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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董事長

王梅鳳

大洛杉磯台灣會館自一九九八年創會以來， 已經成立 14 年了，這十多年來，歷經多位董
事長的努力耕耘， 無私的奉獻和策劃， 出錢又出力， 到目前為止，可以說是最具規模的社團
組織， 也可以說是社團的龍頭；我實在沒有勇氣接下這麼重擔的職位， 也不在我的人生規劃
中擔任這個董事長的角色； 2012 年的第一次董事會中， 選不出有意願的董事長， 讓我覺得很
難過，本著疼惜台灣的心，有一股使命感催促我接下這個任務， 讓南加州台灣人的家能夠繼續
發揚光大，所以吃下「好膽的藥」，接下了台灣會館董事長這個重任，為了不負大眾所望，希
望歷任董事長及各位董事牽著我的手來完成這兩年的任務及使命。
台灣會館的軟、硬體都逐漸上軌道，硬體方面：如會館停車位、招牌、圖書館、展覽室（民
俗文物）、會議室、辦公室、閱讀室、烹飪室等都整理得煥然一新；軟體方面：多項活動如台
美人傳統週、台美小姐選拔、電腦班、乒乓球班、台灣會館籃球隊、合唱團、台灣學校、銀髮
族的卡拉ＯＫ、舞蹈班等等，現在漸漸形成台灣人喜歡聚集的場所，這像是台灣人的家，令台
灣人有尊嚴，能以團體打入主流社會，期望第二代，第三代的台灣人可以多參與，跟主流溝通，
為台灣做出亮麗的國民外交。
感謝王桂榮夫婦的建築物捐獻，吳澧培前資政帶領第一任董事長聚集人脈，李木通博士的
紮實規劃，林榮松醫師的熱心帶領，陳文石董事長的擴館策劃，賴英慧董事長的耐心經營，徐
新宏博士辛苦整修會館及推動會務，這十多年來一步一腳印才有今天的規模， …<續下頁>

台 灣 會 館 服 務 鄉 親 的 時 間 是 拜 二
~ 1至
~ 拜 日 ， 早 時 十 點 到 下 晡 五 時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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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董事長的話>
同時也要感謝多位榮譽顧問長期慷慨解囊，各位董事、義工們的支持，我們的目標才可以逐
項完成。台灣會館每年所需的經費大約是 15 萬元左右，希望大家同心協力來募款，讓台灣
會館發揮出最大的功能，為台灣人立足美國的踏腳石，讓主流社會看見台灣，讓台灣走出去。
很榮幸有機會擔任這兩年的董事長，我會全力以赴，盡心盡力去做，本著台灣會館的宗旨「服
務、和諧、懷鄉」來經營，希望大家給我鼓勵和支持。

王梅鳳接任第八屆大洛杉磯台灣會館董事長
台灣會館於七月十日舉行董事會，選出王梅鳳為新任董事長，任期二
年。
現任董事長徐新宏功成身退卸下董事長重任，徐新宏任內整修會館硬
體、停車場、建立王桂榮圖書館、台美人史料室、展覽館、推動台灣文
化不遺餘力，重新啟動台灣學校，強化課程，讓台灣會館氣象一新。
新任董事長王梅鳳，長期來擔任台灣人社團多項重任，包括北美洲台灣
婦女會南加分會會長、洛杉磯西北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台美人傳統週委
員會召集人、台美小姐選拔委員會召集人、洛杉磯台美商會財務長、美
國台灣人獅子會財務長。王梅鳳熱心公共事務，人脈充沛，她將全力以赴為鄉親服務。

會員大會圓滿成功
6 月 23 日台灣會館舉行一年一度會員大會，
今年是兩年一度的
董事改選年，會館總共收到一百五十多封選票，所有會員們皆
圈選出自己心目中最理想的董事人選。
大會首先由董事長徐新宏報告會務，接著由會館辦公室報告財
務，今年適逢董事改選，本屆卸任董事一一上台暢談感言， 並
領取由會館所頒發的紀念獎座； 會員建言之後，精彩的表演
節目陸續進行，並開始計算選票，選出本屆的團隊名單為：
個人董事：王梅鳳、田詒鴻、何壽美、吳大衿、余崇孝、李木通、周清耀、林榮松、徐新宏、張
菊惠、陳文石、陳芃佑、陳鶴騰、陳方馨、黃文谷、賴英慧、賴淑遠、賴慧娜
團體董事：王政中代表台美基金會；洪珠美代表西北區同鄉會；林尚甫代表台美攝影學會；沈
珀佳代表台灣人獅子會；陳柏宇代表台美商會；蔡漢成代表台灣人長輩會；黃美琇代表台灣婦
女會南加州分會。
此外，卸任董事為：王榮義、方仁楠、李淑櫻、洪清順、陳漢民、陳麗華、楊右民、楊豊明、溫
玉玲。

會員大會後緊接著是台美人傳統週慶功宴，總召黃文谷向大家報告所有活動成果並表揚所有
贊助廠商以及協辦社團，大會在會館準備的精緻晚餐，以及餘興節目下完美畫下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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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榮紀念圖書館暨史料展覽館揭幕
6 月 7 日上午 11 時在台灣會館舉行「王桂
榮紀念圖書館暨台灣會館史料展覽館揭牌儀
式」。台灣會館董事長、王家家屬以及多位貴
賓均到場觀禮。
首先由徐新宏董事長致詞，他提到王桂榮
先生對會館卓越的貢獻已經深植於台美人的
心中，他的精神將化作一股力量，繼續把台灣
會館推向嶄新的未來，因此台灣會館所有董事
均贊成將圖書館更名為「王桂榮紀念圖書館」
來紀念王桂榮先生偉大的情操。
王桂榮先生的媳婦施怡青女士也代表王
家致詞，她提到王桂榮先生是她的英雄，在家
不僅是個好爸爸，在公司是位好上司，更感佩
他為台美人無私的付出。
另外，會館成立至今已有十四個年頭，但
會館對於本身的歷史，並未有一個完整的整理
以及陳列；因此，在前董事長陳文石的號召
下，館史展覽館也在同一天共同揭幕，未來鄉親可以透過實際的說明以及接觸，更能了解「台
灣會館」在台美人社區的重要性。
未來館史展覽館將展出三個主題：一、歷年館史重要事件以及珍貴資料。二、傑出台
灣人移民美國奮鬥史料以及台灣人對民主自由的貢獻史蹟。三、將不定期展出台灣鄉土藝
術與文化展品。

第八屆會館董事工作團隊
董事長：王梅鳳
副董事長：田詒鴻、賴淑遠、黃文谷、周清耀
監事長：張菊惠

副監事長：吳大衿

秘書長：賴慧娜

副秘書長：陳芃佑

財務長：陳柏宇
董

事：何壽美、余崇孝、張簡昭智、徐新宏、李
木通、林榮松、洪珠美、沈珀佳、蔡漢成、
賴英慧、陳文石、陳方馨、陳鶴騰、黃美
琇、王政中

辦公室人員: 陳建銘、蔡美英、林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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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副處長調職餐會

從事繪畫創作，彩繪生涯 40 餘年的李淑

洛杉磯經文處劉克裕副處長任期屆滿榮

櫻為會館前任董事，6 幅畫作本次入選為惠

調，台灣會館董事長暨全體董事於 7 月 5 日

提爾市傑出藝術家殊榮，惠堤爾市府公開

於 888 海鮮餐廳設宴歡送副處長。副處長深

表揚並展出這位充滿生命熱誠的臺灣藝術

感會館長年在洛杉磯地區深耕多年以及感謝

家多幅畫作。

對他的幫助及支持，表示此次調職心中十分
不捨，並希望「有機會到臺北時別忘來看
我」。

賀!

單車環球俠侶「路過」台灣會館

台灣龍舟隊勇奪冠軍

台灣單車環球騎士林孝鍇、顏怡慧，8 月 14

在加州長堤市舉辦的「世界龍舟錦標

日來到台灣會館，這對年輕情侶不但完成橫

賽」於 7 月 29 日落幕，來自世界各地的 160

貫美國(轉折加拿大多倫多)3000 多英哩的路

支龍舟隊伍同場競技，氣氛熱鬧和諧。「台

程，也是自 2010 年 4 月由台灣出發，經過泰

灣龍舟隊」由台灣會館贊助，以台灣移民、

國、新加坡、紐澳、中國、俄國、北歐、

本地第二代為主的台灣龍舟隊，從 4 月就開
始訓練，果然這次拿下 CC 組的冠軍，大家都
很開心。(台灣會館贊助此活動)

英、法、美等 20
多國，最後將前往
最後一站－日本。
他們兩位同時也是
林懷民「雲門舞
集」的同事，林懷
民說他們是「貧窮
壯遊，挑戰自我，
勇敢逐夢」的典
範。圖文/太平洋

~4~

會

務

報

告

台美小姐參與 Rosemead 國慶遊行

台灣國會立委多人拜訪台灣會館

即將卸任的 2011 台美小姐再度美麗出

8 月 27、28 日，民進黨籍立法委員黃文玲、
陳節如、尤美女和林佳龍四人；立法院長

擊，
參加由 Rosemead City 舉辦的國慶遊行。

王金平及國民黨籍立委李鴻鈞、王廷生、邱

六位美麗的台美小姐分坐兩部敞篷車，在遊

文彥及外交部大使蔡孟宏，先後由經文處

行隊伍中顯得十分耀眼，佳麗們手中揮舞著

龔中誠處長陪同下，訪問台灣會館，並與鄉

國旗.慶祝國慶，遊行隊伍由 Rosemead City

親舉辦座談。會館董事長王梅鳳和五、六十

Hall 出發至 Rosemead Park，沿路民眾熱烈

位會館董事及社團負責人出席，來關心台

歡呼，爭相拍照。

灣議題。
林佳龍指出，民進黨過去一直以理念吸引
支持者，雖然目前面臨很大困難，但要以超
越的心情來帶領台灣，理想性不可背離社
會的期待。立法院院長王金平第一次訪問
台灣會館。他特別向鄉親表示，身為立法院

2012 台美小姐決選晚會結果出爐

長，他以「尊重」、「包容」、「接納」，

李大妮奪得后冠

秉持公正立場來主持議事。他一再向鄉親
表示，台灣正常和平發展及主權是他所念
茲，他不主張「喊爽」的方法解決問題。

2012 年台美小姐，8 月 4 日在聖蓋博希
爾頓酒店的決選晚會中順利產生，畢業於西
北大學的麻醉科醫師李大妮獲得皇后，她同
時獲得「最佳才藝」獎和「最佳人氣」獎，
彭俊淳獲得「最佳人緣」獎、卓棠棠獲得「最
佳上鏡」獎，呂玓、鄭聿廷、蔡茜如、卓棠
棠、李洺瑞、張益慈分別獲得第一至第六公
主。
在往後的一年，台美皇后及六位公主必須履
行台灣會館所規劃的公益活動，做為台美人
社區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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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台美小姐活動剪影
開訓典禮

CEO 與佳麗討論晚會內容

晚會主持人絕妙搭檔

現場貴賓雲集

原住民舞蹈開場帶來輕鬆氣氛

李大妮艷冠群芳奪得后冠

台美小姐頒獎典禮

丰姿卓越 美不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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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洛杉磯台美人傳統週

台美攝影學會藝術聯展

北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義診

台美攝影學會於 6 月 9-16 日，舉辦攝影展，
今年主題是「美，紀錄人生追求的回憶」，
會長林尚甫表示，此次展出的會員，皆是來
自南加各地的業餘攝影愛好者，攝影年資有
多位高達 30 多年，當然也有新秀同場競
技；該會在各屆會長努力經營下，目前已有
固定規模，除了每個月第一週、第三週週六
下午 2 點，開放各界上課，邀請多位資深專
業攝影指導訣竅，分享絕技。

為響應台美人傳統週，北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南加分會於五月六日在台灣會館舉辦牙
科義診與醫學講座，並有心肺復甦急救課
程。

攝影學會並與台灣學校合作在每月第一、三
週週六中午 12 點開設攝影入門班；第二
週、第四週週六下午一至四點開設電腦影像
處理班，歡迎參加。

當天接受牙科義診的鄉親不但獲得免費洗
牙服務還獲贈牙刷等護牙用品，真是有吃又
有掠皆大歡喜。
心肺復甦急救課程由張恭逢醫師主持，他向
大家提醒急救要領，並實際操作。林榮松醫
師講吃藥的藝術，陳建南醫師與廖大修教授
談瘦肉精，這些都是鄉親關心的議題。
另外，台灣人醫師協會將成立義診醫療團前
往巴拿馬，全部成員包括二十名醫師、七名
牙醫、兩名藥劑師以及護理人員十四人，他
們預定利用八天的時間為三千至四千名當
地貧困人士看診。

台美人筆會首屆創作展
台美人筆會今年響應台美人傳統週而
舉辦會員著作展。五月十九日在大洛杉磯台
灣會館會議室，在會長林文政的潛心收集
下，展出數十本會員的出版品。
第一代移民來美的台灣人已步入退休
年齡，寫作替他們開闢人生的另一境界，台
美人筆會每兩年出版的台美文藝，收集會員
的作品，以短篇小說、散文為主，風格各異，
自行集結出書的也限短篇的創作，論文或報
導文學為主要。時事評論性的文集是台美人
較多出版的，趣味生活小品是讀者最愛。展
出內容包羅萬象，這些作品串聯起來就是一
部台美社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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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洛杉磯台美人傳統週

大洛杉磯台美人傳統週系列活動剪影

台灣杯卡拉 OK 大賽

龍兄龍女日本卡拉 OK 大賽

牽阮的手

電影欣賞會

乒乓球比賽

布袋戲偶展

多位貴賓蒞臨指教

洛杉磯清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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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區同鄉會贈與花轎給會館

團體會員活動摘要

西北區同鄉會肉粽節熱鬧滾滾

太平洋時報二十五週年社慶

洛杉磯西北區台灣同鄉會的「肉粽節」

太平洋時報於六月十六日慶祝二十五週年社

吸引超過 250 位鄉親前往參加，台灣會館董

慶。當天的音樂會特別邀請以演唱台灣歌謠

事楊右民代表會館，也頒發獎狀，感謝楊文

為使命的大洛杉磯台灣會館合唱團演唱，並

顯同鄉將 2008 年年會話劇所製的新娘花轎送

有賴和基金會「鬥鬧熱走唱隊」專程由台灣

給會館。會長陳碧錦感謝理事會團隊們的同

前來。音樂會由林榮松醫師主持，女高音林

心協力，將三大節之一的肉粽節辦得圓滿。

若旋帶領大家唱王明哲的「台灣」開始，會
場馬上充滿熱烈的氣氛。
台灣會館合唱團在陳慧如博士指揮和黃令先
小姐伴奏下演唱了「返璞歸真」、「丟丟銅
仔」、「天頂的星」與「母親的名叫台灣」
四首曲子。音樂會在大家合唱「海洋 e 國
家」聲中結束。

台灣人獅子會年會新舊會長交接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於 6 月 9 日舉行餐會，慶
祝該會創辦 20 週年。當天該會的姊妹會東豐
獅子會也派代表團，由會長徐樹貴領隊由台
灣前來參加。東豐獅子會會長徐樹貴在會中
頒贈社會服務基金及台灣 300 C2 區楊錫欣總

大洛杉磯台灣會館合唱團公演

裁所贈的總裁章及總裁旗，由陳正宗會長代
表接受。當天晚上該會也舉行新幹部就職典

大洛杉磯台灣會館合唱團於 5 月 19

禮。陳正宗會長交棒給洪清順。就任典禮由
國際獅子會區總監 Dr. Dennis Drag 主禮。
表演節目有獅子會童謠比賽的小朋友郭泓偉
及年輕第二代 Victoria Huang 所率領的樂隊
表演輕快的爵士樂，當晚節目相當精彩。

日 ，在洛僑中心進行第五次大型公演，演唱
曲目以懷鄉思情的民謠歌曲為主，其中許多
是膾炙人口的台語歌謠，搭配詩詞、舞蹈表
演，演出讓人耳目一新，吸引鄉親前往聆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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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活動摘要

美西台灣人夏令會圓滿完成

「國際童玩節」三太子吸睛

2012 年美國西岸台灣人夏令會於七月六日到
八日在聖塔巴巴拉舉行。共約兩百人參與盛
會。今年來自台灣的講員有陳唐山立委、蔡丁
貴教授、洪英花法官三位，分別就台灣的未來、
司法現況以及社會運動與鄉親分享見解與經
驗。
美西夏令會最後一天是里民大會，讓大家就此
次夏令會所聽到的做總結，問答。並有一場台
美人社區營造研討會，邀請美洲西海岸四大會
館負責人主講，計為聖地牙哥台灣中心主任歐
春美、大洛杉磯台灣會館董事長徐新宏、北加
州台灣會館理事長陳德輝、台加文化協會執行
長陳慧中等。
主講人分享各台灣會館(中心、協會)的經營活
動與願景，做為台美社區永續經營的藍圖。
美西夏令會終於在大家依依不捨中落幕，大家
期待明年再見。(台灣會館贊助此活動)

第二屆「國際童玩節」7 月 28 日在北加庫比蒂
諾市舉行，台灣會館電音三太子將現場氣氛炒
得火熱，主持人表示，「迪士尼米老鼠代表美
國文化，希望電音三太子也可象徵台灣，以後
大家看到三太子就想到台灣。」
眾多灣區政要都到場致意，包括庫比蒂諾市長
黃少雄、市議員胡宜蘭、密爾比達市長艾和諧、
聖荷西市議員朱感生夫婦、加州眾議員潘君
達、舊金山經文處長江國強、僑教中心主任呂
元榮、僑教中心副主任高家富等人。
經文處處長江國強稱讚童玩節參加人數眾多，
不但提供第一代移民懷念兒時趣味，也讓移民
的小孩有機會接觸父母過去長大的文化。
童玩節在台灣的宜蘭縣已舉辦十多年，陪伴小
朋友度過愉快的夏日時光，並有機會學習不同
的文化，發展國際觀。今年志工社將童玩節帶
到灣區，今年更特別邀請印度、墨西哥族裔的
團體到場表演，希望讓灣區小朋友不分族裔都
能享受童玩節的歡樂。

公民協會青少年夏令營在聖塔巴巴拉舉行
已經有將近 20 年歷史的台美公民協會青年夏
令營，是以啟發領袖特質，追求認同
(Identity)和個人發展為宗旨。今年在 8 月
8 日到 12 日在 Santa Barbara 舉行，主辦單
位表示，今年的活動有五大項：台灣的語
言、歷史、文化之外，還有個人發展和台灣
菜的介紹。(台美人傳統週贊助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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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校慶祝母親節暨成果展
5 月 12 日台灣學校配合傳統週推出台灣學校春季班成
果展，因適逢母親節前夕，學員以慈母感恩心為主
題，使出渾身解數，說學逗唱熱鬧歡慶。
副校長賴慧娜說，台灣學校在今年會推出更多元化的
課程，像是手工毛線班，以及未來即將開辦的媽媽烹
飪教室，將教導學員製作台灣口味的餐點，學員可在學成後可與家人分享。

Terrance 小學師生參觀會館布袋戲偶展
戲偶收藏家余忠村先生將其珍藏多年逾 120 尊的台
灣布袋戲偶，於台灣會館展覽。 5 月 23 日來自
Terrance 小學上百位小朋友搭乘校車前來參訪台灣
會館的布袋戲偶展，余忠村先生首先在大禮堂播放
布袋戲影片讓小朋友了解布袋戲偶的操作過程，接著帶領小朋友分批前往展覽室參觀，小朋友
對各式各樣的布袋戲偶都看的眼花撩亂，尤其是史艷文居然還可以眨眼，小朋友們都嘖嘖稱
奇。

台語教師研習會順利圓滿
為在海外傳承台語文化， 提升台語教師的教學水
準，僑委會特別贊助舉辦「海外台語教師研習
會」，由大洛杉磯台灣會館主辦， 於 7 月 21、22
日展開為期兩天的課程。 盧廣誠教授深入研究台
語，發現台語非常具有歷史、文化背景和意義，還以台語為主題發表研究，獲得學界回響。
這次研習會的課程內容相當豐富，盧廣誠教的是台羅拼音系統，除了教授台語歷史淵源，台
羅拼音法外，盧君毅教台灣歌謠，王一帆講台語文網站，使得台文的學習更趣味化且簡易。
盧廣誠教授介紹台灣文學，俗諺語、謎語，以實例講解，讓全體學生興趣盎然。 台灣學校的
語文班老師都報名參加，並且擔任助教，有戴洸洋老師，以及曾回台灣接受台文教師訓練的
盧君毅、王一帆，四位老師在兩天之內傾囊相授，讓學員獲益良多。
●

社區關懷

會館關懷組何壽美日前與陳薰洋夫人前往

探訪前駐比利時大使劉寬平先生。 劉先生為
會館永久會員王敏昌博士是 PSA 早期測試 會館永久會員，何壽美說劉先生氣色紅潤，十
發明人，對所有男性健康有重大貢獻，不幸
分客氣迎接來訪客人，唯獨行動略為不便，須
●

於 8 月 4 日辭世。 台美人社區痛失一位長期

旁人協助。

熱愛關懷故鄉-台灣的傑出科學家， 追思會當
天鄉親坐滿牧谷教會，追思禮拜備極哀榮，為 何董事希望社區有需要關懷或探訪的鄉親與
王敏昌博士美滿人生劃下句點。
台灣會館聯絡 626-307-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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