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僑務訊息 No.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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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疫情指揮中心自 5/11 日起至 6/30 日開放民眾進口自用快篩 每人限 100劑不得售。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 日公布，衛福部食藥署為便民防疫，即日起至今年 6 月 30 日前，輸入個人 

自用「COVID-19 檢驗試劑」每人不超過 100 劑，免申請專案核准。國內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延燒，指揮中心研發組副組長吳秀梅今天下午在疫情記者會中表示，因個人自用 COVID- 

19 檢驗試劑產品對防疫影響甚鉅，食藥署為確保國內此類產品的安全及有效性，對於相關輸入案件審 

查皆審慎把關。 

吳秀梅說，因考量疫情升溫，COVID-19 檢驗試劑個人自用需求遽增，食藥署為便民防疫，規劃輸入 

個人自用 COVID-19 檢驗試劑彈性措施，即日起至今年 6 月 30 日前，民眾自國外輸入個人自用 

COVID-19 檢驗試劑，以每人限一次不超過 100 劑，無須向食藥署申請專案核准 ，可直接由海關放行 

通關。吳秀梅提醒，民眾自行輸入 COVID-19 檢驗試劑僅供個人防疫使用，不得販售；建議選用「家 

用」檢驗試劑產品，不限為衛福部核准 EUA 產品，使用產品前，請詳閱產品說明書用途、使用方 

式、警告注意事項等內容。另外，指揮中心表示，民眾自行輸入非衛福部核准 EUA 產品，檢測結果 

不得作為配合防疫政策判斷依據，其產品安全及有效性須由民眾自行負責。 

 

 

 

 

 

 

 

 

 

 

 

 

 

二、甘斯維爾臺灣商會 5月 21日端午節烤肉活動，歡迎所有僑胞參加！ 

甘斯維爾臺灣商會將舉辦端午佳節湖邊烤肉慶祝活動，歡迎所有僑胞參加！ 

歡迎所有台灣社團朋友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一同來歡慶端午節，我們現場將備有粽子、 

烤豬排、烤雞腿、台灣香腸、串燒蔬菜、趣味小遊戲以及抽獎活動呀，請大家敬請期待。 



活動報名 Google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xM9byouqR2mNZ4UR9 

時間: 5/21/2022 (星期六）中午 12:00 點 

地點:Lake Lanier West Bank Park (first pavilion) 

導航地址: W Bank Park, Cumming, GA 30041 

歡迎大家呼朋引伴踴躍報名參加，一起來歡慶端午節，如果有任何活動相關疑問，請速洽 

甘斯維爾臺灣商會會長谷企平 (Jimmy Ku) 

聯繫方式： 

Email: jku2006@gmail.com 

Tel: 404-520-9370 

 

三、亞特蘭大客家同鄉會將於六月五日舉辦 2022 年端午聯誼會，歡迎僑胞報名參加。 

 

客家同鄉會 2022 年端午聯誼會定於六月五日星期天中午 12：00 PM  5799 New Peachtree Rd., Doraville, 

GA 30340 （協勝公會） 歡迎有興趣僑胞報名參加， 網上註冊 https://forms.gle/VvvXU6qSHzupRSpNA  

聯絡信箱 email hakkainatlanta@gmail.com 80 人滿 費用預付 Zelle or Venmo 請付 elena_bevan@hotmail.com  

支票付 Hakka Association of Atlanta  支票地址   ：  Lu Hsieh  4420 Grove Field Park, Suwanee,GA30024 

(會長)李采真  Elena Bevan 敬上 

Hakka Association of Atlanta 

eMail: HakkaInAtlanta@gmail.com 

Join Us & Like Us on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hakkaatlanta 

FACEBOOK Gro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969558379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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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新編之 110 年度「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2期）電子檔，歡迎 

僑胞踴躍下載！ 



該手冊已置於該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boca.gov.tw）首頁／為民服務專區／為民服務白皮

書，並可以 QR Code 下載參考，請查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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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2022 年 

為民服務白皮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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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AIpQLSc6a06ixesf1kUICf713Bhj60Ca0E-

7RLkG0lurmtYvOHQuH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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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歡迎僑團提供活動訊息至atloca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