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 顧 過 去  展 望 未 來

指一揮間，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至今
已走過第九個年頭，“九”字在現代

漢語中還代表“多”的涵義，回顧過去的
九個春秋，相信選美會團隊的同仁都是感
慨多多、欣慰多多。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活
動的生命力即在于，她既具中華傳統文化
的民族性、又與美國主流有著共同層面的
社會文化性。再次印證了那句經典名言:只
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哥倫比亞大學今年出版了一部新畢業
論文，名爲【Beauty  Unites  and  Contests: 
Ethnic Chinese Beauty Pageants  and A Global 
Chinese“Nation”】.  作者是該校華裔女博
士邱隆怡（Mignonette Chiu）, 在2007, 2008
年連續兩年,  全程跟蹤采訪紐約華姐選美活
動，深入探討和體會整個選美盛事,  最終以
親身的經歷撰寫而成這編論文。她在文章
前言中闡述道，選擇這個論文題材，是想
透過紐約華姐選美爲社會提供一個嶄新的
視角：東西方文化在無數次相互對抗和相
互交融之後，潛在地改變了中華民族的一
些傳統審美觀念，重新定義和塑造了傳統
概念上的國人，華裔繼而跨越了社區族群
而走向國際。論文談及青年女子在現代社
會中扮演的角色；紐約華姐在選美舞台上
發現真實的自我；女孩子學會穿高跟鞋搭
配旗袍、將民族精萃變爲國際時尚；她並
談到北美等地的華姐最終凝聚到香港國際
中華小姐的舞台上，中華民族文化由此而
獲得傳承和回歸。此論文由哥大出版社正
式出版，並由該校圖書館收藏。紐約華裔
小姐選美會的努力和成績,也倍受肯定.
        從紐約華姐選美這個舞台上起飛，九
年來不少佳麗們登上她們自幼神往的梧桐
樹。2004年華姐冠軍陳法拉現成爲香港無線
電視（TVB）的簽約藝員，近年連續接拍
了十二部影視作品，並以在【Laughing  哥
之變節】女一號的優秀演技，獲2009年金像
獎新人獎提名；2007年紐約華姐冠軍王瑩今
年進入中國海潤影視旗下的【重案六組】
劇組，扮演刑警隊重案六組警員楊璐；2008
年華姐亞軍楊茜今年在北京完成了電視劇
【天陣】拍攝，她在劇中扮演東北航空學
校的醫護人員蘭英；2009年紐約華姐季軍龐
潇，今年在海潤影視【斷喉驽】劇組中扮
演通曉巫術的黎族紋面啞女娜烏。目前三
部電視劇均已先後殺青，三位佳麗憑借她

們的刻苦好學和藝術悟性，圓滿完成了角
色並獲得導演和劇組的好評。
        選美會每年均根據應屆衆佳麗的才藝
特點來拍攝MV短片，並特別邀請Digital Art 
Video公司的數碼藝術影片導演王錦如加
盟，他執導的09年紐約華姐總決賽開場短
片，獲得主流影視界第31屆泰利獎(31st An-
nual Telly Awards) 三項銀獎和兩項銅獎。今
年選美會從SONY公司購買了Lady  GaGa  演
唱的“Paparazzi歌曲版權，經改編後由十三
位佳麗原聲合唱，配以搖滾樂隊錄制成MV
音樂短片，作爲今天選美總決賽開場式的
主題音樂與大家見面。同時，  選美會注重
爲佳麗們創造社會實踐的機會，堅持選用
華姐來打造自己的品牌。例如曆屆選美決
賽的司儀，每年協助佳麗們形體訓練的管
理人員等，亦都選用選美出身的往屆佳麗
們擔任。
        九九歸一，選美會即將邁向十周年的
裏程碑，在此我們再次感謝各界對選美會
的長期支持和關注，我們將繼續精誠團
結，堅守選美會的宗旨，爲更多華裔年輕
一代“搭人生舞台，圓明星美夢”，敬請
大家拭目以待。

s time passes by, the Miss NY Chinese 
Beauty Pageant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last phase of its ninth year. The word “nine” in 
modern Chinese also means “plenty.” Look-
ing back at the last nine years, the Beauty 
Pageant’s committee and staff are full of deep 
sentiments. The vitality of Miss NY Chinese 
Beauty Pageant comes from its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ethnic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social importance that is on par with 
the same perspective shared by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once again proves the 
classic adage: ethnicity makes up the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a new dis-
sertation this year named “Beauty Unites and 
Contests: Ethnic Chinese Beauty Pageants and 
A Global Chinese ‘Nation’” written by Chi-
nese-American PhD graduate Mignonette Chiu 
(see photo). From 2007 to 2008, Chiu attended 
all pageant events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and interviewed many pageant contestants as 
well as committee members as part of her re-
search for her dissertation. In the preface of her 
work, she explains that this topic was chosen to 
give society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cul-
ture through Miss NY Chinese Beauty Pageant: 
after countless cultural clashes and assimil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societi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beauty has undergone 
changes that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which has brought Chinese ethnic-
ity out of its ethnic communities and into the 
global scene.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role 
a young Chinese woman plays in modern soci-
ety; how contestants show their true selves on 
the stage of a beauty pageant; how they learn to 
wear heels and qipao, and transform an ethnic 
beauty into an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e also 

mentions the fact that the winners of the pag-
eants in North America all return to Hong Kong 
for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where the Chinese culture ultimately returns to 
its roots and is passed down. This dissertation 
was officially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
sity, and is now part of its library collection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 many contes-
tants have gone from this pageant platform to the 
career of their dreams. The 2004 winner, Fala 
Chen, has signed an acting contract with TVB, 
the Hong Kong network television station, and 
has performed in 12 TV and film works. Her 
outstanding acting as Karen in Turning Point 
has won her the nomination in the 2009 Hong 
Kong Film Award for Best New Performer. The 
winner of 2007, Stacy Wang, joined the cast in 
The VI Group of Fatal Cases as officer Yang 
Lou in the serious crime unit; the first runner-
up of 2008, Jessica Yang, just completed her 
shooting of Airborne Array in Beijing, acting as 
nurse Lan Yin in a Northeastern navy school; 
and Esther Pang, second runner-up of 2009, 
acted as the mute Voodoo practitioner Na Wu 
in Lethal Crossbow. All three TV series have 
wrapped shooting, and these three hard working 
contestants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characters and received compliments from their 
directors and crews. 

    The Beauty Pageant showcases a short 
video each year that utilizes the strengths and 
talents of the contestants. Kim Wang, the Di-
rector of the Board and Director of Production, 
will again produce this video. His work for the 
pageant in 2009 has won three silver and two 
bronze awards in the 31st Annual Telly Awards. 
This year, the committee purchased the license 
for Lady Gaga’s song “Paparazzi” from Sony, 
and recorded a music video with the 13 con-
testants singing the chorus along with the rock 
band Someday Static. This video will be shown 
as the opening segment in today’s final show. 
Additionally, the committee is also dedicated 
to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ts contestants, and 
insists on building its image through the use of 
former contestants in positions such as the final 
show host and event supervisor. 
    As Miss NY Chinese Beauty Pageant 
advances towards its tenth-year anniversary 
next year, the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eir longtime support and inter-
est as they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ame mis-
sion of “building a stage, completing a dream” 
for young Chinese descent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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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 Fox-LaRose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and Promotions for Mohegan 
Sun.  Kara is responsible for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mplementa-
tion and delivery of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events and loyalty programs within the 
areas of Special Events, Consumer Promo-
tions and Player Club.
Kara has been one of the judges at the Miss 

Chinese New York Beauty Pageant for 3 years. She also has cho-
reogra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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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le 
events including Mohegan Sun star-studded 10th Anniversary cel-
ebrations in October of 2006.

Ms. Kara Fox-LaRose 

蘇昌華先生畢業於時裝技術學院(F.I.T.)
，主修時裝設計。在讀大學期間，蘇
昌華先生已開始工作於第七大道，作
為時裝設計師，設計的服裝銷量於梅
西百貨，薩克斯第五大道，西爾斯等大
型百貨商場。經過十年多來從事時裝
行業，他重塑自我轉行到珠寶生意。
在2000年初，他加入了麗興恆生珠寶
集團，並在同一時間參加美國寶石學院

（GIA的）的珠寶課程及取得珠寶設計畢業證書，寶石學家畢業
文憑，五彩石畢業文憑，鑽石畢業文憑和認可珠寶專業畢業文
憑及珠寶本質畢業證明書。目前，他是麗興恆生珠寶集團和紐
約寶石實驗室的董事。監督珠寶設計，寶石鑑定及管理在紐約
市的七間分店等工作 。

Mr. Robert So 
蘇昌華先生

編劇、導演與制片人。 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曾任新疆南疆軍區文工團及浙江
管弦樂團小提琴演奏員， 中國音樂學院教
師。 作爲電影編劇，她的作品《西洋鏡》，
《我的1919》，《定軍山》曾分別獲長春電
影節最佳編劇、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編劇、
夏衍電影文學一等獎，台灣新聞局最佳電影
劇本獎。  2000年旅美，就讀于紐約電影學
院電影導演與制作專業。 在美期間，她編

劇、導演並制作了多部短片及記錄片。她是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及美
國Tiger Butterfly films, LLC 的成員。作爲編劇、導演與制片人， 她
目前正在與長春電影制片廠籌備拍攝一部關于一個美國人去中國西部
農村當農民教師的故事片《我們的馬丁老師》。

Ms. Louyi Tang
唐婁彜女士

麥烱星註冊會計師, 擁有紐約丕士大學工商
管理學士及碩士學位. 於1988年間開始執業. 
在紐約中國華人社區享有盛名。他從92年參
與選美活動到現今已有多年, 包括華裔, 亞裔
及模特兒選美活動. 在他擔任大會評委會主
席任內, 大會成功將評審帶到由評判將他們
的評分直接輸入大會電腦系統, 提高評審的
準確性. 會計師樓的客戶相當廣泛, 包括有娛
樂界的客戶及美國, 香港的電影公司 。

Mr. Abraham Mak
麥烱星先生

Mr. Vincent Reppert

J. Vincent Reppert is the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 of Seven Palms Produc-
tions, LLC.  Mr. Reppert is responsible for, 
among other things, overseeing the Com-
pany’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ilm, li-
censing, distribution and business and legal 
affairs for its home entertainment, digital, 
interactive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Mr. 
Reppert is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over-

seeing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for films distributed by Seven 
Palms Productions, LLC. 
Mr. Reppert’s motion picture producer credits include “SMOTHER,” 
starring Diane Keaton, Liv Tyler and Dax Shepard; “LOCKED AWAY 
a/k/a “Maternal Obsession” and “NEXT STOP MURDER”, all of 
which have been acquired by Lifetime Movie Networks.

羅淑玲女士現任美國華夏人傳媒有限公司總
裁。華夏人傳媒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文化傳
媒産業企業。業務範圍包括全程獨立策劃、
制作、代理各類廣告；組織實施各類評選、
培訓、和文化交流活動；同時還涉及影視娛
樂投資。這幾年，憑著羅淑玲女士和中國傳
媒界的良好關系和多年在美國華人社區爲公
益事業服務的經驗，公司在大紐約地區承辦
和協作了多項大型的中美文化藝術交流活

動，成爲北美和中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企業之一。

Ms. Shuling Luo    
羅淑玲女士

龍剛先生乃香港電影界資深及領導創新的名
導演; 更是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現代化的重
要作者. 名作如: 《英雄本色》, 《窗》,《飛
女正傳》, 《應召女郎》, 《廣島廿八》等. 
先後都獲邀參加:不同國際電影節 如法國康
城電影展, 並榮獲「最佳導演獎」, 「最佳影
片獎」及香港導演總會頒贈之「特別大獎」!
2010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別籌辦一個名為「
作者本色: 龍剛電影」回顧展.並為他舉辦一

個個人展覽, 名為: 「龍剛:逆流動力! 」 。
今四月, 義大利UDINE影展, 更特別為龍剛作品舉行一次,「 龍剛電影
回顧展」直接稱許龍剛為香港電影節的創立者, 他的作品之中, 創意, 
實感, 深切關懷當時社會, 互相交織, 為香港電影前所未見!

Mr. Patrick Lung Kong
龍剛先生



特 別 嘉 賓

馬浚偉在1993年的「第3

屆先鋒歌唱比賽」中獲得冠軍後成為歌

手,1995年，馬浚偉在《壹號皇庭IV》嶄露

頭角。經一番拼搏，由《壹號皇庭》的陳卓

堯、《妙手仁心》的張家裕醫

生、《鹿鼎記》的「康熙」，

及後來飾演練馬師的《勇往直前》，憑戲中細膩的

表演，便令馬仔登上無綫一線位置。2002年，憑《

洛神》之曹植角色獲得萬千星輝賀台慶我最喜愛電視角色。他

的其他作品《鹿鼎記》、《妙手仁心》、《十月初五的

月光》、《帝女花》、《金牌冰人》中，均有不錯的演

出。他是2002年紐約華裔小姐決賽特別嘉賓

Steve Ma

阮兆祥是香港無綫電視男演員、主持人，暱稱祥仔。當年

參加第二屆全港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獲得季軍。曾任香港電台唱片騎

師。憑《溏心風暴》之凌波角色獲得2007

年萬千星輝賀台慶最佳男配角獎項。香

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的綜藝戲仿節

目《荃加福祿壽》大受觀眾歡迎，節目

由汪明荃、阮兆祥、李思捷及王祖藍主

持。他是三位主持人之一以分

別扮演不同知名人士，藝人歌

手，並獻唱歌曲，特別每次扮

演女歌手時，都能引起全城熱點

話題，經常上娛樂版頭條新聞。

Louis Yuen



特 別 嘉 賓

美誼 （Jessie Liu） 曾擔任各大全美播放的中文電視節目主

持。其監製的名人專訪節目［名家有主］更連續榮獲兩屆 Telly 

Award 的節目製作傑出獎項。近年透過各大小型的演唱機會，

更開始發展其音樂創作及歌唱事業。全新個人專輯 ALONE 更於今年9月

透過網址 JessieLiu.com 首度試播。獲獎包括2002紐約華裔小姐現場最

受歡迎獎, 演出經驗包括 2004紐約華裔小姐大會司儀, 美化家居, 皇牌對對

碰, 名家有主, 住得其樂主持人, 2009紐約華裔小姐決賽和歡醉月圓夜表演

嘉賓, 88賑災之法拉盛愛心義演嘉賓主持, 88賑災之把關愛延續主持人, 巫

啓賢演唱會表演嘉賓等 。

瑩 （Stacy Wang） 今年四月進入中國海潤影視集團旗下的【重

案六組】劇組，該劇連續七年均爲中國收視率和重播率最高的

電視劇作品之一。21歲的王瑩在劇中扮演刑警隊重案六組內情

警員楊璐，是個一心想報考公務員、卻陰錯陽差當了警察的年輕女孩兒。

該劇偵訊隊副支隊長鄭一民的扮演者張潮說，表演對于王瑩是全新課題，

但她刻苦好學並有很高的藝術悟性，經過艱苦努力她很快進入了角色。

茜（Jessica Yang），今年5月在北京完成了電視劇【天陣】拍

攝，該劇是海潤影視繼【亮劍】和【滄海】之後的海陸空三部

曲的最後一部，于8月中國建軍節之際在大陸隆重開播。楊茜在

劇中扮演東北航空學校的醫護人員蘭英，在愛情和信仰、兒女情長和國家

命運之間，她最終選擇了犧牲自己的幸福。楊茜對此一角色的塑造獲得該

劇組導演等相關人員的肯定。

潇（Esther Pang），今年二月她進入海潤影視集團旗下的【斷

喉驽】劇組，在劇中扮演通曉巫術的黎族紋面啞女娜烏，是全

劇組最年輕的演員。【斷喉驽】是海潤英雄傳奇三部曲之一，

劇組奔赴廣東中山遠郊的鄉村和山林中拍攝，條件非常艱苦，曾被衆佳麗

們戲稱爲“Ms.Skinny”的龐潇在拍戲結束時又整整瘦了一圈。然而該劇

導演孫小光卻高度評價她說，“她沒有給紐約華裔小姐的團隊丟臉，也從

未給劇組添麻煩，她認真地完成了劇中的角色”。

王

楊

龐

劉

2009年紐約華姐季軍 龐潇

2008年紐約華姐亞軍 楊茜

2007年紐約華姐冠軍 王瑩

2002年紐約華姐冠軍 劉美誼



活 動 報 導

6月21日紐約華裔小姐

競選入圍佳麗首次亮相

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主辦和

TVB(USA)協辦的“2010紐約

華裔小姐競選”於6月21日在法拉盛飛

越皇后的牡丹廳舉行新聞發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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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

日及 6月7日兩天與參選者進行面試而

選出13位入圍者。

    13位入圍佳麗在新聞發佈會與華

文媒體及贊助商正式見面。入圍佳麗

為1號嚴穎婷23歲出生於香港，2號梁

婉瑩21歲出生於香港，3號梁凱恩18

歲出生於紐約，4號林雨薇20歲出生

於福州，5號任彬17歲出生於福建，6

號莊潔夢18歲出生於四川，7號羅晨

晟22歲出生於杭州，8號陳梅仙23歲

出生於福州，9 號王丹妮17歲出生於

瀋陽，10號劉佳23歲出生於湖南，11

號陳施敏23歲出生於三籓市，12號張

聖女20歲出生於吉林和13號廖露西18

歲出生於紐約。13名佳麗進入決賽，

並在未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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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決賽做準備。初選

由

2010紐約華裔小姐競選13位入圍佳麗與董事局和籌委會成員合照2010紐約華裔小姐競選13位入圍佳麗

接受傳媒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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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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倫多作親善訪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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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花絮等視

頻在選美會官方網站MissChineseP-

ageant.com播出。

    選美競賽首次活動於7月6日在

麗興恆生集團的贊助下在法拉盛飛越

皇后的牡丹廳舉辦一次公開的珠寶

SHOW﹐命名為《華姐展風采麗興恆

生珠寶SHOW》﹐特別邀請13位入選

佳麗出席此一盛會﹐當場演繹各款價

值連城的珠寶， 並開放拍賣給當天的

到場嘉賓。

    選美會於7月16至18日特別安排

參選佳麗遠赴加拿大多倫多三天兩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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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贊助。大型才藝比賽餐會於7月29日

舉行，表演地點在法拉盛Kissena Blvd 

豪庭皇朝。

    同時於8月19日在華埠堅尼路俊

文珠寶舉行香港影視紅星馬浚偉與阮

兆祥簽名會。而決賽日期為8月21日深

夜1時正在康州金神大賭場舉行，由特

別嘉賓馬浚偉與大家一起見證一位美

麗與智慧並重的佳麗摘下后冠。大會

司儀由TVB紅星阮兆祥以及2002年度

紐約華裔小姐冠軍劉美誼擔任。所有

活動由TVB(USA)全程拍攝製作特輯播

出。

    選美冠軍佳麗將代表紐約參加香

港TV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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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獎冠亞季軍佳麗除可得現金獎之外，

還可獲得由珠寶獨家贊助商《麗興恆

生集團》送出的名貴珠寶首飾及終身

尊貴會籍，在該集團屬下分店購物也

有超值優惠。獎項除了冠亞季軍外，

還有最佳才藝小姐、最上鏡小姐、最

佳體態獎、最佳服裝獎及友誼小姐

等。

2010紐約華裔小姐競選13位入圍佳麗與贊助商合照

2010紐約華裔小姐競選13位入圍佳麗接

受傳媒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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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炎熱的太陽, 紐約華裔小姐

13位入圍佳麗為1號嚴穎婷23

歲出生於香港，2號梁婉瑩21歲出生於

香港，3號梁凱恩18歲出生於紐約，4

號林雨薇20歲出生於福州，5號任彬

17歲出生於福建，6號莊潔夢18歲出

生於四川，7號羅晨晟22歲出生於杭

州，8號陳梅仙23歲出生於福州，9號

王丹妮17歲出生於瀋陽，10號劉佳23

歲出生於湖南，11號陳施敏23歲出生

於三籓市，12號張聖女20歲出生於吉

林和13號廖露西18歲出生於紐約。在

六月二十九日走訪曼哈頓中國城以及

法拉盛, 吸引了眾多街上民眾圍觀。一

整天的活動從美容贊助商美姿堂開始, 

佳麗們一一拜訪及參觀紐約華裔小姐

選美會的眾多贊助商及社區老人中心, 

最後結束在攝影贊助商真愛一生。

    從早上七點半開始, 佳麗們由贊助

6月29日紐約華裔小姐

13位佳麗走訪曼哈頓中國城
以及拜訪人瑞中心

華策會人瑞中心負責人與13位佳麗在門前合影

頂

人瑞中心負責人與選美會董事局成員和13位佳麗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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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位佳麗在孔子像前合照

商美姿堂以及髮型總部進行化妝及頭

髮造型後, 便前往華策會人瑞中心.華

人社區上百位的前輩們, 見到13位美麗

的選美小姐前來, 皆給予熱烈掌聲歡迎. 

拜訪過程中, 三位佳麗也大方的帶來精

采的表演. 其中歌曲演唱由12號張聖女

主唱, 2號梁婉瑩鋼琴伴奏, 兩人的表演

搭配相當有默契, 另有11號陳施敏演奏

中國揚琴. 雖然表演前才發現敲打楊琴

的竹已經損壞, 但她仍然臨場發揮, 將

一首鄧麗君的曲子用中國樂器演奏, 展

現出另一番風味。

    結束了人瑞中心的參觀, 接下來的

行程一站接著一站, 佳麗們親自拜訪麗

興恆生集團屬下華埠及法拉盛分店:俊

文珠寶, 恆生珠寶, 麗興珠寶, 國泰珠寶, 

接下來美好假期, 美加美國際美容器材

集團, 旺角28, 真愛一生等地都與贊助

商及員工留下了美麗的合影。 

12號張聖女為長輩們獻唱 11號陳施敏表演中國揚琴 12號張聖女主唱, 2號梁婉瑩鋼琴伴奏, 

兩人的表演搭配相當有默契

走
訪
曼
哈
頓
中
國
城

麗興恒生集團副總裁劉毓茵歡迎13

位佳麗

13位佳麗拜訪美加美國際美容美髮學

院副校長譚淦泉(左一)負責人王曉華伉

儷與美姿堂著名化妝師何嘉琪與 

HeadQuarterz、髮型名師Steve Kong及

合照

13位佳麗拜訪法拉盛旺角28負責人源

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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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慢板輕音樂一如行雲流水，

鋪著紅地毯的T舞台上流光溢

彩，美女如雲，2010年紐約華裔小姐

選美系列活動之一「華姐展風采---

--麗興恆生珠寶秀」6日在法拉盛飛

越皇后（Queens Crossing）牡丹廳

閃亮登場，猶如一泓清涼之水，給當

天處於華氏103度的高溫之下的紐約嘉

賓們帶來一個賞心悅目的涼爽午後時

光。

    在主持人李壹薇和麗興恆生珠寶

代表鐘健媛介紹簡況之後，即將進入

決賽的13位華姐佳麗先後登場亮相，

她們香鬢高綩，羅裙搖曳，在全場眾

多嘉賓們的注目禮中，緩緩向觀眾展

示她們分別佩戴的、由麗興恆生集團

提供的13套2010年最新潮流超豪華珠

寶首飾。

    訓練有素的佳麗們蓮步姍姍，明

眸皓齒的臉龐上掛一絲淺笑，舉手投

足之間可見珠光寶氣逼人，鑽石閃爍

一片。豆蔻年華的枝蔓賦予珠寶更多

的活力，典雅高貴的珠寶又反襯出

佳麗們出水芙蓉般的容貌。以緬甸翡

翠，斯裡南卡紅、藍寶石，以及南非

鑽石等多種名貴材料精心打造，包括

藍寶石系列「藍色誘惑」和「午夜之

航」，翡翠系列「四季如茵」和「明

月彎彎」，鑽石系列「碧波蕩漾」和

「星空繁影」等13套由名家設計的最

新豪華珠寶首飾，與13位佳麗們亭亭

玉立、婀娜多姿的倩影互映成輝、相

得益彰。

    麗興恆生集團總經理趙俊寧在接

受採訪時表示，該集團連續三年為紐

約華裔小姐選美活動的獨家珠寶贊助

商，他們過去曾在曼哈頓的店面內舉

辦過珠寶秀，今年在T舞台上正式舉辦

珠寶秀則是第一次。他希望以最高品

質的珠寶，通過13位佳麗們青春美麗

的動感形態展現出來，「效果還是不

錯的」趙總經理滿意地說。

    場間慢板輕音樂一如行雲流水，

鋪著紅地毯的T舞台上流光溢彩，美

女如雲，2010年紐約華裔小姐選美

7月6日紐約華裔小姐

珠寶秀經典 華姐展風采

場

工作人員忙著為佳麗們佩戴珠寶首飾

13位佳麗們穿著Cindy Mak所設計的晚裝參加「華姐展風采-----麗興恆生珠寶秀」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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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之一“華姐展風采---麗興

恒生珠寶秀”6日在法拉盛飛越皇後

（Queens Crossing）牡丹廳閃亮登

場，猶如一泓清涼之水，給當天處于

華氏103度的高溫之下的紐約嘉賓們帶

來一個賞心悅目的涼爽午後時光。

    王丹尼在後台顯得尤為興奮，她

說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佩戴如此貴重

而美麗的首飾，感覺「非常、非常、

非常榮幸」！她笑稱珠寶總是賦予女

孩子們自信和魅力，七月份出生的人

最喜歡寶石，而她又特別偏愛紅色，

因此佩戴這款紅寶石首飾是她「最意

想不到的開心事」，王丹妮坦言「為

此興奮地一夜未睡著，好不容易等到

天亮，一戴上去就不想摘下來了」

4號佳麗林雨薇（Rainie Lin）佩戴的是

一款南非黃鑽系列「皇室風采(Impe-

rial Yellow Diamond Collection）」全

套，主持人介紹說這套鑽石首飾是名

家為一位王室公主量身定做的，並向

T舞台上的林雨薇提問，若是她是那位

公主，她會選擇歷史上哪一位人物？

聰慧的林雨薇馬上答曰，她希望自己

是黃皮膚的中國公主——古代的「和

平使者」王昭君，4號佳麗的回答立即

獲得全場嘉賓的熱烈掌聲。

    7號佳麗羅晨晟（Rosanna Luo）

當天展示的是翡翠鑲鑽系列「翠綠寶

藏（The Alluring）」，來自杭州的羅

晨晟對現場觀眾和主持人表示，她認

為翡翠代表高貴和至尊，應該屬於那

些積累了豐富人生經驗的女士們，她

不會為自己選擇翡翠，而會買下來送

給媽媽，羅晨晟的拳拳孝心同樣獲得

現場觀眾的一片掌聲。

    13號廖露西（Lucy Liao）是入圍

佳麗中唯一出生在紐約的女孩，當天

她身著一襲黑色灑金天鵝絨晚禮服，

展示一套南非鑽石系列名為「紐約之

光（New York Flare）」，這套首飾以

黃鑽為主並白鑽鑲邊，總重量為68克

拉。廖露西自信地說，她從小就喜愛

珠寶，她第一眼看見這套首飾的圖片

時就感覺它「非同一般」，看到實物

後更覺得它具「王者風範」而愛不釋

手，她認為鑽石會使女人「更有氣場

和身份」 ，她相信「紐約之光」就是

自己的「幸運之光」。

    美女和珠寶是一種完美的搭配，

「紐約之光」也許同樣是麗興恆生

集團，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會的希望之

光，讓我們期待「紐約之光」帶來的

吉祥如意吧。

華
姐 
珠
寶
秀
經
典

珠寶Show吸引逾200名對珠寶愛好者及

貴賓參加

麗興恆生集團董事局成員及親朋好友

出席珠寶Show

麗興恆生集團負責人及董事局成員與13位佳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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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紐約華裔小姐

13位決賽佳麗拍攝搖滾音樂短片

010年紐約華裔小姐選美活動在

熱情似火的夏日繼續進行，為八

月決賽開場式的主題曲而拍攝的音樂

特輯短片9日在新澤西市一個攝影棚裡

緊張進行，十三位華姐佳麗一改在珠

寶秀T舞台上雍容華貴、珠光寶氣的傳

統造型，瞬間變成一群皮褸短裙、烏

唇黑甲的嘎嘎女郎（Lady GaGa），伴

隨著瘋狂的搖滾音樂“Paparazzi”大

跳勁舞，猶如一束美豔的黑玫瑰在夏

日舞台上激情怒放。

    當天90度高溫下的攝影棚內熱氣

騰騰，鎂光燈投射在鋪著白色地毯的

舞台上，由多位化妝師、髮型師和服

裝師聯手打造的十三個嘎嘎女郎終於

亮相。她們或以“煙薰眼”搭配著烏

黑嘴唇，或以高聳的禮帽壓住五彩秀

發，扯破的網眼襪可窺其白色紋身，

閃亮的吉他在塗著黑色指甲油的纖指

之間錚錚作響，舞台上頓時游離著一

種媚酷神秘、誇張冷豔的龐克風格。

    四個小時過去了，八個小時也過

去了，音樂仍在繼續，排練也始終沒

有中斷。在導演的指揮下，十三位佳

麗們踩著四寸高跟鞋在舞台上揮汗如

雨，她們時而引亢高歌，時而舒臂狂

舞，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練習，汗水

一次又一次地濕透了她們的舞衣、面

罩和眼罩，少女情懷在汗水里重新演

繹，野性青春在搖滾中再次釋放。

    紐約選美會營運總監阮健華介紹

說，該會每年根據應屆佳麗的才藝特

點來選擇拍攝壓場的題材，今年佳麗

們在聲樂方面的整體素質較高，因此

決定為選美總決賽開場式的主題音樂

拍攝一個專輯，並邀請數碼藝術影片

導演王錦如執導，上年他執導的2009

年紐約華裔小姐選美短片，曾榮獲五

群體“嘎嘎女郎”的創作者: 導演王錦如右6起，髮型師江幟康和化妝師何嘉琦, 形象指導劉媛媛(右7)與13位佳麗合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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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玫
瑰
在
搖
滾
中
怒
放

項泰利獎（Telly Award）。 

    王 錦 如 導 演 介 紹 說 ， 短 片

的 主 題 曲 L a d y G a G a 所 演 唱 的 歌

曲“Paparazzi（意大利文狗仔隊的

意思）”，該會從索尼公司(Sony)購

買了該曲的版權，經改編之後由十三

位佳麗的原聲合唱以及專業搖滾樂隊

Someday Static的音樂配器，已經在上

週完成了錄製工作。王錦如還說明，

短片全程以黑白二色為基調，突出大

都市的經典現代風格。

    選美會形象顧問及化妝師何嘉琦

說，與珠寶秀雍容華貴的風格相反，

嘎嘎女郎則體現出誇張超前的搖滾風

格，臉部化妝應用多種流行元素，例

如“煙薰眼”和黑色嘴唇，眼線要特

別“飄出去”，再搭配紋身圖案或黑

色指甲，烘托其造型更加“搖滾”起

來。

    髮型師江熾康介紹說，十三個造

型是根據佳麗們不同膚色和容貌來選

擇，主旨以配合體現出她們各自的性

格和氣質，例如個性較內向的女孩

子，如果造型太誇張可能會影響她們

在鏡頭前的正常發揮。他說明佳麗們

本人的頭髮都很漂亮，那些彩色部分

都是加進去的假髮，用以增加誇張炫

目的效果。服裝師Wai Ng介紹說，特

輯中的服裝由贊助商Natasha NYC提

供，以黑色為主，搭配以金銀首飾或

小配件，其中禮帽，面罩或眼罩等都

是自製或改制的，網眼襪也是當場剪

破的，完全從舞台效果出發。 

    選美會形象指導劉媛媛表示，好

幾位佳麗過去從未上過舞台，其中

三、四人平時性格非常內向，此次拍

攝音樂特輯是個很大的挑戰，相信她

們從中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她要求

佳麗們在拍攝時始終保持“自信、開

放、激情”，這樣才可能圓滿地從小

舞台過渡到決賽大舞台。

    4號佳麗林雨薇說自己平時很少

聽搖滾音樂，這是她平生第一次上舞

台，內向的性格與特輯中的角色反差

很大。最初她看見鏡頭就緊張，是劉

媛媛老師教會她在鏡頭前如何表現自

然，她現在是本著“看自己另一面”

的心態來“嘗試做不同的自己”。

    10號佳麗劉佳也是第一次走上舞

台，她說平時甚至很少拍照，是個文

靜內向、喜歡讀書的“宅女”。從乖

乖女到嘎嘎女郎，其間的跨度是靠“

放開”來飛躍的。 

    劉佳今夏將獲碩士學位，她給自

己的畢業禮物就是參加華姐選美，這

份禮物不僅讓她成功挑戰自己，還交

結了很多好友。劉佳開心地說，她母

親將從大陸來美觀看選美決賽，媽媽

並不介意其名次而只在乎女兒學到什

麼，無論結果如何，母親都會送她一

份大禮，那就是母女結伴、同遊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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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13位佳麗於7月16

日至18日拜訪加拿大

多倫多市，並在加拿大境內

的尼加拉大瀑布，多倫多市政

廳、CN電視塔和中國城中華

門牌樓等著名地標建築和名勝

風景處拍外景，佳麗們所到之

處，無一例外地引來眾多市民

和觀光客駐足圍觀，他們驚嘆

紐約華姐的東方神韻，更讚賞

她們在列日下認真工作的敬業

精神，人們競相舉起照相機，

將東方佳麗們的芳容倩影留在

自己的照相機裡。 

    16日傍晚時分，13位佳麗

和選美會團隊一行40餘人乘坐

長途巴士抵達加拿大境內，在

著名的尼加拉大瀑布前開始第

一個外景點的拍攝。不少佳麗

是第一次見到尼加拉大瀑布，

有些人則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境

內觀賞大瀑布，壯觀的瀑布和

水霧中呈現出的七色彩虹讓女

孩子們興奮不已，大家頓時忘

記了當天連續十個小時的旅行

疲勞。 13位佳麗在棧橋上下連

7月16-18日紐約華裔小姐

13位決賽佳麗參觀多倫多

13位佳麗在多倫多地標CN TOWER拍照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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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拍攝了一個小時，美女和美景融為

一體，讓夕陽中的尼加拉瀑布格外美

輪美奐，就連隨團的攝影師們也一時

分不清，究竟是人間奇景襯托得紐約

華姐更加迷人，還是東方神韻點綴了

天邊瀑布美不勝收。 

    按照選美會的要求和計劃，佳麗

們17日清晨5時起床化妝並準時登車

前往拍攝地點。她們身穿紐約著名時

裝Mango公司提供的13套新潮夏裝，

肩披紫色華姐綬帶，腳蹬五寸高跟涼

鞋，以飽滿的情緒和規範的形體動作

進入工作狀態。七月驕陽流火，幾天

來當地氣溫均在華氏92度以上，訓練

有素的佳麗們一次又一次列隊、一遍

又一遍面對鏡頭，在酷暑烈日之下連

續拍攝，她們仍然是儀態不改、笑容

依舊。 

    13位紐約華姐當天分別在地標建

築多倫多電視塔（CN Tower）、古

老的多倫多火車博物館、中國城的中

華門牌坊、噴泉環繞的市政廳大樓，

以及風景如畫的海灘碼頭等多地拍攝

外景照片。適逢週末，上述地點遊人

如織、熙熙攘攘。華姐所到之處，立

即引起眾多遊客們的極大興致，姣好

容貌，苗條身材；友善的笑容，知性

的儀表；無論是面對鏡頭一顰一笑，

或是轉身回眸、抬腿扮酷，都給圍觀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群中不時發出

一陣陣驚豔的感嘆聲。來自紐約的13

位東方佳麗，猶如一股涼爽甘甜的潺

潺清泉，消除了多倫多盛夏的燥熱浮

華。 

    選美會一行四十餘人還拜訪了

包括多倫多新時代電視台（Fairch-

ild Television）和加拿大中文電台

（Fairchild Radio）在內的傳媒集團

並接受了當地媒體的採訪。新時代電

視台執行導演岑南羚、公關經理何倩

明、中文電台導演王一民等接待了紐

約選美會團隊，他們帶領來訪者參觀

華
姐
芳
蹤
留
加
國

13位佳麗拜訪多倫多新時代電視台，由選美會營運總監阮健華和副總裁何嘉琦贈送佳麗簽名照給新時代電視台執行導演岑南

羚和公關經理何倩明

新時代電視台執導岑南羚介紹連續十

五年舉辦多倫多華裔小姐選美活動的

經驗和體會

新時代電視台執行導演岑南羚向佳麗

們介紹每日新聞錄製程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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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演播廳和節目錄製室，介紹了該傳

媒集團在加拿大的營運簡況，以及他

們連續十五年舉辦多倫多華裔小姐選

美活動的經驗和體會等。 

    13位佳麗當天能夠旋風式地圓

滿完成多場拍攝和拜訪計劃，只因為

她們身後有著一個默默付出、具高度

凝聚力和高度工作效率的團隊，包括

選美會運營總監阮健華，化妝師何嘉

琪，髮型師江熾康和多位攝影師等。

為了最有效地利用時間，何嘉琪、江

熾康等及其助手們清晨6時起床為佳麗

們化妝梳頭，他們“全天候跟踪”13

位佳麗，無論是餐桌前還是在巴士

上，他們及時利用空隙為佳麗們補妝

或修復吹亂了髮型，以保證上鏡的最

佳效果。 

    隨團前行的有三位佳麗媽媽，分

別來自紐約皇后區、史坦頓島和波士

頓。11號佳麗的母親鐘麗瓊表示，她

專程從波士頓趕來為女兒加油，雖然

女兒來紐約只有一個多月，但她變得

比以前更漂亮、更獨立，與朋友在一

起也更加開心了，“女兒開心我就開

心”。鐘麗瓊擔承看見女兒訓練辛苦

很心疼，但選美會的工作人員都很辛

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隊”因此

把女兒交給選美會她完全放心。 

    9號佳麗的母親孫麗華表示，女兒

每天從史坦頓島趕到法拉盛參加訓練

來回要花四個小時，但這是她最充實

的一個暑假。她感覺女兒參選以來從

外貌到舉止都“成熟了許多”，連說

話方式也比以前有禮貌和耐心，從一

個愛耍小脾氣的公主變為一個獨立開

朗的陽光女孩。孫麗華感謝選美會給

了女兒一個改變人生機遇的舞台。 

    6號佳麗的母親莊梅表示，她一直

關注選美活動中的每個環節，主辦方

非常注重選美過程中的多元化培訓，

而非只追求比賽名次和結果，“這是

他們之所以做出好品牌的根本”。莊

梅說送女兒來參選是為了接受全方位

的規範訓練，讓她懂得用最正確的方

式來表達東方美，實際上女兒在接受

訓練後似乎“更淑女了”。 

    13號佳麗廖露西說，過去上學時

每天凌晨2時才睡覺，接受訓練後養

成了按時就寢的生活好習慣，而家人

則誇獎她的身材更加修長挺拔，“氣

質明顯出來了”。露西笑稱自己因為

壯觀的瀑布和水霧中呈現出的七色彩虹讓佳麗們興奮不已

13位佳麗在古老的多倫多火車博物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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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號在最後，平時拍照常因時間緊迫

而輪不到她，開始不免有些介意，但

現在已經“看開了”，為了團隊的形

象，每個人都需相互配合。她不會與

別人比待遇，而應“走自己路，走出

自己的風格”。 

    12號佳麗張聖女也認同這一點，

參選讓她意識到團隊合作很重要，大

家走出去即代表紐約華姐的形象，而

非是第幾號。她說每天的訓練不僅讓

自己儀態和談吐更加規範，也讓其具

備了“過程比名次更重要”的良好心

態，因此“不會把輸贏看得太重”。

張聖女錶示非常珍惜此次參賽的經

歷，並希望將華姐的閱歷填進自己履

歷表，在未來求職時，面試她的人一

定有興趣“見見這位紐約華姐”，因

為她的人生目標是進入紐約華爾街。 

    7號佳麗羅晨晟表示，她以前不

愛笑，常被人指為“臉臭”，在選美

指導老師的幫助下，現在她每天對著

鏡子練習微笑，自我感覺似乎不一樣

了。率真的晨晟說，過去她不喜歡與

陌生人說話，象男生一樣只穿牛仔褲

和球鞋，平時抱著零食袋癱坐在沙發

上，從不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貌和形

體。“而現在一切正在改變，我正在

進步中”。 

    6號佳麗莊潔夢稱自己原本是個

內向且安靜的女孩，選美過程讓她學

到許多新東西，來自不同地區的佳麗

們對她都很友善，讓她增加了自信，

嘗試著主動與人交流和溝通，因此也

交到了好朋友。她過去只有走秀的舞

台經驗，但是選美使她更加敢於秀自

己，從中發現了真正的自我。 

    5號佳麗任彬表示，她的性格也

很內向，在人際交往方面常常比較被

動，但是佳麗們友好相處的氛圍給了

她交朋友的自信。她感覺參加選美的

過程使她長了不少見識，例如幕前與

幕後的關係，學習如何在鏡頭前充分

發揮美、表現美，以及如何在鏡頭後

加強自我素養的積累，只有具備美的

內涵，才能正確詮釋美的真諦。 

    夏季是個孕育成熟的季節、是個

走向收穫的季節，13位華姐佳麗經歷

一個盛夏的冶煉和汲取，必然走向成

熟和收穫，走向成功和兌現夢想的起

跑線，我們將關注並祝福她們。

13位佳麗在噴泉環繞的市政廳大樓留

下倩影

13位佳麗在棧橋上下連續拍攝了一個小

時，美女和美景融為一體，讓夕陽中的

尼加拉瀑布格外美輪美奐

佳麗們在風景如畫的海灘碼頭大道前合影

佳麗們在多倫多海灣碼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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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紐約華裔小姐

載歌載舞華姐競獻藝

屆紐約華裔小姐才藝大賽於7

月29日在皇后區法拉盛隆重

登場，十三位入圍佳麗先後登台勁歌

熱舞、自彈自唱，以多才多藝、才貌

雙全的魅力征服了多位大賽評委和來

自紐約各界的四百多名嘉賓。大賽經

過現場兩輪激烈角逐，2號佳麗梁婉

瑩，3號佳麗梁凱恩，6號佳麗莊潔

夢，9號佳麗王丹妮和12號佳麗張聖女

等五人脫穎而出，她們以嫺熟的歌舞

表演技藝、以及過人的勇氣和執著。

最終進入最佳才藝小姐的前五強。

    應邀擔任本年度才藝大賽的五位

評審委員分別是：紐約華裔小姐選美

會總裁暨財務總監江謹輝，金神大賭

場國際市場部副總裁胡崇恩，2009年

紐約華裔小姐冠軍暨最佳才藝小姐崔

藝馨，香港無線電視（美國）編導黎

廣基，美國紐約華人總商會主席夫人

徐家賢女士。

    大賽的主持人為李一薇和梁方，

在知名歌手王楷一曲「對面的女孩看

過來」引吭高歌聲中，十三位身著短

裙的佳麗依序登場，她們踏著歡快的

節奏，用女孩子們特有的微笑和眼

神，和手執一支玫瑰花的男歌手進行

交流互動，她們儀態大方、神情自

然，俏麗嬌嗔而不失幽默，大賽自此

在隆重輕鬆的氛圍中拉開序幕。

    第一輪比賽分別以團體和個人先

後表演，首先進行的是團體表演，十

三名佳麗被分成三個小組，分別以載

歌載舞、邊跳邊唱的形式完成指定節

目。個人表演隨後緊鑼密鼓地展開，

首先登場的是1號佳麗嚴穎婷，她在電

子琴上自彈自唱、將著名電影【泰坦

才藝大賽主持人李一薇和梁方介紹十三名佳麗

大賽評審委員聚精會神地專注舞臺上每

一位佳麗的表演

本

知名歌手王楷一曲“對面的女孩看過

來”引吭高歌聲中，十三位身著短裙

的佳麗依序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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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號】的主題曲「我的心永恆」獻

給現場觀眾；2號佳麗梁婉瑩上場時帶

著她特有的甜美微笑，同樣以電子琴

自彈自唱的形式，演唱了一代歌後王

菲的歌曲「紅豆」，兩位佳麗琴聲悠

悠，歌聲幽幽，出色地演繹了兩首不

同歌曲中的少女情懷。

    身穿白緞繡花唐裝的3號佳麗梁

凱恩，以中國民族樂器揚琴演奏了一

曲觀眾耳熟能詳的陝北民歌「山丹丹

花開紅豔豔」，隨著她手臂的上下翻

飛，舞台上洋溢著黃土高坡的風情；4

號佳麗林雨薇也不示弱，她在電子琴

上彈奏一曲「水邊的阿蒂麗娜」，同

時伴之亦歌亦舞的表演，聲情並茂、

活力四射，展現出多種技藝的才華。

    5號佳麗任彬擁有舞蹈的好身材，

她參賽的現代舞選用了當下最流行的

電視節目【非誠勿擾】的主題曲，透

過節奏明快而激情蕩漾的舞蹈語言，

任彬將現代人開朗且嚴謹的人生特質

完好地詮釋出來；6號佳麗莊潔夢以一

襲金色短裙晚裝出場，獨唱了一首百

老匯歌劇選段「My Strongest Suit」

，她的嗓音亮麗而富有磁性，表演自

然到位，颱風穩健卻不失18歲少女的

活潑純情。

    7號佳麗羅晨晟能歌善舞，她的歌

聲正如她的個性率性豪放，渾厚的女

中音搭配著臉龐上一抹淺笑，給觀眾

們留下了溫馨真實的感受；8號佳麗陳

梅仙表演的是現代舞，隨著背景音樂

的變化，她的舞姿時而奔騰如大江滔

滔，時而溫柔象小溪潺潺，舉手投足

之間充滿著南方女孩的幻想與浪漫。

    9號佳麗王丹妮上場即帶來一陣

火辣辣的旋風，她身著一件大紅色帶

穗短褸，隨著奔放狂野的音樂活潑起

舞，如同一團滾動的火苗熱力四濺，

與其說她在舞台上跳舞，不如說她在

舞台上燃燒，性感十足的肢體語言凸

顯舞者的鮮明個性和現代感。10號佳

麗劉佳以康定情歌和廣西壯族情歌參

賽，兩首久遠的民歌唱得深情款款、

溫婉動人，當現場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時，她又以一聲無伴奏清唱歌劇【劉

三姐】選段「只有山歌敬親人」給予

答謝。

    11號佳麗陳施敏身著一款白色

碎花旗袍，以揚琴演奏新疆舞曲「

喜訊」，她的技巧嫺熟靈活，流淌的

樂曲猶如珍珠落入玉盤，聲聲動人心

弦；演奏時她還將敲擊琴弦改換為彈

撥琴弦，頗有創意和新鮮感。12號佳

麗張聖女演唱一首百老匯歌劇【貓】

的選段「回憶」，她的音色透明、發

聲訓練有素，表演亦顯得胸有成竹、

步步到位。13號佳麗廖露西表演的是

她最喜愛的拉丁舞蹈，出場時一襲火

紅色長裙和頭飾裙襯托得她更加修長

嫵媚，一改平時的文靜外表，她在瘋

狂的音樂中旋轉起舞，跳出了拉丁民

族的似火激情，跳出了吉普賽女郎的

野性浪漫。

    十三位佳麗的精彩表演多次獲得

全場觀眾潮水般的熱烈掌聲，經過

現場全體評委的審慎斟酌，最後評選

出最佳才藝團體和最佳才藝小姐前四

載
歌
載
舞
競
獻
藝



活 動 報 導

名。身穿牛仔短褲、分別以紅、藍、

黃、白等四色寬鬆T恤登台的4號林雨

薇，9號王丹妮，11號陳施敏和12號

張聖女榮獲最佳才藝團體；而直接進

入最佳才藝小姐前四強的分別是3號梁

凱恩，6號莊潔夢，9號王丹妮和12號

張聖女。她們同時獲得進入決賽角逐

本年度最佳才藝小姐桂冠的資格。

    按照選美會的規則，第五位元才

藝小姐決賽資格人選將在第二輪的比

賽中產生，第一輪落選的佳麗們如果

沒有準備第二輪參賽的節目，權當自

動放棄參賽資格。主持人經過當場詳

細詢問，最終宣佈2號梁婉瑩，8號陳

梅仙，10號劉佳和11號陳施敏等四人

獲得參加第二輪比賽的資格。

    第二輪比賽顯得更加緊張激烈，

四位佳麗們使出渾身解數並全力拚

搏，分別以默劇模仿秀，魔術表演，

肚皮舞和繞口令等多種新穎形式再次

登上舞台，最終由2號梁婉瑩以精彩

絕倫的默劇（卓別林）模仿秀拔得頭

籌，順利進入才藝小姐決賽五強人選

之列。

    梁婉瑩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第一

輪比賽時因麥克風出了故障，使她感

到既緊張又無奈，但後來她及時調整

了心態，希望把握第二輪比賽的機

會，不要想結果名次，只是把自己最

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有著公認「最

佳笑容」的梁婉瑩笑著說，她是有備

而去，特別為參賽準備了模仿秀表

演，由於心情調整得好，第二輪比賽

反而不緊張，「根本沒時間害怕了」

，「也許好心態就是第二輪成功的秘

訣」。梁婉瑩表示對決賽有信心，但

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全力做好準

備，看看自己究竟能有多好」。

    9號佳麗王丹妮坦言聽到自己名

列才藝小姐前五強時，第一個反應是

「太好了」，第二個反應是「特別想

哭」，忍了半天「眼淚還是不聽話地

流下來」。王丹妮住在紐約史坦頓

島，入圍後每天前往法拉盛接受形體

訓練，來回路途要花費四、五個小

時，但她仍然堅持早起出門、從不遲

到。丹妮說她不願意花費家人的錢去

學舞。是次參賽舞蹈是她自己編的，

一部分是從網上學來的，能夠進入前

五強讓她「好有成就感」。她坦誠說

自己正在編創一段節奏不同而更有新

意的作品參加決賽，「只要有人為我

鼓掌我就很高興」，17歲的花季少女

說得很率真。

    2009年紐約華裔小姐冠軍暨才藝

小姐、本屆才藝比賽評審之一崔藝馨

當晚表示，入選才藝小姐前五名佳麗

們的整體素質和現場表現都很好，看

得出來她們都盡了自己的全部努力，

並參賽形式上有所創新。相比之下，

那些沒有做第二手準備的佳麗們就失

去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崔藝馨認為進

入前五名的才藝小姐不僅能歌善舞，

她們真實自然的表現也是取勝的因素

之一，少數佳麗在落選後表現似乎強

差人意，實際上參賽心態才是最關鍵

的。對佳麗們將在決賽中獲得好成績

她表示「十分看好」，並溫馨提醒佳

麗們才藝表演只是選美比賽中的一個

部分，個人潛質、知性和智慧均為選

美的綜合素質，「名次要爭取，內涵

更重要」。



年  齡 : 23  出生地 : 香港
身  高 : 5’3” 體  重 : 100
三  圍 : 32, 24, 33
學  校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oCo Yim
嚴穎婷 01

02 年  齡 : 21  出生地 : 香港
身  高 : 5’3” 體  重 : 105
三  圍 : 32, 23, 34
學  校 : St. John’s University

Christine Leung
梁婉瑩



03
年  齡 : 18  出生地 : 紐約
身  高 : 5’5” 體  重 : 118
三  圍 : 35, 25, 35
學  校 : Hofstra University 

Karen Liang
梁凱恩

04
年  齡 : 20  出生地 : 福州
身  高 : 5’5” 體    重 : 105
三  圍 : 33, 24, 34
學  校 : Hunter College

Rainie Lin
林雨薇



05
年  齡 : 17  出生地 : 福建
身  高 : 5’5” 體    重 : 112
三  圍 : 34, 27, 32
學  校 : Woodbridge Senior H.S.

Bin Ren
任 彬

06
年  齡 : 18  出生地 : 四川
身  高 : 5’5” 體  重 : 105
三  圍 : 32, 25, 34
學  校 : Hofstra University 

Jie Zhuang
莊潔夢



07
年  齡 : 18  出生地 : 杭州
身  高 : 5’5” 體  重 : 118
三  圍 : 33, 25, 35
學  校 : Pace University

Rosanna Luo
羅晨晟

08
年  齡 : 23  出生地 : 福州
身  高 : 5’5” 體    重 : 110
三  圍 : 33, 25, 34
學  校 : Kean University 

Lindsey Chen
陳梅仙



09
年  齡 : 17  出生地 : 瀋陽
身  高 : 5’6” 體    重 : 125
三  圍 : 34, 27, 36
學  校 : Port Richmond H.S.

Danni Wang
王丹妮

10
年  齡 : 23  出生地 : 湖南
身  高 : 5’7” 體  重 : 98
三  圍 : 32, 23, 32
學  校 : Fordham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Jia Liu
劉 佳



11
年  齡 : 23  出生地 : 三藩市
身  高 : 5’7” 體    重 : 106
三  圍 : 32, 24, 35
學  校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Vivian Tran
陳施敏

12
年  齡 : 20  出生地 : 吉林
身  高 : 5’8” 體    重 : 110
三  圍 : 32, 24, 34
學  校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ynthia Zhang
張聖女



13
年  齡 : 18  出生地 : 紐約
身  高 : 5’8” 體    重 : 125
三  圍 : 35, 27, 36
學  校 : East Chapel Hill H.S.

Lucy Liao
廖露茜

Board Member董事局成員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 CEO董事主席
暨首席執行長: William Yip 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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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Kong 江謹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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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the Board/ Executive V.P. 
董事暨行政副總裁: Judy Mae Chao 劉媛媛                                          

Director of the Board / Vice  President and 
Beauty  Consultant副總裁暨美容顧問: 
Everlyn Ho 何嘉琦

Director of the Board / Director of Production
董事暨製作總監: Kim Wang 王錦如

Committee 籌委會成員
Chairman of Judge Committee 評委會主席: 
Abraham Mak, CPA  麥烱星會計師

Legal Consultant 法律顧問: 
Dylan Chan, ESQ.  陳迪隆律師

Hair Consultant 髮型顧問:
Steve Kong  江熾康

Event Producer活動總監: 
Louise Lau 劉懿

Computer Consultant 電腦顧問: 
Raymond Choy

Fashion Consultant  服裝顧問: 
Cindy Mak

Photography Consultant攝影顧問: 
True Love Wedding 真愛一生

Lighting Consultant  燈光顧問:
Billy Wong  黃均良

Audio Consultant音響顧問: 
7even-event

Event Coordinator活動助理: 
David Chang / Goretti Lam/ Teresa Lee/ Christine 
Hui /Shirley Hao /Jason Chang /Jason Lin/Timo-
thy Ng/Melissa Mak /Elaine Lin/Sam Yu/Jonathan 
Fan/Max Cheung

Photographer大會攝影師:
Andy Yuen/Peter Lam/Wei Xie/Chan Yong/Hua-
zheng Gan/Tony Yip

Reporter特約記者:
Susan Yu 余小平

DJ音響助理: 
Tim Tang/Joe Chee  

Video Production for Final Show
決賽錄影製作
Director/Producer : Kim Wang 
Assistant Director : Lily Chan  

Video Production : DIGITAL ART VIDEO
Technical Director : Howard Zweig                 

Director’s Assistant : Amy Chan                      
Video Engineer : Joe Mayers               
Camera : Rene Valdivia/Joe Delsenno /Matt 
Anziano
Production Assistant : Ricky Leung / Michael Hou

Hair Stylists Crew
Director : Chi Hong, Kong (Steve)          
Team 1 Manager : Ken Yeung               
Team 2 Manager : Daisy Yeung                       
Hair Stylists : Kit/Au/Zheng Zheng Hwa, (An-
thony)/Wang Li Ying/Paul Chiu             
Assistants:J immy Sito/Willis Kong/Matthew 
Szeto/Pak Kei, Chau (Faye)/Janice Chai/Ive Lu/
Scott Li/Rui Ying, Lao/ Yu Ying, Wu/Kiki, Ly/Vivian 
Tam  

Make-up Crew
Beauty Consultant: Everlyn Ho
Make-up artists:  Josephine Xu/ Joyce Cheung/ 
Cleo Chong/ Talissa Diaz
Make-up assistant : Ruby Jia/ Vivian Shi/ Connie 
Mei/ Winnie Chang/ Jun Li/ Xiao Min Huang

Someday Static Band
Vocals: Malin Bray                  
Guitar: Artem Chernogod        
Bass: Jino Arielly                     
Keys: Stefanie Eichmann         
Drums: Brian McFadden          
Band manager: Anna Laitinen        







妳 想 知 道 怎 樣 的 眉 型 適 合 妳 及 開 運 嗎 ？  

妳 想 掌 握 “ 才 色 美 女 ” 的 化 妝 方 法 嗎 ？

妳 想 擁 有 明 星 般 性 感 滋 潤 雙 唇 打 造 朮 嗎 ？

又 或 者 妳 想 成 為 專 業 彩 妝 大 師 嗎 ？

「
」

1
如果你是彩妝新手，但又想四季以亮麗狀容示人或是在逆市時掌握面試基本化妝技巧。

My first make-up 我和化妝 初次約會，本化妝課程 絕對是首選。學完本課程，你會掌

握化妝用具認識及運用，生活妝，休閒，上班，面試的化妝法。

     主 講 導 師 ： 何 嘉 琦 Everlyn Ho
十 多 年 來 被 連 續 邀 請 擔 任 紐 約 華 裔 小 姐 選 美 會 指 定 美 容 化 妝 顧 問 ， 歷 任 多 屆  fashion 
show 及 大 型 綜 藝 節 目 指 定 舞 臺 化 妝 顧 問 ， 曾 為 無 數 中 西 影 視 紅 星 模 特 指 定 化 妝 造
型 。 被 網 上 投 票 選 為 紐 約 最 佳 化 妝 師  Best Make-up Artist, City Search 2009.
助 教 :  Yuki, Josephine, Joyce, Cleo.
上 課 時 間 :  Mon, Tue, Thu, Fri:  11 am - 4pm
報 名 熱 線 :  (646) 378-8686, (212) 334-7071 

美姿堂美容纖體創作中心
教 學 部
183 Lafayette Street, NYC 10013
212.334.7071  |  212.334.7597
www.lapeauspa.com

自我興趣班 學費 $388，5學時，包括贈送$100產品

2
內容包括：顏色分析，臉部形態學，眉形分析，產品常識，臉廓分析及改造，包括遮蝦

技巧，面型改變法，
┌

裸妝法
┘

，
┌

薰煙眼
┘

，
┌

時尚妝
┘

，魅力的日夜及酒會妝，讓

你在任何場合都能美得天下無敵。

魅力增值班 學費 $888，15學時，包括贈送$250產品

3

課程特性:  化妝概念認識 - 面部五官結構及矯正 - 化妝色彩運用 - 生活妝造型 - 時尚妝造型  
          晚宴妝造型 -  夢幻妝造型 - 新娘妝造型 - 個性風格妝 - 男性化妝技巧 - 影視舞臺妝 。

專業化妝師班 學費 $1850，95學時，包括贈送$400產品
為妳提升自我形象，晉身專業化妝師行列，嘉琦的專業化妝理程一定不要錯過。手把手的教
學指導，助學員掌握過硬技術，強化實踐，學員學習期間有機會被派往各活動實習，並參與
大型綜藝SHOW活動，獲取經驗。

「

魅力化妝      興趣班      

 專業化妝師課程     全面招生

嘉琦學堂又開課了！從基底層保養開始，每個步驟step by step，讓你輕鬆
掌握休閒，酒會。面試，上班，開會等各種場合的魅力化妝方法，讓
美麗演繹人生每一天。

:  化妝概念認識 - 面部五官結構及矯正 - 化妝色彩運用 - 生活妝造型 - 時尚妝造型  
          晚宴妝造型 -  夢幻妝造型 - 新娘妝造型 - 個性風格妝 - 男性化妝技巧 - 影視舞臺妝 。

嘉琦的專業化妝理程一定不要錯過。手把手的教
參與

如果你是彩妝新手，但又想四季以亮麗狀容示人或是在逆市時掌握面試基本化妝技巧。

我和化妝 初次約會，本化妝課程 絕對是首選。學完本課程，你會掌

fashion 
 及 大 型 綜 藝 節 目 指 定 舞 臺 化 妝 顧 問 ， 曾 為 無 數 中 西 影 視 紅 星 模 特 指 定 化 妝 造

如果你是彩妝新手，但又想四季以亮麗狀容示人或是在逆市時掌握面試基本化妝技巧。

嘉 琦 學 堂 又 開 課 啦 !

Flyers 4+0 - 60lb.indd   2 8/2/2010   1:53:12 PM



Offer expire on 12/31/2010

ATLANTA, BOSTON, CHICAGO, CLEVELAND, DALLAS, DENVER, HOUSTON, KANSAS CITY, LOS ANGELES, MIAMI, 
MINNEAPOLIS, MONTREAL, ORLANDO, PHOENIX, PHILADELPHIA, SAN DIAGO, SAN FRANCISCO, SANTA ANA, SEATTLE, 
ST LOUIS, TAMPA, TUSCON, WASHINGTON DC,…



4G -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MARKET

FIRST IS FAST.

FIRST IS GENEROUS, SHARING
INTERNET WITH UP  TO EIGHT 
WI-FI ENABLED DEVICES AT ONCE.

FIRST ALWAYS BRINGS SOMETHING
NEW TO THE PARTY, LIKE FRONT AND
REAR-FACING CAMERAS.

FIRST STREAMS LIVE VIDEO 
TO THE WEB.

FIRST IS 4G, BUT PLAYS NICE
WITH 3G AS WELL.

FIRST ISN’T LATER, IT’S NOW.

WHAT WILL YOU DO FIRST WITH 
EVO, THE FIRST 4G PHONE?

First 4G phone in the U.S. May require up to a $36 activation fee/line, credit approval and deposit. Up to a $200 early termination fee/line applie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excluded. HTC EVO™ 4G: Phone requires a two-year 
Agreement and activation on a select service plan and Premium Data buy-up. Optional Sprint mobile hotspot add-on required to access Wi-Fi on device. This phone allows photo and video playback on an HD-capable auxiliary device, 
but it does not provide HD playback directly on the phone. Accessory cable is available separately. Other Terms: Coverage is not available everywhere. The 3G Sprint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 reaches over 258 million 
people. Sprint 4G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over 30 markets and counting and on select devices. See sprint.com/4G for details. Not all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n 4G, and coverage may default to 3G/separate network where 
4G is unavailable. Offers not available in all markets/retail locations or for all phones/networks. Pricing, offer terms, fees and features may vary for existing customers not eligible for upgrade. Other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tore 
for details. ©2010 Sprint. Sprint and th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Sprint. The HTC logo, and HTC EVO are the trademarks of HTC Corporation. Other 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PCS Wireless, Inc.
9 Divisio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212-343-3111

Contact your Sprint Authorized Retailer:

606_44_4C

May require up to a $36 activation fee/line, credit approval and deposit. Up to a $200 early termination fee/line applies. Mobile Broadband Card: Mobile Broadband Card data plan required. MiFi: Connectivity 
dependent upon compatibility. GPS: Requires GPS and Java-enabled device. GPS reliability varies by environment. America’s Most Dependable 3G Network Claim: “Dependable” based o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drive tests for 3G data on connection success, session reliability and signal strength for the top 50 most populous markets from January ’08 to February ’09. Not all services available on 3G, and coverage 
may default to a separate network when 3G is unavailable. Other Terms: Coverage not available everywhere. The 3G Sprint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 reaches over 270 million people. 4G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limited areas; check sprint.com/4G for Sprint 4G coverage. Offers not available in all markets/retail locations or for all phones/networks. Other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tore for details. ©2009 Sprint. Sprint and 
th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Sprint. AMAZONKINDLE and the AMAZONKINDL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Other 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Palm®  Pre™ / Meet the revolutionary smartphone 
that constantly updates in real time. And thanks to 
Palm webOS,™ it lets you move between multiple 
live applications. Designed for the Now Network.™

Amazon Kindle™ / Running on the Now
Network,™ the Kindle wirelessly downloads books 
at 3G speeds in less than 60 seconds.

3G/4G USB Modem U300 / Today, you can 
download massive files at 3G speeds. In the 
future, you’ll be able to stream HD video on the 
first wireless 4G network from a national carrier 
(where available).

MiFi ™ 2200 by Novatel Wireless / Share a 
high-speed 3G wireless connection with up 
to five people on this mobile hot spot. It’s 
the Now Network™ in pocket size. 

BlackBerry®  Curve™ 8350i smartphone / Get 
more done with built-in Wi-Fi, GPS Navigation, 
Microsoft ®  apps and push to talk on the 
BlackBerry Curve with Nextel Direct Connect.®

The Now Network
TMThe future.

Now.

PCS Wireless, Inc.
9 Divisio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212-343-3111

Go to your Authorized Retailer:

712_38_4C

■ 9 Division St. NYC
地威臣街9號（孔子像對面）

Tel: 1-212-343-3111
Fax：1-212-343-3122
（電話維修和服務部）

■ 75 E.Broadway, NYC
東百老匯街75號（東方廣場）

Tel: 1-212-748-3388
Fax: 1-212-748-3385

■ 5701 8th Ave, Brooklyn
布碌侖8大道5701號
Tel: 1-718-853-8833
Fax: 1-718-853-7979

4G -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MARKET

FIRST IS FAST.

FIRST IS GENEROUS, SHARING
INTERNET WITH UP  TO EIGHT 
WI-FI ENABLED DEVICES AT ONCE.

FIRST ALWAYS BRINGS SOMETHING
NEW TO THE PARTY, LIKE FRONT AND
REAR-FACING CAMERAS.

FIRST STREAMS LIVE VIDEO 
TO THE WEB.

FIRST IS 4G, BUT PLAYS NICE
WITH 3G AS WELL.

FIRST ISN’T LATER, IT’S NOW.

WHAT WILL YOU DO FIRST WITH 
EVO, THE FIRST 4G PHONE?

First 4G phone in the U.S. May require up to a $36 activation fee/line, credit approval and deposit. Up to a $200 early termination fee/line applie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excluded. HTC EVO™ 4G: Phone requires a two-year 
Agreement and activation on a select service plan and Premium Data buy-up. Optional Sprint mobile hotspot add-on required to access Wi-Fi on device. This phone allows photo and video playback on an HD-capable auxiliary device, 
but it does not provide HD playback directly on the phone. Accessory cable is available separately. Other Terms: Coverage is not available everywhere. The 3G Sprint Mobile Broadband Network reaches over 258 million 
people. Sprint 4G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over 30 markets and counting and on select devices. See sprint.com/4G for details. Not all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n 4G, and coverage may default to 3G/separate network where 
4G is unavailable. Offers not available in all markets/retail locations or for all phones/networks. Pricing, offer terms, fees and features may vary for existing customers not eligible for upgrade. Other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tore 
for details. ©2010 Sprint. Sprint and th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Sprint. The HTC logo, and HTC EVO are the trademarks of HTC Corporation. Other 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  

PCS Wireless, Inc.
9 Divisio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212-343-3111

Contact your Sprint Authorized Retailer:

606_44_4C





Cypress Advertising Inc.
265 Canal Street, Suite 40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 219-7688    Fax: (786) 358-8272
www.ccwnews.com

 全心服務華人社區
提供娛樂時事新聞

賀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114 Bowery, Suite 302,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965-8688   Fax: (212) 965-8606

www.happyvacationsusa.com



地產: 合同,交易,過戶,貸款
公司: 組織,解散,顧問,商標
商務: 生意,交易,合同租約

移民: 各類移民,政庇,投資,HKL
財務: 遺囑,信託,財產管理 
家事: 離婚,分居,繼承,領養

陳迪隆 律師 行
地址: 136-20 38 Ave., 
          Room 11C, 
          Flushing, NY 11354
電話: 718-888-9880

地址: 紐約華埠百老匯
          401號302室
電話: 212-274-9930 
傳真: 212-274-8613

恭賀 2009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地產: 合同,交易,過戶,貸款
公司: 組織,解散,顧問,商標
商務: 生意,交易,合同租約

移民: 各類移民,政庇,投資,HKL
財務: 遺囑,信託,財產管理 
家事: 離婚,分居,繼承,領養

陳迪隆 律師行
地址: 136-20 38 Ave., 
          Room 11C, 
          Flushing, NY 11354
電話: 718-888-9880

地址: 139 Centre St., Suite 820
          New York, NY 10013
電話: 212-274-9930 
傳真: 212-274-8613

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賀







“高貴、時尚、感動
牡丹為您留下永恆的甜蜜回憶”

牡丹宴會廳 Mudan Banquet Hall
飛越皇后大樓 QUEENS CROSSING : 
136-17 39TH AVENUE, 2ND FLOOR,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 88MUDAN (718.886.8326)    





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

完美成功

賀

Cindy Mak
Designer Workshop (NY) Inc.

213 W 35th Street, Suite 605, 
New York, NY 10001
Tel: (212) 563-3331    
Fax: (212) 563-6885



Cindy Mak 
Designer Workshop (NY) Inc.
213 W 35th Street, Suite 605, New York, NY 10001
Tel:  1-212-563-3331              Fax: 1-212-563-6885

恭賀 2009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恭賀 2009 年度

www.hairunmedia.com

2010

Tel: 718-457-5388www.digitalartvideo.com

8506 60th Ave., 3FL, Middle Village, NY 11379



136-20 38th Ave., 3G (3/FL)
Flushing, NY 11354
(Queens Crossing Building)

40-28 Main St.,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886-6628

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
完美成功賀



80 Lafayette St., NY, NY 10013
Tel: 212-406-3381

恭賀 2 0 0 9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2008年華裔小姐冠軍彭瑞霖、亞軍楊茜、季軍楊曉和大會指定髮型顧問Head Quarterz全體仝仁合照



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賀
7112 8th Avenue 
Brooklyn, NY 11228
Tel: 646-235-6235

80 Lafayette S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406-3381 

www.hqz80.com

2010年度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賀 Director : 
Chi Hong, Kong (Steve)          

Team 1 Manager : 
Ken Yeung               

Team 2 Manager : 
Daisy Yeung                       
Hair Stylists : 

Kit/Au/Zheng Zheng Hwa, (Anthony)/Wang Li Ying/Paul Chiu             
Assistants:

Jimmy Sito/Willis Kong/Matthew Szeto/Pak Kei, Chau (Faye)/Janice 
Chai/Ive Lu/Scott Li/Rui Ying, Lao/ Yu Ying, Wu/Kiki, Ly/Vivian Tam  



鳴 謝 贊 助

友情贊助

101 Allen St., Unit A
New York, NY 10002
Tel: 212-226-9898

ATC Images, Inc

大會統籌

265 Canal St., Suite 40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219-7688

西域廣告製作公司
Cypress Advertising Inc.

友情贊助

43-01, 22nd Street
L.I.C., N.Y., 11101
Tel: 718-784-8899

Concept Press

珍珠贊助

38-60 13 Street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Tel: 718-707-9000

美國美東集團
Eastern Group Inc.

1 Mohegan Sun Boulevard 
Uncasville, CT 06382 
Tel: 888-999-9977

特別贊助

金神大賭場
Mohegan Sun 

服裝顧問

213 W 35th St., Suite 301
New York, NY 10001
Tel: 212-629-4808

Designer Workshop 
(NY) Inc. 

CINDY MAK

珍珠贊助

9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343-3111

數碼通電訊
PCS Wireless Inc.

評委主席

401 Broadway, Suite1000
NewYork, NY 10013
Tel: 212-334-1902

麥烱星會計師 
Abraham Mak, CPA

鑽石贊助

134-03 35 Ave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888-9377

美國紐約華人總商會
NY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法律顧問

 139 Centre St., Suite 820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274-9930

協辦單位

 555 8th Avenue, Room 802
  New York, NY 10018
  Tel: 212-268-3888

TVB (USA) Inc.

冠名贊助

175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219-1378

麗興恆生集團
Diamond Line Jewelry Inc.

友情贊助

136-20 38th Avenue, 2/Fl.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713-0828

友情贊助

43-12 Main Street, Low Level,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321-8077

友情贊助

114 Bowery, Suite 302,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965-8688

普通贊助

40-28 Main St.,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886-6628

影視顧問

www.hairunmedia.com

攝影顧問

Flushing Mall 2nd Level, 133-31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321-3666

燈光顧問

711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8
Tel: 646-235-6235

音響顧問

136-20 38th Ave., 3G (3FL)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661-3777

132-61 41 Road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961-6889

Judy Mae Chao 
Image Consulting

形象顧問

陽光印務
www.sunnypromos.net

髮型顧問

80 Lafayette S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406-3381

Steve Kong 
Hair Designer

友情贊助

K I S S e N A

46-45 Kissena Blvd.,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888-8998

黃金贊助

442 Broadway 2nd FL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343-1983 

美加美美容器材有限公司
Beauty Beauty USA Inc.

選美會指定護膚品、化妝品

珍珠贊助

179-183 Lafayette S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334-7071

美姿堂
Lapeau day spa

125 Canal St.  NY, NY 10002
Tel: 212-226-7300

珍珠贊助

133-31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Tel: 212-359-0888

普通贊助

136-18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939-5100

長島商學院

普通贊助 友情贊助

22 Cortlandt St., Suite B, 
New York, NY 10007
Tel: 646-462-4091

友情贊助

265 Canal St., Suite 40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219-7688

友情贊助

136-20 38th Avenue, 2/Fl.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713-0828

友情贊助

8506 60th Ave., 3 FL
Middle Village, NY 11379

Tel: 718-457-5388

美容顧問

179-183 Lafayette S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334-7071

Everlyn Ho
何嘉琦

友情贊助

105 1/2 Mosco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227-9828



美國紐約華人總商會
New York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134-03 35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888-9377    Fax: 718-321-2194

恭賀 2010年度

華裔小姐競選完美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