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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爐台美小姐佳麗和出席晚會的台灣會館董事合影，前左五為董事長黃文谷，左四為召集人田詒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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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炎熱的夏天即將過去，接下來是秋高氣爽的日子，台灣會館這三個
月來，也陸續完成幾個活動，尤其八月二日成功舉辦了台美小姐選拔賽，今年的
台美小姐水準很高，而且競爭激烈，深受好評，希望她們能在未來一年內代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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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做出美好的國民外交，宣揚台灣文化。
台灣會館的台灣學校也推出多項的課程，提供更多的學習環境給台灣鄉親，
社團活動.....................6
台灣學校所開的課程提供給各年齡層學員，除了原有的電腦、攝影、養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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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卡拉 OK，語言等班外，兩年一度的台語研習會也辦得非常成功，近百人
報名參加，可見台美人好學不倦的精神令人欽佩，我們希望大家利用這個台灣人
的厝來互相交流學習，創造有意義的人生。
八月一日我們的故鄉高雄因為氣爆而災情慘重，會館邀請管碧玲立法委員來會館向鄉親報告高雄災情狀
況，鄉親也以懷鄉的精神踴躍捐款，得善款美金十五萬餘，希望能讓高雄市府無後顧之憂，協助災後居民重
建、撫卹亡者家族、店家、勞工都能得到安撫。在此非常感謝鄉親與各社團的贊助與善舉。
我們一年一度的募款餐會即將於 10 月 18 日在聖蓋博希爾頓大飯店舉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台灣
會館沒有政府的補助，完全由我們鄉親捐款來維持一年的開銷，為了台灣會館的永續經營，請大家伸手相挺。
今年的貴賓請到非常有台灣心的魏德聖導演，他義務為我們演講台灣電影文化與他為何藉拍電影的方式讓台
灣人瞭解台灣的歷史。我們也會與大家分享會館一年來的成果，台灣會館三太子、台美小姐、會館合唱團、
舞蹈社也為大家準備了豐富的節目，請大家做陣來參加這個盛會，您們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也是會館
發展的動力。
最後，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台美小姐.....................2

董事長 黃文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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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美小姐

台美小姐選抜落幕 呂婷婷封后
2014 年台美小姐選拔八月二日舉行決賽，四
百多位郷親及參賽者的支持者出席盛會，埸面非
常熱烈，進入決賽的 11 位佳麗都是經過嚴格挑選
再經密集訓練，當晚在伸展台上都是脫胎換骨一
般，為了展現台美人特色，當天大會的舞蹈服裝
特別請台灣會館台灣學校縫紉班老師縫製有客家
風味的服裝，展現年輕女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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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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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line Kao

最佳才藝獎

陳 小 天

Taylor Censoprano

馨

選拔委員會執行長余佳霓表示，台美小姐的
訓練著重在社區服務，小姐不但要有美麗外表，
更重要的是內在，對社區的熱忱。
台灣會館新任董事長黃文谷特別頒獎給總召
田詒鴻，感謝他連續兩年負責台美小姐選拔重
任，以及執行長余佳霓對節目策劃的用心，讓該
選拔活動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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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海外台語研習會盛況

高雄有災難 南加台美人總動員

2014 年海外台語研
習會由僑委會遴派鄭安住
講授的行程，於八月十六
日在台灣會館舉行。社區
反應熱烈。董事長黃文
谷，洛僑中心主任翁桂
堂，副主任黃慶育皆出席
開幕式。
董事長表示，台灣會館支持母語教學，翁桂堂主
任表示，鄉親對母語的熱忱令人感動，僑委會會
繼續這項活動。台灣學校校長賴慧娜表示，這次
的課程著重語言生活化，所以鄭安住老師的四堂
課都是著重於日常使用到的台灣語言的實用，包
括歌謠、諺語、歇後語、民間文學、流行歌曲
等。應邀講授的在地講師有從事台文運動逾三十
年的鄭良光，講述台文運動的歷史，以實際台文
通訊為例子鼓勵大家多讀台灣文學，可提升對台
灣語文的了解與欣賞力。他認為最近的台灣新電
影對台語的推展有幫助，但在台灣缺乏經濟效
益，還是台語不能普遍的致命傷。
兩天的課程下來，課堂上收穫豐富，台灣學
校卡拉教唱班中午提供餘興，而長輩會負責二天
午餐以及點心，讓大家上課精神特別好。
這次的研習會報名為預計的兩倍，有八十多
位學員全程參加，並獲結業證書。

7 月 31 日高雄發生史上最大的氣爆，傷亡慘
重，8 月 6 日由董事長黃文谷主持記者招待會，
向各界說明「高雄氣爆賑災」的辦法。雖臨時通
知，仍有超過 20 個社團派代表，北美洲台灣人婦
女會、台南女中台南 一中聯合校友 會 、 FAPALA、台灣人權文化協會、師範院校、台灣大專院
校、美國台灣人獅子會、南加州嘉中校友會、南
加州台灣客家會、六桂宗親會、台美公民協會洛
杉磯分會、台美小姐侯乃文、美國台灣人權會、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徐月蘭基金會、雄中、雄
女校友會、洛杉磯台美商會、台灣會館合唱團，
以及台灣會館多名董事。會中各社團代表紛紛表
示對高雄氣爆的災民表示關切，並表示將動員會
員，全力募款。以及會館多名董事出席。會中各
社團代表紛紛對高雄氣爆的災民表示關切。
截至 9 月 3 日止，高雄氣爆賑災－南加台美
人社區總共捐出 171,201 美元本身也是高雄人的
董事長黃文谷表示，鄉親的愛心及捐款之踴躍令
人感動。他表示，捐款將直接送交高市民政局高
雄氣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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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小姐舉辦慈善電影欣賞

2014 台美小姐愛心不落人後。8 月 2 日選美
才剛落幕，台美小姐們顧不得休息，8 月 11 日馬
上為高雄氣爆事件辦愛心募款。與林書豪紀錄片
“Linsanity”(譯「永不放棄的豪小子」)的製作人楊
明燊(Brian Yang)一同舉辦賑災募款“Linsanity”電
影欣賞之夜。
台美小姐選拔總召田詒鴻表示，這群年輕女
孩積極的關心台灣，很為她們感到驕傲，並且
Linsanity 是一部非常勵志的好電影。當天共募得
7 千餘元

管碧玲立委報告氣爆始末
南加台美人社區為高雄氣爆賑災活動持續進
行，8 月 17 日，會館舉行募款演講會，高市選出
的立委管碧玲雖心情沉重，但仍克制悲情，以她
一貫條理清晰的演講方式，用第一手資料向 100
多位鄉親說明氣爆的遠因及近因，以及高雄市政
府傾全力救災及重建的努力。
當天現場受感動的鄉親紛紛捐款，共收到超
過$5000。表示，台灣是我們大家的家園，希望大
家繼續捐款援助在我們自己家園受災難的同胞。

台南市長賴清德拜訪會館

賴市長前往會館拜會，由董事長黃文谷率領會館
董事及會館團體會員代表歡迎賴清德市長首次的
蒞臨。賴市長特別代表高雄市長陳菊宣讀一封感
謝函，感謝台灣會館及南加台美人社區對高雄氣
爆災情的關心及捐款賑災。隨後，賴市長前往民
進黨美西黨部辦公室及太平洋時報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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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及台美人社團送舊迎新駐洛官員

會館與台美人社團於 7 月 16 日晚祝賀駐洛杉
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令狐榮達處長榮調加拿
大，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周慶龍副處
長、洛僑中心丘昌生主任屆滿返台；並歡迎駐洛
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秉慎副處長，洛僑中
心副主任莊博智、黃慶育履新舉辦盛大晚餐會。

經文處夏季昌處長拜會會館

台灣立委訪美代表團訪會館

立法院台灣美國會議員聯誼會訪美代表團，9
月 4 日訪會館。訪美代表團團員包括陳唐山、王廷
升、葉宜津、林郁方、詹凱臣及楊應雄等 6 位立法
委員，駐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王秉慎，洛杉磯華
僑文教中心主任翁桂堂陪同。
董事長黃文谷帶領代表團參觀了台灣會館圖
書館、大禮堂等，並代表台灣會館董事歡迎代表
團一行訪洛。

台灣會館參加獨立國慶日遊行

甫上任的駐洛杉磯經文處處長夏季昌，副處
長王秉慎，以及洛僑中心主任翁桂堂於 8 月 15 日
拜會台灣會館。董事長黃文谷率領多位董事出面
接待。夏季昌處長除參觀會館的設備之外，也和
會館董事們舉行簡短的座談。

會館所在地 Rosemead 市，每年 7 月 4 日都會
舉辦美國獨立國慶日遊行，今年台灣會館的電音
三太子舞團和台美小姐結盟聯手參加遊行。七位
台美小姐分乘三部敞蓬車，電音三太子殿後護駕，
加上工作人員共 20 多人組成的隊伍，這是近年來
南加台美人參加各地 7 月 4 日遊行社區陣容及聲
勢最大的一次。
不少台美人看了台美小姐及電音三太子受很
大的歡迎。他們建議台灣會館考慮參加美國西部
最大的國慶遊行 Huntington Beach July 4th 遊行。

社團活動

南加台灣隊 Team Taiwan –為乳癌而走

南加州的社區過去幾年，由北美洲台灣婦女
會主導，參加為紀念 Susan Komen 的競走 “Race
for Cure”台灣隊「Team Taiwan」是 NATWA「台
灣隊行動計劃」具體化。這項活動每年吸引數萬
人參加，贊助廠商無數，數千義工投入，北美洲
台灣婦女會美加十二分會都會在不同時間參加當
地活動，而且會穿婦女會製的印有台灣地圖寫有
Taiwan 的 T 恤，還會舉白底綠字的 Team Taiwan
旗幟，以台灣隊的名稱參加。
2005 年起，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州分會每
年都籌組 Team Taiwan 參加 Susan Komen Race for
Cure 的乳癌健走。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台美小姐皇后呂婷婷，台美小姐執行長余佳霓及
多位公主和親善小姐也加入 Team Taiwan 遊行隊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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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 13:00~14:00
日文班(週二) ........................... 10: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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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電話 626-307-4881

感恩節聚餐

詳情請洽會館辦公室
位置有限請盡早報名
請洽(626) 307-4881

圖為 2012 感恩節聚餐盛況

由故鄉土地出發，
用電影來詮釋台灣的歷史。
描述台灣日治時期
嘉義農林棒球隊的故事！
值得大家欣賞的好電影！

時間：10 月 18 日 2014 年 11:00am
地點：Edward Alhambra Renaissance
1 E. Main St.,
Alhambra, CA 91801
票價：$15.00
售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626-307-4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