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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美人社團於
南加州台美人社團於 3 月 21 日在會館舉行記者會
日在會館舉行記者會，
會館舉行記者會，聲援台灣學生「
聲援台灣學生「反黑箱服貿行動」。
反黑箱服貿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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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接任董事長之職位已快二年了，今年的六月任期
即到，在此感謝所有鄉親的支持及鼓勵，完成了很多活動
及任務，而且認識更多的鄉親，雖然稍為辛苦，但學習到
很多經驗。

會館的門面經過一番整修後，煥然一新，感謝楊信榮
譽顧問的慷慨贊助，會館的經營都是承蒙鄉親的愛護與奉獻，集腋成裘，才有今
天的局面，接下來我們已得到林榮松前董事長及余崇孝董事認養會議室與大禮堂
的整修，在此先致謝忱。
這幾個月來，台灣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台灣會館義不容辭的召集台籍各社團
來支援學生反服貿之活動，學生們沒有政治型態，純粹是捍衛台灣之民主及人民
，學生們沒有政治型態，純粹是捍衛台灣之民主及人民
生活前途而勇敢站出來，海外鄉親疼惜這群勇敢的學生向馬政府抗議，這就是我
們會館宗旨之一─『懷鄉』。
接下來五月份我們的傳統週開鑼，還有八月二日的台美小姐選拔，請大家踴
躍參與，給策劃的年輕人加油。台灣向前走，啥咪攏嘸驚！
人加油。台灣向前走，啥咪攏嘸驚！
最後，再感謝大家對台灣人的厝一直關心及支持！

＊台灣會館服務鄉親的時間是拜二到拜日早上十點到下晡六點＊

會務報告

台灣會館會員大會 6 月 14 日召開
台灣會館有逾千名永久會員，一年一度的會
員大會是會員進一步了解會館運作，以及向會館
建言的最好機會。屆時會館董事以及各委員會、
工作小組負責人都會出席。如果會員對會館有任
何的建言，都可以在會員大會中提出。會員大會
時間訂為六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五時召開。請
預先向會館報名以備簡餐，電話 626-307-4881。
今年也將選舉新理事，選票將於四月中旬寄
出給永久會員。懇請大家踴躍投票。若四月底未
收到選票，請告知會館辦公室，以便補寄。

台美小姐選拔 8 月 2 日舉行
2014 年台美小姐選拔日期已確定，將訂於 8
月 2 日(拜六)舉行。今年仍由田詒鴻副董事長擔
任總召集人，余佳霓擔任 CEO，也將會由歷任
台美小姐一起來參與和協助。如需購票者，請與
辦公室聯絡。

2014 年募款會訂於 10 月 18 日舉行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是由鄉親慷慨樂捐集腋成
裘建立起來。一年一度的募款會是募集會館營運
費用最重要的活動。今年已訂於十月十八日在聖
蓋博希爾頓飯店召開，請大家預留時間。

會館與台灣研究院合辦研討會
紀念「台灣關係法三十五週年」
會館於 4 月 5 日與台灣研究院合辦「台灣關
係法 35 週年」研討會。
過去 35 年，台灣關係法案在維持台灣和
平，維護台灣安全，促進台灣民主化以及增進
台、美的經貿、文化交流有很大的貢獻。如今，
台灣馬政府無視絕大多數民意的反對，國共聯手
推動中國以經促統的策略，進行政治談判，在國
際上造成兩岸和解的假象。
研討會邀請到四位講員：王維正教授(政治
學教授)、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yce、
Dr. Dan Blumenthal(美 國企業 研究院資 深研究
員)，以及美國聯邦眾議員 Brad Sherman 前來演
講，並分析台灣關係法在未來的必要性及重要
性。

僑委會捐書予會館

3 月 22 日僑委會陳士魁委員長、經文
處處長、僑教中心主任、王賽美榮譽董事長及王
政中前立委、陳歐珀立委參與捐書儀式，僑委會
所捐贈圖書包羅萬象，希望鄉親多加利用。

卡拉 OK 有部大電視
前台灣學校校長王耀
庭先生，捐獻的一部 60
吋 Sony 彩色電視機，供
給台灣會館使用，安裝
後，因字幕很大，帶給年
長者很大的幫助，卡拉 ok
俱樂部朋友們讚不絕口！

會館第一期整修完成
由於會 館走廊地 毯及 地
磚破損，男女廁所老舊太暗
且經常漏水，經全面改建鋪
上磁磚，整個會館煥然一
新。廚房也重新改建，需等
待市政府批准。非常感謝楊
信榮譽顧問慷慨解囊的支
持。感謝孫霖先生捐贈長 30
呎 x 寬 45 吋高級地毯一條。

請捐贈鋼琴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現
急需要一台舊鋼琴以供合
唱團分部練唱。合唱團公
演訂於五月三十一日，歡
迎光臨指教。

會務報告

聲援學生 重審服貿

3 月 21 日大洛杉磯台灣社團在台灣會館召
開記者會，聲援台灣大學生太陽花學運，反黑箱
服貿協議。王梅鳳董事長表示，台灣大學生攻佔
立法院已經變成一個國際議題，南加社團聲援台
灣學生只是關心台灣，她重申，服貿議題不能黑
箱作業，由於中國的信用讓台灣人民擔心，服貿
對台灣人的生計衝擊很大，台灣會館請大家一起
監督，請馬政府不要出賣台灣。

台灣會館譴責經文處黨國不分

駐洛杉磯經文處在洛僑中心二月舉辦的洛杉
磯全僑各界新春聯歡團拜活動，台灣會館由副董
事長賴淑遠代表出席，在團拜期間已宣佈參選台
北市長的連勝文突然現身，並上台致辭，有媒體
拍攝到連勝文與賴淑遠互動，並以鏡頭角度錯
位，解讀兩人握手互動，造成賴淑遠副董事長和
台灣會館困擾。會館召開記者會說明，並抗議經
文處未保持行政中立。

紀念 228 大屠殺 67 週年晚會

台灣會館籲鄉親聲援台灣學生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對學生攻佔立法院事件
聲明
1.此事件在世界多國的大媒體均有報導，國際
特赦組織亦對學生處境表示關切，台灣政
府應妥善處理，以免損及國家形象。
2.大學生攻佔立法院的起因是：國民黨違反立
法院朝野協商，以粗劣手段將服貿協議強
行過關。因此，學生們不能被汙名為暴
民，亦無證據顯示其背後有人指使，不容
刻意抹黑，轉移焦點。
3.兩岸服貿協議事關台灣人民生計，應讓人民
有充分參與討論，並經國會監督。對於部
份立委罔顧民意，屈服於黨意，日後全民
應以選票將其唾棄。
這次事件有如 1990 年台灣學生野百合運
動，都是學生在政府倒行逆施的關鍵時刻挺
身而出，創造歷史。大家應以嚴肅的心情來
看待，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更加成熟。

3 月 1 日台灣會館協辦 228 紀念晚會，這是
隔了多年之後，再次在會館舉辦 228 紀念會。大
洛杉磯有十五個台美人社團一起舉辦二二八紀念
會，約有一百多位鄉親參與，首先一起享用簡單
的晚餐。再開紀念會，現場佈置著二二八史料
展，晚會由祈禱，燭光祈福開始，何如璋的演
詩:放一枝百合花， 蔡淑理與顧蓓亭在孫偉志伴
奏下演唱了六首蕭泰然的作品，台灣翠青，永遠
的故鄉，神佑台灣，自由之歌、愛與希望、雖然
行過死蔭的山谷。當晚的紀念會台灣之友會長
Ted Anderson 伉儷，蕭泰然教授伉儷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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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消息
辦公室消息

新春聯誼晚會

服務會館十多年的陳建銘先生自請退休，於
三月二十七日正式離職。感謝建銘對會館與社區
長期的服務，祝建銘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懷念林炳南先生

1 月 18 日晚舉辦團體會員暨永久會員新春
聯誼晚會，貴賓有經文處令狐榮達處長、周慶龍
副處長，陳盈連組長、洛僑中心丘昌生主任、莊
博智副主任等。王梅鳳董事長表示，新的一年又
到臨，祝大家新年如意，闔家安康，台灣會館經
過一翻整修，更加亮麗，今天就好似回娘家，一
起慶祝新年。當晚台式菜餚道地豐盛有酸筍焢
肉、滷白菜、雞捲、香腸、炒米粉、白切雞、臘
肉、麻油雞、甜湯圓等，會員代表上台祝賀新年
後，展開精彩賀年節目。

台灣會館三太子遠征休士頓

自會館成立以來就擔任義工的林炳南先生，
於日前去世，享年九十四。 林炳南先生擅長修
葺，會館初建時經常為會館修理各種設備，並成
立卡拉 OK 班，每天以腳踏車代步，往返會館，
近年來並成立日文班，勤於教學，直到數週前身
體衰弱住院，住院期間依然以會館為念，期康復
再回來教日文。可惜宿願未竟，令人長懷去思。
圖左為林炳南先生在會館年會接受吳澧培前
董事長(中)表揚，右為賴高安賜女士，另一位辭
世的建館功臣。

台灣會館三太子應台灣觀光局之邀特於
四月五日前往休士頓在 ”火箭台灣日”演出。這
是觀光局由職棒跨足職業籃球隊的創舉，火箭隊
是林書豪所屬的職籃，火箭台灣日特在四月五日
於休士頓 Toyota Center 舉行。

台灣會館合唱團歲末聯歡會
以演練台灣作曲家作品為宗旨的台灣會館合唱團在
陳慧如指揮下，為台美人社區帶來很多優美的音樂節
目，提升台灣歌謠的品質。2013 年 12 月 29 日團員聯
誼，享受美食，並表演各自在課堂外進修的才藝，有獨
唱、重唱，舞蹈，講笑話，卡拉 OK 等，最後大家一起
排舞，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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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研習會七月舉行

台美小姐首次玫瑰花車亮相

僑委會於 3 月 8 日到 20 日在台北舉辦台語教
師研習會。秘書長賴慧娜，三太子團隊長林釗永
與台灣學校義工林淑君回台參加。學習台語教學
方法，並對台灣推動母語的情形進一步的了解。
海外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台語研習會，照往例
由台灣會館主辦。今年將於 7 月 19, 20 兩日舉
行，屆時僑委會將派專家前來講授課程，並聘請
當地對台灣文化有精專的人士，就台灣語言、歌
謠、俗諺、戲曲等方面與鄉親研究。希望大家踴
躍參加，在海外為傳揚台灣文化盡力，並學習如
何欣賞咱優美的傳統。報名請洽 626-307-4881。

每年元旦在帕市(Pasadena)舉行的玫瑰花車
大遊行，華航是參加玫瑰花車遊行的唯一台灣代
表，今年花車遊行主題是『夢想成真』！今年花
車上有三顆閃耀之星，她們是 2013 年台灣會館
台美小姐選美基金會所選拔出來的三位台美小
姐:皇后陳品蓁(Jessica Chen)、第一公主吳瑋璇
(Vivian Wu)、第二公主林宣玲(Eunice Lin)。她
們與其他三位舞者乘坐花車上的熱汽球與夾道的
觀眾們見面，互道新年快樂!

情人節送暖

台美攝影協會新年第一課

台美攝影學會於 1 月 4 日第一堂課，數十位
學員準時來上課，分享佳作，有學員趁著假期外
出旅遊，帶來攝影作品與會員們互相切磋。同時
現場也展列有關攝影的相關書籍，讓大家增進新
知，迎接新年。當天也舉行會務交接，由 2014
年劉振通會長自前會長林尚甫接過會務。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美小姐 2 月 14 日拜訪
洛杉磯國軍醫院，與退伍軍人共度情人節，台美
小姐表示，很榮幸能夠參加這個活動，希望通過
自己的行動，讓軍人們感受到快樂。

太極拳老師王龍華講解腳底按摩
台灣會館太極拳班，每周日上午十時上課。3 月 9 日
約有 50 多位學員，聽取王老師講解腳底按摩方法、功
能。學員自備墊子，按老師的指導學習如何自己按摩。
腳底有身體部位的點自己按摩，同時王老師也特別交
代，飯後一小時後按摩、按後喝 500 CC 的水。

社團活動

北美彰化同鄉會新正團圓餐會

北美彰化同鄉會 2 月 8 日在台灣會館舉辦，
「幸福一世彰化人、認親結緣樂天倫」，吃古早
味便當、圓仔、豆花，猜燈謎、搓圓仔比賽、博
「狀元餅」 。新春佳節，理事會為長輩及小孩
準備發送紅包袋、提供小朋友精美的手提馬年燈
籠。餐會中亦公佈北美彰化同鄉會第三屆楊信獎
學金申請辦法，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審核
推薦優秀畢業生申請北美彰化同鄉會獎學金來美
修讀碩、博士學位。受獎助者第一年美金
$10,000 元。2008 年成立北美彰化同鄉會，旨在
聯絡鄉親感情、團結互助，並帶動年輕的彰化子
弟尋根。創會會長楊信強調「彰化人才濟濟有
成，栽培下一代、熔入主流社會，但決不要忘了
我們來自台灣故鄉的跟和傳統。我們要能飲水思
源，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兒童歌謠比賽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緬甸義診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於 1 月 13 日出發前
往緬甸義診，經文處處長令狐榮達在台灣會館為
義診團授旗，並讚賞台灣人醫師協會多年來致力
於人道外交的義舉。今年義診團前往緬甸，進行
為期 5 天的義診，有 22 名醫師隨團前往，加上
當地醫師能夠為 3000 人看診，這也是義診團第
一次前往東南亞國家看診。

大家 義 起來
台美人傳統週即將開跑！
鄉親們！2014 年台美人傳統週即
將在 5 月 17- 18 日一連兩天在加州州
立大學(Cal. State-LA)舉辦園遊會。
今年園遊會擴大舉行，家鄉味美
食攤位花樣多，文化節目也是精心設
計。Cal. State-LA 校園場地完善，停
車方便，盛況可期！

3 月 1 日年美國台灣人獅子會舉辦「客語台
語闔家歡童謠」歌唱比賽，在台灣會館舉行，有
約六十多位小朋友參加。今年特別增加闔家歡
組，鼓勵全家上台一起演出。當天經文處周慶龍
副處長、Union Bank VP Steve Young、等在場為
小朋友加油。

二天的活動急需義工。請鄉親一
起加入台灣會館義工團隊！。
請與會館聯絡：

626-307-4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