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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敬愛的台灣會館永久會員及台美鄉親朋友們！
九月是我們慶祝中秋佳節的月份，首先我要祝福鄉親
們中秋愉快、平安幸福、花好月圓人團圓。
感謝我們會員們 20 多年來長期支持大洛杉磯台灣會
館的多元活動，讓我們董事會深深感受到一股愛台灣的向
心力量。會館有幸得到鄉親踴躍樂捐來發動會館重建計
劃，目前已經通過市政府進行建蓋的批准，如果藍圖設計
順利完成，我們可望一年後開始動工，把一棟嶄新的大型
及多元的服務中心蓋成提供給我們台美人長輩和新生代
繼續用來傳承台灣人的歷史、美德和精神。這一項計劃需
要朋友們繼續支持及捐款，期能更有效地提供未來新會館
的營運資金，使下一代的台美人永續經營及提供新生代需
要的服務，把向心力繼續凝聚，一代一代的傳承台灣人的
愛心和精神。
今年十一月六日會館將在 San Gabriel Hilton Hotel 舉
行我們的年會和募款餐會。我在此邀請鄉親們能參與和樂
捐，把我們建館基金加大，您們的支持將會讓大洛杉磯台
灣會館更有力的傳承發展接下來的數十年。
會館今年的一系列網上生活座談，有很多鄉親參與。
我要感謝我們的權益委員們的精心策劃及鄉親們提供的
建議，希望您們能繼續給我們指導和支持，謝謝各位。
敬祝大家

節

健康 美滿 平安

˙陳 柏 宇˙

童振源委員長訪會館 會員齊聚互相交流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 8 月 30 日來到會館與會
館董事以及台僑社團共進午餐便當，並與大家互相
交流。會中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
境、國策顧問田詒鴻、楊信，行政院政務顧問林榮
松分別致詞歡迎童委員長。
陳柏宇董事長表示，台灣會館已經營 23 年，
有圖書館、大禮堂、教室等供台美人使用，並舉辦
各種活動。兩年前開始籌備擴建計劃，期盼傳承年
輕一代，有資金來做活動，讓台美人的精神繼續傳
承、更好的服務僑民。此次童委員長千里而來，會
館董事及團體會員齊聚來歡迎他，並互相交流。

委員長參觀史料展覽館

台美人歷史協會會長楊嘉猷、加州台灣同鄉聯誼會
長謝傳佐、西北台灣同鄉會會長王豐一、南加州台
灣人長輩會會長李美紅、台美律師協會會長陳秋昌、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副會長吳兆峯、南加
州台灣人客家會會長胡永全、台灣人歷史協會會長
楊嘉猷、台灣人聯合基金會潘掬慧理事、聖東台灣
同鄉會理事陳美智、台美攝影協會理事施慶順、南
當天，包括會館副董事長蔡漢成、僑務委員/副
秘書長楊琬柔、僑務委員/董事王梅鳳、董事黃群雁、 加州台南一中/台南女中校友會理事葉忠祐、美洲
高雄中學/高雄女中聯合校友會理事郭惠俐、
丁永樂、周清耀、張欣珠、吳東昇、沈珀佳、葉俊
PPSEAWA 國際副會長張佩鑾、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麟、冉瑞宜、陳鶴騰、陳啟耕、林淑卿；僑務委員
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陳玲華、亞美社會福利基金
林國彥、溫玉玲、何巧玲、NATMA 基金會董事長
會副董事長盧順興以及蔡芬芬女士等代表列席參
邱俊杰、台美商會會長劉雅薇、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南加分會長林麥玲、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會長謝秀緞、 加。

童振源委員長表示，台僑對台灣貢獻良多，僑
委會感同身受，也希望台僑能多回台灣走走，投資、
經商、在當地工作等等，台灣目前有“新東向聯盟
計劃”到美國來投資，如此，海外僑團商和僑委會
互相合作、力量結合。

童委員長訪洛杉磯，貴賓合影。

互贈禮物

2021 海外台語研習會 8/28 舉行
洛杉磯台灣會館
台灣學校於 8 月 28 日
舉辦海外台語文教師
研習會，邀請了數位對
台語語言和文化有深
入研究的專家講課，希
望通過多樣課程，讓最
美的文化語言能夠流
傳。

斷層的現象，如
今代代相傳的母
語斷層讓他百感
焦急，他希望藉
由研習會喚起大
家的重視。

參加研習會
的有 20 多位學
員，有學員表示，
駐洛杉磯台北經
上學後在學校說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
華語，致使台語
敏境、洛僑中心主任張
逐漸生疏。由於
皓鈞、會館董事長陳柏 出席貴賓及講師，左起林榮松執行長、鍾智茂老師、何素美講 台語的發音有許
宇 以 及 執 行 長 林 榮 松 師、李佩芬講師、林正賢校長、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余忠村講 多的變化，如文
師、陳柏宇董事長以及僑教中心張皓鈞主任。
言的發音、口語
在開學儀式上致詞。
的發音等等，因
台館台灣學校校
而他想更為精進就來參加講習班，了解正確的發音，
長林正賢表示，研習會是由僑委會贊助，為了使台
進一步認識台語。聽完老師們精闢的課程後，由台
語能在海外永續紮根發芽，
「口說父母話，手寫台灣
灣學校及老師們頒發結業證書給學生們。
文精心為鄉親安排了各種台語文閱讀及書寫所需
的技能，以及能進一步認識和欣賞台灣文化、藝術
的多樣課程，特邀請了南加多位對台語語言及文化
有深入研究的專家講解。其中，講師何素美講解
“台語拼音系統的介紹”和“台語歌謠”、李佩芬
講“台語文的學習資源（實體、電腦、手機等）”；
余忠村講“利用布袋戲做學習台語文的媒介”、鐘
茂智講“認識台語文字的多樣性”和“台語文章
的念讀”等。非常高興有那麼多老師競競業業地學
習，將台語傳承，讓台美人的第二代能夠學習到家
鄉的語言。
執行長林榮松表示，
語言背後意涵的文化，是
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現今
台語的失落是台灣政府需
要努力所在。陳柏宇希望
在座的學員，學後能將台
語發揚光大。未來，台館
新樓建成，計劃規劃正規
的教學方式，教導年輕一
輩。
余忠村講師表示，他
在台灣時從沒有發生台語

頒發結業證書

課程結束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台灣會館生活座談-手機攝影入門講座
大洛杉磯台灣會
館第十次 線上座談會
於 8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二點舉行，當天邀
請到攝影 專家潘建國
老師與大家分享「手機
攝影入門」。
由於時代的進步，
手機已成 了大家生活
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大
家人手一機，隨時隨地
都可以拍 照，走到那
裡，就拍到哪裡。不管
開始講座之前，大家先聆聽會館資訊。
走到任何角落，常常都
可以看到有人拿著手機拍照、攝影，留下美好的記
錄與回憶。
潘建國老師擁有 30 多年的攝影經驗，當天的
座談會老師從他自己的手機中展示了許多攝影作
品，並由其作品深入淺出的解說。從光線、構圖、
拍攝角度、視覺效果以及瞬間捕捉的構思，引領大
家利用手機了解拍攝技巧。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攝影師。對我們來說，
攝影的最大意義是回憶的記錄，擁有一部可以隨時
拍攝的智能手機，就像是擁有了一部儲存回憶的時
光機。潘老師一一的介紹其拍攝手法以及訣竅，讓
在場的觀眾獲得了不少小撇步。
講座結束後，鄉親抓緊時間詢問老師有關攝
影的技巧，老師也非常有耐心的回答大家的問題。

老師詳細解說攝影技巧。

上課情形。

鄉親抓緊最後的時向老師請教。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台美人僑營商家推薦表
敬愛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永久會員：
在大洛杉磯每個人都需要好的服務
業者來協助解決生活起居上的種種問題。
如修理汽車，換輪胎，修理水電， 房屋
改裝，會計師，家庭醫師，專科醫師等等。
現在許多鄉親常常來電會館辦公室詢問
能否介紹僑營業者或專業人士， 因為大
家也比較希望能夠支持自己台灣同胞企
業。台灣會館的永久會員都是熱心公益的
台美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工商服務委員
會保持服務及回饋台美鄉親的心，希望大
家可以幫忙提供自己喜歡的僑營企業及
各界業者的相關資料，請大家提供自己或
自己光顧過的公司，台灣會館將把大家提
供的資料列入名單，來提供給鄕親們參考。
我們期待更多台美人商家的推薦，煩
請會員幫忙推薦填寫 https://t.ly/w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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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探討健康與長壽的秘訣
1. 什麼是秘尿科？
2. 人體結構是複雜的生物機器，動物實驗已
證明可以重整，不久將來人體也可以逆齡
年輕化。
3. 我們居住的時空動態環境，生物科技的進
步日新月異，健康延壽、長生不老，亦將
成事實。
4. 早期健康和長壽秘訣
5. 現今健康和長壽秘訣
6. 珍貴又實用的信息

講員：蔡⻑宗醫師
Dr. Jeffrey Tsai
1965 年 高醫醫科畢業
1967 年 台大泌尿科住院醫師
1969 年 費城女子大學外科住院醫師
1970~1979 年 紐約州水牛城大學泌尿科、住院醫師、
全職副教授到臨床副教授
1979~2014 年 南加州泌尿科懸壺濟世

時間：9 月 26 日 2021 年(星期日)

下午 2 點至 3 點 30 分

或請掃描 QR Code 填寫表格，等資料
收集彙整齊全後，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會提
供給永久會員鄉親參考。
謝謝您的協助！

Webex 線上視訊，歡迎參加！
線上視訊 Webex Meeting
Meeting link: https://t.ly/4OI8
Meeting Number: 2552 164 8984
Password: tctalk

會務活動報告
8 月活動
8/22/2021 (星期日)下午兩點 生活座談會，講
題「手機攝影入門」，潘建國老師主講。
8/28/2021 (星期六)9:30 am 在會館舉辦海外
台語文教師研習會。
8/30/2021 (星期一)12:00 pm 僑委會童振源委
員長蒞臨會館與會館董事以及台僑社團共進
午餐便當，並與大家互相交流。

9 月活動
9/18/2021 (星期六)10am-12pm 台灣學校台
語班開課，歡迎報名參加。

會館重建
親愛的永久會員！
柔似蜜市政府已於日前核准通過大洛杉磯
台灣會館的住商混合建案。會館將於原址重建，
擴大服務鄉親，重建需要大家支持及捐款，捐
款可以下列方式：

: paypal@taiwancenter
或

支票
Title 請寫 : Taiwan Center
Mail to : 3001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9/18-19/2021 (星期六、日)9am-3pm 柔似蜜商
會舉辦電器回收，地點在台灣會館的停車場。
9/26/2021 (星期日)下午兩點 會館生活座談會，
由泌尿科蔡長宗醫師主講「探討健康與長壽的
秘訣」。

10 月活動
10/24/2021(星期日)下午兩點 會館生活座談
會，將由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暉
程副處長主講「疫情期間申辦各項領務服務
釋疑解惑」，歡迎預留時間參加視訊座談。

租借會館場地及登電子海報廣告
會館大禮堂及小會議室很適合舉辦中、小型活
動，如需要租用場地或是刊登電子海報廣告，請與
會館辦公室聯絡，電話：626-307-4881 或 E-mail:
tcgla@taiwancenterla.org 索取場地租借申請表。
您也可以直接上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網站
www.taiwancenter.org，於首頁左邊點選「表單下
載」
，再下載「活動場地租借申請表」
，填好後 Fax
到會館 626-3074-4388 即可。
電子海報廣告部分，會員$5，非會員$10，電
子海報廣告可以在 1 個月前即開始宣傳。

626-307-4881 or taiwancenter.org
快樂排舞班(週二) ...................... 10:00~12:00
電腦網路手機基礎班(週三) (2022) 12:30~14:30
電腦網路手機進階班(週三) (2022) 10:00~12:00
台語班(成人班)9/18(週六)開課 ... 10:00~12:00
(招生中)

縫紉班(週四)............................... 10:00~14:00
日文基礎、進階班 (週四) (Pending)
日文基礎、進階班 (週日) (Pending)
英文班(週五) (招生中)................... 13:00~15:00
插花課(第 1,3 週六) (招生中) ........ 10:30~13:00
太極拳班 (週日) (招生中) ............. 10:00~12:00

會館社團活動時間表
台灣會館合唱團(1,2,3 週日) ....... 15:00~18:00
Lily 排舞班(週五) ........................ 10:00~12:00
會館乒乓球俱樂部(週二、四)...... 16:00~21:00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永久會員
Line 官方帳號

鄉親卡拉ＯＫ(週三、五)............. 12:30~14:30
攝影講座 (1,3 週六) ................... 14: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