內報名恕
不受理）。相關活動表件請至僑委會網站（www.ocac.gov.tw/僑生服務/青年研習/華語文研習班）瀏覽
或下載運用。

十、2022 亞特蘭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夏季聖經學校(VBS), 開始報名。
敬愛的家長，
還在發愁小孩暑假如何安排嗎? 請送到亞特蘭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夏季聖經學校(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一個禮拜可以影響他(她)的一生。最正確的價值觀跟隨一輩子，小孩放飛，父母放心。
報名費$30 附有簡易午餐，父母要負責接送，不要猶豫、馬上報名吧！
點擊以下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a06ixesf1kUICf713Bhj60Ca0E7RLkG0lurmtYvOHQuHQ/viewform

☆☆☆ 歡迎僑團提供中、英文活動訊息至 atlocac@gmail.com 刊登 ☆☆☆
為方便大家閱讀各僑團近期舉辦活動，請供稿僑團提供活動內容、舉辦日期、時間、地點
等文字字數在 400 字內，文稿請附英文版本，以利中心彙整，謝謝大家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