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ight years ago, when Miss NY Chinese was fi rst 

founded, it began with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Chi-

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ide by developing the leadership 

of young Chinese women in NY.  Today, the Miss NY Chi-

nese Beauty Pageant is the largest, fairest, and most infl uen-

tial Chinese beauty pageant in the U.S. and the world. The 

pageant is consistently cover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V, 

radio and print media, both 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event also entered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when the 

pageant was cover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in an article, 

“The Rainbow Runway,” which also featured an additional 

on-line web slide show.

This event has provided som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young 

Chinese in America with the rare opportunity to learn skills, 

develop talents, and gain the self-confi dence needed to suc-

ceed in a continually changing multicultural society.  Today, 

many of these young women have become successful lead-

ers in their fi eld, whether they have become top executives 

at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corporate fi rms, be-

come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 advanced into 

the prominent fi elds of medicine or international law, or of 

course, entered the entertainment fi eld. As the ambassador 

for the larges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S., the title win-

ner will continue on to Hong Kong to represent New York 

City in the most prominent and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ageant, TVB’s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Pageant, which 

will be held in January, 2010. Several members of the Miss 

NY pageant family have joined ranks of som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celebrities in Hong Kong, China, Taiwan,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such as Fala Chen, the winner of Miss 

NY Chinese in 2004, who is now one of Hong Kong’s fa-

vorite stars. Good luck to the fi nal contestants of 2009!

Miss ion Statement

選美 宗旨



評判 介紹

         Kara Fox-LaRose is the Vice Presi-
dent of Marketing and Promotions for 
Mohegan Sun.  Kara is responsible for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delivery of effi cient 
and effective events and loyalty pro-
grams within the areas of Special Events, 
Consumer Promotions and Player Club.
        Kara has been one of the judges 

at the Miss Chinese New York Beauty Pageant for 3 years. She also 
has choreographed the fashion shows at Mohegan Sun Bridal Expo for 
four years. She served as a judge of Mohegan
         Sun popular Jukebox Hero singing competition and Battle of the 
Bands.
        Kara has been working at Mohegan Sun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6 
and has organized, executed and overseen a number of high profi le 
events including Mohegan Sun star-studded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
tions in October of 2006.

Ms. Kara Fox-LaRose 

        徐家樹現任美國紐約華人總商會會
長, C&G Construction Group Corp. 董事
長，從事經營房地產,連鎖酒店,建築材料
批發零售等行業,是年輕有為的華裔企業
家.曾經獲得2005年亞美商業發展中心頒
發的50名亚裔傑出企業家獎,2006年商務
部頒發的“促進少數族裔商業發展傑出服
務績優獎”。 
        去年度經亞太裔商業委員會遴薦，

在傑出的少數各族裔企業競選中脫穎而出，獲頒年度最佳經銷商企
業大獎。

Mr. Chris Xu 
徐家樹先生

        Katty Lau graduated from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with a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Fashion Design. She has studied 
both in France and Italy for jewelry and 
fasion design. Currently, she is Vice 
President of Cathay Jewelry group over-
seeing jewelry design, sales, and market-
ing for six jewelry stores under Cathay 
Jewelry in New York City.
         劉毓茵小姐畢業于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並取得時装設計師文憑. 同時曾於法國及意大
利進修珠寶設計和時装設計.現在是麗興恒生集團的副總裁, 負責
管理轄下六間珠寶金行的珠寶設計及一切營銷運作。

Ms. Katty Lau
劉毓茵女士 

        陳素華是美加美美容器材公司的行
政總裁，主力將歐洲最先進的美容器材
及最優秀的護膚品憶念美(ELENE)綺佩
詩(EPS)及法拉(FARAH)引進美國，打入
主流市場. 為提高美容業專業水准努力不
懈。 歷任多個選美會評判。

        Cindy Chen as the C.E.O of Beauty 
Beauty USA has promoted Europe’s most ad-
vanced beauty equipments and latest skin care 

products, “ELENE”, “EPS” and “FARAH” providing and helping estheti-
cians, spa & salon owners with better quality services. 

Ms. Cindy Chan
陳素華女士

        姜葦韻女士是TVB（USA） 營業部總
監.  資深於電視廣播及市場推廣業務, 曾
負責策劃及推廣第一屆北美華人新秀歌
唱大賽.  現位職於洛杉磯總公司, 除處理
當地廣告業務外, 亦同時監管三藩市及紐
約分公司之一切行政, 市場及廣告事務.

Ms. Vivian Keung
姜葦韻女士

        鄧忠良先生是中國海潤影視製作集
團美國首席代表，紐約家鄉冷凍公司總
裁，原江西省乒乓球隊省一隊教練。曾參
加《曼谷雨季》（2001）、《婚姻訴訟》
（2006）、《麥琪的禮物》（2007）、
《滬淞風雲》（2007）、《黑三角》（
2008）、《重案六組III》（2008）、《殺
虎口》（2008）、《房奴》（2008）等多

部中國大陸電視連續劇的演出。

Mr. Michael Z. L. Deng
鄧忠良先生

Ms. Vivian Lee
李錢月維女士

        李錢月維女士是長島商學院財
務總監，她不但是一位相夫教子極為
認真的家庭主婦，也是一位成功的企
業投資者，特別是教育有關的事業，
她特別獨鍾，投資的地區包括了美國
紐約州、佛州、及加州，以及加勒比
海等地，且頗有收穫，證明她有獨到
的企業眼光。此外，她也成功地輔佐
夫婿經營美國唯一華人擁有的教育集

團，旗下包括紐約PBC商科大學及長島商學院，均是社區著名
的大學學府。對於社區的慈善活動她也當仁不讓，積極參與。



Chairman / CEO 董事主席 
William Yip 
President 總裁 
Jason Kong 
Executive Director  執行總裁 
Eric Yuen
Chairman of Judge Committee 評委會主席 
Abraham Mak, CPA
Law Consultant 法律顧問 
Dylan Chan, Esq.
Executive Assistant 執行助理 
Raymond Choy
Event Supervisor 活動統籌 
Louis Lau/Jessica Yang
Image Consulatant 形象顧問 
Judy Chao
Fashion Consultant 服裝顧問 
Cindy Mak
Make-up Consulatant 美容顧問 
Everlyn Ho
Hair Consulatant 髮型顧問 
Steve Kong
Choreographer 編舞 
Shelly Yang
Stage Consultant 舞台顧問 
Billy Wong
Audio Consultant 音響顧問 
7even-event
Photography Consultant 攝影顧問 
True Love Wedding
Website Designer 網站設計 
Robot Head Studio
English Writer 英文撰稿 
Minnie Chiu
Graphic Designer 平面設計 
Jerry Cho
Event Coordinator 活動助理 
David Chang  / Teresa Li / Goretti Lam 
Jason Cheung / Rain / Linda Yung
Winston Lee / Dan Xue / Phillip Truong
Ivan Chan / Jason Chan
Wan Ting Zhu / Elain 
DJ 音響助理 
Kwok Yan Tang / See W. Wong
Kenny / Joe Chee
Photographer 攝影師 
Peter Lam / Andy Yuen / Wei Xie / Chan 
Yong / Huazheng Gan 
Security 保安人員 
Sam / Jonathan

Video Production for Final Show 決賽錄影製作
Production Director & producer  
Sylvie Yap
Video Director  & T.D   
Elliot Stern
Video Engineer    
Joe Mayers
IMAG Operator ：
Lily Chan
Camera：   
Omkar Gauchan / Rene Valdivia
Joe Delsenno / Kenny Wu 
PA  
Yi Wan Chan / TBA

Aurora’s Orb (Title Sequence) 開場影片製作
Director and producer
Kim E. Wang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Omkar Gauchan 
Camera
Brian Murphy
PA
Kenny Wu / Matty Anziano
Still photographer
Henry Leung / Henryshoots

Committee 籌委會成員

英文名：Bowie Lam
生   日：   9月4日      星   座：處女座
血   型：   B       身   高： 178 cm
體   重：   73 kg     籍   貫： 廣東省

曾獲得之獎項：
2005: 新城電台“點正娛樂勁爆電視演員”
          TVB周刊最強人氣大獎“天王”
2004: 萬千星輝賀台慶“本年度我最喜愛的男主角”
          萬千星輝賀台慶“本年度我最喜愛的電視角色”

演出作品： 電視劇集
2008年： 珠光寶氣     
2006年：刑事情報科、火舞黃沙
2005年：隨時候命、妙手仁心III、奪命真夫
2004年：功夫足球、金枝慾孽     
2003年：智勇新警界

特別嘉賓：林保怡（香港影視紅星 ）

英文名：Tony Jiang
生    日：11月16日     國   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職 業：高級酒店顧問
學 歷：瑞士洛桑酒店商業學校
語 言：普通話、英語、法語
興 趣：旅遊、表演、烹飪、運動
專 長：廣告、電影拍攝、主持

獲獎經歷：
2004年 上海先生冠軍     2006年 中國先生冠軍
2007年 世界先生季軍     2008年 北京奧運火炬手

慈善項目：中國三亞社會福利院殘疾孤兒長期捐助項目
的發起人，蔣樂俊協同其商業合作夥伴及好友定期每月
對此項目進行人力及財力支持。

嘉賓司儀：蔣樂俊（世界先生季軍）

英文名：Jessie Liu
職    業：電視製作人，主持人
獎    項：2002年度紐約華裔小姐冠軍，
               現場最受歡迎小姐
演出經驗： 
2004年度紐約華裔小姐準決賽 － 司儀
2007［美化家居］－ 主持人
2007［皇牌對對碰］－主持人
2008［美化家居II］－主持人
2008［名家有主］－主持人
2009［住得其樂］－主持人

表演嘉賓：劉美誼（2002年華姐冠軍）

中文名：韓伊琳 
英文名：Shirley Ho
獎    項：2004年度全球華人新秀大賽美東區季軍

演出經驗： 
2006至2009年度紐約華裔小姐競選大會司儀
2005年度傑青歌唱比賽冠軍
2006年度全能DJ大賽冠軍

大會司儀：韓伊琳（歷届華姐司儀）

嘉賓 籌委



活動 相簿

2008年8月19日2008年度華姐冠軍彭瑞霖參與麗興恒生珠寶
集團電視廣告拍攝

2008年8月22日2008年獲獎佳麗出席紐約華人總商會年慶與中國駐紐約總領
事彭克玉合照

2008年10月11日2008年度華姐亞軍楊茜與2007年度華姐冠軍王瑩及韓伊琳共同
主持多維媒體主辦《小明星頒獎同樂日》

2008年10月18日2008年度華姐冠軍彭瑞霖出席星島日報
主辦《國際風箏節》擔任剪彩嘉賓

2008年10月17日楊茜
與王瑩到北京海潤影視
面試并參觀拍攝場地

2008年11月27日陳法拉回紐約
擔任鄭少秋演唱會表演嘉賓與
選美會董事葉彪及阮健華會面

2008年12月27日2008年度華姐冠軍彭瑞
霖代表紐約參加TVB主辦《國際中華小姐
競選》

2008年12月20日選美會董事阮健華和
美容顧問何嘉琦與獲獎佳麗出席紐約
華人總商會聖誕晚會

2008年12月31日選美會董事阮健華和美容顧問何嘉琦與
歷届獲獎佳麗出席飛躍皇后主辦跨年晚會

2009年2月1日華姐冠軍彭瑞霖、亞軍楊茜、季軍楊曉和選美會董事江謹輝、阮
健華及金神大賭場國際市場副總裁胡崇恩、亞洲市場副總裁梁世傑，與州議長
蕭華和國會眾議員維樂貴緣在華埠新春大遊行開步禮上合影

2009年2月14日俊文珠寶新張2005年華姐亞軍季白莎，2007年華姐
冠軍軍王瑩和2008年華姐冠軍彭瑞霖出席剪彩儀式

2009年2月27日美姿堂週年紀念活動2003年華姐亞軍林舒、2008年
華姐冠軍彭瑞霖、2008年華姐亞軍楊茜、2008年華姐季軍楊曉和董
事阮健華與五分局局長余振源及輔警團長雷柏銳合照



4月10日紐約華裔小姐競選報名記者會
        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主辦和TVB(USA)協
辦之 “2009年度紐約華裔小姐競選” 於
4 月 1 0 日 開 始 接 受 報 名 。 所 有 活 動 由
TVB(USA)全程拍攝製作特輯播出。
        今年獲獎冠亞季軍佳麗除可
得現金獎之外。還獲得由大會
指定鑽石珠寶獨家贊助商
之麗興恆生集團送出名貴
珠寶首飾及終身專貴會
籍，佳麗在該集團屬
下分店購物可獲超值
優 惠 及 專 貴 服 務 ，
而冠軍佳麗獲邀成
為該公司廣告代言
人，同時可到香港
參加《國際中華小
姐大賽》。入圍佳
麗有機會獲選參加
中國“海潤影視公
司”製作之電視劇
集拍攝。而今年獎
項除冠亞季軍外，
分 別 有 最 佳 才 藝 小
姐、最上鏡小姐、網
上最受歡迎、最佳服裝
獎及友誼小姐等獎項，
今年大會在決賽當晚由部
份現場觀眾投票選出“現場
觀眾最受歡迎”，希望能為比
賽現場增加更緊張氣氛。
        本年度參加資格是參選佳麗
居住全美任何地區均可報名，而年
齡要17歲至25歲的華裔女性，持有
合法居留美國證件，身高5呎2吋
以上，從未結婚、生育，教育程度

要中學以上，無犯罪紀錄，不受任何合約約
束。

        今年選美會再次與世界新
聞網合作舉行『華姐世網

攝影大賽』，開放給
攝影愛好者參加，

選美會安排多項
公 開 活 動 給 參

賽 者 拍 攝 機
會，並可深
入 選 美 過
程 的 一 些
環 節 ，
捕 捉 鏡
頭 。 作
品 會 陳
列 在 世
界 新 聞
網 的 網
頁 上 ，
通過全球
網友投票

的 方 式 選
出『華姐世

網 攝 影 大 賽
最上鏡佳麗』

獎 項 ， 屆 時 在
決 賽 晚 會 上 公 佈

並頒獎，而拍攝該相
片之攝影師同時獲得最

佳作品獎，並得獎狀及獎
品。同時所有報名參加比
賽的攝影師有投票權選出
本年度『最上鏡小姐』。

活動 花粹

選美會董事主席葉彪、2008華裔小姐冠軍
彭瑞霖及執行總裁阮健華在記者會上鼓勵
佳麗們踴躍參加報名

2008華裔小姐冠軍
彭瑞霖接受傳媒訪問



     2009年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比賽，六月七日
參賽者進行初選，由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
主辦和翡翠美東台（TVB）協辦的“2009紐
約華裔小姐競選”主辦單位紐約華裔小姐
選美會介紹，今年共有100多名佳麗報名，
經過初選，40位佳麗參加了面
試，並由此選出決賽入
圍者。
        評審團包括
選美會的總裁江
謹輝，執行總裁
阮 健 華 ， 翡 翠
美東台（TVB）
Jason Lai，形象
顧 問 劉 媛 媛 ， 美
容 顧 問 何 嘉 琦 等 ，
而2008年亞軍楊茜，季
軍楊曉，2007年冠軍王瑩以及
2006年冠軍王思寧，當天也到現
場與佳麗們見面。
        初選內容包括自我介紹，泳
裝、臺步、機智問答環節以及才藝表演。
佳麗們穿著特色服裝，精彩表演，內容包
括古箏，鋼琴演奏，中國民族舞，現代
舞，歌唱、書法、小提琴、拉丁舞以及動
感十足的Hip-Hop舞. 當天初選場面相當熱
鬧。共有40位參賽者參加了初選。參賽者

的家人，朋友也出席給予參賽者支援。各
個參賽者都是高學歷，很多大學畢業生，
在校研究生。不僅如此，參賽者也都多才
多藝，很多都是從小就有舞臺表演經驗，
大會從這40位參賽者中挑選出13名佳麗進

入決賽，並在一個月裏提供
美容，化妝，儀態，服

裝，髮型等訓練爲
決賽做準備。初

選入圍的13位
佳麗在決賽前
參與珠寶秀，
探訪贊助商，

新聞發佈會。
         表演嘉賓

是2002年度紐約華
裔小姐冠軍劉美誼。大

會司儀是歷届紐約華裔小姐
競選大會司儀韓伊琳。所有活動
由TVB(USA)全程拍攝製作特輯播
出    。

        今年是紐約華裔小姐選美連續第8年舉
辦，選美冠軍佳麗將代表紐約參加香港舉
辦的“國際中華小姐大賽”，入圍佳麗有
機會獲選參加中國海潤影視公司製作之電
視劇集的拍攝。

選美會佳麗到場向
大會提供個人資料

選美會的總裁江謹輝接受傳媒訪問

選美會評審團包括形象顧問劉媛媛，美容顧問何嘉琦，總裁江謹輝，執行總裁阮建華，翡翠美東台（TVB）Jason Lai

6月7日參選者進行面試

活動 花粹



        13位入圍佳麗於6月23日出席新聞發
佈會與華文媒體及贊助商正式見面。入圍
佳麗為1號唐嘉憶24歲出生於廣東，2號林
蘇虹24歲出生於紐約，3號商潔玲21歲出生
於四川，4號崔藝馨21歲出生於吉林，5號
梁樂20歲出生於廣州，6號丁倩19歲出生於
重慶，7號蔣鳳麗23歲出生於上海，8號王
曉雪19歲出生於上海，9號龐瀟18歲出生於
遼寧，10號盧慧瑜23歲出生於山東，11號
李伊人20歲出生於四川，12號張曉萌20歲
出生於天津和13號韓月22歲出生於遼寧。
13名進入決賽佳麗，並在三個月裏由選美
會提供美容，化妝，儀態，服裝，髮型和
舞蹈等訓練，為8月29的決賽做準備。初選
入圍的13位佳麗在決賽前參與各項大型活
動包括珠寶秀，探訪贊助商，波士頓作親
善訪問，才藝比賽及新聞發佈會。選美會
所有活動如集訓課程、採排練習、佳麗專
訪、比賽花絮等製作《華麗故事》專輯在
選美會網站www.MissChinese.us播放。   
        選美競賽首次活動於7月7日在麗興
恆生集團其下俊文珠寶舉辦一次公開的珠
寶SHOW﹐命名為《華姐風采繽紛珠寶
SHOW》﹐特別邀請13位入選佳麗出席
此一盛會﹐並當場演繹各款價值連城的珠
寶， 同時當天將探訪各界贊助商。   
        選美會於7月10日特別安排攝影比賽參
加者與參選佳麗同遊波士頓二天一夜，隨
同13位佳麗至波士頓作親善訪問，宴會、
旅遊及攝影，行程豐富多彩，活動獲得美
好假期和龍鳳酒樓贊助。     

活動 花粹

6月23日入圍佳麗首次與媒體見面

參加世界新聞網與選美會主辦最上鏡小姐攝影比賽的參賽者與13位佳麗合照13位佳麗接受傳媒專訪及拍照

 5號 梁樂            6號 丁倩          7號 蔣鳳麗         8號 王曉雪     

1號 唐嘉憶      2號 林蘇虹         3號 商潔玲         4號 崔藝馨              

9號 龐瀟       10號 盧慧瑜    11號 李伊人  12號 張曉萌   13號 韓月



    由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主辦和TVB(USA)協
辦之 “2009年度紐約華裔小姐競選”於
7月7日走入社區，將角逐決賽的13位入圍
佳麗當天在華埠街頭走秀，展示個人的魅
力和珠寶商贊助的精美珠寶，在華埠掀起
一股美麗的旋風，讓民眾大開眼界。
        當天中午12時開始，在音樂的伴奏下，
13位佳麗身穿統一的青春靚麗的衣裳，胸
佩由麗興恒生集團提供的精美鑽飾，在俊
文珠寶和恒生珠寶金行堅尼路與伊麗莎白
街的街口店前架上了小舞台走秀，靚女們
的美麗與窈窕，鑽飾設計的獨特與巧奪天
工，兩者相得益彰，相互映襯，讓人們在
飽覽華裔美女的風采同時，還領略到珠寶
秀的魅力，一時間走秀的街口人滿為患，
聞訊而來的民眾將秀場圍得水泄不通。
13位佳麗展示了俊文珠寶標志著新品牌的

珠寶，非常獨特是時尚的像徵，
有隆重宴會的配套也有充滿時代感的日常
配搭，”華姐夏日繽紛珠寶 SHOW” 既浪
漫又熱鬧是華埠首次在两店前展出的珠寶
SHOW。

(轉下頁）

7月7日華姐展風釆夏日繽紛珠寶 SHOW

麗興恒生集團董事總經理趙俊寧送贈
名貴千足黃金紀念品給13位佳麗

麗興恆生集團董事局成員與佳麗合照

活動 花粹

麗興恒生集團董事長劉一匡伉儷，劉老太及其家人與佳麗合照

麗興恒生集團副總裁劉毓茵介紹
本屆冠亞季軍獲獎佳麗送出名貴
鑽石鏈咀

9號佳麗龐瀟現
場展示珠寶

7號蔣鳳麗佳麗
現場展示珠寶

11號佳麗李伊
人展示珠寶

5號佳麗梁樂現
場展示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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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人們在點評美女們時，她
們身上不斷展示的各款珠寶也讓人眼花繚
亂，「綠色島國」鑽石綠寶套裝、「星光
熠熠」黃鑽系列、「東方之珠」天然珍珠
套裝、「花開富貴」鑽石套裝、「繁星點
點」藍寶鑽石等等，如其名字，既美麗無
比，又別具一格。今次《華姐展風釆夏日
繽紛珠寶 SHOW》的活動是首次在華埠两
店前展出的珠寶SHOW，民眾紛紛表示該
活動既活躍了華埠文化，又增加了華埠的
時尚感。
       人們在點評美女們時，她們身上不斷
展示的各款珠寶也讓人眼花繚亂，「綠色
島國」鑽石綠寶套裝、「星光熠熠」黃鑽
系列、「東方之珠」天然珍珠套裝、「花
開富貴」鑽石套裝、「繁星點點」藍寶鑽
石等等，如其名字，既美麗無比，又別具
一格。今次《華姐展風釆夏日繽紛珠寶 
SHOW》的活動是首次在華埠两店前展出
的珠寶SHOW，民眾紛紛表示該活動既活
躍了華埠文化，又增加了華埠的時尚感。
        同時, 13位佳麗親自探訪麗興恆生集團
屬下華埠及法拉盛分店，職員及顧客爭著
與佳麗合照，並獲得該集團送贈名貴千足
黃金紀念品，特別設計以選美會商標為主
題，相當有紀念價值。

13位佳麗向現場觀眾展示麗興恒生集團標志著最新品牌的鑽石珠寶首飾系列 

由世界新聞網與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共同主辦的「最上鏡小姐」攝影比
賽，當天參賽攝影師在華埠堅尼路夾伊利莎白街的珠寶店進行珠寶秀拍攝

《華姐夏日繽紛珠寶 SHOW》 既浪漫又熱鬧是華埠首次在两店前展出的珠寶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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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風和日麗，氣溫舒適，波士頓港
的眾多景物皆可入畫，為拍攝活動提
供了絕佳的場景，佳麗們放鬆心態，
配合攝影師的創作要求作出各種姿
態、動作，讓大家拍得不亦樂乎。

        入圍本年度華裔小姐選美決賽的13位
佳麗親臨波士頓作親善訪問，所到之處-龍
鳳酒樓宴會廳、波城華埠、波士頓港口均
引起轟動，令遊人駐目，沿途留下很多美
麗的倩影，展現出新一代美國華裔女性的
風範。
        該活動是由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精心
策劃，全程由美好假期熱心贊助交通、旅
館，波士頓龍鳳集團負責款待。整個行程
相當順利完美，佳麗們全程投入，興致高
昂。
        與佳麗們同行的是參加世界新聞網「最
上鏡小姐」攝影比賽的攝影師們，主辦單
位在二天的行程中為他們安排了三次拍攝
機會，有戶外、海灣、及室內表演等各種
具挑戰性的場合，攝影師們盡情發揮自己
的創作熱情，相互交流，充份享受按快門
的樂趣，收獲頗豐。
        攝影師伍先生帶來了自己珍藏的中片
幅(Medium Format)菲林相機來拍照，以求
最佳拍攝效果。另一位參賽者馮先生更有
絕招--長、短火並用，由太太作助手，二
部相機同時上，伉儷情深，通力合作，不
遺漏任何鏡頭。
        為迎接佳麗們的到來，波士頓的龍鳳

集團特安排了「2009紐約華裔小姐親善訪
問展才華」晚宴，當地僑社三百多人參與
盛會，共同慶祝。當這群佳麗婀娜多姿地
步入會場之際，立即受到大家熱情歡迎和
注目。
        宴會首先是由佳麗逐一上台自我介紹，
接著即是「展才華」節目，各佳麗使出渾
身解數，表現才藝。包括演唱中西歌曲、
民族舞蹈、現代舞蹈、肚皮舞、中提琴演
奏等，演出精采，多個節目有專業水準，
反映了佳麗們的藝術才華，是本月底在皇
朝豪庭舉行的才藝晚會的前奏。
        三號佳麗與波士頓最有淵源，亦最受在
場人士、新聞媒體的注目，她是住在麻州
摩頓市(Malden)的商潔玲，目前為波士頓蘇
福克(Suffolk)大學國際財務系三年級學生。
        「親善訪問展才華」晚會的司儀由
2007紐約華裔小姐冠軍王瑩擔任，她臨
場表現落落大方，舉止優雅，充分展現
了參加選美活動對她人生的正面影響。她
指出，經歷培訓的各佳麗會更成熟，更
自信，而展現於外則是舉止優雅、魅力四
射。
        （轉下頁）

7月10日佳麗波士頓華埠親善訪問



        （接上頁）今屇選美活動統籌、於
8月29日擔任總決賽大會司儀的韓伊琳指
出，參賽者在培訓前後判若兩人，培訓後
處世待人更充滿自信，對她們日後的人生
有很正面的影響。
        選美活動助理、2008紐約華裔
小姐亞軍的楊茜更是言傳身教，
管理佳麗們的住行，每日與參
賽者佳麗一起生活，分享自己
過去參賽的經驗。
        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執行
總裁阮健華表示，紐約華裔
小姐今年再次選擇波士頓為
親善訪問地點，是因為波城
華人僑社熱情，對選美活動
大力支持。「親善訪問展才
華」餐舞會由「紐約華裔小姐
選美會」、波士頓龍鳳集團聯
合主辦，TVB(USA)Inc.協辦，
贊助單位包括唐人街號外電子
報、金神大賭場、波城安良工商
會、馬仕威大樂隊。
        除了參加當地僑社的晚宴，親
善訪問行程的重頭戲是外景拍攝。在
美好假期安排及帶領之下，週六早上
五時佳麗們就起床化妝、做頭髮，上
午10時大隊人馬就來到波士頓港碼頭拍外
景。前面是13位佳麗們整齊地列隊開路，
後面二十多位攝影師、工作人員跟隨，
浩浩蕩蕩沿海邊前行，美好假期還貼心地
為每位佳麗提供一把鮮艷的黃傘，馬上成
為碼頭的一大景觀，現場眾多遊人為之駐
目，拿出相機搶鏡頭，加入拍攝行列。港

口前的餐廳更特意清場讓大家拍攝。由於
佳麗的隊伍吸引了大量人潮，沿途警察特
加強警力幫忙維持秩序，使一切井然有
序。

        是日風和日麗，氣溫舒適，波
士頓港的眾多景物皆可入畫，為

拍攝活動提供了絕佳的場景，包
括海景、帆影、沿途的雕塑、
港口酒店、古帆船、大國旗等
等，皆成為佳麗拍攝的最佳配
景。大家興致很高，佳麗們
更解除初時的拘謹，放鬆心
態，配合攝影師的創作要求
作出各種姿態、動作，﹄靚
爆鏡』，讓大家拍得不亦樂
乎。景、人一體，太吸引人
了，隨處可入鏡。插曲之一是
攝影師老吳誤判形勢，只帶了

8G的記憶卡，很快就寫滿了，
最後不得不忍痛刪除之前拍攝的

照片以留出空間拍新的鏡頭。
        由於陽光明媚，為戶外攝影帶

來不少挑戰，幸有謝衛隨身帶有反
光版，為大家解決了不少問題，日
後如果大家的相片獲獎，除感謝選
美會的安排、佳麗的配合外，亦應

多謝他一聲。
        中午時大隊人馬前往波城華埠訪問，
在有紀念意義的牌樓前合照，華埠居民走
相轉告，吸引不少華人圍觀。隨後大家拜
訪贊助這次行程的美好假期，在門前與負
責人合照留影。最後由龍鳳集團招待午
餐。

2007年度華
姐冠軍王瑩
任當晚司儀

選美會統籌阮健華、歷届髮型師顧問江熾輝、美容顧問何嘉琦、2007年度
華姐冠軍王瑩、歷届選美會司儀韓伊琳、波士頓龍鳳集團負責人梅錫銳與
13位佳麗合照

 7號 蔣鳳麗  9號 龐 瀟 8號 王曉雪

4號 崔藝馨 5號 梁 樂  6號 丁 倩

韓月13號12號 張曉萌10號 盧慧瑜  11號 李伊人

2號 林蘇虹 3號 商潔玲唐嘉憶1號

活動 花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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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圍今年紐約華裔小姐的十三位佳麗，
本月十四號在飛躍皇后進行了長達近十二
小時的短片拍攝工作。導演王錦如表示，
此次作為決賽開場的短片，將會使用大量
電腦繪製而成，該片名字為《Aurora’s 
Orbs》是運用最先進攝影器材拍攝，以極
光效果配合佳麗動作美態，如海底漂流，
在火焰中跳舞等營造出一個個美麗畫面。
     有別於照片拍攝，動態的電影拍攝對
於許多佳麗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不但情
和動作要搭配自然，同時也要配合鏡頭
和光線的捕捉。這次的拍攝全部在綠幕前
完成，不但沒有對話，也少了真實背景
和道具的輔助，演起來難度更高。在導演
的引導以及形象顧問劉媛媛一旁的協助指
導下，佳麗們從緊張到自然，從羞澀到大
方。面對著各種鏡頭的要求，她們皆能藉
由肢體及表情來傳達豐富的內心語言。
        拍攝中又以一幕海洋中的片段最具高
難度，扮演的佳麗不僅要在桌子上作出各
種在水裡游動的姿態，為了營造水裡頭髮
飄逸的模樣，還要睜大著眼睛面對吹著強

風的電扇。整個過程雖然辛苦，但佳麗們
拍完後都直呼過癮，並迫不急待想看到與
特效合成後的短片成果。
       參與電影拍攝過程，對於許多人來說都
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透過這次的活動，
佳麗們對於電影製作有了更進一步的了
解。她們也表示，這一次的經驗將會成為
她們人生中寶貴的回憶。

7月14日決賽開場短片
《Aurora’s  Orbs》拍攝

在導演的引導以及形象顧問劉媛媛一旁的
協助指導下，佳麗們從緊張到自然，從羞
澀到大方。

美容顧問何嘉琦
及髮型顧問江熾
康為佳麗拍攝短
片塑造全新形象

動態的電影拍攝對於許多佳麗來說都是全
新的挑戰。不但情和動作要搭配自然，同
時也要配合鏡頭和光線的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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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屆 華 裔 小 姐 競 選 大 賽 1 3 位 佳 麗

入 圍 最 佳 四 強 才 藝 小 姐 與 選 美 會 董 事 局 成 員 及 評 審 委 員 和 當 晚 司 儀 合 照

        “2009年紐約華裔小姐競選”才藝大
賽於7月31日晚假法拉盛豪庭王朝舉行，
近五百位嘉賓到場欣賞13位佳麗的表演，
包括唱歌、跳舞、舞臺劇、提琴演奏等。
        日前13位佳麗經過兩個月來由大會形
象顧問劉媛媛悉心指導，穿上由名服裝設
計師Cindy  Mak所設計的晚禮服，佳麗們
都青春性感，高貴飄逸。
        比賽分三個環節進行。第一環節13位
佳麗表演自己最強的才藝，爭奪進入八強
位置，第二環節八強佳麗再使出更強的才
藝表演，第三環節八強佳麗要抽出和模仿
大會選定的八個不同精彩片段。
        最後，評判舉牌選出頭四名才藝佳麗
為3號商潔玲、4號崔藝馨、7號蔣鳳麗及
11號李伊人，擊敗9名對手，將於8月29日
在金神大賭場舉行2009年紐約華裔小姐總
決賽角逐《最佳才藝小姐獎》。
當晚的評審分別為金神大賭場亞洲市場部
副總裁梁世傑、東王朝飲食集團副總裁劉
保家、華裔小姐選美美容顧問何嘉琦、選
美會主席葉彪，及2002年華裔小姐冠軍劉
美誼。
        13名候選佳麗必須經過三個回合的篩

選。在第一回合中，1號唐嘉憶表演法文
歌；2號佳麗林蘇虹表演精彩的肚皮舞；
3號商潔玲表演中國傳統樂器古箏；4號佳
麗崔藝馨表演孔雀舞，將一隻孔雀的美妙
動態表演得惟妙惟肖；5號佳麗梁樂表演
歌唱；6號丁倩表演精彩拉丁舞，邊跳邊
唱，吸引全場目光；7號蔣鳳麗演出精彩
之社交舞Flamenco及cha cha；8號佳麗王
曉雪表演精彩之中提琴演奏；9號之龐瀟
表演社交舞Rumba；10號盧慧瑜演出唱
歌；11號李伊人表演傣族舞；而12號張曉
萌演出現代舞；13號韓月則演出蒙古舞。
        特別嘉賓芝加哥華裔小姐冠軍梨美齡
獻唱兩首精彩歌曲後，八強佳麗再度出場
進入第二回合角逐。2號林蘇虹演出精彩
舞臺劇；3號商潔玲演出西藏民族舞；4號
崔藝馨則獻唱歌曲；5號梁樂的載歌載舞
獲得全場掌聲；7號蔣鳳麗演出精彩之肚
皮舞；9號龐灑則自彈自唱；11號李伊人
演出精彩之爵士舞後，而13號韓月的壓軸
好戲為中國古典民族舞。
        而第三環節為模仿大賽，八位佳麗模
仿大會所指定的人物動作，由五位評審選
出四位參加8月29日總決賽的才藝大賽。

7月31日華裔小姐才藝秀 4佳麗脫穎而出

特別嘉賓芝加哥華裔小姐冠軍梨美齡獻唱兩首精
彩歌曲及自己作曲作詞的《Someday》



 唐嘉憶
Jiayi Tang

#1唐嘉憶，今年24歲，出生於廣東，

6歲時跟隨父母到西安. 由於常

常半年都見不到父母一面並從小獨立生

活，所以我養成了獨立，堅強和勇敢的

性格. 我喜歡滑雪, 品紅酒, 騎馬, 打籃球, 

打撞球, 和研讀法語, 室內設計和平面設

計等領域的知識. 

        我有著天蝎座的熱情和執著並是  一

個理想和完美主義者, 我喜歡嘗試新鮮的

事物並熱愛和感激著生命中每一個細小

的感動和美麗,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可以

簡單的快樂著並平和的面對人生的每一

個起起伏伏. 

       我喜歡堅持不懈，勇於挑戰的人生.在

18歲的時候，為了促進漢族和藏族的文

化交流和鍛煉自己面對任何困

難都不放棄的意志力，我跟隨

陝西省電視台開車去西藏拉薩

經歷了26天的野營生活並因

為路途的艱險和氣候的惡劣，

差點在途中喪失生命.回來之

後陝西省電視臺上映了拍攝我

們全程探險旅程的紀錄片，打

開了內陸地區對青藏高原文化

生活的進一步瞭解而我也是在

這個時候對攝影和娛樂產業有

了興趣.

        23歲研究生畢業後我來

到紐約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家房

地產開發公司任財務經理的職

位.

林蘇虹
Maggie Lam 

#2 林蘇 虹 ， 今 年

24歲，在紐約出

生和長大。2007年５月

畢業於Baruch學院，現

在是一名會計助理。在

學習期間成績優異，多

次獲得學校獎學金。

    我認為，一個人除了

擁有健康的身體外，還

需要體驗不同的生活，

豐富人生的經驗。為了

更好地感受“刺激”，

我 選 擇 坐 過 山 車 和 看

恐怖片；處在快節奏生

活城市裡的我，還會選擇在一個

晴朗的日子裡，到海灘上放鬆自

己。

    我喜歡去世界各地旅行，瞭解

當地的風土人情。我曾經到義大

利的佛羅倫薩學習藝術，還曾經

坐船到加勒比海，體驗豐富的海

上文化。

    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重視我的

家庭。在家時，我常與四個可愛

的外甥女玩耍，還會和兩個姐姐

及弟弟一起享受烹調的樂趣。保

持良好的飲食習慣，讓我的身心

都更加健康和愉快。

林
生和長大。2007年５月

畢業於Baruch學院，現

在是一名會計助理。在

學習期間成績優異，多

次獲得學校獎學金。

    

擁有健康的身體外，還

需要體驗不同的生活，

豐富人生的經驗。為了

更好地感受“刺激”，

我 選 擇 坐 過 山 車 和 看

恐怖片；處在快節奏生

年齡：24歲
三圍：34  25  35
學歷：碩士

年齡：24歲
三圍：34  24  35
學歷：學士



商潔玲 
Jolin Shang

#3

崔藝馨 
Jessica Cui

#4

商潔玲，今年21歲，

來 自 美 麗 的 四 川

成都，現在於波士頓薩福

克大學攻讀商科雙學士學

位。

      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關鍵是怎樣

將自己獨特的光芒散發出

來 。 我 從 小 非 常 熱 愛 舞

蹈 , 特 別 是 民 族 舞 和 現 代

舞，並獲四川省藝術家協

會最具潛力青年藝術家的

榮譽稱號。我也喜愛中國傳

統文化的太極劍。同時,我還非常擅長

於中國的古典樂器古箏，不僅獲得四

川省及全國最高級別證書,還在06年中

央電視台蒲公英藝術大賽上榮獲青年

組銅獎. 而且,我在高中時發明的“家

用管道抓取器”獲得了國家專利。

        2008年，5月，我回到家鄉成都的

第三天就發生了“5.12”特大地震，

我投身到抗震救災志願者行列中。在

這場生死搏鬥中，我感到了生命的脆

弱、珍貴和美麗。8月，我榮幸的成

為了北京奧運會海外志願者的一員。

崔藝馨，今年21歲，來自

中國深圳。從北京舞蹈

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國內從事舞

蹈教育和表演工作。

        剛剛到美國不久的我，有

幸參加這個比賽進入到決賽的培

訓階段，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機會。同時，我希望通過這次比

賽能夠開闊我的視野、豐富閱

歷，是我更快的瞭解和融入即將

生活的這片土地。秋季我就要到

紐約理工大學攻讀研究生了，我

希望未來的我能夠為中西文化的交

流事業做出貢獻。從小從事藝術的

我對這個舞臺不算陌生，九歲開始

接受舞蹈的專業訓練，在十幾年的

藝術生涯中也曾參加過桃李杯、荷

花杯等專業類的舞蹈比賽，並獲得

了獎項。所以，我堅信心有多大舞

臺就有多大，有夢想去追逐，有理

想去放飛，充滿藝術的人生是最精

彩的，相信這個充滿自信的我能給

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各位喜歡

我、支持我。謝謝！ 

崔
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國內從事舞

蹈教育和表演工作。

        剛剛到美國不久的我，有

幸參加這個比賽進入到決賽的培

訓階段，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機會。同時，我希望通過這次比

賽能夠開闊我的視野、豐富閱

歷，是我更快的瞭解和融入即將

生活的這片土地。秋季我就要到

紐約理工大學攻讀研究生了，我

年齡：21歲
三圍：36  25  35
學歷：學士

年齡：21歲
三圍：33  25  34
學歷：學士



梁樂 
Arlene Liang 

#5 梁樂. 今年

20歲，現

正於佩斯大學主

修會計. 

     父母沒有用錯

「樂」字作我的

名字. 因為我天生

擁有壹副樂觀的

性格. 所以我平時

樂於做義工. 我經

常在繁榮華垺總

會和華聯體育會

幫助統籌社區大

型活動. 通過我們這些活動, 吸引了

更多顧客到唐人街消費, 振興華垺經

濟的同時也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文化. 

        我希望更多人能聽到華人的聲

音, 更加溶人主流社會. 做這項義工

使我感到非常快樂. 參加這次比賽

會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一課, 能夠

鍛煉自己更加堅強和獨立, 克服重

重阻礙. 如果我能幸運勝出, 使我會

有更多機會幫助社區, 宣傳中國文

化. 謝謝! 

丁倩 
Queenie Ding#6丁倩 ， 今 年

1 9 歲 ， 來 自

中國重慶。 

      我是一名留學

生，不久之前在美國

Flrodia完成了自己的

高中學業。從小就喜

歡時尚的我，希望能

進入紐約一所好的大

學進修時尚營銷與管

理。對時尚的偏愛，

也導致了我對模特同

樣的鐘情。所以在我

15歲的時候參加了中國西南地區模特

比賽。   

      愛好表演的我，在學過一年民族

聲樂的基礎下，也參加過校園的歌唱

表演以及當地的一些歌唱比賽。 對於

參加這次比賽，我又一次站在表演的

舞臺上，踏上我未完待續的夢想。我

希望能藉此機會結交到更多的朋友，

並藉此鍛煉自己和更好的認識自己，

對於自己的不足之處，給予彌補。我

相信這次比賽，將會成為我人生旅途

中依次精彩的難以忘懷的旅程。 

梁
正於佩斯大學主

修會計. 

     父母沒有用錯

名字. 因為我天生

擁有壹副樂觀的

性格. 所以我平時

樂於做義工. 我經

常在繁榮華垺總

會和華聯體育會

幫助統籌社區大

年齡：20歲
三圍：32  24  34
學歷：學士

年齡：19歲
三圍：34  25 34
學歷：中學



蔣鳳麗 
Fanny Jiang

#7 蔣鳳麗。 今年23歲的我

出生於上海， 6年前隨

父母移民到了美國，住在了美

麗而又淳樸的新澤西州。來美

僅一年，我為學校，華人社區

翻譯，製作了電腦版的入學指

南。為此，當地報紙Daily Re-

cord 為我做了專訪，刊登在

了頭版頭條。高中時期，雖有

些語言上的障礙，我還是憑借

著自身的努力，作為優等生畢

業，並獲得了總統教育獎。 進入大

學後，我與朋友先後創立了亞洲文

化俱樂部及中國學生會，志在介紹

和推廣亞洲文化，讓其深入人心。 

      我們的組織被各界認可，獲批

每年得到校方贊助。我用了僅三年

時間修完了本科：高層管理與國際

貿易，並又一次以榮譽學生畢業。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一直以來無論

我做任何事，他們都會支持和鼓勵

我。大學畢業後，我成立了自己的

進出口貿易公司。因此我走了許多

地 方 ， 見 識 到 了 以 前 從 未 見 過 的

人，事，物。 

王曉雪
Catherine Wang

#8

王曉 雪 。 今 年

19歲，出生在中

國-上海。我現在是馬利

蘭大學兩年級學生，攻

讀生物學。

        我從小就學過很多不

同的樂器，古典音樂。

早在高中，我在 Mary-

land State Music Teach-

ers Association 的中提

琴獨奏會上，贏得第一

名。

      在 Maryland Classic Youth Or-

chestra 和馬利蘭州 ALL STATE 管玄

樂團里，我曾經是第一，第二把中提

琴手。 

        我曾被邀請在 Carnegie Hall 演

出。 除了音樂，我還喜歡運動， 溜

冰， 體操和排球。我在專業排球教

練周曉蘭的指導下，已經成為她的競

賽同盟著。我深深地感到作為一名中

國人能在紐約參加這次選美而自豪。 

        因此，我相信會得到更多的人喜

歡。 謝謝所有人給我的支持！

蔣
父母移民到了美國，住在了美

麗而又淳樸的新澤西州。來美

僅一年，我為學校，華人社區

翻譯，製作了電腦版的入學指

南。為此，當地報紙Daily Re-

cord 為我做了專訪，刊登在

了頭版頭條。高中時期，雖有

些語言上的障礙，我還是憑借

著自身的努力，作為優等生畢
年齡：23歲
三圍：36  25  36
學歷：學士

年齡：19歲
三圍：34  28  38
學歷：學士



龐瀟  
Esther Pang

#9龐瀟，今年18歲，也是所有佳麗

中最年輕的一位。

        我出生於中國遼寧，十三歲移民

到美國新澤西州。今年高中畢業，將

在新澤西羅格斯大學就讀藥學博士。

我從小就熱愛藝術。四歲起我開始學

習鋼琴，十四歲在美國獲得英國皇家

音樂學院的八級證書。平時也在很多

比賽中獲獎，曾多次獲得新澤西音樂

教師協會音樂比賽中第一名。

        七歲開始學習舞蹈，學習過民

族舞，基本芭蕾舞和拉丁舞。還曾擔

任過少兒節目主持人。我也很愛好美

術，作品常被展覽。與此同時我還每

年被新澤西州高中合唱團錄取。平時

我還會利用課餘時間在學校以及社區

做義工，包括家教，伴奏，招待，平

面設計和演唱等等。去年暑假參加了

貝郡教會組織的台灣短宣活動，為台

灣貧困山區的300多位孩子們帶去了

福音。紐約華裔小姐是我第一次參加

的選秀型活動。我希望通過這次活動

可以提高個人修養，使我變得更加成

熟。

盧慧瑜 
Lucille Lu

#10
盧慧瑜，今

年23歲，

來 自 美 麗 的 海

濱 城 市 山 東 煙

台。 來參加這

次比賽不是偶然

的，確切的說，

我把它看作一次

期待已久的“挑

戰”——對自己

的挑戰。

      因為我從小就

喜歡展示自己，

對音樂和運動十

分偏愛。 為了

參加這次比賽，我

也做出許多努力。要知道，以前的

我並沒有現在這樣的身材，“水桶

腰”的稱呼跟了整整10 年。直到去

年，對美的追求和對舞臺的嚮往讓

我終於下定決心。

       經過一年的時間，用盡了各種

方法……終於，我可以更加自信地

站在這里。 希望能給大家帶來歡

樂，並且盡自己微薄的力量為社會

年齡：18歲
三圍：32  23  34
學歷：學士

年齡：23歲
三圍：34  26  30
學歷：學士



李伊人  
Li Li 

#11 李伊 人 , 今 年 2 0 歲 ，

來自中國四川，我

從小對藝術方面有著濃厚

的興趣,熱愛繪畫.表演和舞

蹈,經常參加學校里大大小

小的演出活動 . 

        13歲那年因身高較為突

出,我考入了四川省藝術學

校學習服裝表演與設計專

業. 在藝校3年間,我在表演

和舞蹈方面的成績突飛猛

進,曾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各

種大型演出. 期間在設計,繪

畫方面我也得到了更專業

的輔導與訓練, 我的作品也

多次得到老師們的好評 . 

        17歲那年我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

四川師範大學繼續學習和深造,但我未能

完成我4年的大學生涯. 19歲那年我移民

來美. 當懷揣著一大堆夢想的我踏上了這

個陌生的城市,由於語言.文化.和生活上

都有很大的差異,讓我感到有些失落,和沮

喪.不過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通過自

己的努力已溶入了這個城市,語言.文化

和生活方面的差距也越來越小了. 

張曉萌 
Eva Zhang

#12張曉 萌 ， 我 今 年

2 0 歲 ， 來 自 中 國

天津，我現在住在馬利蘭

州。

        我曾經在國內參加過天

津市世際做成職業模特大

賽獲得季軍，參加過天津

市美麗天使職業模特大賽

獲得季軍，還參加過天津

市環渤海汽車模特大賽獲

得過最加上鏡獎。在國內

給知名影樓如喬治瑪麗，

施華洛，巴黎春天，凱瑟

琳，雅閣拍過宣傳照，及

現場婚紗秀，並與創世廣

告公司做過外景拍攝，

        2008年聖誕時尚雜志假日100宣

傳照，天津市2008年電視台的娛樂

節目錄制及廣告錄制，做過津樂會模

特指導，參加東風本田車展，2007年

北京秋季時裝發布會，參加過國內知

名演唱會和政府新聞發布會的禮儀，

參加2008年天津及北京威娜（Wel-

la)的發型模特。

年齡：20歲
三圍：34  24  36
學歷：學士

李
從小對藝術方面有著濃厚

的興趣,熱愛繪畫.表演和舞

蹈,經常參加學校里大大小

小的演出活動 . 

        13歲那年因身高較為突

出,我考入了四川省藝術學

校學習服裝表演與設計專

業. 在藝校3年間,我在表演

和舞蹈方面的成績突飛猛

進,曾多次代表學校參加各

種大型演出. 期間在設計,繪

畫方面我也得到了更專業

的輔導與訓練, 我的作品也

年齡：20歲
三圍：34  25  35
學歷：學士



韓月
Celene Han

#13韓月，今年22歲，來自遼寧。

10歲的時候離開父母考入沈

陽音樂學院附屬藝術學校，開始學

習中國古典舞與中國民間舞.

        16歲考入遼寧師範大學音樂學

院，為了更好的詮釋舞蹈這門藝術

我選擇了舞蹈編導專業，在校期間

就一直為個人與團體編排節目，也

多次參加省市級舞蹈比賽，其中不

泛自己編排的劇目，並獲得獎項，

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舞蹈教學與表演的

工作。可以說之前的生活只是我成長的

一部分，而我覺得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

始。

        美國是一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國

家，而在這里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

的，我放佛又回到了呀呀學語的年紀。

在機遇與偶然之下，我選擇了華裔小姐

的舞臺，它使我更加的自信，也給予了

我展現自我的空間，還讓我認識了好多

的朋友。我很開心。特別要提起的是我

的家人，從小到大他們都給了我無限的

關懷與愛護，參加這次比賽也是源於他

們的鼓勵，這些都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的。

年齡：22歲
三圍：35  27  37
學歷：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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