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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合影。美國國會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yce(中)及眾議員趙美心(中)，州參議員 Ed Hernandez(右 4)、經文處
長令狐榮達(右 6)、僑教中心主任丘昌生(左 7) 僑務委員吳東昇(左 6)等出席開幕典禮。右 7,8 分別為王梅鳳董事長及張
簡昭智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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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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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6 月 14 日召開
會館於六月十四日下午五點舉行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並進行第八屆董
事選舉開票。董事長王梅鳳報告一年
來會務，監事長張菊惠代表財務長陳
柏宇報告財務。會館在王梅鳳董事長
兩年任期內諸多建設。會館大廳門面
整修煥然一新。
當天在楊嘉猷與林文政監票下進
行董事選舉開票。新董事會隨即召開
董事會選出董事長黃文谷醫師。新選
出的理事名單為：黃文谷、王政中、
王梅鳳、田詒鴻、李木通、余崇孝、林榮松、沈培志、洪茂澤、洪珠美、吳大衿、何壽美、周清耀、
徐利亨、陳文 石、陳鶴騰、陳方馨、陳芃佑、陳柏宇、張菊惠、張簡昭智、楊嘉猷、蔡幸珍、蔡漢
成、劉玲華、賴英慧、賴淑遠、賴慧娜、黃群雁、謝婉香。

台美小姐選拔 8 月 2 日舉行

2014 年募款會 10 月 18 日舉行
一年一度的募款會訂於十月十八日在聖蓋博
希爾頓飯店召開。台灣會館是由鄉親們慷慨樂捐
集腋成裘建立起來，募款會也是募集會館每年營
運費用最重要的活動。請大家預留時間來參加。

2014 台語研習會 8 月 16-17 舉行

2014 年台美小姐選拔訂於 8 月 2 日(拜六)下
午六時在聖蓋博希爾頓舉行。選美委員會在經過
面試每位佳麗後，選出 11 位決選者，名單為：
程左容、張正誼、侯乃文、高佳綺、張丹輝、
Jessica Wu、孫薇妮、呂婷婷、林薇薇、陳小
天、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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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會員們踴躍參加。如需購票
者，請與辦公室聯絡 626-307-4881。

請捐贈鋼琴
洛杉磯台灣會館需要一台
舊鋼琴以供合唱團分部練唱。

在海外每兩年都會舉辦一次台語研習會，今
年將於 8 月 16 及 17 日(週六、日)一連兩天舉
行，研習會依照往例由會館主辦，今年由 John
Lin 任總召。僑委會將派專家前來講授課程，並
聘請當地對台灣文化精專人士，就台灣語言、歌
謠、俗諺、戲曲等與鄉親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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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課程有午餐招待，請事先
報名，以預備餐點。報名請洽 626-307-4881。

會務報告

會館與 ITS 合辦
台灣關係法 35 週年研討會

會館與美國台灣研究院於 4 月 5 日共同舉辦
「台灣關係法 35 週年研討會」。會中特別邀請
到林榮松醫師，政治學教授王維正、美國企業研
究院資深研究員 Dan Blumenthal 以及美國加州
聯邦眾議員 Ed Royce 前來分析台灣關係法在未
來的重要性，鄉親們坐滿整個會場。圖為主講者
和主協辦單位代表合影。

台美小姐與天使之家兒童過復活節

會館合唱團新團長林珺瑛擔任

會館合唱團於 5 月 31 日舉辦了二年一度的
公開演唱會相當順利。團員們並於 6 月 22 日在
會館聚餐，同時欣賞演唱實況 DVD。餐後改選
新團隊，由女高音林珺瑛(圖前中)最高票當選新
團長，副團長為張崇盛，其他三位理事是沈仁
義，林佩玉，及高義哲。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合唱團練唱時間通常於每
月的第 1, 2, 3 週的星期日下午三點半在台灣會
館，歡迎愛唱台灣歌曲的加入陣容，意者請電會
館 626-307-4881。

會館廚房即將開張

4 月 19 日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美小姐參與
尋彩蛋野餐活動，與近 60 位天使之家的義工、

台灣會館的廚房，經
過專家設計，在市府核准

家長及兒童們，共同渡過一個溫馨的復活節。參
加的台美小姐有皇后陳品蓁(圖左)、公主陳安懿
(圖中)以及親善大使謝孟穎(圖右)。她們以親善
的形象與義工及家長們打成一片。野餐後台美小
姐們與義工們分頭藏彩蛋，分組與小朋友們玩遊

後，於日前動工即將完
工，會館廚房經整修後，
相當乾淨、寬敞，非常適合烹飪教室之用，不日
即將重新開張。
會館台灣學校誠徵烹飪老師，有意願者請洽

戲，並發放禮物給小朋友們。

郁麗 626-307-4881。

台美人傳統週活動翦影

一年一度的台美人傳統週是全美慶祝台灣移民成就與文化的節日，洛杉磯台美人
傳統週委員會於去年十月選出張簡昭智為總召集人，並召集各社團開會籌劃 2014 年傳
統週節目，且獲得各社團大力支持。
傳統週重頭戲－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今年美食攤位多於往年，食品項目也多元
化，除了傳統台灣美食肉粽、麻糬、香腸之外，也有韓國、日本及墨西哥傳統口味的
食品，商品攤位也多元化。當天應邀出的貴賓不少，除美國國會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yce 及眾議員趙美心之外，州參議員 Ed Hernandez、經文處長令狐榮達、洛僑中
心主任丘昌生等也出席開幕典禮。
傳統週的一系列活動，自五月一日起，活動連連，高潮迭起，直至六月九日高雄
藝文展結束，劃下圓滿句點。
5 月 4 日：NATMA-SC 義診
北美洲 台美 人醫師 協 會南
加州分 會發 揚台美 人 優良
傳統，回饋社區。

5 月 1 日：台美人宗教研習會
演講會，由 Madsen 教授演講

5 月 10 日：清掃 LA River
台美人 「愛我新家園」

5 月 10 日：台美人 筆會
演講會，王文隆教授主講，提倡以科技工具寫自己的故事。

台美人傳統週活動翦影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俗文物展。
↓台灣體大表演「印象台灣」。

內台戲－歌仔戲「回窯」、台灣會館舞蹈團「農村曲」
台灣會館合唱團「流浪到淡水」、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迎親過熱鬧的美食攤位街。
美食攤位之一角。

台美人傳統週系列活動之一「台灣盃歌唱觀
摩賽」，這是南加唯一堅持推廣台語歌曲的
觀摩賽。比賽於 5 月 3 日進行初賽，５月 10
日舉行決賽。並於 5 月 31 日舉行頒獎典
禮。

台美人傳統週活動翦影

5 月 24 日：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辦別開生面婚
禮，喜氣洋洋賓主和新人合影留念。

5 月 25 日：乒乓球比賽。單人組冠軍 T. T. Huang
雙人組冠軍 Phillip Hwang、Sam Chang。

5 月 31 日：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辦成年禮，12 青年轉大人。繞竹林，學習竹的謙虛有節與步步高升。

６ 月 ７日 ： 高雄 藝術團 體 理
事長協會畫展 風華集萃，洛
城、高雄文藝界大會師。

５月 31 日：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合唱團公演。

傳統週財務報告

2014 年台美人傳統週
財務報告
總收入 97,581.64
總支出

85,063.62

盈

12,568.02

餘

詳情請洽詢會館辦公室
626-307-4881

活動預告

大家 義 起來
為能擴大會館服務範圍，達到服務鄉
親之目標，會館誠徵義工。
如果您每星期能有固定四小時，且有
以下專長：
1. 接應電話，
2. 初級電腦文書處理，
3. 善與人相處，
4. 或其他長才願奉獻社區。
請與小惠聯絡： 626-307-4881
有意願擔當者每二個月需不定期開會一次。

2014 海外台語研習會
8 月 16-17 日(週六、日)舉行
歡迎踴躍參加‧供應午餐‧請事先報名

台灣會館圖書館館
藏書有上千本，
琳琅滿目，歡迎來
讀書和借書 ！

生活應用電腦班(週二) ............ 13:30~16:30
台日語歌唱教唱班(週二) ......... 10:30~12:30
基礎攝影入門班(第 1,3 週六) ... 10:00~12:00
電腦影像處理班(第 1,3 週六) ... 12:00~14:00
縫紉班(週四) ........................... 10:00~14:00
抗老養生功法班 (週五) ............ 17:00~18:00
華文兒童班(週日) .................... 10:30~12:00
華文成人班(週六) .................... 10:30~12:00
台文班 (六) .............................. 13:00~14:00
台灣手工藝班 (週六) ................ 10:00~12:00
太極拳班 (週日) ....................... 10:00~12:00
台灣會館舞蹈班(週一) ............. 19:00~21:00
快樂排舞班(週二、四) ............. 10:00~12:00
快樂排舞班(週三) .................... 16:00~20:00
鄉親卡拉ＯＫ(週三、五).......... 12:00~17:00
台灣會館合唱團(1,2,3 週日) .... 13:00~17:00
攝影講座 (1,3 週六) ................. 14:00~17:00

詳情請洽會館：626-307-4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