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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 的 話

2015年秋高氣爽的日子即將到來，會館每年最繁忙的三個月舉辦了不少活動
2015
會館每年最繁忙的三個月舉辦了不少活動，尤
其八月八日的台美小姐決選晚會 會館邀請到高水準的鋼琴獨奏、管絃樂隊表演，為
其八月八日的台美小姐決選晚會，會館邀請到高水準的鋼琴獨奏
晚會增添高品質享受
晚會增添高品質享受，晚會主角─台美小姐們個個台風穩健
台美小姐們個個台風穩健、才藝出眾，尤其在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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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的階段更是對答如流 展現她們數個月以來的訓練成果，贏得在場佳賓喝采。晚
問答的階段更是對答如流，展現她們數個月以來的訓練成果
希望她們在未來一年內代表台美
會雖然結束
結束，但台美小姐選拔的真正目標才剛開始，希望她們在未來一年內代表台美
團體會員活動 ........ 5-7
人做出美好的國民外交
人做出美好的國民外交，宣揚台灣文化。
舞蹈、太極、卡拉OK、華語班
會館的台灣學校近來也推出多項的課程
來也推出多項的課程，除了原有的智慧型手機平板、攝影、舞蹈
所有班級總報名人次上看兩百人，可見台美
外，會館新開古典音樂欣賞、電腦班，
，兩個班級都獲得鄉親廣大迴響，所有班級總報名人次上看兩百人
人好學不倦的精神令人欽佩。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九月二
大力推動台美人的傳承、吸引年輕人多多參與台美人社區活動，
在我上任以後，大力推動台美人的傳承
十日我們邀請了董事長樂團與朱頭皮在洛杉磯演唱 活動不僅有年輕人愛聽的流行音樂，他們更將老歌新唱，將老
十日我們邀請了董事長樂團與朱頭皮在洛杉磯演唱，活動不僅有年輕人愛聽的流行音樂
特別感謝會館董事沈培志、陳方馨兩人大力支
中青三代的心融合在一起，在這邊我要謝謝所有協助的團體會員
在這邊我要謝謝所有協助的團體會員，特別感謝會館董事沈培志
持，為這個活動付出不少心血。
募款餐會即將於11月8日在聖蓋博希爾頓大飯店舉行，是會館每年最重要收入來源
會館一年一度的盛事─募款餐會即將於
是會館每年最重要收入來源，會
館一直都是依靠鄉親的捐款來維持年度開銷 今年的特別來賓邀請堅持媒體公理正義的彭文正教授，他將為我們演
館一直都是依靠鄉親的捐款來維持年度開銷。今年的特別來賓邀請堅持媒體公理正義的彭文正教授
打狗亂歌團」，搭配會館三太子、台
講「台灣政論節目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同時我們也邀請到來自台灣農村的「打狗亂歌團
美小姐，以台灣鄉土為主題，與會館合唱團一起
與會館合唱團一起為晚會帶來精彩的表演。另外我們也會與大家分享會館一年來的成
另外我們也會與大家分享會館一年來的成
但是改革完成之前仍然需要大家伸手相挺，請大
果，以及未來的願景，雖然我已經在為會館的永續經營進行改革
雖然我已經在為會館的永續經營進行改革，但是改革完成之前仍然需要大家伸手相挺
家做陣來參加這個盛會，您們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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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台灣會館服務鄉親的時間是拜二到拜日早上十點到下午
台灣會館服務鄉親的時間是拜二到拜日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

台美小姐
晚會安排了由
由 Valentina Huang 老師表
演的鋼琴獨奏與知名指揮 Steven Acciani 帶
領的管弦樂隊演奏，
，帶來精緻的音樂表演。

台美小姐選拔落幕夏敬安封后
2015 年 台 美
小姐選拔決選晚
會八月八日於聖
蓋博希爾頓飯店
舉行，除了邀請
到高水準的表演
團體為晚會增添
光 彩 ， 由 11 位 美
麗、具有才華的
佳麗使出渾身解
數，在經由自我
介紹、才藝表演與機智問答的考驗後
才藝表演與機智問答的考驗後，展現
與會來賓紛紛讚
一場超高水準的選美大秀，與會來賓
不絕口！

由會館副董
事長賴淑遠特別
邀 請 的 來 賓
Dr.KK ， 因 晚 會
高水準的演出與
精緻的安排，令
人感動，現場捐
款 美 元 $10,000 ，
期許會館持續辦
這項活動。
選拔委員會總召集人蔡幸珍表示
召集人蔡幸珍表示，台美
小姐的訓練著重在社區服務
姐的訓練著重在社區服務，小姐不但要有
美麗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內在
更重要的是內在與對社區的熱
忱，期望新任
的台美小姐在
接下來的一年
為台美社區共
同努立，期望
台美小姐們成
為台美社區的
代言人。

候選人的才藝多元又精彩，
，有舞蹈、樂
器與短劇，看出台美人第二代的多才多藝
看出台美人第二代的多才多藝，
機智問答題目多著重於如何服務社區與推展
如何服務社區與推展
台美人文化。
獎項

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

皇后

夏敬安

Eva Hsia

第一公主

朱薇安

Tiffany Chu

第二公主

丁道敏

Stephanie Ting

第三公主

蔡小玲

Charlene Tsai

第四公主

朱立婷

Li Ting Chu

第五公主

孔繁佩

Fan--Pei Koung

第六公主

江欣容

Alyssa Chiang

親善大使

黃瀞玉

Samantha Huang

親善大使

-

親善大使

林芫芫

Erian Lin

親善大使

楊雯雁

Evelyn Yang

最佳人氣獎

蔡小玲

Charlene Tsai

最佳人緣獎

夏敬安

Eva Hsia

最上鏡頭獎

蔡小玲

Charlene Tsai

最佳才藝獎

朱薇安

Tiffany Chu

主辦單位於晚會隔週的八月
遵循往例，主辦單位
十五日在台灣會館舉辦頒獎典禮
日在台灣會館舉辦頒獎典禮，頒發當選
證書、獎杯及獎金給新出爐台美小姐
獎杯及獎金給新出爐台美小姐。

Gloria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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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會館電器回收

董事長樂團與朱頭皮
朱頭皮LA演唱

每年舉辦兩次電
會館為推動環保觀念，每年舉辦兩次電
器回收，回收物件包括電視機
回收物件包括電視機，電腦及配
件、電話機、甚至家用吸塵器等
甚至家用吸塵器等。活動的目
的在於推廣「減少使用、再利用
再利用、回收」的
觀念。八月十五日、十六日會館舉辦的回收
十六日會館舉辦的回收
收集了近百箱電器用
活動引起熱烈回應，收集了近百箱電
所有回收品將被仔
品，回收公司職員表示，所有回收品將被仔
細分類再利用。

由會館大力支持主辦的「董事長樂團和
由會館大力支持主辦的
朱頭皮北美巡迴演唱會的第二站－洛杉
磯」，九月二十日下午
日下午在洛僑中心開唱。這
場演唱會吸引數百人潮
人潮前往欣賞，活動開始
前場外已經擠得水洩不通
擠得水洩不通，場內更是熱鬧。
會館董事長黃文谷在致歡迎辭時
會館董事長黃文谷在致歡迎辭時，高度肯定
這群歌手。在三太子為背景陪襯下，樂團歌
在三太子為背景陪襯下
手穿上「眾神護台灣
眾神護台灣」的彩衣，戴上彩繪面
具，傳達一份十分濃厚
傳達一份十分濃厚「台灣味」。
朱頭皮在百忙之中放下明年出專輯的繁
重工作，接受董事長樂團的邀請
接受董事長樂團的邀請，出來巡迴
演唱，朱頭皮帶動整個演唱會氣氛
朱頭皮帶動整個演唱會氣氛，為現場
帶來不少活力。
董事長樂團與朱頭皮除了演唱節奏輕快
董事長樂團與朱頭皮
的搖滾歌曲，也以自己的風格唱出不同版本
也以自己的風格唱出不同版本
的懷舊老歌，活動不僅
不僅吸引大量年輕人前來
參與，更是少數同時獲得不同年齡層聽眾大
是少數同時獲得不同年齡層聽眾大
聲喝采的搖滾樂表演
表演。

台灣會館台灣學校古典音樂欣
台灣會館台灣學校古典音樂欣賞
古典音樂欣賞」
會館台灣學校新開的「古典音樂欣賞
由葉思雅醫師主講，由會館前董事長林榮松
會館前董事長林榮松
所捐贈會館的一套高水準音響設備發輝
所捐贈會館的一套高水準音響設備發輝功
能，讓大家在兩個小時裡獲益良多
讓大家在兩個小時裡獲益良多。
葉思雅醫師表示，西洋古典音樂以及很多藝
西洋古典音樂以及很多藝
術歌曲，早期都是為宮廷服務所作
都是為宮廷服務所作，到後來
才有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融入的作品
才有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融入的作品，聽音樂
感官上的享受，
的三過程是：一，感覺，感官上的享受
二，表現，去了解作品要表現的是甚麼
去了解作品要表現的是甚麼，
音樂的四要素是：
三，進入純音樂的層次。音樂的四要素是
音樂創作到一定
節奏、曲調、和聲與音色。音樂創作到一定
程度要有聽眾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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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楊信獲聘台灣行政院政務顧
楊信獲聘台灣行政院政務顧問

台美小姐參加乳癌防治
參加乳癌防治Race for Cure

會館榮譽顧問楊信，不久前出任行政院
不久前出任行政院

台美小姐應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州分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州分
會邀請，婦女會、柑縣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柑縣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柑縣台灣同鄉會及台美小姐
及台美小姐再次組成台灣隊
(Team Taiwan)攜手
攜手參加「Susan G. Komen
Race forCure」，為乳癌防治研究募款
為乳癌防治研究募款。九
月二十七日在 Newport Beach和一萬多名南
Beach
加熱心公益人士一起步行
加熱心公益人士一起步行。

政務顧問長，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陳銘師
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陳銘師八
月九日在北美洲彰化同鄉會年會
日在北美洲彰化同鄉會年會，代表台灣
政府致贈顧問證書。

會館贊助留學生中秋迎新

會館協辦台灣人獅子會眼科義診
台灣人獅子會眼科義診

會館為了響應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
會，為了讓留美台灣學生更有家的感覺
為了讓留美台灣學生更有家的感覺，贊
助留學生中秋迎新的活動，九月十八日有近
九月十八日有近
八十位台灣留學生應邀出席中秋迎新晚會
八十位台灣留學生應邀出席中秋迎新晚會，
留學生們也準備了許多精彩節目
留學生們也準備了許多精彩節目，為晚會增
添樂趣。
會館董事長黃文谷致詞歡迎學生
會館董事長黃文谷致詞歡迎學生，希望
學生多多利用會館，身兼僑務委員
僑務委員的會館副
董事長田詒鴻也專程來鼓勵學生
田詒鴻也專程來鼓勵學生，建議這些
初乍來到洛杉磯的留學生，未來若有計畫在
未來若有計畫在
美國留下來，需提早規劃。

由美國台灣人獅子會主辦的眼科義診於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
十月三日在會館舉行
在會館舉行，會館為了服務社區不
遺餘力協助辦理。活動
活動當天有近百位人士前
來接受此一免費服務
服務。台灣人獅子會特別邀
請二位傑出的台美人眼科醫師
請二位傑出的台美人眼科醫師：楊亞文醫師
及鄭君德醫師為社區服務
及鄭君德醫師為社區服務。兩位醫師精通英
文、台語、華語及西班牙語
華語及西班牙語，有耐心和愛
心，讓接受檢查者倍感親切
檢查者倍感親切。當天雖然不作
診斷，但也有不少受檢者眼疾十分嚴重
有不少受檢者眼疾十分嚴重，二
位醫師立即開出轉診
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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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MA-SC申請醫學相關科系
申請醫學相關科系講座

婦女會舉辦手工肥皂講習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
會南加分會「如何
申請醫學相關科系」講座八月十六日在會館
八月十六日在會館
舉行。這是他們一直以來協助莘莘學子的公
協助莘莘學子的公
益活動。
今年的講座擴大舉行，包括藥學
包括藥學、牙
所邀八位講員都是專
科、護理及醫師助理，所邀八位講員都是專
業中的頂尖者。他們不但要解說他們所從事
他們不但要解說他們所從事
的醫療專業，也提醒申請中的學生
的學生應注意事
項，期望這些青年學子好好努力
青年學子好好努力。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八月十五日
，講員林詠緹帶來很多製
舉辦手工肥皂講習，
作手工肥皂的材料及道具
手工肥皂的材料及道具，讓大家了解肥皂
的製作原理，教大家自行製作肥皂
教大家自行製作肥皂，健康又
能控制原料的品質，
，活動當天適逢會館台美
小姐選拔頒獎典禮，
，身兼台美小姐選拔總召
集人與婦女會會長的蔡幸
集人與婦女會會長的蔡幸珍女士邀請台美小
姐們一同參加手工肥皂講習
姐們一同參加手工肥皂講習，為講習會增添
不少年輕美麗的氣息
的氣息。

台美公民協會 2015 年社區獎學金

北美彰化同鄉會年會

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2015年社區獎學金
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
選出八名優秀高中畢業生
選出八名優秀高中畢業生，八月二十二日於
Rosemead Double Tree Hotel
Hotel舉行頒獎典禮。
，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
會長賴慧娜表示，
會社區獎學金已有二十年歷史
社區獎學金已有二十年歷史，其宗旨是在
鼓勵跨族群文化的互相認識
鼓勵跨族群文化的互相認識，遴選對象不限
族裔，雖然品學兼優是必要條件
雖然品學兼優是必要條件，但更注重
社區服務與參與。

北美彰化同鄉會八月九日在南加州
Rosemead舉行年會。今年以「紮根
紮根、傳承、
彰化人」為主題，會長王梅鳳感謝鄉親創會
會長王梅鳳感謝鄉親創會
八年來一路相挺，特別強調彰化同鄉會
彰化同鄉會除了
楊信獎學金」
認親結緣之外，也擴大培植「楊信獎學金
的名額。同鄉會除了交換創業心得
交換創業心得，鼓勵彰
化人發展之外，也特別注重第二代子弟的培
也特別注重第二代子弟的培
育。

團體會員

太平洋時報二十八週年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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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時報於八月二十二日舉辦二十
八週年感恩餐會，大廳入口擺放的
入口擺放的是太平洋
時報創刊以來重要歷史
文物，包括第一期報
紙，歴年重要事件發生
時太平洋時報號召全北
美社團刊登廣告。
太平洋時報董事長顏永財致詞感謝大家
對太平洋時報長期支持。感恩餐會的主
感恩餐會的主題是
慶祝台美人媒體太平洋時報被選為美國新聞
博物館的經常陳列，在全美三千多家少數族
在全美三千多家少數族
裔媒體中被選入展出的
一百家，林社長也表示
太平洋時報如何先成為
博物館遴選委員會所注
意的三千家，歸功於來
自各地的台美人大力支
持，所以這榮譽是屬於
大家的。

洛杉磯台美商會「綠能工作坊
工作坊」
洛杉磯台美商會和American
American Green Power及
Sun Green System合辦的綠能工作坊
合辦的綠能工作坊：「省
能光照的真相」八月二十七日
日在鑽石崗舉
行，代表南加愛迪生公司的Paul
Paul Yeh則向與
Yeh
希望社區人人
會者介紹各項節能獎勵辦法，希望社區人

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於八月二十九日
舉辦「2015年台灣餐旅系學員美國暑期在職
年台灣餐旅系學員美國暑期在職
訓練營」結業晚宴。
。有六名台灣學生獲得寶
貴的美國經驗，並通過嚴格訓練
並通過嚴格訓練，於二十九
日在柑縣Atrium旅館出席結訓餐會
旅館出席結訓餐會。旅館業
同業公會會長王政煌表示
同業公會會長王政煌表示，這是一項經由多
年籌劃的回饋社會計劃
回饋社會計劃，今年突破種種難關
得以及實施，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考慮以後每年舉
辦。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Abt.沙龍系列講座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Abt.沙龍系列講座八月二
十九日舉行「探討廣告創意與影響
探討廣告創意與影響」，一場
與廣告界專業人士的對話
與廣告界專業人士的對話，台灣人聯合基金
會先播映紀錄片「Art
Art & Copy
Copy」，並邀請四
位 媒 傳 專 業 人 士 座 談 。 紀 錄 片 「 Art
&Copy」是對多位著名
是對多位著名媒體界的廣告人訪談
的 記 錄 片 ， 包 括 DanWieden,CliffFreeman,
Phillis Robinson 等人。
等人

團體會員
省電，積少成多。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
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在職訓練營 6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年會

：北美洲台灣
南加台美人社區盛事之一：
人醫師協會南加州分會2015年年會九月十三
年年會九月十三
日在Pacific Palm Resort舉行。今年頒發第二
今年頒發第二
給嘉義市市長涂
屆「傑出醫師社會服務獎」給嘉義市市長涂
醒哲醫師。NATMA-SC的傑出
的傑出醫師社會服
上醫醫國」的信念，
務獎是以「良醫醫人，上醫醫國
為獎勵走出醫院、服務社會與造福萬人的醫
造福萬人的醫
師而設立。年會頒
頒發
發 第 八 屆 NATMA獎 學
金，設立獎學金的目的是要鼓勵更多從事醫
設立獎學金的目的是要鼓勵更多從事醫
療專業的台美人第二代，除了追求學術成就
追求學術成就
之外，要多作社區服務，進而加入
NATMA，是一項致力於世代傳承的工作
世代傳承的工作。

會員心血之作，經過千挑百選的佳作
經過千挑百選的佳作。連豐
吉老師擅長廣角畫面的取景與組合
吉老師擅長廣角畫面的取景與組合，以草原
上的羊群為主題，拍出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
拍出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
原上萬隻羊的氣勢，
，構圖簡單，更顯壯觀，
張武義會長的美女圖是景與人物的巧妙組
合，他表示，風景是一樣的
風景是一樣的，經過思考取
捨，拍攝出來的成品就各有巧妙
拍攝出來的成品就各有巧妙。

台美人歷史協會撰寫研習班
台美人歷史協會(TAhistory.org)開設回
台美人歷史協會
憶錄與歷史撰寫研習班
憶錄與歷史撰寫研習班。為了鼓勵台美人撰
寫回憶錄及歷史，響應王文隆博士的
響應王文隆博士的《台美
人西遊足跡》，特別邀請熱心的王安陽教
特別邀請熱心的王安陽教
授，開班指導有興趣的台美人
開班指導有興趣的台美人，如何輕鬆地
開始寫回憶錄。王教授有一套方法
王教授有一套方法，譬如從
自家的戶籍謄本開始
自家的戶籍謄本開始，裡邊就有許多歷史資
料。
活動名稱為大家來寫回憶錄與歷
活動名稱為大家來寫回憶錄與歷史，目
的在鼓勵台美人保存歷史
的在鼓勵台美人保存歷史，研習班科目包括
史料蒐集與處理方法
史料蒐集與處理方法、回憶錄、傳記、口述
歷史與歷史撰寫或編寫的技巧
歷史與歷史撰寫或編寫的技巧。

NATWA南加分會
南加分會「婦女家暴」座談
台美攝影學會秋季聯展
台美攝影學會於九月十二日
會於九月十二日、十三日舉
展出六十餘幅作品，
辦秋季會員作品聯展，展出六十餘幅作品
有二十多位會員參展，題材豐富多元
豐富多元，都是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於十月十日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於
配合亞太中心家庭暴力宣傳月特別舉辦關心
婦女家暴議題的座談會
婦女家暴議題的座談會。吳仲齡女士表示，
態度及身體上不合理的對
家暴包括語言、態度
待，實質的幫助婦女會
實質的幫助婦女會姐妹們去分辨、認
知，才能協助有需要
有需要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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