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Preface

她，2002年誕生，17年來不斷茁壯成長。

她，提供一個完美的舞台給擁有抱負的華裔女生一個成夢的機會。

她，連續兩年在國際的選美舞台上取得彪炳戰績，分別2016年冠軍余思霆與2017

年冠軍李思佳在國際中華小姐的舞台獲得連續兩年冠軍。

她，是全美最有影響力的選美比賽之一 「 美國華裔小姐競選 」。

這個比賽打破東方國家的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選美會不但訓練女生的外在儀

態，內在修養都是非常重視，這個平台希望給女生提供個人和專業的訓練機會，以

提高選手的自我價值，更加有自信的展現自己。歷屆從選美會訓練而畢業的女生，

都更加自信去追尋自己的夢想，在不同的領域上包括娛樂界，商界甚至政界等發展

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一個能挑戰自我，認識自己，並且追尋夢想的十三位候選佳麗均來自不同地方，不

同背景，不同嗜好，但相聚在美國華裔小姐選美的大家庭裏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一起踏上舞台，一起體驗不一樣的人生。歷經三個月的內外訓練與學習，參加不同

的公開活動，她們將會在這個舞台上綻放出最耀眼的自己。



2002

冠軍 
劉美誼 
亞軍

汪慧之 
季軍

金曉鶯 
友誼小姐
何柳芳 

最上鏡小姐
伍凱珊 

最佳才藝小姐
李舸昕 

最受歡迎小姐
劉美誼 

最佳體態小姐
汪慧之

冠軍 
冼麗欣 
亞軍
林舒
季軍

陳家嘉 
友誼小姐
彭淑亭 

最上鏡小姐
黃麗詩 

最佳才藝小姐
冼麗欣 

冠軍 
陳法拉 
亞軍

黃貝兒 
季軍

李方芳 
友誼小姐

李方芳
最上鏡小姐

陳法拉
最佳才藝小姐

楊康湄 
最佳體態小姐

黃貝兒 
最佳服飾小姐

陳法拉
最佳MTV小姐

陳法拉

冠軍 
王倩 
亞軍

季白沙 
季軍
陳珊

友誼小姐
陳珊 

最上鏡小姐
季白沙 

最佳才藝小姐
季白沙 

網上最受歡迎小姐
吳娉娉 

最佳晚禮服獎
王倩

歷屆獲獎佳麗 
Previous Contestants

冠軍 
王思寧
亞軍
翁羽
季軍

朱樂芯 
友誼小姐
徐丹琳 

最上鏡小姐
翁羽 

最佳才藝小姐
王思寧 

網絡最受歡迎小姐
王思寧 

最佳體態小姐
王思寧

冠軍 
王瑩 
亞軍

陳婷婷 
季軍
劉懿

友誼小姐
姜旻明 

最上鏡小姐
姜旻明 

最佳才藝小姐
梁斯 

現場最受歡迎小姐
王瑩 

最佳服飾小姐
盧曼子

網絡最受歡迎小姐
余盈西

冠軍 
彭瑞霖 

亞軍
楊茜
季軍
楊曉 

友誼小姐
廖莎 

最上鏡小姐
陳曦 

最佳才藝小姐
楊曉 

現場最受歡迎小姐
彭瑞霖 

最佳服飾小姐
彭瑞霖

冠軍 
崔藝馨 

亞軍
蔣鳳麗 

季軍
龐蕭

友誼小姐
盧慧瑜 

最上鏡小姐
蔣鳳麗 

最佳才藝小姐
崔藝馨 

現場最受歡迎小姐
蔣鳳麗 

最佳服飾小姐
李伊人

網絡最受歡迎小姐
龐蕭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冠軍 
張聖女 

亞軍
莊潔夢 

季軍
羅晨晟 

友誼小姐
劉佳 

最上鏡小姐
王丹妮 

最佳才藝小姐
張聖女 

最佳晚裝小姐
梁婉瑩 

最佳體態小姐
廖露茜

冠軍 
海莉玲 
亞軍

王丹妮 
季軍

吳夢頔 
友誼小姐
孫際可 

最上鏡小姐
高麗雯 

最佳才藝小姐
吳夢頔 

最佳晚裝小姐
海莉玲 

最完美體態獎
吳夢頔

冠軍 
李思禹 

亞軍
孫百加 

季軍
劉亞男 

友誼小姐
梁海燕 

最上鏡小姐
李思禹 

最佳才藝小姐
余思霆 

最完美體態獎
余思霆

最佳團體表演獎
王詩音， 孫百加 
侯雪莉， 劉亞男

冠軍 
張雨晴 

亞軍
孫小雪 

季軍
楊倩 

友誼小姐
李勤香 

最上鏡小姐
孫小雪 

最佳才藝小姐
孫小雪  

最佳完美體態獎
張雨晴

冠軍 
惠櫸喬
亞軍

屈麗麗
季軍
王巍

友誼小姐
屈麗麗 

最上鏡小姐
朱曜希 

最佳才藝小姐
陳思同 

最佳完美體態獎
惠櫸喬 

網上最受歡迎小姐
朱曜希

最佳服裝小姐
楊潔瓊

冠軍 
陳舒菲 
亞軍

袁雨喬 
季軍

李婉兒 
友誼小姐
鄧曉彤 

最上鏡小姐
陳舒菲 

最佳才藝小姐
李羅昕 

網上最受歡迎獎
曾珮琪 

最佳完美體態獎
陳舒菲

最佳自選服裝獎
林佳敏

冠軍 
余思霆 

亞軍
韋娜娜 

季軍
金子涵  

友誼小姐
林可悅 

最上鏡小姐
余思霆 

最佳才藝小姐
金子涵 

網上最受歡迎獎
余思霆 

最佳完美體態獎
韋娜娜

最佳晚裝獎
余思霆

最佳旗袍美態獎
林可悅

2010 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歷屆獲獎佳麗 
Previous Contestants

冠軍 
李思佳 
亞軍

吳舒漫 
季軍
李琰

友誼小姐
陳美琪 

最上鏡小姐
李思佳 

最佳才藝小姐
姜嘉琳 

網上最受歡迎獎
陳美琪 

最佳完美體態獎
李思佳

最佳晚裝獎
李思佳

最佳旗袍美態獎
高安逸

2017

2012



Mr. Robert So 蘇昌華先生  
Robert graduated from FIT majoring in Fashion Design.  While still attending college, 
Robert began to work on 7th Ave as Fashion Designer designing Outerwears for 
major department stores such as Macy’s, Sak’s Fifth Ave, JC Penny, etc.  Robert 
attended GIA and graduated in Graduated Gemologist, Graduated Diamond, Gradu-
ated Colored Stone, Accredited Jewelry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of Jewelry Essen-
tial and Certificate of Jewelry Design.  He joined the Lai Hing Jewelry Group as the 
director and designer in the early 2000’s and he served as one of the Judges of Miss 
Chinese Beauty Pageant since 2010.

Mr. Mike Ho 特別嘉賓評審賀軍翔先生 
賀軍翔出生於台灣，十七歲那一年，賀軍翔與高中好友在一間拳擊體育用品店UNO，
被雜誌編輯相中進入演藝圈。此後他曾在多套電視電影中演出，2008年演出首部電影
《未來員警》，2010年首度進軍中國大陸，主演都市愛情劇《幸福最晴天》，2012年
獲亞洲偶像盛典最具收視號召力演員獎。演出的眾多影視作品中，他最喜歡《惡魔在
身邊》，年前他向中國大陸演藝圈進軍，並曾參與浙江衛視《王牌對王牌》的節目演
出，日前他拍攝瞿友寧執導的網劇《動物系戀人啊》，與鍾欣潼（阿嬌）合演夫妻。

Mrs. Cindy Mak 麥葉素珍女士 
Cindy Mak, the principle of Melko (NY) Inc., a designer workshop in fashion industry 
for both business and entertainmen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and completed a higher education in Fashion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in New York.  
Mrs. Mak is sharp and sensitive in creation of style.  She has 25 years in experience 
in meeting with high demand of various famous designers and exclusive projects for 
entertainment industry.

決賽評審 
 Judges

Mr. Kenny Zhang 張偉群先生
張偉群先生是Potsdam Specialty Paper Inc.的總裁兼主席，擁有超過三十年的製造業
及房地產開發經驗，參與多個紐約地區的千萬級房地產開發項目，多年參與創新型公司
的風險投資的經驗，同時也是紐約華人總商會的商會副會長。2010年張先生獲得美國
商務部頒發的紐約地區MEDMED Week Manufacturer Award，2011年獲得美國國會
頒發的埃利斯島榮譽獎章 Ellis Island Medal of Honor.

Mr. Ray Pineault 
Ray Pineault brings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of legal and business experience to his 
position with Mohegan Sun. He has been with the Mohegan Tribe and Mohegan Sun 
since March 2001. As President & General Manager for Mohegan Sun, Pineault man-
ages and oversees all day-to-day operations of Mohegan Sun.

Mrs. Vivian Lee 李錢月維女士 
李錢月維女士長年擔任Universal Career Institute 環球職業美容學院CEO及Long Is-
land Business Institute 紐約長島商學院CFO職務。在李錢月維女士及其先生的經營帶
領下，成功打造美國唯一華人控股經營的教育集團，集團旗下運營多所紐約州知名大學
學府。除日常商務工作外，她是一位成功的教育事業投資者。李錢月維女士憑藉獨到眼
光，在紐約州、佛州、加州及加勒比海地區投資了一系列超高回報率的教育項目。作為
選美皇后、專業模特的她，曾任2009屆美國華裔小姐競選評委。長年以來，李錢月維
女士熱心慈善事業，她不僅向非洲兒童救助基金捐贈善款，還為中國大陸慈溪市老年人
援助基金募集善款。在慈溪當地，她是人盡皆知的慈善人士。



Mr. Johnson Chen 陳正曦先生 
陳正曦先生在1999年創立美國康龍集團公司，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經營，現在已經發展
成以房地產業，酒店業和連鎖飲食業為基礎的多元化發展公司。形成“金三角”發展格
局。美國康龍集團公司非常重視人才的發展和培訓，以完整的人力資源配套設施為集團
公司的發展提供了持久的動力，為繁榮社區，創造就業機會等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決賽評審 
 Judges

Mr. Clement Ho R.Ph., C.F. 何海俊先生 
何海俊先生是紐約健富中西藥房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 ，費城Club28羽毛球館持有人 
，Ascend Properties LLC 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 ，Echo Properties LLC 行政總裁及主
要股東 ，April Spring Properties LLC 主要股東 。

Mr. Johnny Deng 
2018 will be Johnny’s 6th consecutive year hosting the Miss Chinese Beauty Pag-
eant Finals.
Born and Raised in NYC, Johnny is Chinese-American with traces of British de-
scent. A graduate of Baruch College, he is a High-energy and humorous Master of 
Ceremony and Event-planning Specialist. Follow his travels as a MC and Dancer on 
Instagram: @MCJohnnyDee / Facebook: @MCJohnnyDeng

決賽司儀 
 Master of Ceremonies

Ms. Sandy Wang  
From Guangzhou China, Sandy was trained in Dance, Music and Art since the age of 
six. She performed on various TV stations and won national awards before moving 
to New York where she began her career as Master of Ceremony while completing 
her degree in Finance & Investments at Baruch College. With over 10 years and 
hundreds of events experience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is will be Sandy’s 3rd 
year hosting the Miss Chinese Beauty Pageant Grand Finals at Mohegan Sun.

Ms. Everlyn Ho 何嘉琦小姐 
何嘉琦 Everlyn Ho 美國華裔小姐選美會總裁，Lapeau 美姿堂美容集團創辦人和董事
長，6D自然生態藝術眉創辦人, 美國Makeup Rite 彩妝品牌創辦人，亞洲太平洋世界
美容美妝大賽評審，資深美國美容彩妝紋繡執照老師， 二十多年皮膚管理經驗，無針
微雕，半永久素妝專家，曾于2009-2010連續榮獲Citysearch 美國紐約最佳化妝師稱
號，十七年美國華裔小姐選美會指定美容化妝總監，時裝周及多個大型綜合節目舞臺
化妝總監。



賀軍翔（Mike He），出生於
台 灣 ， 華 語 影 視 男 演 員 、 模
特 ， 畢 業 於 醒 吾 職 業 技 術 學
院。
    2003年，出演個人首部電
視劇《七年級生》，從而正式
進入演藝圈。 2004年，首次擔
綱男主角，在青春愛情偶像劇
《愛情合約》中飾演劉建東。 
2005年，主演青春愛情偶像劇
《惡魔在身邊》。 2006年，主
演浪漫愛情劇《我們結婚吧》
。 2007年，在都市愛情偶像劇

《鬥牛，要不要》中飾演男主角沈若赫；同年，主演青春愛
情偶像劇《換換愛》。 2008年，出演個人首部電影《未來警
察》；同年，獲得上海星尚大典年度潛質星尚人物獎。2010
年，主演都市愛情劇《幸福最晴天》，這是他首部進軍中國內
地熒屏的作品；同年，憑藉電影《活該你單身》入圍第13屆
上海國際電影節傳媒大獎最佳男主角獎 
。 2011年，出版個人寫真集《南法寄
出》。 2012年，憑藉電視劇《加油媽
媽》獲得亞洲偶像盛典最具收視號召
力演員獎。 2014年，主演都市愛情偶
像劇《勇敢說出我愛你》。 2015年，
作為固定嘉賓參加江蘇衛視明星美食
競技真人秀節目《星廚駕到第二季》
的錄製。 2017年，其主演的喜劇電影
《醉佳導演》上映 。

特別嘉賓 
 Special Guest

Mr. Mike Ho 賀軍翔 台灣影視紅星



2004年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主修舞蹈及戲劇。
2007年參加香港小姐競選，入圍最後五強。
2008年入讀第22期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無綫簽
約成為合約女藝員。
2009年《巴不得爸爸...》
2010年《搜下留情》
2011年《居家兵團》、《怒火街頭》、《潛行狙
擊》及《不速之約》
2012年《缺宅男女》獲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2》飛躍進步女藝員及入圍最佳女配角（最後兩
強）。《On Call 36小時》、《飛虎》、《巴不得
媽媽...》、《法網狙擊》
2013年《女警愛作戰》、《情逆三世緣》、《On 
Call 36小時II》的洪美雪一角入圍《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2013》最佳女配角。
2014年《飛虎II》憑此劇入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4》最佳女配角及首度入圍最受歡迎電視女角
色。
2015年《師奶MADAM》、《拆局專家》並首度
入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5》最佳女主角。《張
保仔》。
2016年《超能老豆》、《律政強人》此劇的精湛
演技令其首度入圍《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
禮2016》「最喜愛TVB女主角」（最後五強）及榮
獲「最喜愛TVB電視角色」。《流氓皇帝》
2017年《雜警奇兵》獲得《星和無線電視大獎
2017》我最愛TVB電視女角色。台慶劇《降魔的》
2018年《三個女人一個「因」》 可望在《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2018》「最佳女主角」得主。《飛虎之
潛行極戰》。 

表演嘉賓 
 Guest Performer

Mandy Wong 黃智雯 香港影視紅星



# 1
黄馨穎
Catherine Huang 
來自︰中國 南京  
年齡︰25  
職業︰學生Student
學歷︰Bachelor of Ar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rama/Theatrical Art), 
Master – New York University 
(Performing Arts Administration) 



大家好，我叫黃馨穎，生且長於中國南京。從南京外國語
學校畢業後，來美學習獲得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戲劇學士學
位，目前是紐約大學表演藝術管理碩士生。我熱愛舞蹈，
話劇，旅行以及採訪。這次參加美國華裔小姐競選， 是
對自己的挑戰，也是一次學習提升自己的機會。



# 2
李詩宇
See Zee Lee 
來自: 中國 海口 

年齡︰22  

職業︰學生Student

學歷︰Hunter College 



Hello everyone, I am contestant #2, See Zee Lee. A lot of people mistaken me as 
Korean because of my name, but I am actually a native from Hainan, China. I’m 
22 years old and just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Human Biology with 
a minor of Psychology from Hunter College. One thing I enjoy doing during my 
leisure time is traveling. I love going to places so I can see difference aspects of life, 
experience local cultures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ry various types of food. It 
is exciting for me to be one of the contestant this year because I have seen some 
brave and beautiful contestants in the past achieve their dreams starting from the 
stage of Miss Chinese Beauty Pageant. This is a totally new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hope I can gain lots of friends and fun moments throughout this journey.



# 3
黃映穎
Angela Wong 
來自: 中國 香港 

年齡︰19

職業︰學生 

學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大家好, 我是3號佳麗, 黃映穎. 我是一位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19歲愛笑女孩. 也是一位在紐約大學即將提早
畢業的三年級政冶系學生.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位成功
的藝人和慈善家, 通過各種媒體頻道帶給社會更多的
正能量及歡樂. 生活中的我愛旅遊更愛做義工. 在我
看來, 旅遊讓我深入了解更多的文化和事, 但因為“
施比受更有福, 所以做義工則讓我更快樂. 有人說 “
愛笑的女孩運氣都不會太差”. 來到美國華裔小姐的
決賽, 我希望能挑戰自己及從其他參賽者身上學到更
多, 並且以我發自內心的笑容將我的熱情傳遞給身邊
的每一位朋友.



# 4
伍曉彤
Courtney Eng 
來自: 美國紐約 

年齡︰22 

職業︰研究生和教師 

學歷︰Graduate Student at Hunter Colleg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ourtney Eng and I am contestant number four. I am a first year graduate 
student at Hunter College studying to become an ESL teacher. My hobbies include baking, doing research, 
teaching and dancing. I am the author of my own children’s book entitled “Agnes and the Discovery of 
Happiness” which chronicles the journey of a young girl who is discovering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enjoy working with children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ves academically and socially. The daughter of 
Chinese American Immigrants, my parents have instilled in me the values of family, perseverance, and find-
ing joy in each day. Inspired by my mother’s advice, my motto is to “look forward - never look back.”  
My mom has taught me to view each new challenge a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 the future. I entered this 
pageant to broaden my horizons, develop self-confidence and build lasting friendships that will help me 
grow as a person. I hope to become the next Miss Chinese because I want to be a role model for young 
Chinese American girls and show that beauty pageants are about more than just looks, but intelligence and 
character as well. Thank you. 



# 5
方羅羅
Lu Lu Fang 
來自: 浙江寧波

年齡: 24 

職業: 學生

學歷: BA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Master in Biomedical Science 

at Rutgers University 

 



大家好！我是五號佳麗，方羅羅。我今年24 歲。
我出生在浙江寧波，九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我
大學畢業於中西曆史文化本科。今年五月也畢業
於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大學的四年課讓我意識到
中西文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從小來到美國的
我也親身體驗了兩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我想參
選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成長和實現夢想的
好機會。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努力去讓更多人體會
到中西文化的發展和影響力。與此同時，我想通
過這一次的選美去更近一步地了解自己，拓展知
識，提升自我。謝謝！



# 6
蔡美琦
Maggie Choy 
來自: 加州聖地亞哥

年齡︰17 

職業︰學生 

學歷︰Torrey Pines High School

 



大家好！我是6號蔡美琦， 今年17歲，出生於加州， 聖地牙
哥， 現就讀於聖地牙哥的Torrey Pines High School高中12年
級. 我非常熱愛藝術體操， 在過去十年來，我參加過很多美國國
內外的比賽. 我是一個開朗和很細心的人，我在聖地牙哥的一家
本地醫院做義工去吸收經驗，職責是幫助護士，幫忙移動和開解
病人， 我很喜歡這工作， 它给我學到很關於醫療的學問。 由於
我性格比較開朗又熱情所以得到很多病人的認同。
雖然我的目標不是成為一個世界級醫生，但我長大後想當一個世
界級的記者和新聞主播。透過這次參加----選美的經驗， 希望能
加強我與人溝通、交流和演講的技巧，同時增加對自己的自信又
能擴闊我的視野。 謝謝大家！



# 7
江珊
Tina Jiang 
來自: 福建長樂 

年龄：19

職業：學生

學歷：Hunter College 亨特大學

 



大家好! 我是7号佳麗江珊。今年19岁，來自長樂福
建。正读于亨特大学 主修人体生物学， 是一名大三的
学生。从高中开始接触舞蹈的我曾参加过各种大大小小
的演出与比赛。
参加华裔小姐比赛是我从初中开始的梦希望能在其中挑
战自己和学到更多。不管最后会不会成功我都不会后
悔。相信参加这个比赛能让我自己知道我真正想要的到
底是什么。也相信站在这个舞台上 普普通通的我 也能
发光发亮。谢谢大家的支持！



# 8
石维雯
Vivian Shi 
來自:美國俄亥俄州 

年齡︰20

職業︰學生

學歷︰Studying at Baruch College, 

Junior year starting September

 



我是8號石維雯，英文名字叫VIVIAN，今年20歲，我現在在
BARUCH大學讀金融專業，我是一個性格開朗的女孩，很喜歡
幫助人更喜歡交朋友。我的興趣愛好非常廣泛，比如說打排球
可以讓我懂得團隊精神的重要。我也喜歡跳舞，我從小就學過
芭蕾，拉丁，現在學民族舞。我覺得不同的舞蹈可以展示不同
的自己，我曾經在紐約青藝節才藝大賽得 過特別大獎。我也非
常喜歡旅遊，旅遊讓我知道不同國家的文化，認識更多的人。
今年讓我倍感榮幸的是能夠參加2018美國華裔小姐競選，因為
我想成為一位出色的美國華裔小姐，用愛心和美麗去傳遞中國
文化。我也想通過這次比賽挑戰自己，讓自己的人生也有一個
新的起點，希望大家記得我是8號石維雯謝謝大家支持我。



# 9
吴雅珠

Gina Wu 
來自︰廣東汕頭

年齡︰23
職業︰學生 

學歷︰Undergraduate at University of Houston

 



Hi,  my name is Gina Wu. I’m 23 years old, a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Guangdong China. I love to explore new things in life and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at’s the reason I ca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a new major. My major in China 
was education, but now I’m currently studying dentistry in the U.S.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challenge for me, but wa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It gives m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learn how to work hard for what I want. I’m very excit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pageant family and to spend 3 
months with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I believe this will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my life.



# 10
高安逸
Anyi Gao 
來自: 廣東深圳

年齡︰23 

職業︰學生

學歷︰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nyi, I just turned 23 years old. I was brought up in Shenzhen, China. I am cur-
rently a student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I love dancing, singing, painting, doing photography, 
and acting. I also love doing sports and going to the gym. My goal in life is to become a dance teacher, but 
my biggest dream in life has always been to play a role of 女侠 in a Chinese traditional movie. I am already 
half way to my goal for sure, but I believe joining this Miss Chinese Beauty Pageant could greatly help me 
achieve my dream. My loving mother is a very talented teacher and she’s a role model in my heart. I have 
always been being told by her, that it is nothing embarrassing to fall, and what’s important is you should 
always know how to get up and keep working hard for your dream no matter what. 
So I am here. I really hope you all could enjoy my performance of this pageantry. And I’ll be so much ap-
preciated if you could support your dearest, smiley contestant number 10, Anyi. 
Thank you!



# 11
彭穎仙

Cindy Peng
來自: 中國江門

年齡︰25
職業︰學生 

學歷: 佩珀代因大學會計碩士學位
Master in Accounting at Pepperdine University 

 



大家好！我是11號佳麗，彭穎仙，今年25歲，出生在廣東美麗五邑僑鄉
江門。我在廣州開始前兩年的本科學習，然後來到美國南部完成後兩年的
學習。我在洛杉磯佩珀代因大學獲得會計碩士學位。現在在紐約巴魯克學
院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金融風險管理。我通過了註冊會計師考試，是註冊
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實習生。我曾住在美國的南部，西部和東部海岸，了
解到更多當地的文化和人文。我喜歡去不同的地方探索更多新事物，並與
當地人交流。我在3歲時開始彈鋼琴，通過彈琴來放鬆。我喜歡時尚，去
年9月作為模特參與紐約時裝週的走秀。而且喜歡幫助別人，享受志願者
活動。我決定參加這次華裔小姐競選來提升自己和結識更多的人。對我來
說，這是挑戰自己，並向其他參賽者學習的機會。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通
過自己的努力和堅持來改變自己，我希望通過不斷學習來完善自己。



# 12
葉婧婷
Rubyanne Ye 
來自: 中國佛山  
年齡︰23 
職業︰學生 
學歷︰Bachelor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major

Bachelor degree in Asian Studies major 



大家好！我是12號來自廣東佛山的Rubyanne葉婧婷。我在加州
聖地亞哥生活了5年時間。期間，我在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獲得了國
際安全與衝突解決專業學士學位以及亞洲研究專業學士學位。目
前我正在申請反恐專業碩士項目以及法學博士項目。我希望未來
可以將我的學識用於參與解決世界衝突問題，同時也希望能以法
制教育工作者的身份通過主持法制節目等形式為更多的青少年和
兒童提供更全面實用的法律道德知識。通過這次的美國華裔小姐
選美比賽，我希望可以提高自身的形象氣質，以及訓練自己面對
媒體、公眾的能力，為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法制節目主持人作好
準備。謝謝大家的關注和支持！



# 13
張博怡
Bree Zhang 
來自︰新澤西州皮斯卡塔韋

年齡︰17  

職業︰學生 

學歷︰High School Graduate, 

will be attending Brown University 



Hi everyone! I am Bree Zhang, contestant #13, and I am an incoming freshman at Brown University.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the instrument called the guzheng, a 21-stringed Chinese harp which has changed me 
from a shy 8-year-old girl reluctant to stand on the smallest stage to a confident young woman passionately 
performing at Carnegie Hall an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our years ago, I co-founded a guzheng 
class at Huaxia Bridgewater Chinese School to extend my culture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I con-
tinue to spread Chinese music, not just through performance but music composition. I have composed two 
songs for my orchestra, Music From China Youth Orchestra, both of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and 
Eastern components—and I am currently rearranging American songs into guzheng music to further con-
nect the west and the east. I am also deeply invested in art, from oil painting to watercolor to scratchboard 
to digital art. Although I’ve received awards in competitions like the Congressional Ar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Awareness Art competition, I moreso value the impact of bringing art to 
a wider audience. Thus, I am active in the art community by working as a teacher assistant for Hunterdon 
Art Museum and becoming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Art Honor Society in my high school. Although art 
and guzheng may be seemingly different, I apply the same core values through my investment in them. I 
believe in taking my passions and unearthing their beauty to the wider community, perpetuating a love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various form of arts, one that will connect people of all origins through a common 
thread that will last fo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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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2018年第17屆美國華裔小姐競選演出成功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美國紐約華人總商會
112-15 Northern Blvd., Corona, NY 11368
Tel :  718-779-8868    Fax : 718-779-8838

Cindy Mak
Designer Workshop (NY) Inc.

213 W35th St., Stc 605, New York, NY 10001  Tel: 212-563-3331    Fax: 212-563-6885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2018 Miss Chinese Beauty Page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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