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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宗旨

2018 年年鑑

※台灣會館史料展覽館是自己移民史以及台美人

源 起

保持自己文化傳統的機構。

一九九八年二月王桂榮先生捐出位柔似蜜

※台灣會館是接待各地同鄉人物來訪的地方。

市 Walnut Grove Ave. 與 Garvey Ave.交角的產

※台灣會館是凝聚台美人力量來關懷故鄉以及僑

業給台灣會館基金會，繼有吳澧培先生登高一

居地的地方。

呼，集結南加州台灣人力量，六月十二日舉行一
場千人餐會百萬募款，促成了南加州台灣人期待

組織架構

已久的台灣會館，並由吳澧培擔任首屆基金會董
事長，建立健全的經營制度，二十年來台灣會館

台 灣 會館 基金 會設 有二十 七 位董 事的 董事
會，設有董事長兼會館會長，會長下設有四位副

已成為大洛杉磯台美人的家。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會長，並設有正副財務長、正副監事長及正副秘
書長。理事會設有十個委員會及十四個工作小組
以策劃及推動會館會務，執行會館功能並實現其
宗旨。台灣會館基金會現有近九百名永久會員及
七十五個社團會員，被視為洛杉磯台美人社團的
堡壘。

基金會是非政治非營利組織。

宗 旨
洛杉磯台灣會館基金會為非營利機構，其
目的在於：
※舉辦公益、文藝及教育等活動以發揚台灣文化

活 動

傳統。

台灣會館以五個方式來舉辦活動：

※促進與主流社會的交流，提昇台美人的形象。

※台灣會館主導、策劃、舉辦：如募款會、會員

※鼓勵更多台美人來參與社區活動。

大會、台美小姐選拔、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等

※培養第二代台美人成為優秀公民，傳承優質台

固定活動，以及處，理突發性、緊急性事件。

美人文化。

※社團主辦、會館協助：如公民入籍講座、人口
普查、節約能源展覽、社工服務、選民登記投

功能

票等。

※硬體上，會館有可容納 250 人的演講廳、50

※會館協調各社團合辦：如台美人傳統週，每年

人的會議室以及兩間教室可供租借使用，會館

吸引上萬人來欣賞台美人文化，促進美國主流

是台美人開會、學習、演講、聯誼、交換意

社會的族群和諧。

見、傳播資訊等活動的地方。

※屬於會館名下的固定活動團體：如台灣會館合

※台灣會館圖書資訊收藏中心，擁有設備完善的

唱團、台灣會館乒乓球隊、台灣會館籃球隊、

「王桂榮紀念圖書館」展示台灣文物。

義工團、台灣會館舞蹈社、台灣會館卡拉 OK

※台灣會館是台美人社團對外共商大計，推動台

等……

美人事務的所在。

※台灣學校，台灣會館台灣學校旨在提供一個終

※台灣會館是台美人對外的窗口，向外發表聲

身學習的場所給所有年齡層的鄉親。

明、陳述立場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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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宗旨

HISTORY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February
1998, Ken John Wang family donated the property at
the corner of Garvey Avenue and Walnut Grove
Avenue in the city of Rosemead to the foundation.
Later that year, responding to Mr. Li-Pei Wu's ardent
call for ac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Americans held a million dollar fundraising event.
The effort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Center. Mr. Li-Pei Wu was then elected to be the first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the Found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is manag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re
are 27 board members, includes one Chairperson,
who also serves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aiwan Center. The Board consists of four to six Vice
Presidents, a Secretary, one Assistant Secretary, a
Treasurer, an Assistant Treasurer, a Controller, and
an Assistant Controller. To better plan and
implement the projects of the Foundation, there are
ten committees and fourteen working groups und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Foundation currently has
over nine hundreds life members and fift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in its membership. Taiwan Center of
Greater Los Angeles is considered by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to be the home lease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Greater Los Angeles.

MISSION STATEMENT
The Foundation is organized and shall be
operated, not for profit, but exclusively for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by
means of charitable, cultural,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URPOSE
To support activities which foster public
knowledge and appreci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ACTIVITIES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sponsors events and activities as follows:

To serve as a forum where Taiwanese
America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ay voice their
concerns of mutual interests in a concerted and
coordinated effort with respect to community's
relationship with allied non-profit groups and with the
public;

※ Events sponsored, planned, and held solely by the
Foundation: For Example fundraising even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lso the immediate
response to bring aid from Taiwanese Americans
to emergency situations such as the 9/11
terrorists attacks and earthquakes typhoon
damages in Taiwan.

To promote and protect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aiwanese Americans;

※ Events co-sponsored by the Found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citizenship workshop, energy saving education
fair,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voter
registration, medical fair and U.S. census
education etc.

To promote and encourage a better community
and civic spirit among Taiwanese American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o foster good will and friendship between and
among Taiwanese Americans residing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he residents of other ethnicity or
cultures in said area;

※ Events coordinated by the Foundation and
sponsored by various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celeb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bond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eserve materials which typify and
epitomize the quality and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 Taiwan school provide life time learning
experience to all ages in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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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顧 問 (年捐 $5000 以上元者)

2018 年年鑑

曾陽川、陳蕙詩

San Gabriel Hilton

林榮松

楊 信

2017-2018 $25,000

2017-2018 $20,000

2017-2018 $15,000

2017-2018 $10,000

李木通

陳文石

王政中

許春惠

2017-2018 $15,000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0,000

謝婉香

蔡鴻展夫婦

林富文

林創一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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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顧 問 (年捐 $5000 以上元者)

Peggy Huang

大成鋼鐵

Dr. K. K.

吳澧培

2017-2018 $10,000

2017-2018 $13,000

2017 $10,000

2017 $5,000

徐新宏

黃文谷

許維鈞

張菊惠

2017 $5,000

2017 $5,000

2017 $5,000

2017 $10,000

林文宗

Ramada Inn Torrance
2017 $5,000

Alice Wang

余崇孝

2017 $5,000

2017 $5,000

2017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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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盛繼

潘張淑如

梁志宏

陳錫清

2017 $5,000

2017 $5,000

2018 $20,000

2018 $10,000

林國彥

殷清隆

徐月蘭

蔡錦榮

2018 $5,000

2018 $5,000

2018 $5,000

2018 $5,000

‧Jim & Babara Tsay Foundation

2017 年

2018 年

$10,000

$5,000

$5,000

‧王敏雄
‧台美陳善心人士

$10,000

‧台美 Chiang 善心人士

$10,000

‧台美蔡善心人士

$5,000

‧台美莊善心人士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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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不是 20 年前王桂榮家族發大願，捐出現在會館的房地產，就不可能有大洛杉磯台灣
會館的誕生。然而，這 20 年來，會館是一個服務性的慈善團體，每一年都需要美金十五萬到
二十萬的經常費用，如果不是靠熱心同鄉的贊助，會館也不能順利地運作。經費的來源有一
大部分來自認捐$5000 以上的會館榮譽顧問。我們把會館成立 20 年以來，至 2018 年 6 月曾經
年度認捐$5000 以上的善心人士的名單整理出來。在此表示對他們最高的感謝與敬意。
1

楊 信

$223,500.00

35

2

林榮松

$128,000.00

36

3

吳澧培

$105,000.00

37

4

聖蓋博希爾頓

$105,000.00

38

5

林芬香

$80,000.00

6

李木通

$76,000.00

7

蔡鴻展

8
9

謝婉香

$15,000.00

69

林鳳棋

$5,000.00

John. C Chiang

$15,000.00

70

林蔡雪清

$5,000.00

林富文

$15,000.00

71

方子麟

$5,000.00

曾陽川

$15,000.00

72

Christine Yu

$5,000.00

39

曾蕙詩

$15,000.00

73

宋瑞卿

$5,000.00

40

廖聰明紀念

$15,000.00

74

蘇百謹

$5,000.00

$70,000.00

41

王世雄

$11,000.00

75

賴淑遠

$5,000.00

王政中

$60,000.00

42

李錦殖

$10,000.00

76

方森茂

$5,000.00

萬通銀行

$60,000.00

43

陳麗華

$10,000.00

77

蔡明章

$5,000.00

10

林榮火

$50,000.00

44

曾盛豐

$10,000.00

78

陳錫清

$5,000.00

11

陳瑞珠

$40,000.00

45

江清耀醫師紀念

$10,000.00

79

呂世豪

$5,000.00

12

徐新宏

$38,000.00

46

王敏雄

$10,000.00

80

張惠敏

$5,000.00

13

陳文石

$35,000.00

47

許廷鑫

$10,000.00

81

吳東昇

$5,000.00

14

呂庚寅

$35,000.00

48

黃介玄

$10,000.00

82

王家培

$5,000.00

15

田詒鴻(皇佳)

$35,000.00

49

梁志宏

$10,000.00

83

Alice Wang

$5,000.00

16

殷清隆

$30,000.00

50

蔡雲志

$10,000.00

84

汪俊宇

$5,000.00

17

余崇孝

$30,000.00

51

潘張淑如

$10,000.00

85

UBS Financial

$5,000.00

18

蔡石津

$30,000.00

52

Young Green

$10,000.00

86

陳貴東

$5,000.00

19

林文宗

$25,000.00

53

陳立宗

$10,000.00

87

許維鈞

$5,000.00

20

徐月蘭

$25,000.00

54

陳哲夫紀念基金會

$10,000.00

88

蔡錦榮

$5,000.00

21

莊隆信

$25,000.00

55

大成鋼鐵

$9,000.00

89

Ramada Inn Torrance

$5,000.00

22

楊盛繼

$20,000.00

56

張正宗記念

$6,000.00

90

張菊惠

$5,000.00

23

陳得福

$20,000.00

57

黃萬億

$5,100.00

91

林坤福

$5,000.00

24

Dr.KK

$20,000.00

58

余孔明 紀念基金

$5,000.00

92

許月雀

$5,000.00

25

黃三榮

$20,000.00

59

許春惠

$5,000.00

93

傅柏煜

$5,000.00

26

林淑齊

$20,000.00

60

呂俊杰

$5,000.00

94

賴金燉

$5,000.00

27

YCI Inc.

$20,000.00

61

林基龍

$5,000.00

95

賴蘇翠婉

$5,000.00

28

蔡美美

$16,500.00

62

許啟勇

$5,000.00

96

林國彥

$5,000.00

29

林創一

$15,000.00

63

陳正吉

$5,000.00

97

吳平原

$5,000.00

30

林朝昇

$15,000.00

64

劉寬平

$5,000.00

98

吳建德

$5,000.00

31

王美華

$15,000.00

65

Danny Chen

$5,000.00

99

吳文德

$5,000.00

32

陳吉助

$15,000.00

66

吳陳信愛

$5,000.00

100

吳平治

$5,000.00

33

黃培城

$15,000.00

67

王淑卿

$5,000.00

101

仁愛醫院

$5,000.00

34

黃文谷

$15,000.00

68

張文桂先生紀念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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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詒鴻

林榮松

2018~2020 董事長

2018~2019 執行長

陳柏宇

賴淑遠

劉玲華

蔡漢成

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吳兆峯

林國彥

黃昭竣

黃文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財務長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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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鳳

張瑞菊

陳啟耕

何壽美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侯淑紅

許維鈞

傅舟山

周清耀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葉俊麟

黃令先

陳芃佑

張欣珠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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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群雁

楊悅英

吳東昇

蔡幸珍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殷清隆

林正賢

陳鶴騰

郭曉玗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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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歷屆董事名單
第二屆董事會幹部改組

1998-2000 年創會(第一屆)董事會

(9/21/2001-2002) (2001 年 8 月 8 日董事會，第二
任董事長吳澧培先生因另有要事辭會館董事長職
位，幹部總辭，董事會同意通過。

永久榮譽董事長：王桂榮。
董 事 長：吳澧培
副董事長：廖聰明、黃三榮。
會

隨後，31 位的出席董事中有 24 票選出李木通先生
為新任董事長。)

長：林榮松。

秘 書 長：吳瑞信。

董事長兼會長：李木通

財 務 長：賴英慧。

副董事長：林榮松、呂庚寅、林永源、廖聰明

副財務長：詹凱臣。

秘 書 長：賴英慧

機要秘書：張菊惠。

副秘書長：梁政吉、洪政吉

董事：詹凱臣、張正宗、張瑞庭、張天駿、陳正吉、
陳立宗、陳瑞珠、何壽美、許月雀、許正雄、
何勳廷、張菊惠、梁政吉、廖聰明、賴高安賜
賴淑遠、賴英慧、林國彥、林淑齊、林榮松、
呂庚寅、呂春風、蔡崑山、曾輝光、蔡盧錫金
王政中、王政仁、王政煌、王世雄、吳澧培、
吳瑞信、顏樹洋、楊熾勳、顏洛桑、楊 信、
楊淑婷、鍾金榮、許啟勇、洪政吉、龔森田、
賴慧娜、賴淑遠、盧景林、蘇芝萌、邵王金絲
曾振輝、王光明、王梅鳳、吳爾融、黃三榮、
黃健三

財 務 長：張菊惠
副財務長：王梅鳳

2002-2004 年第三屆董事會
董 事 長：李木通
副董事長：林榮松、呂庚寅、賴英慧、梁政吉、
張正宗、林國彥。
監 事 長：林永源
副監事長：曾元勝、賴淑遠
財 務 長：張菊惠

2000-2002 年第二屆董事會

副財務長：黃宇田、許月雀
董 事 長：吳澧培

秘 書 長：賴慧娜

副董事長：林榮松、呂庚寅
會

副秘書長：何壽美、廖鴻業、黃美琇

長：楊淑婷

董事：王梅鳳、陳正吉、許春惠、陳立宗、陳文石、
鍾金榮、何壽美、許啟勇、洪政吉、賴慧娜、
賴慧娜、李鶴彰、張菊惠、林元清、蔡清枝、
王世雄、溫惠雅、顏樹洋、楊茂生、周正烜、
林聰敏、許月雀、曾元勝、黃宇田、黃美琇、
廖鴻業、蔡淑理、謝進發。

秘 書 長：林永源
財 務 長：張菊惠
副財務長：王梅鳳
機要秘書：洪珠美
董事：陳瑞珠、黃健三、楊 信、楊淑婷、廖欽和、
廖聰明、陳永全、王梅鳳、賴東成、洪珠美、
王政中、王政仁、王政煌、張勝雄、呂庚寅、
林榮松、張菊惠、梁政吉、許春惠、溫惠雄、
賴東成、王世雄、何壽美、吳澧培、林國彥、
許啟勇、賴慧娜、顏樹洋、曾元勝、洪政吉、
張正宗、陳正吉、賴英慧、賴淑遠、盧景林、
李木通、林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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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 年第四屆董事會

2010-2012 年第七屆董事會

董 事 長：林榮松

董事長：徐新宏

副董事長：賴英慧、陳文石、張正宗、梁政吉

副董事長：賴淑遠、溫宏明、張菊惠、周清耀

監 事 長：林永源

監事長：王梅鳳

財 務 長：張菊惠

副監事長：黃文谷

秘 書 長：賴慧娜

財務長：田詒鴻

副秘書長：周清耀、劉玲華

秘書長：吳大衿

董事：王世雄、鍾金發、何壽美、吳大衿、陳鶴騰、
徐新宏、王榮義、許作初、潘春輝、王耀廷、
許春惠、翁淑鐶、楊子清、溫惠雄、黃文谷、
賴淑遠、林國彥、陳正吉、沈雲冰、王梅鳳、
林元清、郭慈安、溫宏明、鄭錫堃、陳芃佑。

副秘書長：王榮義

2006-2008 年第五屆董事會

2012-2014 年第八屆董事會

董 事 長：陳文石

董 事 長：王梅鳳

副董事長：賴英慧、賴淑遠、徐新宏、郭慈安

副董事長：賴淑遠、田詒鴻、黃文谷、周清耀

監 事 長：林永源

監 事 長：張菊惠

副監事長：王世雄

副監事長：吳大衿

秘 書 長：溫宏明

秘 書 長：賴慧娜

副秘書長：陳鶴騰、陳芃佑、(潘春輝)

副秘書長：陳芃佑

財 務 長：張菊惠

財 務 長：陳柏宇

副財務長：王梅鳳

董事：林榮松、李木通、陳文石、賴英慧、王政中、
何壽美、沈珀佳、洪珠美、陳鶴騰、陳方馨、
Sean Yu、張簡昭智、黃美琇、蔡漢成。

董事：方仁楠、王世雄、何壽美、李木通、李淑櫻、
林榮松、洪清順、陳文石、陳芃佑、陳漢民、
陳麗華、陳鶴騰、楊右民、楊豐明、溫玉玲、
賴慧娜。

董事：林文政、李木通、蔡明法、王耀廷、何壽美、
許春惠、張晉作、吳大衿、鍾金榮、賴慧娜、
周清耀、蔡清枝、劉玲華、溫惠雄、沈雲冰、
鄭錫堃、陳文磨、王榮義、黃文谷

2008-2010 年第六屆董事會

2014-2016 年第九屆董事會

董 事 長：賴英慧

董 事 長：黃文谷

副董事長：徐新宏、黃文谷、王梅鳳、溫宏明

副董事長：賴淑遠、田詒鴻、周清耀、陳柏宇

監 事 長：賴淑遠

監 事 長：張菊惠

財 務 長：張菊惠

副監事長：吳大衿

副財務長：王梅鳳

秘 書 長：洪珠美

秘 書 長：陳麗華

副秘書長：陳方馨

副秘書長：何壽美

董事：王梅鳳、林榮松、陳文石、賴英慧、李木通、
王政中、賴慧娜、徐利亨、陳芃佑、劉玲華、
沈培志、何壽美、蔡幸珍、蔡漢成、張簡昭智
Sean Yu、楊嘉猷、黃群雁、洪茂澤、謝婉香

董事：林榮松、李木通、吳大衿、蔡清枝、陳鶴騰、
賴慧娜、王榮義、沈雲冰、鄭錫堃、陳芃佑、
王世雄、溫玉玲、顏洛桑、洪清順、陳柏宇、
楊豐明、李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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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第十屆董事會

2018-2020 年第十一屆董事會

董 事 長：林榮松

董 事 長：田詒鴻

副董事長：田詒鴻、陳柏宇、賴淑遠、蔡漢成

副董事長：陳柏宇、蔡漢成、賴淑遠、劉玲華

財 務 長：陳柏宇

執 行 長：林榮松

秘 書 長：張菊惠

財 務 長：黃昭竣

副秘書長：劉玲華

秘 書 長：吳兆峯

董事：黃文谷、王梅鳳、賴英慧、楊 信、何壽美、
吳大衿、黃昭竣、吳兆峯、周清耀、陳芃佑、
張欣珠、楊嘉猷、楊悅英、翁英展、蔡幸珍、
賴慧娜、謝婉香、方碧霞、黃群雁、劉玫玲。
(陳文石、余崇孝、莊錫卿、徐利亨、徐凰耕)

副秘書長：林國彥
董事：田詒鴻、林榮松、陳柏宇、賴淑遠、蔡漢成、
劉玲華、王梅鳳、黃文谷、黃群雁、周清耀、
何壽美、蔡幸珍、陳芃佑、許維鈞、陳鶴騰、
葉俊麟、林正賢、林國彥、吳東昇、傅舟山、
侯淑紅、郭曉玗、楊悅英、吳兆峯、張欣珠、
張瑞菊、陳啟耕、黃令先、黃昭竣、殷清隆。

永久會員
2017 年
林尚甫
林正賢
劉玫玲
葉俊麟

張淑貞
秦雪華
翁英展
胡永全

張瑞庭
蔡盧錦
賴志軍
林財添

張益豪 黃義欽
黃昭竣 程冠穎
張 欣 珠 潘劉聰美
Kevin Yu

2018 年
賴鈺棋 溫森芳
蔡文馨 陳美吟
Stephanie W. Hu

馮振發 潘建維 謝秀緞
Steve Tsai Peter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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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重建歷程
台灣會館建館硬體委員會召集人

陳鶴騰

2016 年在林榮松再回任董事長，在過去 14
年中林榮松董事長念茲在茲台灣會館重建一
事。我與劉玲華、蔡漢成私下在規劃台灣會館
重建的討論，沒想到這些討論的觀點，成為現
在設計的基本概念。
台灣諺語「千算萬算不如天算！」想不到
在 2017 年 Rosemead 市政府改變了台灣會館
zoning(地目) 為 C-3(商業區) 以市府規定，我們
能建七層樓高，經過我到市府的查詢，C-3 地
目可零售商店、辦公室、旅館、年長公寓。副
董事長陳柏宇與 City of Rosemead 比較熟，安
排與市府的規劃負責人在 7 月見面，經過討論
後市政府原則上支持重建會館、商店、年長公
寓、旅館。
重建委員會經過幾十種不同的規劃，決定
分為兩期興建。在第一期為一樓建商店，二樓
會館辦公室，三、四、五樓年長公寓(共 2 房，
21U) ； 第 二 期 在 一 、 二 樓 建 會 館 大 會 堂 ( 約
6000 呎) ；三、四樓可能建年長公寓或旅館。
所有建築面積約 65000 呎，212 停車位。
古人言「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今天
已有天時、地利，只要人和有資金，會館重
建，指日可待。
我有一個夢，在我們這一代百年後，我們
後代可在台灣會館緬懷先人創業的艱難，大無
畏的精神。台灣會館在佳節時，給下一代溫暖
的回饋並建立與台灣的連繫。
在此懇求鄉親慷慨解囊，共創台灣會館百
年基業。

在 2004 年林榮松任董事長時已成立擴館設
計委員會。經歷 2006 年陳文石董事長，2008
年賴英慧董事長，2010 年徐新宏董事長，2012
年王梅鳳董事長，在歷任董事長任內均設有擴
館基金委員會。
當 年 台 灣 會 館 在 Rosemead 市 政 府 的
zoning(地目) 為 M-1(工業區)，以市府規定，我
們只能建三層樓，市政府准許我們做商業區使
用，最佳的使用為樓下以店面使用，二，三樓
辦公室，會館(含大會廳)使用，辦公室可以做專
業的醫生，律師，會計師，地產，貸款的辦公
室。我們必須挖地下停車場。由於地下停車場
造價昂貴，這種設計不是最佳決定。加上
Rosemead 市 政 府沒有 很 積 極 ， 配 合新 的建
案。
由於董事會內有不同的意見，有董事希望
在二，三樓建住宅單位(Condominium)，把住
宅部分賣掉，出售住宅所得，足以支付所有重
建費用。事實上由於 zoning(地目)M1 市政府根
本不可能做住宅使用。有董事反對將台灣會館
分割出售，這樣台灣會館會支離破碎，產權比
較復雜，對台灣會館沒有整體性。由於辦公室
出租比住宅出租有風險。
當年李木通董事提議會館另尋新地點建
館，在 2008 年時美國的金融風暴，房地產全面
下挫，有機會買到好的地產，由於地點、資金
的關係和董事會沒有達成共識，錯失了好機
會。到 2014 年南加州地產回歸正常，要購地建
館，已成遙不可及的目標。
由於台灣會館的建築格局很難修建，屋頂
漏水長年無法解決，雖在 2012 到 2016 年的重
整，會館門面煥然一新，但這並非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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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擴建募款計劃：募款金字塔
亞太社區基金會執行長，台灣會館建館募款委員會召集人
募款就像一座金字塔 : 在一項成功募款計劃
裡，通常要找少數認捐比較大額的人，這些人大
約佔 10%，而他們的捐款大約佔 90%，這就是
90% 跟 10%的分點。10%的人捐出 90%的善
款，換句話說，90%的人僅捐出 10%的善款。
雖然捐款能力不同，但台灣會館對所有的捐贈人
一視同仁，我們募款的焦點是“人”本身，即台灣
會館應做些什麼或提供何種服務，才能回應捐贈
者認同的價值。90% 的人雖然只捐了 10% 的
錢，但是他們同樣重要。因為他們是基礎，也是
基石。
依照募款金字塔來看，從最底部來自小額個
人捐款者，一直到金字塔頂層的高額捐款者，都
是募款金字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灣會館在進
行募款活動時，不可以忽略任何捐款者可能的捐
款。只要努力，並珍惜且詳加記錄每一位捐款者
資料，也能從任何捐款者身上獲得源源不絕的新
捐款。

黃群雁

高額捐款者:
• 高額贊助者構成了金字塔最頂層的部分。通常
在此一部分，能勸募到最大筆的捐款金額。

經常性會員捐款人:
• 這類固定且經常性捐款的台灣會館會員個人捐
款者就構成了募款中不可忽視的中堅分子。
小額個人捐款者:
• 此類的捐款人，是構成金字塔底層,台灣會館
中不特定的多數支持者，他們每個人都可能出
資捐助。
高額捐款者

經常性會員捐款人

小額個人捐款者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Capital Campaign Giving Pyramid
Major donors are a major factor in our campaign’s success. Approximately 90%
of total capital campaign fundraising goals ($11M) will come from 50+ major
donors which are 10% of total 483 donors.

Proposed Capital Campaign Fundrais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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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成長與傳承
1998-2000 會長，2004-2006 ，2016-2018 董事長

林榮松

到台灣募集上萬冊
1998 年 6 月
的書籍，還要將書
12 日台灣會館風風
光光地成立了。個
本運到美國來，工
程之浩大可想而
人有幸，從頭至尾
知。王世雄負責會
參與籌備過程，會
館硬體改造，專業
館成立後，被指派
又盡責，照顧會館
為第一任會長。當
有如自己的事業
時在中華民國的行
來。這些點點滴
政體制下，僑委會
滴，20 年後仍然記
在洛杉磯設有兩處
憶猶新，內心有無
僑教中心，而洛杉
2016
年代表台僑在歡迎蔡英文總統的餐會上致詞
限的感激。
磯的台美人願意自
2004 年，我繼
己籌款成立另外一
吳澧培及李木通之後接任第四屆董事長。會館經
個據點，顯示海外台灣移民對「台灣」這兩個字
過六年的歷練與考驗，已經得到社區的肯定與支
的重視與堅持，20 年來即使母國已經三度政黨
持，我接棒後的主要任務就是讓會館繼續成長及
輪替，台灣會館的主軸與方向依然不變。
壯大。會館的公信力已經建立，台籍社團辦活動
洛杉磯的台灣移民最多，社團也多，我認為
或開記者會，大多以會館為第一選擇，我任內兩
台灣會館在草創時期要建立起公信力必須從「服
年，會館舉辦了 120 場的演講會或座談會。台
務」開始，並廣納百川，歡迎所有認同台灣會館
美人傳統週由台灣會館全面主導，除了在洛杉磯
理念的個人或團體來使用會館以便厚植人氣。會
舉行的傳統週開幕式，清掃洛杉磯河活動，義
館當時不僅鼓勵各社團來會館辦活動或開理事
會，會館本身也策畫了系列活動，成立了圖書
診，系列藝文活動以及大型的園遊會外，台語班
館、花藝社、台語班、舞蹈班等。除了必行的會
擴大為台灣學校，課程包括台語兒童班、台文成
員大會、募款晚會以及台美人傳統週活動外，大
人班、西班牙語會話班、華文班、實用電腦班、
現代舞蹈班、舞蹈韻律班、卡拉 OK 班以及乒乓
型的活動有會員新春聯誼晚會，台灣關係法 20
週年系列活動，美國獨立日烤肉，第一屆台美小
球班等。會館還有專屬的合唱團及籃球隊。台灣
姐選拔以及參與主流的亞太裔蓮花節。甚至還排
會館獎學金在 2004 年 9 月由張正宗董事捐出四
了會館董事值班表以及醫學諮詢時間，可見當時
萬元成立，可惜 2006 後他過世，此活動就停止
會館幹部的衝勁與努力。
了。2004 年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 由林建
當時採用董事長及會長制，設有副會長負責
各工作小組。黃健三是活動組，不僅認真又有創
意，允文允武，辦活動，寫話劇，編年刊，樣樣

隆主講，江霞及歌星楊烈、潘麗麗演唱的年度晚
會，以及 2005 年在 San Gabriel Hilton 由高碩
泰演講，廖瓊枝演出歌仔戲的年度晚會，都是盛

行。楊淑婷負責圖書館的建立，台美兩地奔波，

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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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2004-2006 兩年中，與美國其他台灣會館互
相聯絡及扶持，邀請當時台灣最紅的「台灣心
聲」政論節目主持人汪笨湖在聖地牙哥、西雅
圖、舊金山以及洛杉磯展開四場主題為「 台灣
人的心聲」的巡迴演講會，在洛杉磯有 1400 個
人參加，造成轟動。
卸任之後，10 年來會館仍然繼續在社區扮

以來一直談到傳承的重要性，兩年前董事會引進
六位年輕的董事，有幾位表現得非常突出，讓人
非常地欣慰。
台灣政黨輪替三次以後，邀請台灣檯面上名
人來美演講的困難度相對增加，但在 2016 年我
們邀請到台灣年輕政黨時代力量的主席黃國昌專
程前來演講；2017 年則邀請到蔡英文總統的改

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我發現社區對會館沒有進一
步的熱情與參與，董事會的成員缺少新血的注
入，團體會員進來當會館董事的意願也不高，尤

革操盤手林萬億政務委員來美演講，讓海外鄉親
對台灣的改革有更深的認識。
台美人社區也不吝給會館慷慨的支持與贊

其會館 20 週年即將在 2018 年到來，第一代的
台美人逐漸進入老人期，目睹一些社團逐漸凋
零，想起會館成立的不易，不免開始心急。徵詢
多位資深董事的意見後，認為應該徵召有能力、
有財力、有愛心的楊信先生來擔任董事長一職，
讓會館有一個新的氣象。但是他鼓勵我出來再擔
任一屆董事長。
我深信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所以決定再
拼一次，寫了一篇「我對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願
景與策略」，受到會館董事們的認可，選上
2016-2018 的董事長，再度承擔兩年。
兩年來，會館的事務就是我生活的重心，無
時無刻想著如何把它做得更周全更圓滿。首先把
一年四次的紙本會訊改成一個月一次的電子會
訊，並在台灣的媒體網站刋出。經由蔡漢成副董
事長的用心經營，台灣會館的網站永遠看到最新
的消息。劉玲華副秘書長將繁雜的會館硬體及租
用管理得有條有理收入倍增。會館本著服務的心
態來辦事，常常活動滿滿。除了會館的三大節
目：傳統週、台美小姐選拔以及年會跟往年一
樣，盛大地順利完成外，我較滿意的部分有三
項，第一個是 228 七十週年記念活動，系列性
的展覽、紀念會及座談會，已成美國各地台美人
紀念台灣最重要的國定假日的楷模。第二項是兩
屆亞洲合唱節的主辦，證實會館能在台灣艱困的
外交上扮演協助的角色。第三項是看到台美人年
輕一代所展現的能力與領導力，會館創會 20 年

助， 2016 及 2017 年共有 73 位善心人士捐出五
千元以上，成為台灣會館的榮譽顧問，48 位鄉
親繳交一千元加入永久會員的行列，顯現社區對
會館的肯定，也首度讓會館的存款超過百萬。
2018 年會館將慶祝 20 歲生日，我期待在新
董事長的領導下，能將傳承的路鋪好，會館能擴
館成功，提供足夠的財務資源，讓年青一代不用
為每年的募款煩惱操心，進而積極參與，讓大洛
杉磯台灣會館能永續經營，而不是將來只成為台
美人歷史的陳跡。

吳澧培董事長聘林榮松為首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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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董事長 田詒鴻

詒 鴻 自 2010 年 有 幸
2015年詒鴻成立「台灣青
加入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
年美國職涯發展協會」，
事會，受委以副董事長之
為協助台灣青年在美國立
職，學習良多，看到諸位
足。在擔任會館副董事長
前任董事長領導團隊為會
任內，曾召集兩屆的台美
館盡心盡力，歷經二十年
小姐選拔活動，深深感
努力才有今日的規模，尤
覺，台灣文化是培養第二
其林榮松董事長兩年來無
代台美人氣質的重要元
私奉獻，夙夜匪懈，有目
素。優美的台灣文化也必
共睹，詒鴻接此重任，難
需藉由我們的第二代傳揚
免誠惶誠恐，不敢有負期
出去。
待。
很多社團早就致力培
台灣會館董事乃由三
養第二代接棒，以台美商
十名個人董事與十名團體
會為例，青商會的成長尤
2018 年代表台僑歡迎蔡英文總統
董事組成，各董事長行事
其令人欣慰，這要歸功於
風格雖有不同，會館卻是隨著時間不停在進步，
歷任台美商會會長的遠見與全力支持。會館也是
是大洛杉磯地區台灣社區的支柱，也是海外台灣
如此，董事會的重要職務如秘書長、財務長、各
人的家。
委員會的召集人，現在已經儘量交予年輕世代，
二十年來，台美人社區不斷茁壯成長，台美
在學歷經驗豐富的第一代指導下栽培他們，成就
人第二代也枝葉茂盛，年輕人有年輕的思維，也
會館的各項目標。希望將來在會館多舉行年輕人
有新世代的考量。我們面對新的挑戰─「如何永
的活動，吸引更多台美人後代。同時，放開胸懷
續傳承？」，是刻不容緩的議題，也是所有社區
以和為貴，廣納百川，展開友誼之手，吸引更多
領袖都能感受到的急迫性，因此之故重建會館的
的非台灣民眾，與各族裔人士合辦活動，增進彼
呼聲越來越清晰。
此之間的交流和了解，發揮會館功能。
會館永久榮譽董事長王桂榮先生及創會董事
詒鴻與本屆董事們義不容辭，將一起擔起重
長吳澧培先生素為社區所敬重，詒鴻自萬通銀行
任，為重建會館來努力。也懇請社區鄉親賢達共
初創，即追隨兩位大老，深知兩位一心縈懷，以
襄盛舉，來完成我們的歷史任務。
培養新世代、營建新社區為念。
三十年前台美公民協會成立，詒鴻即積極參
與，是為建立台美人在主流社會的聯結與影響。

- 19 -

2018 年年鑑

董事長的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二十週年感言
永久榮譽董事長王桂榮夫人

王賽美
與在美的台美人，還是一
個永遠追求的精神標誌，
而台灣會館的成長茁壯正
是此信念的具體表徵。
二十週年代表一個里
程碑，在此，我期許北美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自先夫王桂榮先生於
1998年創立之初，慷慨
捐贈位於洛杉磯郡柔斯
蜜市的產業至今，轉眼
已經快要邁入第二十年
了，眼見大洛杉磯台灣
會館從草創之初到現
在，成長到擁有八百多
位永久會員及七十多個
團體會員，儼然成為洛杉磯台美人社團的龍頭，
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二十年來，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在歷任董事長
用心帶領之下，一貫秉持創會宗旨，並在全南加
州父老鄉親的大力支持下，以民間的自主力量，
積極地融人社會主流、推動各類文教活動、弘揚
台灣文化、熱心慈善公益、造福僑居地區民眾，
為傳承台灣傳統文化、推動當地社會經濟和台美
友好關系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傲人成績。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建立之初，我們夫妻就希
望她能成為海外台灣人的另一個家。在林榮松暨
歷任董事長的帶領之下，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果真
猶如一個大家庭，不定期地舉辦許多藝文活動與
教育課程，提供海外台灣人一個可以交流與學習
的處所，藉此培養第二、三代的台美人成為優秀
的公民，傳承優質台美人的文化，並加以宣揚台
灣的傳統文化，而她同時也是一個促使台美人與
各族裔相互間之溝通與了解的平台。
王桂榮先生的理念是：「台灣若好，住在台
灣的人就好。台灣傑出的人才若在世界出名，咱
們也與有榮焉。咱們的子孫有自信，才有希
望。」相信這樣宏觀的理念對後民主化的台灣人

各地台灣會館及台灣中心
的各位先進們，能夠整合
各地的資源成立一個海外
(世界)台灣會館總部，並
以此推動在世界各地擴展新的台灣會館據點，如
此才能幫助、服務更多世界各地的台灣鄉親，也
可以讓各界各地人民能看到更多元化的台灣文
化。
祝福大洛杉磯台灣會館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並願台灣人能團結，讓台灣文化在世界各地能夠
繼續流傳並發揚光大！

左起：長子王政中夫婦、王賽美女士、
次子王政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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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1首任董事長 吳澧培

就是抱著這樣的心
當年聽說有人捐獻
情，我擔任了會館第一
土地，要建立會館，我
也覺得樂觀其成。籌備
任董事長。一任董事長
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問
下來，這種理念的落實
並沒有太多的成果，但
題，來找我相助。我雖
董事會裡有很多董事和
然銀行事務繁忙，但這
我有相同的信念和理
是對大洛杉磯地區台灣
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想，而我一路走來因為
處理許多爭議和糾紛，
所以考慮後勉為其難答
也頗有挫折感，所以就
應和大家一起努力。
2000 年吳澧培先生為西藏基金會募款
辭去會館董事長的職
在接受邀請的同
務。幸運的是，接棒的幾任會館董事長們都有依
時，我有一些個人的理想。過去我也成立、創設
循創設會館的基本想法，不斷地深耕及努力。由
了幾個台灣人的社團和組織，像是台美公民協
於大家無私的奉獻，會館成為大洛杉磯台灣人社
會、台灣政治協會，其間也參與了台灣人聯合基
區活動的中心，這是讓我非常感佩且欣慰的。
金會的經營等等，這些團體與組織都很平順，因
很多同鄉都曾建議把會館擴大或移址他處，
為我秉持「純粹服務社會」的理念，沒有個人的
不管是甚麼樣的想法，只要能讓會館更加蓬勃發
身份，也沒有個人的考量。亦即捐獻就是捐獻、
展，都是我所期待及樂見的！
服務就是服務，沒有其他的條件。所以當時我提
至於世代交替，第一代應該鼓勵第二代參與
出了幾項考慮，即捐獻者不以他自己的名義創設
會館的活動和事務。
會館。第二，捐獻就是要純粹捐獻，不能有其他
第一代來會館參加活動，若能把第二代也帶
條件，產權清楚，沒有未償貸款；第三，捐贈者
來，讓我們的下一代、兩代理解，我們父祖的根
家人不要佔董事名額，避免干涉會館的運作。
在台灣、我們的家在美國，有這雙重的認知，我
我的要求透過籌委會人士知會了捐獻者，也
們的後代台美人才會關心台灣，並和在地的台僑
獲得捐贈人的同意，我才正式擔任台灣會館籌備
們一起努力求發展。
委員會的總召集人，順利完成一百萬美元以上的
因為會館提供一個場所，藉著活動及交流，
募款任務，會館正式成立。
讓台美人的力量能夠凝聚、團結，從而在美國主
後來就發生了許多變化，幸好最終還是得以
流社會爭取台美人應有的權益，這是不分一代、
完成會館的願望，將產權過戶。經過這些辛苦的
二代的台灣人的共同利益及目標。
歷程，我對會館的經營提出一個口號：台灣會館
會館應該也可以在共同利益這個大目標之
是大洛杉磯地區台灣人的家。
下，讓數代人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我前面說
我希望老、中、青三代的台灣人來到會館，
過，台灣會館是給老、中、青三代共聚一堂的所
都會覺得溫暖，不管是泡茶聊天、打乒乓、圖書
在，就是這個意思。(台灣會館20週年特刊編委
館看書，大家都是異鄉人，會館應該提供這種鄉
情的溫暖。
會編寫自2017-12-20 黃樹人的訪問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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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會館走出風波
2001-2004董事長 李木通
足，辦活動會遇到
一些的難題。有鑑

2001年夏天，
台灣會館董事長吳
禮培與會長楊淑婷
意見不合，加上有
人一直向媒體提供
不實訊息，洛杉磯
華人媒體密集報導
有關會館的負面消

於此， 台灣會館在
董事長吳澧培的主
持下，於2001春季
成立「全美台美人
傳統週支援會」。
全美各地對本
會工作的反應非常
息，使台灣會館陷
熱 烈 ， FAPA 總 會
入風暴中，對台美
長陳文彥來函鼓勵
人社區傷害甚大。
「你們所做的各項
吳董事長正計劃從
台美人傳統週在清掃洛杉磯河時接受
努力，對各地區的
事更重要的任務，
洛杉磯市長 James K. Hahn 頒獎
台美人傳統週慶祝
不願陷入無意義的
活動幫助甚大⋯」，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邱義昌
內鬥泥沼中，毅然決定辭去台灣會館董事長職
來信說「根據全美各地台灣同鄉會的反應，你們
務。在一場私人的會面中，他問我接任董事長的
意願，我義不容辭的答應接下這項重要的任務。
8月8日晚上召開的8月份會館董事會，吳董
事長決定改在大禮堂舉行，並開放給媒體全程旁
聽及錄影。為了讓董事會能順利進行，請法律顧
問張天駿出席並顧用保全人員維持秩序。這麼隆
重的董事會是會館20年的歷史上，只有這麼一
次。會中吳董事長提出辭呈，並提議他的團隊
（包括會長、秘書長，財務長等）一起離職，董
事會表決通過。接下來董事會選舉我擔任董事
長，繼任吳董未做完的任期。吳董事長離職後，
就著手籌組「福爾摩沙基金會」，幫忙台灣對美
國的外交工作。後來離開美國回台當任「總統府
資政」，協助扁政府處理國政。
1999年克林頓總統宣布每年5月為亞太月，
其中的一週為台美人傳統週。全美國台美人比較
多的都市，在1999及2000年都有舉辦「台美人
傳統週慶祝活動」。但是很多地方因人力物力不

的努力給甚多全美各地同鄕會，在慶祝傳統週活
動 做 良 好 的 示 範 ⋯ 」 。 New York 、 Huston 、
Alabama、Wisconsin 、Colorado 等地都來函
致謝並加油鼓勵。
我是在2000年夏天，時任洛杉磯台美商會
會長，被選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團體董事。我
並未參與會館的籌備工作，只擔任董事剛滿一年
就選為董事長，純屬意外。歷經數個星期的折
磨，台灣會館士氣低落。一些鄉親們對會館產生
誤會，有人在我面前嗆聲，會館不可以自稱是社
團的龍頭。我深知必須做到「讓人感動」，才能
重建鄉親們對會館的信心，才能奠定會館在台美
人社區的領導地位。面對這項艱鉅的任務，我抱
著「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決心，盡全力去完
成。在2002年的年刊上寫出當時的心情：「木
通深知會館是台美人的精神堡壘，不敢有絲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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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囊相助，並率先捐出＄5000，拋磚引玉來激
勵人心，結果共募集＄45420，交給行政院。

意或鬆懈，便盡全力，一步一腳印地推動會館會
務。至今一年己過，會務在安定中逐步發展」。
2002年夏天，我補任董事長的任期屆滿，
再次被選為董事長，至2004年夏天卸任，共擔
任三年的董事長。在這三年中所推動的重要會
務，簡列如下：
參 與 主 流 社 會 活 動 ： 2001 年 九 一 一 事 件

2001年9月11日發生震驚全球的九一一事
件，台灣會館立即舉辦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募
款。一共募得＄45000，在10月5日會館舉辦的
「向美國致敬」儀式中捐出。
2003年春天，中國境內的SARS疫情失控，
蔓延至其他國家包括台灣，造成全世界數千人被
感染，八百多人死亡。台灣會館發起捐口罩活
動，一共募集49820只口罩（N95共13820，一
般36000）及善款＄19186送回台灣。
台美人傳統週慶祝活動：每年5月都舉辦一
系列的傳統週活動。包括美食園遊會、清掃洛杉
磯河、會館Open House、邀請台灣的文藝團體
來表演、畫展、音樂會等，鄉親們都出錢出力全
力投入。
2003年的美食園遊會選擇在「小台北」蒙
特利市舉辦，開創了先例，之後每年園遊會都是
在這裡舉辦(只有2年例外）。
華航贈水牛：2003年2月14日華航送來2隻
10多呎高的水牛，是2003年玫瑰花車遊行獲得
國際獎的主角。兩隻水牛成為會館的吉祥物，一
直到2001年才被三太子取代。

後，會館立即發起募款，並於9月23日舉辦「九
一一追悼音樂會」。
10月5日會館舉辦「向美國致敬」儀式，表
現我台美人愛國不落人後之心。
2002年為了紀念九一一事件週年，在 5月
的台美人傳統週慶典上表揚柔似蜜市消防隊，並
贈送＄1000給柔似蜜市消防局。
2002年7月4日台美人參與哈崗遊行榮獲亞
軍。2003年7月4日台美人參與哈崗遊行獲總冠
軍，空前成功。
關心故鄉支持台灣：2002年1月4日上午會
館聯合南加多個社團舉行記者會，譴責日本外相
田中真紀子不當言論。下午帶隊前往日本領事館
交抗議函。
2002年3月7日由台灣會館發起，召集南加
州台美人社團，召開記者會支持台灣外交部將駐
外單位正名為「台灣代表處」。
2002年11月14日洛杉磯市政府突然把姐妹
市 路 標 上 「 Taipei,Taiwan 」 改 成 「 Taipei
Municipality,Taiwan,China 」，公然矮化台灣。
11月19日會館召集南加各社團召開記者會表達
向市府表達抗議，並籌劃發動同鄉到市府遊行抗
議。11月20日市長命令姐妹市路標重做。在我
們團結努力下，大獲全勝，同鄉們非常振奮。
2003年5月31日會館發動同鄕們到中國領事
館遊行示威，抗議中國隱瞞SARS疫情、並打壓
台灣進入WHO。
募款賑災：2001年在我接任董事長前後，
台灣發生「桃芝颱風」及「納莉颱風」。上任後
立即發動募款賑災，呼籲僑界發揮愛鄉之情慷慨

911周年，會館捐款給Rosemead市消防隊

- 23 -

2018 年年鑑

董事長的話

積極推進主流

2006-2008董事長 陳文石

藝術家及十鼓樂團，我
我接會館董事長就
邀請全國民俗活動表演
積極籌備走向主流的工
作，兩年來最讓我引以
第一名的高雄縣內門宋
為傲的兩項活動是：
江陣，周清耀招攬日
本、韓國、墨西哥、越
「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南團體參與表演，所有
申請參加洛杉磯「夏季
台美人社團都全力協
音樂會」成功地於2007
年 5 月 7 日 在 Ford
助，節目豐富破記錄。
四、攤位的內容和
Theater 演 出 相 當 轟
招募：逾150個攤位規
動 ， 來 賓 中 有 1/3 主 流
模，邀請高雄市愛河沿
官員和愛好音樂的人
亞太節典禮上贈紀念品給洛杉磯市長
岸10多位有台灣特色的
士，這個由洛杉磯市政
Antonio
Villaraigosa
藝人，請衛署設置攤位
府舉辦的活動有他們官
宣傳台灣醫療，向觀光局請求支援，用他們的
方管道的動員，媒體爭相報導，有效地提升台灣
LOGO以促進觀光在現場播放台灣的觀光影片。
國際形象。
五、藍綠大家共同為台灣合作： 為擴大舉
再來是2008年5月20-21日洛杉磯聯合火車
辦，經常到羅省中華會館參加他們的活動。得到
站前廣場舉辦的「台灣文化節」，根據洛杉磯消
大老黃金泉、張自豪主席、楊賢怡會長等全力協
防局統計兩天有十萬人潮，創下海外最多人參與
助，他們的重要人物都出席了大會，由此我體認
記錄，引起主流媒體大幅報導有效提升台灣的國
為了台灣，大家可以拋棄意識形態。
際形象。舉辦這樣大型的活動，我們大膽突破種
六、文宣廣告設計、場地佈置：印刷了大量
種困難，我記錄下來以供日後參考。
文宣廣告到處分發，凡墨西哥、菲律賓、泰裔、
一、資金來源：台灣外交的困難，透過文化
華人金龍遊行等節慶都是宣傳目標。並獲得主流
活動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屬於外交關係的一
媒體的贊助，以葵花為主的商標圖案使展覽場氣
環，因此向行政院請求支援，結果要到了1260
氛活潑生動，富台灣味。各大電視台爭相報導，
萬台幣。因為太晚申請效果不好，各單位年度預
洛杉磯時報等也全版並多次免費報導這個活動。
算每年都在8-9月送交立法院審議，以後要提前
我任內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解決會
專案申請才能有更多經費。
館「會館的建築物不完整」的問題，原來會館中
二、地點選擇：採用在LA聯合火車站前廣
央二層樓是別人的建築物，我和這個建築物業主
場，因為那天，世界火車節在LA聯合火車站舉
中華會館陳建邦聯絡博感情，完成購買，使得建
行，從世界各地來的代表萬人參加，加上這個場
築及土地完整。
所是LA的最早發源地，有早期建築群古蹟、商
現在會館面對擴建的宏景，如果當初沒有毅
業群聚都完整，是LA有名的觀光景點。
然解決「會館的建築物不完整」的問題，今天決
三、節目內容的選擇和製作：我們有四個室
外舞台、四個室內展覽場。僑委會派出二位紙雕
不可能倡言擴建，這也是讓我很感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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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兩年的感想
2008-2010董事長 賴英慧
我 於 2008-2010 年 擔
任董事長，正逢會館十週
年慶，邀請前行政院長蘇
貞昌主講「在十字路口的
台灣」約有750位鄉親共
襄盛舉。蘇前院長鼓舞大

宣布「永遠不會要求美國
為台灣而戰」，南加州台
灣人代表舉行記者會，嚴
正譴責馬總統罔顧台灣安
全，要求馬總統更正其不
當言論，並向台灣人及美
國道歉。當時有鄉親要求
家不要氣餒，繼續關心台
灣的民主發展。2009年年
台灣會館出面召集抗議，
會邀請了李遠哲博士主講
我以個人信念表達：「美
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友邦、
「二十一世紀人類面對著
美國以台灣關係法承諾對
的挑戰」，與七百多位鄉
親分享。兩年募款總額也
台灣安全與發展的協助，
九年後台灣會館再次主辦台美小姐選拔
達到開支平衡的原則。
台美人過去30多年，為保
2009年八月八日台灣發生了災情慘重的莫
護台灣的安全，透過FAPA等民間外交組織支持
拉克颱風，是50年來台灣南部最慘重的風災，
台灣。馬英九總統的不當言論不僅是對友邦的侮
新聞也上了華爾街曰報頭條新聞。回顧大洛杉磯
辱，也加重台美社團將來在民間外交上的困難。
台灣會館自成立以來，每當重大災難發生一直秉
台灣會館提供場所給予台灣人社團，方便推動台
持最高機動性，發起賑災募款活動，提供平台給
美人事務、保持及發揚台灣文化。
所有台僑以最迅速、最直接、最誠信的方式將善
台灣會館是美國非營利組織、除了上述功能
款送達最需要的地方，有許多文化藝術團體、合
外，最重要的是積極融入主流、提供社區服務。
唱團、公益基金會使用會館場地公演募款，各地
台灣會館主動提供場地給鄰近城市民選官員做政
同鄉會、校友會、婦女會、公民協會自行募款
策說明會或主辦公益活動、不同語言學校、促進
後，集中一筆由會館全數依照鄉親意願及受災程
不同族裔交流、每年五月的台美人傳統週，這些
度，匯款至指定賑災帳戶、募款總額達到四十二
工作都是在董事會及各總召帶領下、由台灣會館
萬伍仟元，所有募款明細都可上台灣會館網站
辦公室同仁執行。
我從創會至今沒有離開台灣會館、轉眼已經
2009年會館通訊第58期査詢。
二十年從中年到退休年齡、該是我隱退的時刻，
欣慰林榮松董事長也把傳承做為過去二年的重
心，為了年輕人能接捧他做了很多努力，新世代
委員會也沒有讓董事會失望，期許台灣會館繼往
開來，開創另一個多彩多姿，更能吸引新一代的
台美人。

2009年台灣的學生發起野草莓學運靜坐抗
爭，維護台灣主權及人權的民主運動，一直是海
外台美人努力的目標，很欣慰看到台灣的曙光，
年輕學子有勇氣站出來，台灣會館與台僑社團共
同聲援野草莓學運，傳達台美人護台心聲。
2010年台灣馬英九總統接受CNN專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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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2010-2012董事長徐新宏
大洛杉磯台灣會
的台灣文化走廊，讓
館 自 1998 年 成 立 至 今
台灣的文化能時時展
已是第二十個年頭，
現在台美人以及各族
永久榮譽董事長王桂
裔人的眼前。
榮夫婦慷慨捐款，成
務實要從服務鄉
立台灣會館初衷就是
親開始，鄉親是會館
服務鄉親，讓鄉親及
的根，根茁壯了，才
台灣人社團有個聚會
能往上發展。走入主
活動的場所，並希望
流是我們的目標，但
把會館建立成海外台
必須循序漸進，走入
灣文化傳承的中心。
鄉親，再進軍亞裔，
徐新宏董事長夫婦把三太子帶進台灣會館
本人有幸於2010再走入主流。對於會
2012年榮鄉親抬愛擔任會館董事長，一直秉著
館的展望及目標，本人有如下看法：
「積極務實，堅持傳承」的理念為會館服務。會
一、會館制度重整：現行會館營運以董事會
館要茁壯，必須從根做起，而這個根就是鄉親，
為中心，董事們除了為會館募款還要舉辦各種活
要務實必須從「服務鄉親」開始，積極推展「服
動，雙重責任常令人力不從心。如果能把募款及
務鄉親」的工作，讓更多的鄉親走入會館，參與
活動分開，一些人專司募款，一些人專司活動，
會館的活動。因此兩年內積極推動服務鄉親工
將能吸引更多有才能的人參與帶領會館各種活
作，包括健身、教學、醫療、財務諮詢等項目。
動。董事會只負責募款及財務管理，理事會負責
會館的經費都經由募款及鄉親的捐贈，因此所有
舉辦所有會館活動，則在會務推展上或許有很大
活動都以低收費而以服務為目標。雖然兩年期間
的助益。
推動不少服務鄉親的活動，但還不足以吸引足夠
二、積極務實：走入主流一定要從走入鄉親
的鄉親參與會館的活動。往後應該推出更多的活
著手，積極務實為鄉親服務，必能為會館建立起
動，讓台灣鄉親不分藍綠都能走入會館，讓會館
強壯的根基，走入主流必能得心應手。
成為「台灣人」的會館。
三、文化保存及推廣：會館應規劃長期的展
台灣的傳承在於鄉土文化，在「堅持傳承」
覽室，定期展出台灣藝術文物、風土人情作品，
方面，推動了三太子的活動。「三太子」不僅為
並可邀請各社團參與展出的規劃，讓各社團更能
台美人傳統週時的主軸，「三太子」也進入美國
參與會館活動，讓會館成為大洛杉磯地區台灣文
主流，在道奇球場表演，洛杉磯旅遊展，灣區童
化的中心。
玩節都有三太子的壓軸表演，讓美國人士更瞭解
四、建立台美人史料：台美人對美國經濟、
台灣文化之美。除了三太子的活動，會館還組
文化都有很大的貢獻，會館應長期蒐集台美人史
「台灣隊」參加端午龍舟競賽，這些都是台灣文
料，加以整理收藏，讓台美人成就的事蹟及對美
化的一部分。每年一度的「台美人傳統週」活
國的貢獻能長期保存，展現在台美人及主流眼
動，更是引進了台灣各地不同的文化。但「傳統
前，讓台美人後代能瞭解台美人對居住地的貢獻
週」活動只是短暫的，會館應著手規劃長期展出
而以台美人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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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董事長 王梅鳳

三、懷鄉方面：在我
任內的第一件事是2012年
九月一日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擅改英文名稱由
Oversea Compatriot Affair
Commission 改 稱 為
Oversea Chinese Affair
Commission 引 起 海 外 台
灣人強烈反彈 ，十月五日
台灣會館召集社團舉行記
者會，有三十多個社團代
年會邀請到現任總統蔡英文女士
表出席抗議並譴責僑委
會，人民的怒吼給台灣當
人處事最佳的學習環境，
局壓力，導致吳英毅委員長沒多久被撤換下台，
如今我把二年內的成果簡單做個報告，感謝鄕親
可見海外台灣人的聲音是很重要的。
及董事們的牽成。
2012年8月29日，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來
雖然在之前我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
美訪問，特別排出行程訪問台灣會館並與鄉親交
分會會長、實踐大學校友會會長，西北區台灣同
流，這是台灣會館首次有台灣院長級官員來訪。
鄉會會長、美國台灣文化協會會長等職，並在洛
王院長參觀台灣會館後答應贈送布袋戲偶，不久
杉磯台美商會、美國台灣人獅子會等社團擔任幹
果然送來精美的一頁書及素還真。2013年王院
部，在任會館董事時，擔任過台美小姐選拔委員
長率立法院黨團出席歐巴馬總統就職典禮，路過
會召集人，台美人傳統週委員會召集人，但接任
洛杉磯宴請僑社，會館首次有一桌應邀出席餐
台灣會館董事長是鉅大的挑戰。
會。我替鄉親向王院長表達三項期許，一是希望
台灣會館的宗旨是：服務、和諧、懷鄉，我
台灣建立政黨法律，讓各政黨能公平競爭；二是
抱著這個理念全力以赴，所以完成了最值得一提
司法改革，以保障人民權利；三是禁止媒體壟
的事情如下：
斷，以維護民主。台美人出席代表現場聯署一封
一、服務方面：台灣會館舉辦活動服務眾多
追蹤僑務委員會改名的信，王院長表示會處理。
鄉親，舉凡台美人傳統週、台美小姐選拔、台灣
台灣會館是海外台灣人的厝，門面很重要，
學校等，都在董事們通力合作下順利完成，我也
我任內最後一年整修內部，並且得到楊信榮譽顧
成立人事委員會，健全辦公室的人事制度，降低
問的鼓勵及贊助五萬美元，重新翻修地板及廁
浪費。
所、廚房、會議室、招牌等，使得會館的門面煥
二、和諧方面：在台灣優先的前提下，不分
然一新，鄉親們使用台灣會館的頻率增加。雖然
黨派互相溝通尊重，扮演鄉親與台灣政府之間的
還有很多抱負未完成，希望可以傳承下去給下一
橋樑，因為政黨會輪替的，大家要互相包容及和
任的董事長來發揮。
諧。
2000年開始，我代表
美國台灣文化協會出擔任
台灣會館團體董事，2002
年以個人董事的身份擔任
董事直到今日沒有離開會
館董事會。
2012年七月接任大洛
杉磯台灣會館第七屆董事
長職務時，感覺責任重
大，兩年任期中（2012年
7月至2014年7月）深深體
會到台灣會館是實在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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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董事長感言

2014-2016 董事長 黃文谷

自己的根，也將海外台美
各位台灣鄉親大家好，
很高興能和各位一起迎
人的文化進程推廣到主流
接會館成立20週年，會館是
社區，一開始雖然辛苦，
海外鄉親的家，同時也是海
但很高興在各位前董事長
外僑胞團結的象徵。會館能
的努力之下，會館越來越
夠持續經營到現在，正是因
多年輕人使用，年輕董事
為在過去20年間，會館承蒙
也不斷增加，讓會館越來
各位鄉親的厚愛與支持，靠
越充滿活力。
轉 眼 過 去， 會館 已 經
著大家一點一滴的努力，會
館才能有今天穩定經營的成
20週年，會館的董事們除
年會邀請到政論節目主持人彭文正
果，各位的付出都是會館不
了致力於世代傳承及文化
推廣，也不斷在為會館的永續經營努力，希望大
可或缺的基石。
家再次在會館需要大家支持的時候，再次伸出雙
近年因為時代的變遷，台美青年對於台美
社區的意識越來越薄弱，會館為了凝聚海外僑胞
手一起為會館打拼！
的向心力，以世代傳承為目標，致力舉辦多方面
認識台灣的活動，不僅讓海外第二代進一步了解

財務管理委員會負責台灣會館財務的把關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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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來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年會精彩無比

年會演講者都具有一定的份量
大洛杉磯台美人古早的大夢，終於在 1998
年有了自己「公家的厝」。自此會館成立 20 年
不斷茁壯，得以自給自足背後最大關鍵就在由台
灣會館基金會主辦的年會募款，年會不但凝聚台
美鄉親團結一心，當天募款所得更是會館一年花
費的支柱，所以歷來年會活動，堪稱是會館籌備
繼台美傳統週之外的最大盛事，每年盛會董事長
率領團隊絞盡腦汁策劃，19 屆各有特色，各自
精彩。
所謂「萬事起頭難」，說起募款，就絕不能
漏掉台灣會館創立前的那場 1998 年 6 月 12 日
朋那凡丘大飯店，空前盛大的晚會，當時參加社
團有 46 個，出席來賓有 1500 多位，當年永久
榮譽會館董事長王桂榮及董事長吳澧培致詞，林

這場轟動一時的募款大會，揭示大洛杉磯為
什麼一定要有台灣會館？ 因為鄉親們想讓台美
文化傳承、想向主流和子弟介紹台灣，她是台美
人的大家庭，也是鄉愁抒發情感的聯絡中心，更
是為台灣為台美人爭取尊嚴的堡壘。
1999 年 1 月 16 日新春聯歡會，是會館成
立第七個月的第一個大型活動，小試身手開始著
手築構未來年會雛型，第一屆年會是於 9 月 18
日主辦會員大會及週年慶祝募款大會，當天邀請
李鴻禧教授擔任主講人「台灣文化之美」，以及
音樂家簡上仁帶領布農族八部天音，當天扣緊台
灣時勢的演講及濃厚本土文化氣息的表演，800
多人餐會，賣票和義賣等籌集募款的模式確立，
延續至今，萬變不離其宗。

榮松會長、最年長的董事賴高安賜及最年輕的董
事顏洛桑發表感言，連《台灣會館之歌》也出爐
了，是由蕭泰然大師作曲、 曾輝光作詞、吳明
杰領唱。不僅衝破出席人數，捐款破最高紀錄，
讓當時其它社團難以「望其項背」，即使會館創
立後的年會活動，至今也是難以逾越的標桿。

歷任董事長對於年會最頭痛的就是邀請主講
者，隨著會館轄下的台美社團辦的活動有聲有
色，身為龍頭大家長，會館的年會也不能漏氣，
所以董事長一上任就要著手邀請年會主講者，因
為主講者的號召力，就等於票房保証，索幸期間
台灣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如今回首年年主講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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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放映最夯的電影《KANO》及面對面座談
會， 晚上的募款餐會首度以訪談的方式，發抒

咖雲集，不論是文化巨擘、政壇明星、或名嘴教
授，都是牽動台灣進步的領頭羊。
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講者不勝枚舉，首推當年
是政壇〝明日之星”的潛力股，2012 年董事長王
梅鳳邀請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專題演講「台灣
前途」，900 多人出席，擠爆會場，募款衝向
20 萬，歷屆之冠，可見蔡英文魅力之大，2016

對台灣電影的夢想，從早到晚的馬拉松式行程，
接觸老中青三代台美人，算是歷屆最忙碌的年會
主角了。
別出心裁的陳文石董事長撇開政治光環，
2006 年的募款晚會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洛克
曼大廳，特別邀請「台灣之光」阿卡貝拉國際大
獎奪冠的「台灣神秘失控人聲樂團」，他們醉人
無伴奏的歌聲，整場音樂會鄉親聽的如痴如醉。
2005 年會更邀請到歌仔戲國寶廖瓊枝表演《陳
三五娘》，她還特別抽空在會館舉辦歌仔戲研習
班傾囊相授，培育新秀，提倡本土民俗藝術，精
神令人欽佩。
阿扁總統時任期間，言論自由大開，培養許
多政論名嘴，高知名度又幽默犀利的風格，像是
2002 年邀請魚夫、2007 年名嘴黃越綏一人兩角
大談「台灣政壇的現況」及「和諧的兩性關係」
毫無違和；2013 年曾道雄教授「台灣主體性及
教育之文化建構」，抑或台灣政論節目主持人彭
文正開講，精闢入理褒貶時勢，讓此間鄉親第一
手了解台灣政壇動向，口碑俱佳大受歡迎。

高票當選總統。2016 年回鍋的林榮松董事長邀
請政壇新秀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談「新世代的國
家願景」。
前後 19 屆的年會剛好遇上台灣兩度政黨輪
替，董事長們都透過好友邀請到重量級執政要
角，像是 2008 年董事長賴英慧邀請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2001 年董事長李木通邀請駐美副代表
李應元主講「911 事件對台美中關係影響」，
2003 年張富美委員長「僑務會館的回顧和展
望」及邱垂貞立委，2017 年政務委員林萬億談
「台灣年改及長照制度」，2005 年駐美副代表
高碩泰主講「WTO 到 WHO」；2009 年諾貝爾
獎得主暨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主講「21 世紀人
類面對的挑戰」，都是一時之選，通通爆桌。
除了政壇大將令人注目，長期致力推動台灣
文化的藝文人士也是極力爭取的對象，值得一提
的是 2000 年楊淑婷會長邀請導演作家吳念真、
江霞、王識賢、張秀卿， 當年阿扁總統甫上
任，吳念真主講的「台灣新文化」感動無數鄉
親。2004 年林榮松董事長邀嘉賓華視總經理江
霞再次帶「流氓教授」林建隆前來專題演講、外
加本土歌星楊烈和潘麗麗登場高歌，嗨翻全場。
2010 年徐新宏董事長再度邀請吳念真演講「咱
的土地, 咱的文化」，感人肺腑的演講為鄉親擔
心台灣被促統的低迷氣氛注入曙光。家喻戶曉的
文化工作者江霞和吳念真，百忙抽空來美，為了
會館募款兩肋插刀，受邀兩次，不計酬勞，還放
下身段為會館一一向鄉親募款，他們的無私熱
情，令人敬佩難以忘懷。
2014 年董事長黃文谷邀請魏德聖導演來美
擔任佳賓，也是值得記上一筆，導演為會館首創

江霞在募款晚會幫忙募款及義賣
首任董事長吳澧培 2011 年受邀成為主講
人，當年因為回台任總統府資政，阿扁下台後因
扁案官司也被牽累，回來洛杉磯大本營主講「我
對人生的體驗與感觸」，話匣子打開欲罷不能，
在聖蓋博大飯店演講直到 11 點多，創下募款晚
會最晚結束紀錄，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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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值此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20 週年慶，祝福台
灣會館「二十生輝、百年精進」，敬請台美鄉親
繼續陪伴台灣會館逗陣拚搏，承先啟後「蕃薯嘸
驚落土爛，只願枝葉代代傳」。(林蓮華整理)

秉持會館精神「服務、和諧、懷鄉」，在歷
任董事長團隊努力不懈下，年會銳意創新，固守
不易，看著當初創立的目標，不負眾望都做到
了，「轉大人」的台灣會館將擁有更遠大的志

歷屆年會相片集
前言：台灣會館每年必辦的最大活動就是年度募款晚會，由此募集到美金 15-20 萬的年度經常
費。剛開始幾年，常常以餐會及表演會的不同型態交叉舉辦，到了後期，就大部分舉辦餐會，邀請
台灣的檯面人前來專題演講。每一年都各有其特色。

1998 年
洛杉磯巿區的 Westin Bonaventure 大飯店舉辦，1700 人餐會的大場面，貴賓如雲，澎恰恰等七位藝人表
演歌唱跳舞及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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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Westin Bonaventure 舉辦。憲法專家及演講家李鴻禧教授演講「台灣文化之美」，歌謠演唱家簡上仁自彈
自唱，布農族天音八部演出。

2000 年
Pasadena City College 的音樂廳舉辦吳念真專題演講，江霞女士帶領金童玉女歌星王識賢與張秀卿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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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Westin Bonaventure 舉辦，駐美副代表李應元 演講「911 對台美中三角關係的影響」

2002 年
Pasadena City College 音樂廳舉辦名政論家魚夫演講「數位大總統」及百老匯歌手 Welly Yang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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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辦，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演講「僑務的回顧與展望」

2004 年
Pasadena City College 的音樂廳舉辦，林建隆演講「流氓蛻變為教授的心路歷程」、江霞帶領本土歌
手楊烈及潘麗麗前來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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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San Gabriel Hilton 舉辦，駐美副代表高碩泰演講「WTO 到 WHO」及廖瓊枝歌仔戲

2006 年
2006 年：神秘失控合唱團 在 Cal State U. 的 Luckman Fine Arts Comples 音樂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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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辦，名嘴黃越綏女士演講「台灣現況及和諧的兩性關係」

2008 年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辦。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演講「站在十字路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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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辦，李遠哲博士演講「21 世紀人類面對著的挑戰」

2010 年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辦，吳念真先生演講「咱的土地，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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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 創會董事長吳澧培會館演講「我對人生的體驗與感觸」

2012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蔡英文博士演講「永續營造台美人 e 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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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曾道雄教授演講「台灣主體性之教育及文化建構」

2014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魏德聖導演座談「電影情、台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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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彭文正教授講「台灣政論節目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2016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立委黃國昌演講「新世代的新國家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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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San GabrieI Hilton 舉辦，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演講「台灣的改革」。

2018 年

2018 年募款晚會記者會
- 41 -

2018 年年鑑

2018 年年鑑

會館大紀事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籌備過程始末 ：
創業維艱、眾志成城

台灣會館籌備會正式成立
年 2 月 13 日，廖先生與王桂榮家族見面討論捐
獻事宜，王家決定除約 52 萬 8 千元的貸款外，
現址的太平洋大樓全部捐出當作台灣會館之用。
1998 年 2 月 19 日，在喜瑞都市樂宮樓餐廳
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王桂榮夫婦出席公開說明
捐館的心路歷程，30 位的社團或社區代表出
席，決定以募款的方式來進行，目標是「千人餐
會、百萬募款」，其中六十萬償還貸款，剩餘的
四十多萬作為裝修及營運資金。爾後的七次會議
每逢星期四都在樂宮樓舉行。
千人餐會選定於 6 月 12 日，在市中心的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舉行。籌備會成立工
作小組開始準備大會的細節，並於 3 月 24 日正
式向州政府辦妥登記手續，名稱為「南加州台灣
會館基金會」。但是最重要的募款工作卻沒有預
期中的順利，也聽到了一些質疑甚至是批評的聲
音。籌備會除了在媒體上說明以外，更於 4 月 4
日在會館舉行說明會，並提出說帖。

如果說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是已故王桂榮先生
的「志業」實不為過，王先生在 1998 年 5 月 12
日的記者會上就表示過：他在 1986 年買下這棟
建築物就有建會館的構想，他當時還花了美金四
萬元改變建築物大門的設計，讓門面看起來像個
「台」字，可惜他這個想法當時未獲家人的支
持，但是他一直沒放棄努力。
王桂榮先生於 1989 年 2 月在台灣社團協調
會上宣佈，他將把當時經營的「將才休閑中心」
八個室內 Racquet ball 球場的五個無條件捐出，
作為台灣同鄉社團的辦公室。可惜沒有再進一步
的發展。
一直到 1997 年 8 月 17 日，在王先生的旅
館宴請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宗儒處長
伉儷及十多位僑團領袖時，公開宣佈並推舉廖聰
明先生擔任「台灣會館」籌備會秘書長且展開作
業 。廖先生遂於同年 9 月 1 日起草「南加州台
灣會館組織章程草案」徵詢社區的反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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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貸款，隨後每一位幹部都開出約十萬元的支
票給王桂榮作擔保。
幹部們也在 5 月 6 日前往萬通銀行在市中心
的總部拜訪吳澧培總裁，尋求他的支持。吳先生
要求三點共識：
1. 王家無條件全數捐出。
2. 會館由基金會獨立作業
3. 以後會館有好的機會可向外發展。
經幹部居中協調，安排兩位社區大老見面。
5 月 11 日，利用俄亥俄州眾議員 Sherrod Brown

王桂榮夫婦在永久會員名單上簽名

競 選 連 任 ， 在 Radisson Hotel Midtown Los
Angeles 募款餐會的機會，從下午六時進行到餐
會開始前的七點三十分，兩人就籌設台灣會館事
宜交換意見，在場的除了王桂榮與吳澧培之外，
籌備會的成員廖聰明、黃三榮以及林榮松也在
場。王桂榮提出由黃樹人先生起草的「鬥陣打
拼，咱一定贏」一篇聲明，並邀請吳澧培先生擔
任籌備會的總召集人。
隔天五月十二日，兩人舉行聯合記者會，吳
澧培正式同意擔任總召集人，也發布了一份回應
的聲明「無私奉獻,造福海外台灣人」，並當場
宣布萬通銀行董事會認捐美金 10 萬元。

4 月 16 日，在會館的第九教室正式成立籌
備處辦公室，以 open house 及舉辦說明會積極
展開募款活動，雖然有 15 位籌備委員共認捐美
金三十萬，但實際送進來的金額只有一萬五千
元，因為有些人害怕一旦計劃沒有成功還要再把
支票退回去。4 月 23 日第九次籌備會統計的募
款現金總數是四萬兩千元。

籌備會第一次記者會
募款出現瓶頸現象，不用說百萬募款的目標
遙遙不可及，連償還 52 萬 8 千元的貸款都可能
做不到，而此時離成立大會的時間已經不到兩個
月。籌備會決議商請王桂榮先生鼎力協助以及向
萬通銀行董事長吳澧培先生請益。
於是籌備會幹部廖聰明、黃三榮、曾輝光、
陳正吉、林榮松以及法律顧問黃茂清於 4 月 26
日前往王桂榮在長堤市的家，王桂榮家族以龍蝦
大餐熱情款待，並同意只要幹部們能保證籌足五
十二萬八千元的相對基金，則他負責付清該建築

王桂榮與吳澧培先生關鍵的會面。
事情的發展見報以後，社區的雜音頓然消失，建
館的支票源源而來，一個月後的會館成立大會終
於 風 風 光 光 地 在 五 星 級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盛大舉行。創會會員有 623 人，收到的募
款總額達到$970,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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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籌備會在 1998 年 3 月 24 日就向州政
府登記了基金會的名字，但是還沒有向國稅局申

會館的籌
備及大會盛況
在 20 年後的今
天來看也是獨
領風騷，爾後
沒有一個年會
能出其右。為

請免稅的資格，所以無法馬上開退稅的證明給捐
款者，原因是申請時要列出爾後三年內營運的規
劃及財務收支的計劃，以及所有董事的名單。依
會館的章程，團體董事由個人董事選出，陳添壽
會計師雖萬事俱備卻只欠缺名單，於是在第三次
董事會選出所有的 50 位董事後快馬加鞭在 9 月
4 日提出申請，10 月 13 日就批准下來，速度之
快令大家都很驚訝，大概是「台灣會館」的招牌
夠大，不容懷疑。
建築物產權的移轉在 1998 年 8 月 7 號 Open
escrow，起初是名字寫錯了，再來是免稅的程
序還沒辦好，所以拖了一段時間。後來有人造謠
說過戶給基金會以後會馬上被賣掉，引起王家的
擔憂，所以九月份的董事會表示善意，決議在五
年內不會出售產業。後來因為對購買鄰地的看法
不同，移交手續遲遲未能完成。1999 年一月份
董事會發表一篇「無條件奉獻，追求兩全其美」
的聲明，由張正宗先生簽下購買東北邊鄰地

了募款，籌備
會拍了兩隻電
視廣告片，一
片是由長輩會
的兩位前會長
兩位大老握手合作，
賴高安賜以及
會館順利創立。
蔡盧錫金女士
登高呼籲，另一片是由四位小朋友扮演台灣的四
大族群，突顯台灣會館傳承台美人的重要性。如
今賴女士已以一百多歲的高齡仙逝，而四位小朋
友如今都已是社會的專業人士並成家立業。曾輝
光先生填詞台灣會館的會歌並邀請蕭泰然先生作
曲。受邀請來成立大會表演的澎恰恰也創作了
「咱台灣人」歌曲一首送給大會。
為了餐會，成立了 20 個工作小組來分工合
作。當初設計的千人餐會竟然座位不足，到了最
後，連旅館大宴會廳旁邊的小房間都要使用，席
開 160 桌，盛況空前。娛樂節目由蔡慶生安排，
包括名主持人澎恰恰、許效舜，歌星林晏如、林
慧萍、方瑞娥，電視演員王秀峰、馬國畢及
Nono，陣仗之大前所未有。大會邀請的台北市
長陳水扁及內政部長黃主文不克前來參加晚會，
由台灣來的官員只有僑委會副委員長洪冬桂，但
社區的各路人馬，包括中華會館重要幹部都前來
祝賀，北美洲各地的台灣會館除了在創會紀念冊
祝賀外，親自前來參加成立大會的有大紐約台灣
會館理事長李汝城，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張邦
良，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會長潘富鵬。陳水扁則
在會館成立後的第二天 6 月 14 日訪問會館，成
為拜訪會館貴賓的第一人。僑委會焦仁和委員長
也在同日下午來會館與社區人士座談。

成立大會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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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如果不是 30 幾位籌備會人員堅持任務必
達的決心，以及發揮智慧來疏通兩位大老不同的
看法，以及向鄉親們耐心的解釋，會館成立的過
程可能很難收場，變成歹戲拖棚的窘況。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算是很順利地運作了這
20 年，前幾任的董事長都繼續地呵護著這個海
外台美人的家，但 20 年前的核心人物如今都漸
漸老了，下一個 20 年，台灣會館將不可避免
地，會展現不同的面貌，我們相信洛杉磯的台美
第二代一定可以接棒下去，20 年前成立的過程
讓他們了解會館創業之不易，也能體會出第一代
台美人成立會館的初衷與努力，願上天祝福台灣
會館的未來。(林榮松整理)

Walnut Grove 3025-3027 的意向書，然後不用
基金會的錢，另外由呂庚寅董事負責募集所需的
22 萬款額，其中吳澧培先生捐出五萬元，完成
王桂榮家族的心願。王家隨於 3 月 10 日交出
grand deed ，完成產權移轉手續。
台灣會館終於在籌備會開始一年後逐漸安定
下來。在 20 年後的今天回想起當時的狀況，如
果沒有王桂榮永久榮譽董事長因成立台灣會館的
使命感而捐出產業，就沒有今日的大洛杉磯台灣
會館，但是如果沒有吳澧培先生的半途相助，會
館也不可能成立得這麼順利。在四個月之間要完
成百萬募款的目標本來就不簡單，放眼各地的台
灣會館不敢有這麼大膽的嘗試，中間又有人閒言
閒語，使得過程雖然沒有驚濤駭浪，但也是一波

台北市長陳水扁第二天來訪，
首位在訪客簿上簽名的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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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委員長焦仁和在會館成立後第二天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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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aiwan Center – 20 Years in Perspective
When Mr. Wang Kenjohn purchased the property in 1986, he had the idea to use the building as
a Taiwan Center, a plac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in the area to gather. He even invested
$40,000 USD to renovate the building’s façade to look like the word Tai, for Taiwan.
The plan wasn’t immediately executed until August 17, 1997, when Mr. Wang appointed Mr. Liao
Tsong-Ming to develop the plan to open Taiwan Center. Mr. Liao sought out opinions and ideas
from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on September 1, 1997, and a few months later on
February 13, 1998, Mr. Liao met with Mr. Wang and his family to explore donating the property.
At the meeting, Mr. Wang decided to donate the building, and formally signed the building over
on May 12, 1998.
After Mr. Wang had decided to donate the property, him and his wife attended a meeting on
February 19, 1998 in Cerritos along with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to announce the donation. At the meeting, it was decided that one million dollars
had to be raised—six hundred thousand to pay off the property and four hundred thousand for
renovation and operation expenses. The group decided to host a banquet for one thousand
people on June 12 at the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as a fundraiser.
To generate buzz and motivate the community to donate, Mr. Wang and Mr. Wu Li Pei, the owner
of General Bank, hosted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on May 12, 1998, announcing the fundraiser.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Mr. Wu pledged a one hundred-thousand-dollars donation from General
Bank. The press conference inspired the community to reach into their wallets, and a month later,
Taiwan Center announced that it had raised $970,633 at the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banquet.
To celebrate this joyous occasion, famous Taiwanese entertainers including Peng Chia Chia, Hsu
Hsiao-Shun and NoNo attended the banquet. Peng Chia Chia and NoNo composed a special
anthem for Taiwan Center at the banquet to commemorate this milestone.
After the banquet, there were still many behind-the-scenes work to be accomplished before
Taiwan Center can officially open to serve as a venue. That included applying for a non-profit
foundation status, which only took one month to everyone’s surprise.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other delays that caused some concern, but the dedicated board members and volunteers forged
ahead for Taiwan Center to become the premiere venue space of Taiwanese America in Los
Angeles within a year of breaking ground.
Since opening its doors as Taiwan Center 20 years ago, the center enjoyed much success and
excitement. As the center grows and matures, it continues to evolve to better serve the community,
ushering in a new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The founding members hope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remember the difficulties the community faced in establishing a home for
Taiwanese in the US, while continuing to share Taiwa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with the broader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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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硬體的整修與擴充

王桂榮家族捐出的整棟建築

22 萬美元買了三單位公寓

台灣會館成立時，王桂榮家族捐出的產業，
土地有 41,400 平方英呎，上有建築物 20,409 平
方英呎， 1 樓的建坪有 18,225 平方英呎，2 樓
有 2184 平方英呎。依 title company 的資料，建
造於 1977 年，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建築，北邊
是由八間 20x40 英呎的彈壁球球室所組成，移
交時，其中三間已經打通，租給王燕舞蹈社，剩
下五間以特價租給社團使用，樓上的部分本來是
供觀球之用，但當時提供給台灣旅館公會做辦公
室。南邊則是「將才休閑中心」，一般的民房建
築，內有三溫暖及按摩設備。
另外，王桂榮先生認為會館的停車場不足，
所以會館另外募款 22 萬，買下隔壁建於 1941 年
的三單位公寓，後來經過估算以後，地皮是
7500 平方英呎，因為地形的限制，只能增加 18
格的停車位，效用不大，經董事會討論後決定繼
續出租，增加會館的收入。
基金會接手台灣會館後，要改造硬體成為活

辦公室及大會廳，這段時間，他在早上上班以前
都先來會館巡視一下。還要為了應付晚間無業遊
民的吃喝拉屎，將外面的垃圾區圍起來及上鎖。
後來又陸續整建一間閱覽室及圖書館。

寬廣走廊掛滿名牌，是鄉親看報聊天的好地方
會 館 開 張 半 年 後 ， 突 然 收 到 Rosemead
City 的通知單，警告會館不能舉辦活動，原來是
有人租會館舉辦歌唱及跳舞的活動，可能太吵
了，被人向市政府檢舉，才發現會館沒有辦活動
的 Conditional Use Permit (CUP)，會館當時只
能作辦公室的用途。李孔昭董事費了很多心力，
數度寫申請書並與市政府接洽，在 1999 年 5 月
17 日晚上 7 點，李孔昭，陸大年以及林榮松出
席市府的聽證會，王世雄董事也到現場聲援，終
於通過 CUP，允許我們開始辦活動。

動中心的功能真的是百事待興。首先，與王燕舞
蹈社解約，將有如夜總會的天花板換掉，並做了
一個小舞台。為了安全考量，把休閑中心的入口
處封掉，改造成辦公室，讓鄉親只有一個大門進
入。王世雄董事在兩個月的時間，花費不到三萬
五千元改造了兩間會議室、兩間洗手間、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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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通擔任董事長期間，將會館內部做了整
修，油漆、換地毯，大禮堂磨光打蠟，修改音響
設備，更請藝術家陳文石重新佈置內部，掛上多
幅台灣前輩畫家的作品，如廖繼春、李石樵等，
增加了會館藝術及本土的氣息。

老關係很好，所以很快地打成一片，還特別送給
地主一幅畫以示道謝。終於在 2007 年 8 月 15 日
以美金 60 萬買下佔地 5000 平方英呎及 2292 平
方英呎建築物的產權。從此會館就擁有一塊完整
的地，現在才能規劃會館的重建。

牆壁掛的是台灣人的名畫

閱報區所展示的布袋戲偶

會館擁有的地看起來是工整的長方形，但其
實中間有一幢建於 1986 年，看起來較新的二層
樓建築物並不屬於會館。據說王桂榮先生曾經出
價欲予購買，但差了兩萬元沒有談成。那塊地還
包括七個停車位，當時業者是租給旅行社，有時
候會館辦大活動時會佔用到他們的停車位，造成
一些困擾。

徐新宏擔任董事長時，會館的屋頂漏水得非
常嚴重，停車場的水泥地也到處龜裂，大禮堂的
冷氣以及通風也都出了問題，當時負責管理委員
會的溫宏明副董事長衣不解帶，監工規劃，一併
整修。
整修後還特別拜託余忠村室內設計師將他收
藏的布袋戲木偶及文物，將展覽室以及閱報區佈
置得美侖美奐。
由於會館走廊地毯以及地磚逐漸破損，男女
廁所老舊而且經常漏水，王梅鳳當董事長的時
候，向楊信榮譽顧問募得美金五萬元，進行門面
整修，包括粉刷外牆，室內地面換上新磁磚，男
女廁所以及廚房全部拆掉重新裝修，讓會館奐然
一新。
會館建築物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功能的會議
室，供董事會、記者會、小型演講會及教室使
用。牆壁貼貼補補，造成油漆剝落，甚不美觀。
林榮松榮譽顧問募款美金兩萬多元重新整修，裝
上大型電視，並請余忠村做室內設計，來賓都很
欣賞。

陳文石任內買下這棟建築物
陳文石當董事長的時候，知道業主是中華會
館內的一位幹部後，很誠意地請他幫忙完成我們
能擁有一塊完整土地的心願，因為和他們很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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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費用，將最旁邊的第九教室也重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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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林富文、余崇孝、許春惠共募款美金兩萬五
千元，全面整修，也將辦公室複雜的電線、網
線、電話線一併重整。
20 年來，會館的硬體修修補補其實也花了
不少錢，但身為洛杉磯台美人的「公厝」也要維
持一定的門面。擴建或重建的議題討論從來沒有
停止過，但由於各種因素，包括房地產的價格波
動，Rosemead City 配合度等等，都讓計劃停留
在空中樓閣的階段。
最近，Rosemead City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大幅調整，也願意協助會館的重建，台美
社區對建館的議題大都持正面的看法。洛杉磯台
美社區人材濟濟，財力也豐沛，相信在大家的努
力下，眾志成城，必能完成會館擴建的計劃，再
造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光輝的歷史。(林榮松整理)

王梅鳳任期時館內大興土木。
會館平坦型的屋頂雖經過多次整修，但已經
無法治癒，每逢冬天下雨就漏水，林榮松任董事
長時，會館辦公室及展覽室都嚴重漏水，向榮譽

展覽室展出 228 紀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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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and Expansion of Taiwan Center
When Mr. Wang Kenjohn donated the building to be used at Taiwan Center, the building lacked a
cohesive architectural plan to match its intended uses. Parking spaces were insufficient, the structure showed
signs of wear and tear, including cracked concrete in the parking lot, leaky roofs, and plumbing issues.
The center also lacked the correct city permit from the City of Rosemead for it to be an event venue. It
was only through attending a city hearing did Taiwan Center secure the Conditional Use Permit (CUP).
Throughout the 20 years, both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were continuously upgra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act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of Taiwan to Los Angeles. That included purchasing
buildings adjacent to it as part of its expansion.
As Taiwan Center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ity of Rosemead, both parties enjoy an amicable
relationship, working together to benefit both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e residents of
Rosemead. As the center continues to grow, it hopes to raise more funds to further improve, renovate and
expand the building to better serve the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2016 年蔡英文總統過境洛杉磯，熱情台僑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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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賑災捐款總額超過美金 160 萬
台灣會館 20 年來成為台美社區的協調中
心，每逢世界上有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發生時，
會館本著人飢己飢的人道精神，第一時間在台美
社區發起賑災及捐款的工作。
由於台灣會館不像其他一些慈善組織會將捐
款的一部分扣留作為行政費用，我們募到的每一
分錢都用於受災者身上，不僅如此，會館的董事

界各國給台灣的人道援助 (詳細過程再另外報
導），所以有位曾姓同鄉捐出十萬零一元，支持
政府不拿不義之財的勇氣。
一個月後，於 10 月 27 日依捐款者指定，將
代收的 $75,000 匯到民進黨賑災帳戶，三十萬元
在 11 月 10 日匯到「南投縣社會救濟會報」，會
館張菊惠機要秘書特意回台一趟，轉交吳澧培董

都是率先帶頭響應而且捐出不小的數目，2017
的 Houston Harvey 風災，會館 13 位董事就捐出
$17,400。所以受到社區的信任，即使有些社團
自行募款，大部分後來也都送到會館來統籌，然
後再轉送到受災地區的救援單位。2009 年莫娜
克颱風災難，北加州的鄉親將募到的$101,235
交由我們送回台灣，可見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已經
建立了很好的公信力，也是會館很值得驕傲的地
方。
20 年來 13 次的賑災活動之中，10 次是天
災，3 次是人禍。分別是 1999 年台灣「921 地
震」、2000 年台灣「SARS」、2001 年美國
「 911 恐 怖 攻 擊 」 、 2001 年 台 灣 「 桃 芝 颱
風」、2004 年「南亞海嘯」、2004 年台灣「七
二水災」、2005 年美國「Katrina 風災」、2009
年台灣「莫拉克颱風」、2011 年日本「東北地
震」、2014 年「高雄氣爆事故」、2016 年「台
南永康地震」、2017 年美國「Harvey 颶風」、
2018 年「花蓮大地震」。

事長的一封信，要求捐款要全部用在賑災方面，
不能用於行政費用，而且捐款統籌處理，不要分
散，建議用在硬體方面(如教室或古蹟重建等) ，
希望能在角落留下一個會館捐款紀念標誌。餘款
$24,180 則於 2000 年 11 月 21 日由林榮松副董
事長親手交給彰化基督教醫院黃蔚院長，做為照
顧原住民之用。
除了募款賑災活動以外，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協會南加分會的成員游正民、林泰山、邱俊杰、
林元清陸續趕到災區參與緊急醫療的工作。
台灣會館於 10 月 23 日舉行「補破網」台灣
九二一地震賑災重建晚會，邀請到多位返台救災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成員及王堯雄工程師作
專題報告，當晚就募到$12,000 餘元。
另外，南加州台灣大專聯合校友會於 10 月
15 日假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主辦九二一震災追
思音樂會，撫慰及祈福台灣的災民。
台灣知名畫家陳景容教授剛好在南加州開畫
展，很慷慨地捐出兩張價值萬元的作品，供會館
賑災義賣之用。

台灣及日本的地震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發生強度 9 級的
大地震，造成海嘯及核能電廠失事的大災難，台
灣會館隨即發起賑災活動。共募得$60,319。
2011 年 5 月 3 日在會館「送愛到日本」賑
災捐款儀式上，依捐款人指定，分別送交日本領
事館 $52,000 及美國紅十字會、日本宮城縣人
會、慈濟基金會等單位。日本文化協會(JACCC)

1999 年台灣發生「9 2 1 埔里大地震」時會
館剛剛成立一年多，而且沒有經驗，所以一切都
很謹慎地規劃。結果很短時間內募到了
$399,180。募款過程中有一個令人很欽佩的小
故事，展現出台灣人的志氣，當時中國政府聲稱
要捐款十萬美元賑災，但一方面又多方面阻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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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間於小東京舉辦的追悼
會上，日本駐洛杉磯領事 Mr. Ihara 感謝來自各
界的救援與關懷。

台灣的風災與地震
台灣每一年都有颱風，比較嚴重的是 2009
年 8 月 8 日的莫拉克颱風，是台灣自 1959 年八
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連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都有報導，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發生土石流滅村
事件，活埋了 474 人 。達賴喇嘛還到當地舉辦
法會。此次水災共造成 681 人死亡、18 人失
蹤。
台灣會館於 8 月 11 日發起募款緊急賑災專
案，為莫拉克颱風賑災募款，至 8 月 25 日就募
到了 30 萬元捐款，是由 310 位善心人士捐出，
其中單筆最高額 3 萬元，是由台灣會館創會董事
長吳澧培捐出。台灣會館合唱團，多元文化協
會，以及民進黨美西黨部紛紛舉辦募款祈福音樂
會。
當年的台美小姐蔡佳霖也將三千元獎金的一
半捐出來，全部募款金額高達 $425,017，為台
灣會館成立 20 年來募款額最高的一次，其中十
多萬是由北加州的鄉親捐出。
2001 年 7 月 30 日的「桃芝颱風」，發生嚴
重土石流，全臺共計 111 人死亡，103 人失蹤。
台美社區一共募到了 $45,420，捐贈儀式於
九日上午十一時在世紀廣場大酒店舉行，南加州
台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代表台灣會館、台灣人聯
合基金會、西北區台灣同鄉會以及民進黨美西黨
部等四個僑社團體，將募到的賑災捐款支票親自
交給行政院院長張俊雄。
2004 年的「七二水災」，29 人死亡、16 人
受傷、12 人失蹤，會館在一個多月內募得善款
$33,400，並於 9 月 17 日舉辦捐贈儀式，將款項
交由經文處轉回台灣有關單位。
2018 年 2 月 6 日花蓮發生大地震，南加州
各界發起賑災捐款活動，會館統籌後再由僑委會
送到國內的衛生福利部。捐到會館辦公室計
$11,830 ， 美 國 台 灣 人 獅 子 會 獅 友 共 捐 出
$14,500，一共募到$ 26,330。

小東京 311 地震追悼會採多種宗教團體儀式
在 JACC 執行長 Chris Aihara 的唱名下，協
辦單位的代表一一向前捻香或點燭向死者致唁，
台灣會館是四個非日本人團體之一，由副董事長
溫宏明代表上香，接著獅子會會長許春惠等也上
香點燭。

會館代表溫宏明副董事長點燭。
2016 年 2 月 6 日，6.6 級的地震搖晃台南
市，造成永康唯冠大樓倒塌，超過百人死亡。在
一個月中，台灣會館一共收到捐款 $211,397，
其中 Judy Huang 捐出兩萬，蔡石津夫婦捐出一
萬，所有款項在 3 月 9 日匯至台南市政府地震捐
款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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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各界為南亞強震受害者募款
22 日舉行記者會，由紅十會 San Gabriel 分會西
區主任 Don Weller 在台灣會館接受捐款，選在
感恩節前捐贈，是希望所有受害人在感恩佳節能
感受到溫暖。
2017 年 8 月 25 日，Harvey 颶風侵襲 Texas
州，風暴強度超過了 1961 年以來襲擊美國的所
有其他熱帶氣旋。更破紀錄造成美國 1986 億美
元經濟上的損失。
台灣會館賑災捐款在九月底結束，南加州有
四個團體發起捐款的活動，台灣人獅子會 20 人
捐款 $13,200，送到總會，台灣會館收到 42 人
捐款$28,450，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18 人捐款
$8,000，台灣婦女會共收到 $ 21,090，總共在
一個多月的時間募到 $70,740，寄到休士頓台灣
中心，轉交到當地草根慈善機構的 United Way.

東南亞及美國的風災
2004 年 12 月 26 日，位處南亞的印尼發生
芮氏規模 9.0，史上第四大強震，引發波及東南
亞 8 個國家的海嘯，喪生人數高達 6 萬名，另有
上百萬人流離失所。台灣會館共募得 $40,763，
在 2005 年 1 月 12 日，二十多個社團在僑二中
心的捐款儀式上，台灣會館將其中 $940 依指定
給慈濟外，其餘三萬九千多元捐給紅十字會。

三次人禍，兩次在台灣一次在美國
SARS 期間會館及社團募集口罩送回台灣。

2003 年 SARS 侵襲台灣期間，台灣會館與
民進黨美西黨部印製五千份防煞需知分送各地。
6 月 28 日在會館舉行「發揚大愛心，捐款買口
罩，抗煞救災捐款儀式」。
一向支持台美人活動的萬通銀行，不僅捐五
千元，該銀行董事長吳平原更以個人名義再捐五
千元，法光寺禪光法師及李木通會長也各捐五千
元。捐款總計 $31,287，扣除購買口罩及其運
費，尚餘額 19,186 元，委請僑委會轉入台灣
SARS 賑災專戶。

2005 年台灣會館於 1 月 29 日晚上七點舉辦
「斯里蘭卡災區見聞發表會」，由林元清醫師主
持，並邀請到紀初薌，杜友清等參與災區救援工
作的醫生共同參與，報告他們醫療救援的經驗。
2005 年 8 月 25 日 ， Katrina 颶 風 侵 襲
Louisiana 州，造成數百人喪生，以及空前 1080
億的財產損失。
在短短一個多月中台灣會館收到捐款
$54,590，三百餘筆由五千到數十元不等。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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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局，代表台美人社區捐贈一千美元給該消防
局，由隊長 Daryl Osby 率隊員多人接待。到場
的還有聖瑪利諾市消防隊長 John Penido 與聖瑪
利諾市議員也是台灣會館理事的林元清。 Osby
隊長表示：台灣會館的慷慨捐贈將用做社區教育
的經費，包括防火、救難的基本常識以及心肺復
甦、醫療支援等課程。

結語

台灣政府感謝海外鄉親的愛心

台美人要在美國立足生根，一定要參與主流
的活動。當國家或人民有難時，更應該站出來表
示關懷。第一代的台美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傳
統母國文化的影響， 除了平常很節儉以外，往
往還有將財產全部留給後代的想法，對於社會公
益較為冷漠，台灣會館的宗旨是「服務、和諧、
懷鄉」，我們希望能增加「回饋」一項。
如果不是因為要出版會館 20 週年紀念特
刊，也不會將過去的資料拿出來整理，發現 13
次的善心捐款竟然超過美金一百六十萬之多，數

2014 年高雄氣爆事故發生在 7 月 31 日半
夜，因為管線腐蝕導致瓦斯洩漏，引起連環氣
爆，造成 32 人死亡、321 人受傷。會館募得善
款 $171,201。其中一位來自高雄的江姓鄉親捐
出美金七萬元，捐款直接送交高市民政局高雄氣
爆專戶。立法委員管碧玲於 8 月 17 日在台灣會
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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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恐怖份子攻擊紐約市
事件，造成 2,996 人在這次襲擊中死亡，全國震
驚。台灣會館展開募款行動，於十月五日舉行
「向美國致敬」儀式，將賑災的款項 $40,420，
轉捐給紐約雙塔基金(Twin Tower Fund) ，向在
此不幸事件中犧牲的警員和消防隊員表達最高的
敬意與哀悼，出席者有洛縣警長李貝卡、加州稅
務委員江俊輝、柔似蜜市長尹普瑞爾和洛市消防

目不可謂不大，然而也發現會捐款的人常常都是
同一群人，我們期待在會館的第二個 20 年，能
讓台美人的價值觀逐步全面性地與主流接軌，效
法美國回饋社會的精神，進而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發光發亮，搏得主流社會的尊敬。(林榮松整理)

協會會長葛若，還有近十位的消防英雄們。
2002 年台灣會館 5 月 11 日台美人傳統週在
台灣會館舉行開幕儀式，為紀念警消人員在 911
的貢獻與犧牲，董事長李木通特別邀請
Rosemead 的消防隊員出席，加州稅務委員江俊
輝、經文處副處長龔中誠、萬通銀行總裁吳平
原、台灣會館榮譽董事長王桂榮夫婦、EI Monte
市長 Rachel Monte、Monterey Park 的市長 Pro
Term David T. Lau、Arcadia 的市長 Pro Term
Sheng Chang 都蒞臨開幕儀式。
為紀念 911 事件滿週年，台灣會館會長李木
通率多位理事於 2002 年九月三日前往柔似蜜消

911 週年，邀請 Rosemead 消防隊員參加傳統週
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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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enter Disaster Relief Fundraisers
In the 20 years of Taiwan Center’s history, Taiwan Center has raised over $1.6M to help provide relief for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round the world.
When natural disasters strike, Taiwan Center immediately responds to raise relief funds from the
community. Taiwan Center donates 100% of all funds raised; it does not take any percentage for operational
fees, which is why other community groups trust Taiwan Center to manage their donations.
Each board member also personally pledges large amounts for each disaster relief. For example, the 13
members of the board alone donated $17,400 to provide relief for Hurricane Harvey in Houston, Tx.
In the past 20 years, Taiwan Center has fundraised to provide relief for 13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1999 –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2000 – SARS Epidemic
2001 –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US
2001 – Typhoon Toraji in Taiwan
2004 – Indian Oce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2004 – 72 Flood in Taiwan
2005 – Hurricane Katrina in New Orleans, La, USA
2009 – Typhoon Morakot in Taiwan
2011 – Tohoku Earthquake and Tsunami
2014 – Kaohsiung Gas Explosions in Taiwan
2016 – Southern Taiwan Earthquake
2017 – Hurricane Harvey in Houston, Tx
2018 – Hualian Earthquake in Taiwan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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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參與《台灣關係法》(TRA)
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WHA) 議題
《台灣關係法》」，還有由石秀文代讀王再興牧

《台灣關係法》

師的講稿「我參與美國國會《台灣關係法》聽證
會的見證」。這項活動引起了主流媒體的重視，
LA Times 派記者採訪及攝影。大洛杉磯台灣會
館成立 20 年來的活動，出現在 LA Times 的報
導，這是第一次。

台美人與母國的台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
多了一個美國的國籍，而世界各國對台灣最有影
響力的就是美國，因這個特殊的關係就可以讓我
們對台灣的議題有發揮的空間，在中國愈來愈強
烈的打壓及威脅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台灣人民
生命財產的安全。台灣會館身為社團的指標團
體，應該要教育台美人多了解這一方面的知識，
進而效法猶太裔美人維護母國以色列的精神。
1979 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台美
關係就由《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s)
來界定。依此，美國才能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
灣，1996 年第一次台灣總統民選時，中國舉行
演習，發射導彈到台灣的近海，美國才能師出有
名，派出航空母艦待命。可見《台灣關係法》在
維護台灣安全的重要性。
1999 年是《台灣關係法》通過 20 週年，會
館成立不到一年，但決定舉辦系列活動來引起大
家對這個法律的重視。活動一共進行了三天，四
月八日彭明敏教授應邀洛杉磯大平洋國際政策委
員會的午餐會發表演講，面對南加州五十多位商
界、學界及媒體的意見領袖，彭明敏介紹了卡特
總統二十年前簽署的《台灣關係法》，及其對東
亞和世界的影響。

為台灣守夜

台福教會舉行紀念演講會

為台灣守夜
四月九日下午起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在會
館前面廣場發表「維護台灣和平及安全」聲明，
放和平氣球，舉行記者會，當晚為台灣守夜，以
及四月十日下午在洛杉磯台福教會舉行紀念《台
灣關係法》二十週年演講會，有當時參與美國國
會遊說團的彭明敏演說「由國際法的角度來看

彭明敏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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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法》35 週年研討會」，分析《台灣關係法》
在未來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台灣關係法》35 週年研討會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幾乎會館每一年都與醫師協會 NATMA 合辦
「台灣加入 WHO 世界衛生組織」的座談會或演
講會。因為台美人幫忙推動台灣加入世界性的組
織 ， 較 有 可 能 的 就 是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因為這個組織的
宗旨是不分國界維護全世界人類的健康，然而因
為中國把它政治化以後，台灣一直無法參加一年
一 度 的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 ， World Health
Assembly) 。

美國台灣研究院是台灣會館的團體會員中討
論主流議題最深入的一個智庫型團體。2009 是
《台灣關係法》30 週年，除了自家的林文政董
事長及黃俊炯執行長外，也邀請到在地的經文處
處長龔中誠及美國的智庫學者 Stephen Yate 及
USC 美中學院主任 Clayton Dube 共同研討。

《台灣關係法》30 週年研討會
醫師協會在會館舉 WHO 研討會

2014 年《台灣關係法》35 週年時，美國台
灣研究院邀請到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yce ， 美 國 企 業 研 究 院 資 深 研 究 員 Dan
Blumenthal 以及 Ithaca 大學政治學王維正教
授，加上林榮松前董事長在會館舉辦「《台灣關

從 1997 年開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就
聯合台灣醫界聯盟到日內瓦宣達台灣人民基本的
醫療人權。中國一直在圍堵台灣人在日內瓦的行
動， 近年來只要是拿台灣護照的人都不能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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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大會的旁聽席或參加有關的活動， 這
時候台美人就有發揮功效的機會，而且語言方面
台美人也佔優勢。
2006 及 2007 年，台灣會館配合醫師協會動
員 100 多人到日內瓦為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發聲，
2009 到 2016 年台灣被矮化國格，以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批准下以觀察員身分參

台灣會館再次動員，與醫師協會組成 40 人的宣
達團到日內瓦活動三天。
由於中國日益強大，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響
力，台灣處境更加困難，台美人在美國廣交善
緣，教育民眾，讓美國政府及人民都能繼續關切
及保障台灣的安全，進而讓他們了解台灣是有能
力回饋全世界，也有資格讓民主自由台灣參與世
界事務，這是我們台美人對母國責無旁貸的使
命。(林榮松 整理)

加會議，2016 年蔡英文當選總統以後，堅持台
灣要有國家的尊嚴，再次受到中國的打壓，從
2017 年開始無法再參加世衛大會，所以 2018 年

2007 WHO 宣達團在大會堂前面冒雨示威

2018 年再次前往日內瓦抗議中國阻止台灣進入 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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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爭尊嚴、為台美人討公道
台灣會館成立的一個目的，是希望會館能成
為台美人對外的窗口，當台美人有重要的共識議
題要表明立場時，能適時地發揮功效。20 年來
我們的對象包括美國、中國及台灣。
美國方面：起碼有五件事，我們分別向美國
紅十字會、日本政府、洛杉磯市政府以及柑縣市
政府討回公道。
1. 抗議紅十字會傷害台灣災民：1999 年 9
月 21 日，台灣埔里地區發生嚴重的地震，隔
天，美國紅十字會長 Dr. Bernadine Healy 在
「Good Morning America」的節目中被主持人
Charles Gibson 問到：「聽說必須先得到中國紅
十字會的允許才能援助台灣?」Dr. Healy 說：
「是的，台灣沒有獨立的紅十字分會，必須透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說引起很多台美人憤怒。
9 月 23 日，60 多位台美社團的負責人召開
聯合記者會，由會館董事長吳澧培主持，指責
Dr. Healy 違反國際紅十字會的基本原則，當天
各主流媒體擠滿會館的會議室，洛杉磯時報資深
記者 Eric Malbie 也在場，會館外還有 SNG 車，
當晚電視隨即播出，隔天洛杉磯時報與南加各大
報均刊登出台僑社團激憤抗議美國紅十字會的新
聞。
張天駿律師代表 40 多個台僑社團發函給國
際紅十字會，要求不得將捐款匯至中國，需尊重
捐贈人的意願直接送到台灣，並要求 Dr. Healy
道歉及更正之前言論，否則發起拒捐紅十字會，
且要求 Dr. Healy 下台，將副本抄送紅新月會國
際 聯 合 會 (IFRC) 。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Howard
Berman 及 Sherrod Brown 也都支持台灣。之後

LA Times 報導紅十字事件。
2. 台美人力爭元首公平待遇：鑑於台灣總
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於 2000 年八月、九月
過境美國時，受到美國政府無理的限制，全美台
灣人社團決定於十一月四日舉行四個城市的同步
示威。總召集人台灣會館董事長吳澧培表示：以
美國公民的身份向美國政府抗議。當天在林榮松
率領下，有千餘人聚集西木區聯邦大樓前，以遊
行呼口號、演講等方式表達抗議，來自
Colorado 的聯邦眾議 Bob Schaffer 也參與抗議
行動，每人都簽下一式兩份的抗議書，寄給美國
參眾兩院。2002 年 1 月 15 日呂秀蓮副總統訪問
南美洲後，再次路經洛杉磯，不但有歡迎酒會，

得到 Dr. Healy 正面回應並技術性地道歉，透過
幕僚聲明所有的捐款不需北京的同意，爾後給台
灣的捐款將直接送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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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議員 Bob Schaffer 也來聲援
美訪問亞洲前，洛杉磯市府無預
警的把市府外的姐妹市紀念展示
路標上原來的 Taipei, Taiwan 改成
矮 化 台 灣 的 Taipei Municipality,
Taiwan, China。11 月 15 日(星期
五)經過證實後，11 月 16 日(星期
六)在台灣會館舉行會議，會後成立「台北姊妹
市 正 名 委 員 會 」 (Committee for Taipei
Sisterhood Identity) 呼籲台美人以 email、電話
及傳真向洛杉磯市政府抗議。
委員會於
11 月 19 日召開
記者會，向市府
表達強烈抗議，
邀請洛杉磯台北
姐妹市委員會主

2000 年 11 月 4 日全美四個城市同步示威抗議
還有惜別晚宴，四位國會議員以及洛杉磯市長都
派代表參加，情況完全改觀。
3. 抗議日本外相發言不當: 日本外相田中真
紀子於 2001 年 12 月 25 日在記者會中說她希望
台灣也能像香港一樣與中國統一，引起海內外台
灣人激烈反彈。台灣會館發起抗議，並邀請南加
多個社團於 2002 年 1 月 4 日上午舉行聯合記者
會，下午到日本總領事館遞交抗議信函，領事海
部優子與中山喜弘代替總領事河野雅治出面交
涉，海部優子表示遺憾與抱歉，並會將信函呈送
駐外總部。在一個月內回覆會館：田中真紀子的
言論並不代表日本政府立場。結果田中真紀子在
2002 年 1 月 28 日被罷免下台。

席謝北宜與洛杉
磯姐妹市委員會
主 席 Robert
Kleist 到 場 說
明 。 11 月 20
日，洛杉磯市長
在離開北京往東
京途中發回訓
令，指示該市禮
賓科將位於緬因
街 (Main St.) 及
洛杉磯市中心的姊妹市紀念碑
第 一 街 (First
St.)紀念路標全部取下並重新製作，只標示姊妹
市名稱及和洛城之相對距離，不再標示國名。該
路標屹立至今。

在會館與兩位姊妹市主席開記者會。
4. 抗議洛城擅改姊妹市國名：2003 年 11
月 14 日，在洛杉磯市長韓占士(James Hahn)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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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力支持布希政府。2003 年 3 月 20 日，二
十一個台美人社團聯署的記者會發表聲明，支持
布希總統聲討胡笙的軍事行動，共同願望是：傷
亡儘量少，達到預定目標就收兵。

5. 抗議爾灣市矮化桃園姊妹市：2006 年 5
月 30 日，爾灣市代表團在上海與徐匯區簽署合
約結為姊妹市，然而卻在合約書上違反姐妹市基
金會不涉及政治的慣例與原則，接受中國「一個
中國」的原則，不得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中華民國
國旗或國歌，爾灣市政府官員不得以官方身分訪
問台灣，也不能參加國慶日等慶典。

公廳會現場
中國方面：
1. 抗議中國損辱台灣國格及 APEC 權益：
針對 2001 年 10 月 20 日，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
公然侵犯台灣代表經濟部長林信義的發言權，及
10 月 21 日唐家璇公然侮辱台灣代表的蠻橫行
為，由台灣會館聯合 27 個南加州台灣人社團發
表抗議聲明，支持陳水扁總統退出這次 APEC 的
決策，並譴責中國的鴨霸與野蠻，隨後將抗議聲
明寄到洛杉磯中國大使館。
2. 抗 SARS 向中國示威：2003 年引起全球
恐慌的 SARS 侵襲故鄉台灣，SARS 發源地的中
國隱瞞疫情於先，又打壓台灣於後，引起台美人
極大憤慨，全面發起援鄉抗煞活動。2003 年 5
月 31 日有六百多位台美人示威者到達中領館展
開大規模示威，前一天晚上就有四人在洛杉磯
Shatto Place 中國領事館前進行絕食抗議，絕食
者頭布寫 “Hunger Strike”。隊伍由 Shatto Place
走向 Wilshire 再轉入 Vermont，繞入第四街，再
轉 向 中 領 館 。 一 路 喊 "One Taiwan, One
China"、 " China No, Taiwan Yes"、"We love
Taiwan"、"China Lied, People Died" 。
此 項 活 動 獲 得 聯 邦 眾 議 員 Howard
Berman(D-CA)、David Wu (D-OR) 、Sherrod
Brown(D-OH) 及 Ed Royce (R-CA) 的支持。

爾灣市的公廳會，市長及市議員都到齊
台美人對這個合約及備忘錄非常憤慨，由柑
縣台美社團發起抗爭活動，會館全力配合。6 月
27 日，三百多位來自橘縣、洛縣以及聖地亞哥
的台美人在爾灣市政府前示威抗議，隨後在爾灣
市議會會場展開了 6 個小時的對話。市議會決議
廢除與徐匯區簽署的文件及備忘錄，並重新擬定
不牽涉政治意涵的合約。出席的市議員及 City
manager Jay Joyce 對當場的台美人表示歉意。
6. 表明立場：另外，台灣會館也不吝對發
生在美國的大事發表立場，2001 年 9 月 12 日台
灣會館董事長李木通召集南加二十餘社團公開發
表聲明，針對 911 事件，譴責外來的暴力攻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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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使館前的絕食抗議
3. 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公
然恐嚇台灣人民。制定前，加州僑界就反對「惡
法」，2 月 26 日在位於洛杉磯市區的中國領事
館前嗆聲及遊行，宣讀聲明後，遊行隊伍走過熱
鬧的 Wilshire 及第 4 街，都獲得路人熱烈的回
應。
聖東台灣同鄉會製作的坦克車引起大家的注
目，喚起人民對天安門屠殺的慘痛回憶。中國無
視國際指責聲浪，強行通過該項惡去後，南加僑
界於 3 月 25 日再次發起「反侵略、護台灣」大
遊行，在洛杉磯市府人權廣場上舉行。
聖東台灣同鄉會除了製作一部坦克車之外，
再製作一枚上有五星旗飛彈，現場演出行動劇，
許多美國友人也製作道具前來聲援，遊行隊伍繞
行市府兩周，最後將戰車和飛彈打爛，顯示鄉親
的憤怒。
4. 2006 年 3 月 18 日三十個社團舉辦「護民主

↑反分裂法立法前夕的示威遊行
↓反分裂法立法通過後的示威遊行

2. 聲 援 台 灣
「野草莓學運」: 海

反併吞」群眾大會。支持台灣阿扁總統中止國統
會、廢除國統綱領。

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
會談期間，馬英九政
府以暴力壓制人民表
達意見。2008 年 11
月 13 日台美人社團
公開聲援台灣的學
運，並呼籲維護台灣
主權及人權。

台灣方面：
1. 國親兩黨在 2004 年 6 月印製內容不嚴謹
名為 Bullet Gate 的小冊，寄發給美國國會議
員，並由前駐洛杉磯經文處處長袁健生以大使的
名義隨函分發，引起南加州台美人社團的不滿。
7 月 27 日召開聯合記者會，公開譴責，駐外人
員不應扯政府的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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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 年 4 月 30 日馬英九總統在接受 CNN
專訪時，公開宣布「永遠不會要求美國人民為台
灣而戰」，罔顧台灣安全的言辭 引起海內外台
灣人的公憤，召開聯合記者會，要求馬總統更正
不當言論並向台灣人以及美國道歉。
4. 2012 年 9 月 1 日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擅
自 將 僑 委 會 英 文 名 稱 由 Oversea Compatriot
Affair Commission 改為 Oversea Chinese Affair
Commission，引起海外台灣人的強烈反彈，10
月 5 日台灣會館及 40 個台美社團舉行記者會強
烈抗議，聲討吳英毅委員長違反台灣的民意潮
流，撕裂海外僑民族群的和諧。多位台籍僑務榮
譽職人員也宣布辭職。這是多年來對國內議題最
大的示威抗議活動。隔年 7 月，吳委員長就無預
警地下台，從此在政壇上消失。僑委會的名稱改
為 Oversea Community Affair Commission。
5. 2014 年 3 月 21 日台美社團召開記者會，
聲援台灣大學生發動的太陽花學運，反對黑箱服
貿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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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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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洛杉磯僑教中心的英文名字名稱原來為
Chinese Culture Center，經過一些台美人在路
邊長期的抗議後，現在已經把 Chinese 把拿掉，
抗爭的過程理性平和，洛僑中心還開放洗手間供
示威者使用。(林榮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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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for Fair Taiwanese Representation
One of Taiwan Center’s mission is to act as the window of Taiwanese Americans’ needs to the greater
community. When Taiwan and its identity are challenged, Taiwan Center raises up to the occasion to organize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giving Taiwanese Americans a platform to be heard. In the last 20 years, Taiwan
Center has protested against policies, acts and people i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US, Taiwan Center has protested against the like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Red Cro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Los Angeles city, and the Orange County Municipal Government:
1) Red Cross of America
Following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Red Cross president Dr. Bernadine Healy confirmed on ABC’s
“Good Morning America” news show that donations made to the Red Cross to fund relief in Taiwan
passed throug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ead of going directly to Taiwan. Upon hearing this,
more than 60 leaders across various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 united to host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ccusing Dr. Healy of viol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Reporters from Los Angeles Times and the SNG were among those present, resulting in broad press
coverage in Los Angeles Times and other regional newspapers the following day detailing the outcry
and anger of Taiwanese across the world agains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Taiwan Center called for Red
Cross to immediately halt the practice of sending donations for Taiwan through China, to respect the
wishes of donors by sending it directly to Taiwan, and for a formal apology from Dr. Healy and the Red
Cross. If those demands are not met, Taiwan Center asks for the resignation of Dr. Healy, and to
terminate all donations to the Red Cross.
Taiwan Center allies in the US congress, including Congressmen Howard Berman and Sherrod Brown,
showed support for Taiwan. As an outcome, Dr. Healy apologized to Taiwan and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made sure that donations were routed directly to Taiwan.
2) US Government
In 2000, the US government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itinerary of Taiwan’s then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its vice president, Annette Lu, for their August and September visit through the US. Taiwan
Center coordinated protests to call for an end of these restrictions. At these protests, Taiwanese
Americans emphasized that we were US citizens protesting the US government in front of the US
Federal Building in Westwood. Participants included Congressman Bob Schaffer of Colorado. The
protests were heard, and as a result, when Vice President Annette Lu passed through LA in January 15,
2002, four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along with the mayor of Los Angeles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elcome reception and the farewell dinner.
3)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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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pres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5, 2001,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Makiko Tanaka said that she
hopes Taiwan will unify with China like Hong Kong. Enraged by this comment, Taiwan Center organized
the protest. Taiwan Center invited numerous South Asian and Canadian associations to host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o denounce Foreign Minister Tanaka on January 4, 2002. This resulted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suing an official apology for Foreign Minister Tanaka’s remarks, commenting
that those remarks did not represent the official sta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regards to
Taiwan and China relations. Prime Minister Tanaka was subsequently dismissed from office.
4) City of Los Angeles
On November 14, 2003,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changed its Sister City sign from “Taipei, Taiwan,” to
“Taiwan’s Taipei Municipality, Taiwan, China,” right before then-mayor James Hahn’s visit to Asia. In
response, Taiwan Center established the “Group for Taipei Sisterhood Identity,” calling for all of Los
Angeles’ constituents to protest the change via fax and phone. Within six days, former Mayor Hahn
issued the order to remove the sign and replace it with signs where only the sister city and its relative
distance to Los Angeles are indicated.
5) City of Irvine
In 2006, the City of Irvine, Taoyuan’s sister city, signed a contract with Xuhui District of Shanghai to
become sister cities. The contract stated that Irvine shall adhere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barring
the use of the Taiwan flag and anthem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On top of that, Irvine city officials
were barred from visiting Taiwan as a city representative, nor can the officials participate in any
Taiwanese-related celebrations such as National Day.
Angered by Irvine’s ignorance and apathy to this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sister city foundation, more
than 300 protestors from Orange County, Los Angeles, and San Diego gathered to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city government building. This lead to a six-hour dialogue between the protestors and the Irvine
City Council. The City Council relented and agreed to redefine the contract so that it does not involve
any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city councilors and city manager both apologized immediately to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Apart from these protests, Taiwan Center also supported US in condemning foreign terrorist attacks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civilian casulaties.

Against China
1) APEC Rights
In 2001, Taiwan Center protested against China’s humiliation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APEC
rights. Taiwan Center issued official statements supporting then-President Chen Shui-bian’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APEC, and to condemn China’s barbarism.
2) Anti-SARS demon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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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3, China hid the severity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its country, causing the epidemic to infiltrate
Taiwan. More than 600 demonstrators gathered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for a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 condemning China, holding signs like “One Taiwan, One China,” “China No, Taiwan Yes,
“We Love Taiwan,” and “China Lied, People Died.” The protest was supported by reps Howard Berman
(D-CA), David Wu (D-OR), Sherrod Brown (D-OH) and Ed Royce (R-CA).
3) Anti-Secession Law
In 2005, China enacted an “Anti-Secession Law” that publicly threatened Taiwan. Taiwan Center
organized a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that included tanks to
arouse the tragic memorie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China ignored international cries
denouncing this law, which lead to the “anti-aggression and protection of Taiwan” parade at the
Human Rights Square. In addition to tanks, protestors organized live action demonstrations that ended
with people smashing the chariots and missiles.
To show support for President Chen’s claim,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one country as a time,” during his addres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aiwan Center hosted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more than 30 groups
and sent a formal letter. Taiwan Center also continuously work to support Taiwa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2018 蔡英文總統因「台灣旅行法」通過，正式入境洛杉磯，僑胞歡欣鼓舞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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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主流活動
依組織章程，台灣會館成立的目的有 7 項，
其中 3 項：1.台美人在社區友好的形象、2.跟美
國其他族裔建立友誼，3. 與所有的美國人緊緊
地結合在一起，都是與主流社會有關，也可以說
會館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在美國要立足深耕而成
立。然而會館成立之時，參與者都是第一代的台
灣移民，由於語言以及文化因素，他們對母國的

知名的 AT&T、US Postal Office、Dodgers、
LA Times、KSCI-18 等公司或團體並列。蓮花
節成立於 1972 年，由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Park 及 Council of Oriental Organization 發
起，地點在蓮花盛開的 Echo Park，每年選一個
亞洲的國家當主題，1999 年的 Host Country 是
Cambodia，每年平均有 10 萬人來參加這兩天的

認識及關心可能超過美國，所以 20 年來，即使
會館董事會在這一方面或多或少都有努力，但都
不是放在最優先推動的項目，成效仍然有限。

節目，是亞裔美國人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會館的攤位與大公司及媒體攤位並排

會館橫幅在蓮花節高高掛
張天駿律師在現場分發帽子及氣球

會館在成
立一年後就參
與洛杉磯蓮花
節的活動，為
了打開會館的
知名度，會館
贊助 1000 元加
入最高級的贊
助者，與社區

傳統週時與主流一起清掃洛杉磯河

1999 參與主流蓮花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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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50 位台美人以熱鬧的台灣舞獅、鑼鼓隊以
及亮麗的美國五軍旗幟與藍、白、紅旗海的隊

會館在攤位展覽了有關台灣的書籍、雜誌、
海報以及服飾，會館 45 分鐘的表演包括阿美族
的豐年舞以及何正泰醫師的布袋戲。
多年來，台灣
會館都是美國選舉
的投票所，偶爾政
府也會使用會館來

伍，充份展現台美人的愛國精神與獨特的台美文
化，榮獲總冠軍。2005 年的遊行特別邀請到四
位台裔軍人戴世容、梁書豪、魏杏如，及田文
綱，穿著軍服，筆挺地站在花車上向群眾招手，
引起大家的注目。

促銷政府的政策，
像省電燈泡的使用
等等。會館多年來
都做電腦電器回收
的社區環保服務。

台美人當兵，保衛國家
台 美 傳 統 週 園 遊 會 配 合 蒙 市 ( Monterey
Park ) 的 Play Day 舉行，也參與其前一天的大
遊行。2006 年由於鴻勝醒獅團的開路助陣，加
上台美小姐以及聖東台灣同鄉會的五十州州旗隊
加持，勇奪遊行獎第一名和創意獎第二名。
2010 年由三太子首次露面領軍，加上上百人的
助陣，聲勢浩大，奪下首獎的市長獎。

會館是社區的投票所
能見度比較高的主要活動就是參加各城市的
遊行，特別是哈崗( Hacienda Heights)的國慶日
遊行，大家仍然記憶深刻。
聖東同鄉會連續參與遊行十二年， 2002 年
的遊行隊以「向警消人員致敬 (Salute to the
True Badges of Courage)為
題，遊行隊伍中有 24 支大
型的美國國旗，還有三支別
緻 的 大 旗， 分 別繡 有 God
Bless America ， 老 鷹 和 美
國西部廣闊疆域的景色，榮
獲第二名。
2003 年的哈崗 116 屆
國慶日遊行，主題是「I
Love America」，共有 98
個隊伍，多達二千人參與盛

2003 年榮獲哈崗國慶日遊行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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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蒙市的遊行，有三太子及原住民團體的支援，榮獲市長獎
尤其台灣不被美國當局認定是一個國家， 台美
人要在中國人的打壓下找到一個主流的平台並不
簡單。

2006 年 台 美 人 社 區 首 次 參 加 帕 薩 迪 納
( Pasadena) 農曆新年遊行，三十多位台美人組
成一支美麗的「原住民」隊伍參加，會館董事翁
淑鐶特由台灣訂購運來各族的服飾，加上四位美
麗的的台美小姐，讓大家耳目一新。
2007 年在郭慈安副董事長的策劃下，台灣
的「神秘失控人聲樂團」由台灣會館、台灣人聯
合基金會（TUF）聯合推薦給洛杉磯夏季文化節
主辦單位的。經過嚴格的遴選及煩瑣的申請作業
手續，獲選為當年洛杉磯夏季文化節的主要節
目，得以在洛杉磯著名的福特露天劇場演出，劇
場有一千兩百四十五個座位，門票全部售罄，造
成轟動。郭慈安是台美人第二代拼主流參與的先
驅，可惜後來他回台灣，就很難再找到接替的人
才。
台美小姐扮演台美社區的親善大使，2010
年參加「第 111 屆華埠新春金龍大遊行」; 2013

2018 年台美小姐參加 Rosemead City 國慶遊行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氣餒，而要更加努力找
出突破的機會。像 2007 年聖東台灣同鄉會負責
洛杉磯「亞太裔傳統月」的開幕式的攤位，同鄉
身著原住民服與來賓合影，大家爭著與漂亮的山
地姑娘合照，相片更當場印出加框贈送，台灣攤

年參加聖蓋博市( San Gabriel) 國慶日遊行及羅
蘭崗( Rowland Heights ) Buckboard Days 遊行 ;
更冒雨在 12 月參加惠提爾市的耶誕遊行 ; 2017
年 及 2018 年 再 度 參 加 San Gabriel 及
Rosemead 的國慶日遊行。
要加入主流社會的組織核心無法一蹴可及，
即使是民間的組織，也要進入決策圈裡面當委
員，建立好人際關係，才能推動台美人的議題。

位吸引很多人。
2008 年再次參加，台灣紙藝大師洪新富、
台灣茶葉大使許正龍主持的「台灣紙藝與茶葉攤
位」非常受到歡迎。洪大師還特別贈送他的作品
給洛杉磯市長 Antonio Villaraigosa 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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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發揮想像力，以
音樂為橋樑，舉辦亞洲合唱
節，由楊子清指揮廣邀
Armenia 、 Japan 、 Korea 、
Philippine 加上洛杉磯的以立
合唱團，在 A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舉行。
2018 年更擴大舉行，邀
請高雄市六龜高中合唱團一行
六十人代表台灣演唱。這兩場
音樂會，各國的領事館代表都
派員參加盛會，堪稱成功的國
民外交。
到目前為止，台美人的活動在主流社會還是
不夠活耀，除了每一年的台美傳統週園遊會，對
台灣比較友好的眾議員或地方官員會來參加以
外，洛杉磯市長還未曾來參`加任何一次台美人

亞洲四國合唱團友誼演出
主辦的活動，我們看到台美的第二代已經逐漸能
獨當一面，他們比較容易融入主流的社會，期待
有 一 天 台 灣 也 能 成 為 洛 杉 磯 蓮 花 節 的 Host
Country。 (林榮松整理)

洛杉磯多國領事館人員參加亞洲合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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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Cultural Activities
Out of seven of Taiwan Center’s mission statements, three of them focuses on integrati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to wider mainstream cultural events. However, as many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aiwan Center ar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 language gap has been a
major obstacle.
Despite the language gap, Taiwan Center began its cultural outreach in 1999 by donating $1,000
to sponsor the Lotus Festival hosted by Cambodia. Taiwan Center activated with a booth to promote
various aspect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esented a dance from the Amei tribe along with a
traditional Taiwanese puppet show.
Taiwan Center also plays a role in the community’s civic matters. It is a voting center during
election season. The center also promotes “green” policies by promoting and using energy efficient
light bulbs and recycling appliances.
The center is also a part of the Fourth of July parade in Hacienda Heights through the TAA-ESGV
for 12 years. In 2001, the float with the theme “Salute to the True Badge of Courage” won 2nd place.
The center won first place in the 2003 “I Love America”-themed parade where traditional Taiwanese
Lion Dancing was combined with 150 community members participated wearing red, white, and blue.
In 2006, four Taiwanese American veterans joined the parade! Taiwan Center also joined the
Pasadena Lunar New Year parade showcasing 30 people dressed in traditional Taiwanese Aboriginal
clothes and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as the cultural ambassador. In 2007, the San Gabriel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attended Asian Heritage month with a booth showcasing Taiwanese
Aboriginal clothes. Then-Los Angeles mayor, Antonio Villaraigosa, was present to receive a cultural
gift from Taiwan Center.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selected each year from a group of talented, confident, passionate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take the role as cultural and community ambassadors to attend different
events including the Lunar New Year parade in Los Angeles’ Chinatown, the Fourth of July parade in
San Gabriel and Rowland Heights, as well as the holiday parade in Whittier.
In 2017, Taiwan Center hosted the first Asian Choral Festival using music to connect with other
immigrant communities. Choral groups from Armenian, Japanese, Korean and Filipino communities
performed alongside the Taiwanese children’s choir.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aiwan Center, its members understand that in order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 it’s important to contribute as a member to various
community groups. However,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experience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platform to share our heritage, especially due to China’s unrelenting pressure. Despite these obstacles,
we can’t give up. We must continue to find every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and to shine. There are
still many steps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to take, and we hope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ith roots to both communities can further help shine a light on Taiwan.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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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悅遠來－蓬勃的台美人社區
台灣會館的成立有多重的目的，其中有精神
上團結的義意也有硬體上實質的功能。
20 年前，洛杉磯地區有幾十個掛「台」字
頭的社團，從草根性的同鄕會，長輩會、婦女
會、商會、校友會到専業的律師、醫師、會計
師、工程師、教師協會及慈善基金會等都已經成
立，但卻缺乏固定的辦公室或辦活動的場所，更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的展覽廳舉行，
不僅是空前，也應該是絕後，值得留下紀錄。

不用說有互相協調的機制。
當時除了長輩會有「鶴園」做固定的活動場
所，旅館公會及商會有自己的辦公室以外，社團
會長的家就是社團的辦公室，也是開理事會的場
所，如要開記者會，還要花錢租外面的餐廳或咖
啡廳，很不方便。
會館成立時就體認到會館與社團互動的重要
性，所以組織章程裡面規定會館的董事起碼要有
四分之一以上由社團推薦，為鼓勵社團在會館辦
活動，加入會館的團體會員，可以一個月免費使
用教室一次，可以開理事會、記者會、座談會等
等，使用大會堂辦活動也有打折優待。
有人擔心會館成立後，社團會愈沒有資源，
所以會館定位自己是協調的中心，一般社團能做
的活動，像演講會、表演會都由他們主導，會館
只贊助場地及從旁協助。會館主辦的就局限於需
要多個社團一起合作的大活動，像傳統週，示威
活動、共同聲明或是重要的文化議題，如台美小
姐選拔，台文班、台語研習會等等。
20 年來社團及鄕親使用會館辦活動的場次
已經不下一千次，比較特別的是生日聚會，也有
一次是結婚典禮。會館的大會堂最多只能容納
200 人，也沒有餐飲的設備，所以社團大型的活
動如年會，還是要到外頭的旅館或餐廳舉行。會
館曾經辦過最大的活動，就是 2005 年 10 月 20
及 21 日 的 李 登 輝 前 總 統 的 洛 城 之 行 ， 在

歡迎李總統的「世紀饗宴」

很特別的紀念品
此次盛會由會館董事也是聖東台灣同鄉會會
長鄭錫堃擔任活動總執行長，21 日中午的主流
人士午餐會由美國福爾摩莎基金會主辦，21 日
的國事論壇題目是「台灣的未來」，由林文政先
生主持。晚上是二千人與李總統共進晚餐的「世
紀饗宴」。這三場都各有特色，涵蓋了主流、國
事及李登輝前總統「領航」「寛容」及「傳承」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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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來者是客，不管是來拜訪、座談或是演
講，會館都很歡迎。客從遠方來就是一種緣份，
來拜訪或演講的人，包羅萬象， 有政壇人士，
有文化工作者，有民謠演唱家，有民運人士，在
當時可能是大紅人，但如今已不在枱面上，也有
當時是小角色，但現在已是大人物。

台灣的未來座談會
從台灣來
的政要或學者來
到洛杉磯，往往
會拜訪地方人
士，中華會館已
經成立百年，有
其指標性，但台
籍社團沒有一個
中心，造成這些
人難做取捨，會
館成立後，大家
都可以來會館相
見，增加了雙方的方便。

來者是客
社區很多活動是由會館團體會員的社團主
辦，帶給整個社區蓬勃的生氣。我們在這本年鑑
特別設版面記錄每個團體會員的歷史與貢獻。
在此把這些跟台美人有緣份的外地專家學者
們在洛杉磯的行蹤，以行事曆的方式記錄下來，
為台美人社區足跡留史。因篇幅所限，恕不列主
辦單位。(林榮松整理)

06/12/1998 台灣會館成立大會：Westin Bonaventure 貴賓如雲，澎恰恰等七位影歌星助陣
06/14/1998 台北市市長陳水扁 : 台灣會館拜訪
06/14/1998 僑委會委員長焦仁和 : 台灣會館拜訪
06/14/1998 立委陳鴻基 : 台灣會館拜訪
06/14/1998 立委張旭成 : 台灣會館拜訪
07/03/1998 台北縣永和市秀朗國小歌仔戲團 : 洛橋中心公演
07/29/1998 民進黨黨主席林義雄 : 台灣會館拜訪
07/31/1998 桃園縣縣長呂秀蓮 : 台灣會館拜訪及洛僑演出「桃園之夜音樂會」
08/01/1998 鄭良偉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教育的人本化、世界化及本土化」
08/14/1998 新竹縣縣長林光華及立委林政則 : 台灣會館拜訪
08/21/1998 休士頓台灣會館第一任會長莊承業 : 台灣會館拜訪
09/12/1998 台灣原住民文化訪問團 : 洛僑中心公演
10/06/1998 台南市市長張燦鍙 : Radisson Hotel 演講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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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998 僑委會副委員長洪冬桂及經文處處長李宗儒 : 台灣會館拜訪
10/17/1998 李鴻禧教授 : 台灣會館拜訪
10/23/1998 林安慶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台語文研究成果」
10/26/1998 紐西蘭台灣會館前會長吳勝雄 : 台灣會館拜訪
12/19/1998 羅文嘉先生 : 台灣會館座談會「由台灣三合一選舉看台灣政治生態的走向」
04/10/1999 彭明敏教授 : 台福教會演講「台灣關係法 20 週年，由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台灣關係法」
05/22/1999 府城鳳鳴合唱團 : 洛僑中心公演
06/06/1999 黃美廉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油畫的心路歷程」
06/20/1999 原住民杵音文化藝術團 : 洛僑中心公演
08/08/1999 楊千鶴女士 : 台灣會館演講「戰後被迫失聲的一群」
08/15/1999 朱真一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人的血緣」
09/12/1999 布農族天音八部 : Torrance 台灣文化節公演
09/18/1999 李鴻禧教授、簡上仁教授、布農族天音八部 : Westin Bonaventure 台灣會館募款餐會
09/15/1999 AIT 主席卜睿哲( Richard Bush) : 台灣會館演講「台美關係的展望」
11/26/1999 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立委張旭成、鍾金江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1/06/2000 導演林正盛及「天馬茶房」演員 : Hollywood Theater 首映會
05/07/2000 喜樂合唱團 : 台灣會館公演
----------------------------------------------------------------------------------------------------------------------------------06/25/2000 達賴喇嘛 : Universal City Hilton 午餐演講會「仁愛、慈悲與責任」
11/18/2000 吳念真、江霞、張秀卿與王識賢 : Pasadena City College 台灣會館募款晚會
04/??/2001 中國民運人士吳宏達 : 台灣會館演講
05/13/2001 舞鈴少年 : Pasadena City College 台美人傳統週公演
03/ ?? /2001 作家東方白 : 台灣會館演講
06/24/2001 前總統李登輝 : Westin Bonaventure 晚宴
06/30/2001 金美齡女士 : 台灣會館拜訪
08/07/2001 僑委會副委員長廖勝雄 : 台灣會館拜訪
09/09/2001 江永芳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紀念舊金山和約簽定五十週年」
10/13/2001 FAPA 執行長昆布老( Coen Blaauw) : 台灣會館演講會
11/04/2001 駐美副代表李應元 : Westin Bonaventure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911 對台美中三角關係的影響」
12/16/2001 高雄市市長謝長廷 : 台灣會館拜訪
12/16/2001 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楊正昭 : 台灣會館拜訪
01/05/2002 Dr. Daniel Lynch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兩岸經濟關係的重要性」
01/19/2002 李勤岸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新世紀的台灣文學」
02/15/2002 名嘴苦苓 : 台福教會台灣會館新春晚會演講「不要相信政治」
02/16/2002 陳隆志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加入聯合國台灣人應有的努力」
03/30/2002 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 台灣會館拜訪
04/18/2002 台南縣縣長蘇煥智 : 台灣會館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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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7/2002 客委員會副主委劉永斌 : 硬頸搖滾客家樂團台灣會館演出
05/17/2002 詩人李敏勇、音樂家蕭泰然、畫家陳錦芳、舞蹈家蔡瑞月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5/21/2002 台聯主席黃主文 : 台灣會館拜訪
05/29/2002 國策顧問陳茂雄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 e 威脅在哪裡」
-----------------------------------------------------------------------------------------------------------------------------------06/09/2002 民進黨主席謝長廷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6/29/2002 國策顧問陳少廷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7/14/2002 法務部長陳定南 : 台灣會館演講
07/??/2002 立委陳建銘 : 台灣會館拜訪
07/21/2002 國策顧問黃越綏 : 台灣會館演講「和諧的兩性關係」
07/26/2002 立委林重謨 : 台灣會館演講
08/06/2002 客委員會主委葉菊蘭 : 台灣會館記者會
08/25/2002 高雄縣縣長楊秋興 : 台灣會館招商說明會
09/22/2002 勞委會主委陳菊 : 台灣會館演講
11/02/2002 名政論家魚夫及 Welly Yang : PCC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數位大總統」及演唱會
12/21/2002 美副代表蔡明憲 : 台灣會館演講
02/17/2003 作曲家鄭智仁 : 台灣會館發表會
02/22/2003 立委江昭儀 : 台灣會館演講
02/26/2003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副主委楊黃美幸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4/05/2003 民視新聞部經理胡婉玲 : 台灣會館演講
07/19/2003 立委陳建銘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8/06/2003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莊碩漢台灣會館拜訪
09/13/2003 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 Pacific Palms Resort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僑務的回顧與展望」
09/16/2003 李龍騰副署長 : 台灣會館拜訪
11/15/2003 民運學者曹長青 : 台灣會館演講
10/20/2003 台灣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 : 台灣會館演講「我國憲政體制之困境與改革策略」
01/11/2004 台南市長許添財 : 台灣會館演講「國家主權與經濟發展」
01/16/2004 文建會主委陳郁秀 : 台灣會館拜訪
01/18/2004 美國商務部副次長吳旭淳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2/10/2004 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立委鄭國忠 : 台灣會館拜訪
05/08/2004 名作家李喬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當前文化問題」
--------------------------------------------------------------------------------------------------------------------------06/02/2004 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郭瑤琪 : 台灣會館演講「邁向新時代的台灣公共建設」
07/10/2004 2003 台灣小姐陳思羽 : 台灣會館演講
08/14/2004 吳旭淳(Benjamin Wu) : Quiet Cannon 演講
08/15/2004 行政院院長游錫堃 : St. Regis 早餐會
09/08/2004 沈建德先生 : 台灣會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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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2004 台灣"省主席"林光華 : 台灣會館鄉情座談會
09/26/2004 行政院公共工程副主委郭清江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生態工法之功效」
10/23/2004 教育部長杜正勝 : 台灣會館座談會
10/31/2004 陳破空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胡上江下與兩岸變局」
11/09/2004 羅榮光牧師 : 台灣會館「為台灣祈禱燭光晚會」
11/13/2004 林建隆、江霞、楊烈、潘麗麗 : PCC 會館募款餐會「流氓蛻變為教授的心路歷程」及演唱會
11/17/2004 總統府國策顧問陳郁秀 : 台灣會館演講會「蛻變中的台灣」
11/18/2004 作家東方白 : 台灣會館新書發表會
11/20/2004 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 : 台灣會館演講「歷史與現場」
11/21/2004 民運學者曹長青 : 台灣會館演講「民主與和平是解決兩岸問題的前提」
12/03/2004 駐日代表許世楷及盧千惠 : 豪客閣演講
12/18/2004「台灣之聲」名主持人汪笨湖 : Pacific Palms Resort 海外巡迴開講
01/16/2005 台灣北社副社長陳儀深 : 台灣會館演講
01/27/2005 詩人李敏勇 : 台灣會館演講
02/19/2005 資深媒體工作者陳銘城 : 台灣會館演講「紀念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04/09/2005 民運學者曹長青 : 台灣會館演講「反分裂國家法」
04/30/2005 Bruce Herschensohn 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台美中三邊關係」
06/26/2005 駐美代表李大維 : San Gabriel Hilton 演講
07/08/2005 前立委邱垂貞 : 台灣會館說唱民謠
07/09/2005 台南市安琪舞蹈團 : 洛僑中心表演
07/10/2005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 : 台灣會館座談會
07/11/2005 台聯凌子楚 : 台灣會館演講「國際戰略與台灣發展方向」
07/23/2005 金馬獎導演郭珍弟 : 台灣會館演講
07/30/2005 十鼓打擊樂團 : 洛僑中心表演
08/13/2005 吳澧培資政 : Norwalk Marriott 演講
08/14/2005 吳澧培資政 : 台灣會館「台灣的未來及挑戰」座談會
09/01/2005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 : 客家社團座談會
09/24/2005 駐美副代表高碩泰及廖瓊枝 : San Gabriel Hilton 募款演講餐會「WTO 到 WHO」及歌仔戲
10/08/2005 作家鄭清文: 台灣會館演講「舊金山 1972」
10/21/2005 前總統李登輝 : 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 演講「亞洲的自由戰略」
10/22/2005 前總統李登輝 :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台灣的未來」論壇
10/22/2005 前總統李登輝 :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世紀饗宴」超大型晚會
10/30/2005 鄭智仁醫師 : 台灣會館「台灣之愛」演唱會
11/05/2005 駐美副代表裘兆琳 : 台灣會館演講
01/15/2006 立法委員蔡英文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2/03/2006 林重謨立委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2/04/2006 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旭成 : Zen Buffet 演講
02/04/2006 媒體人朱立熙 : 台灣會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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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2006 吳澧培資政 : 台灣會館演講「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02/11/2006 台灣女婿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 : 台灣會館演講「為台灣找出路」
02/25/2006 作家林世煜 : 台灣會館演講會「紀念 228」
03/12/2006 作家楊遠薰 : 台灣會館演講及《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新書發表會
03/26/2006 立委江昭儀、尤清、賴清德、莊和子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4/23/2006 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林信義 : 洛杉磯僑教中心演講「創新與競爭力」
04/29/2006 Bernard Weintraub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5/06/2006 王泰澤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母語何去何從」
05/13/2006 政論家黃光芹 : 北海漁村演講「看台灣的本土政權何去何從」
05/15/2006 Congressman Sherrod Brown : 台灣會館演講「捍衛台灣的民主」
-----------------------------------------------------------------------------------------------------------------------------07/09/2006 李筱峰教授 : 洛杉磯僑教中心演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07/22/2006 張復聚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建國 kap 母語」
08/23/2006 魚夫 : 台灣會館「台灣原住民 3D 動畫」露天電影及演講
08/26/2006 張繼昭博士 : 台灣會館「拉法葉弊案的研究」演講
09/08/2006 陸委會主委吳釗燮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現況簡報」
09/12/2006 考試委員陳茂雄 : 台灣會館演講「護台灣，守民主」
10/14/2006 立委羅志明 : 台灣會館演講
10/21/2006 昆布勞( Coen Blaauw) : 台灣會館演講
10/21/2006 神秘失控 : Luckman Fine Arts Comples 台灣會館募款音樂會
11/05/2006 賴怡忠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2008 年後台灣的不同外交版」
11/05/2006 立委郭正亮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市長、立委、總統選情分析」
01/27/2007 葉菊蘭女士 : 洛僑中心演講
02/04/2007 謝長廷先生 : Almansor Court 感恩演講餐會
02/10/2007 媒體人朱立熙 : 台灣會館演講
02/23/2007 政論家吳國棟 : Almansor Court 演講餐會
03/04/2007 民運學者曹長青 : 僑教中心演講「拒絕反分裂法：民主台灣的前景」
03/17/2007 台聯黨主席黃昆輝 : 洛杉磯僑教中心演講
04/28/2007 金美齡女士 : 哈崗聖達台福基督教會演講「台、日關係和 2008 年台灣統統大選」
05/19/2007 神秘失控 : 洛杉磯 Ford Theatre 表演
06/02/2007 蔡明憲博士 : 洛杉磯僑教中心演講「台灣兩邊軍事態勢和亞太區域的安全合作」
06/09/2007 民進黨黨主席 游錫堃 : San Gabriel Hilton 演講餐會
07/21/2007 閃靈樂團 : 銀河劇院演唱會
08/11/2007 高雄縣縣長楊秋興 : 台灣會館演講「2008 台灣總統大選選情分析 」
09/08/2007 沈建德教授 : 洛杉磯僑教中心演講「台灣人要如何加入聯合國」
10/03/2007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德生 : Double Tree Hotel 講「台灣在中國投資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10/07/2007 名嘴黃越綏女士 : Pacific Palms Resort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台灣現況及和諧的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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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007 加州主計副處長趙美心 : 台灣會館演講「小型企業稅務座談會」
10/29/2007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長夏馨 : Almansor Court 演講「台灣新焦點的基礎」
12/01/2007 赫金森教授(Bruce Herschensohn) : 台灣會館演講暨新書發表
02/09/2008 Dana Rohrabacher 國會議員 : Irvine Marriott Hotel 演講「關於台灣加入聯合國」
02/24/2008 新聞局局長謝志偉 : Quiet Cannon 台灣人大團結之夜演講
04/20/2008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德生 : 台灣會館演講「總統大選後，台灣經濟的展望」
05/24/2008 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陳郁秀 : 聖達台福基督教會演講「台灣文化主體性與國家定位」
-----------------------------------------------------------------------------------------------------------------------------07/05/2008 逆風行進團張嘉玲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8/03/2008 駐美代表吳釗燮 : San Gabriel 歡送餐會
08/06/2008 薛瑞福、卜大年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會
08/23/2008「頭家來開講」主持人謝志偉 : Atrium Hotel 演講「台灣何去何從」
09/06/2008 前駐日大使許世楷 : 羅蘭崗潮粵海鮮酒家演講會
09/13/2008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 Almansor Court 演講會
09/21/2008 美國眾議員 Gary Ackerman : 台灣會館演講會
11/16/2008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 Pacific Palm Resorts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站在十字路口的台灣」
10/30/2008 前副總統呂秀蓮 : Pacific Palms Resort 演講「世界的台灣」
11/05/2008「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 : Almansor Court 演講「台灣有希望，因為咱奮鬥」
11/08/2008 謝清志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暨新書發表會「鮭魚返鄉終不悔」
12/26/2008 前立法委員謝欣霓 : 台灣會館演講
01/09/2009 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 : 台灣會館演講「從人權司法探索台灣主權與國際地位」
01/16/2009 姚嘉文前資政 : 演講會「台灣的危機與我們的奮鬥」
02/21/2009 高雄市市長陳菊 : Atrium Hotel 演講「台灣民主與挑戰」
04/07/2009 國會眾議員 Ileana Ros-Lehtinen (R-FL) : 台灣會館演講
05/02/2009 張武彥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懷念 e 日台歌謠曲時代」
07/04/2009 前副總統呂秀蓮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會「國共合作下，台灣何去何從」
07/05/2009 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 : 台灣會館演講「金融危機與中國威脅下的臺灣經濟」
07/25/2009 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黃慶林、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 : Almansor Court 演講會
09/06/2009 王明哲先生 : 台灣會館「88 莫拉克水災」賑災演唱會
10/17/2009 李遠哲博士 : Pacific Palms Resort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21 世紀人類面對著的挑戰」
11/21/2009 王維正教授及 Prof. Daniel Lynch : 台灣會館演講「歐巴馬訪中對美台政策的影響」
02/19/2010 前副總統呂秀蓮 : San Gabriel Hilton 座談會
02/13/2010 政論家吳國棟 : 888 海珍酒家演講
03/14/2010 卡神楊蕙如 : 台灣會館演講「都是認同惹的禍」
----------------------------------------------------------------------------------------------------------------------------08/07/2010 阿明(Eric Chang)＆大支(Dog G) :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座談會
08/15/2010 鄭邦鎮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以非傳統運動創造台灣文學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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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2010 吳釗燮博士 : Almansor Court 演講會
10/15/2010 美國眾議員 Judy Chu (趙美心)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會
10/31/2010 吳念真先生 : Pacific Palm Resorts 台灣會館募款餐會演講「咱的土地，咱的文化」
11/06/2010 Dr. Jerome Keating (祁夫潤) Almansor Court : 演講「台灣- 亞洲的關鍵基石」
01/08/2011 前新聞局長林佳龍 : Almansor Court 演講會
01/30/2011 卡神楊蕙如 : 台灣會館演講「年輕世代改變台灣的新方法」
04/09/2011 美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Ileana Ros-Lehtinen : 台灣會館「與台美人有約」
05/28/2011 台南縣前縣長蘇煥智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6/09/2011 美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Ileana Ros-Lehtinen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的重要性」
06/19/2011 立委羅致政 : Almansor Court 演講會
07/06/2011 江寶釵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打造生命中的地方風情－從台灣嘉義到美國波士頓」
08/07/2011 立委陳歐珀 : 台灣會館訪問
08/12/2011 史明先生 : San Gabriel Hilton 演講會
08/21/2011 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9/03/2011 美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Howard L. Berman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再起，華府風雲」
09/10/2011 Stephen Yates (葉望輝)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
09/19/2011 羅榮光牧師 : 台灣會館演講「如何讓台灣登入世界舞台」
10/08/2011 台加協會理事長施興國伉儷 : 台灣會館訪問
10/22/2011 創會董事長吳澧培 : San GabrieI Hilton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我對人生的體驗與感觸」
11/12/2011 眾議員 Ed Royce : 台灣會館演講「 U.S.-Taiwan Bolstering Relationship」
12/03/2011 民進黨立法院總召柯建銘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
03/03/2012 嚴詠能先生 : 台灣會館「擁抱生命擁抱愛」演唱會
03/17/2012 王桂榮先生追思會 : Arcadia Presbyterian Church
03/31/2012 張家敦 Gorden Chang : 台灣會館演講「華府與北京正轉向有利台灣的趨勢發展」
04/14/2012 Christian Whiton : 台灣會館演講「美國 2012 年大選初選研討會-“Decision 2012” 」
05/12/2012 鄭智仁醫師 :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演唱會
-----------------------------------------------------------------------------------------------------------------------------07/09/2012 洪英花、蔡丁貴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8/05/2012 吳澧培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8/27/2012 民進黨/台聯立委團陳節如、黃文玲、尤美女、林佳龍 : 台灣會館訪問
08/28/2012 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及立委李鴻鈞、王延生、邱文彥 : 台灣會館訪問
10/20/2012 盧主義(李天福)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美國安全和台灣的自由」
10/27/2012 蔡英文博士 : San GabrieI Hilton 會館募款晚會演講「永續營造台美人 e 厝」
02/17/2013 趙天麟主講：Almansor Court 演講餐會「由一舉打敗邱毅看新世代的選舉策略」
03/09/2013 反台灣媒體巨獸召集人林飛帆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
04/13/2013 前副總統呂秀蓮 : 台灣會館演講「亞太情勢與台灣前途」
04/28/2013 日本學者多田惠 Tadakei : 台灣會館演講「日本學者研究台灣語文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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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7/2013 悟遠劇坊 : 洛僑中心公演
05/19/2013 鄭文龍律師 : 台灣會館演講「從扁案談台灣司法改革」
05/18/2013 彰化員林新樂園布袋戲團 : 台灣會館公演
07/06/2013 台聯黨黃昆輝主席 : 台灣會館演講「中國促統攻勢下 台灣如何自救」
07/11/2013 柯文哲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
08/04/2013 陳永興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為什麼要籌辦台灣民報？」
08/11/2013 彰化市市長邱建富 : 台灣會館訪問
08/22/2013 蔡丁貴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替台灣獨立建國找出路！」
08/23/2013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 : 台灣會館訪問
08/31/2013 吳釗燮博士：Atrium Hotel 演講「台灣的內外困境與未來選擇」
09/14/2013 楊斯棓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反核、擁核、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擇」
10/26/2013 曽道雄教授 : San GabrieI Hilton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台灣主體性之教育及文化建構」
01/27/2014 朱真一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府城掘寶記」
03/22/2014 前駐美代表吳釗燮 : 台灣會館演講演講「台灣的內外困境與因應」
04/05/2014 Ed Royce、Dan Blumenthal、王維正 : 台灣會館「TRA35 週年」研討會
04/11/2014 立委劉櫂豪 : 台灣會館訪問
04/14/2014 太陽花學運發言人黃郁芬 : 台灣會館演講
-----------------------------------------------------------------------------------------------------------------------------06/15/2014 康寧祥先生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台灣民主運動先知」
06/30/2014 市議員王定宇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正在革命嗎？」
07/26/2014 安一鳴(Greg Autry)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太陽花學運與中國崛起如何影響台灣的未來」
08/17/2014 立委管碧玲 : 台灣會館演講「高雄氣爆專題報告」
08/22/2014 台南市市長賴清德 : 台灣會館訪問及洛僑中心演講會
09/04/2014 立法委員陳唐山、王廷升、葉宜津、林郁方、詹凱臣、楊應雄 : 台灣會館訪問
09/13/2014 Daniel Lynch 教授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
10/04/2014 Jerome F. Keating 教授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
10/18/2014 魏德聖導演 : San Gabriel Hilton 會館募款餐會演講「電影情、台灣心」
11/04/2014 馬志祥導演 : 台灣會館訪問
12/06/2014 蔡丁貴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從 2014 年地方選舉看台灣獨立建國的出路」
11/09/2014 趙弘雅博士 : 台灣會館演講「從人類文字的主脈談到台語的 abc」
12/27/2014 何博文市議員：御珍樓演講餐會「2014 九合一大選後，台灣政治情勢的演變」
01/29/2015 立委姚文智 : 台灣會館演講「從柯 P 旋風看 2016」
02/07/2015 「老外看台灣」主持人郝毅博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3/14/2015 前行政院長張俊雄 : 台灣會館訪問
03/15/2015 饒舌歌手「大支」: 台灣會館演講會
04/19/2015 陳榮成教授 : 台灣會館《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新書發表會
04/22/2015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政則 : 台灣會館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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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4/2015 台灣原住民文化訪問團 : 洛僑中心表演
05/31/2015 台灣 Sing 鄉田園唱遊 : 台灣會館演唱
06/20/2015 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 台灣會館訪問並捐贈圖書
06/20/2015 胡長松先生、張復聚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6/20/2015 前副總統呂秀蓮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會
07/12/2015 蔡易餘律師 : 台灣會館演講「2016 台灣總統及立委選情分析」
08/04/2015 林祖儀、許恩恩、林鶴明、邱昱凱：The Hotel Fullerton 演講會
09/12/2015 嘉義市市長涂醒哲 : 台灣會館演講「2016 年台灣總統及立委選情分析」
09/20/2015 董事長樂團＆朱頭皮 : 洛僑中心演唱
09/26/2015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 御珍樓演講餐會
10/03/2015 林媽利教授、王澤毅博士 : Atrium Hotel 演講會
11/01/2015 台美子弟軍人: 台灣會館「台美人向美國軍人致敬！」
11/05/2015 外交部次長令狐榮達 : 台灣會館訪問
11/08/2015 彭文正教授 : San Gabriel Hilton 台灣會館募款餐會講「台灣政論節目對民主政治的影響」
11/14/2015 童振源教授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選舉及台、中關係」
11/15/2015 打狗亂歌團 : 聖達台福基督教會演唱
01/24/2016 前行政院秘書長李應元 : 台灣會館訪問
03/13/2016 前副總統呂秀蓮 : 台灣會館演講會
03/15/2016 柯文哲醫師 : Pacific Palms Resorts 演講餐會「改變，由台北開始」
04/30/2016 前立委蔡煌瑯 : Atrium Hotel 演講「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06/17/2016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 : 台灣會館訪問
09/13/2015 嘉義市市長涂醒哲 : 台灣會館演講
07/07/2016 陳永興醫師 : 台灣會館演講「由 WHO 看台灣的未來」
08/17/2016 新竹欣蕾舞蹈團 : 洛僑中心表演
08/21/2016 媒體人周玉蔻 : 888 海珍大酒樓演講餐會「兩岸關係」
09/24/2016 王定宇立委 : Crowen Plaza-LA Harbor 演講餐會
10/04/2016 黃文雄 : 台灣會館演講「台、日、美、中的新關係」
10/15/2016 林夏如教授：Double Tree Hotel 演講「台灣如何從進退兩難對中經濟政策脫困而出」
11/20/2016 魏德聖導演 : 台灣會館電影「52H2, I love you」特映會
10/29/2016 立委黃國昌 : San Gabriel Hilton,台灣會館募款餐會演講「新世代的新國家願景」
12/12/2016 台灣愛樂國家交響樂團 ( NSO) : Renée & Henry Segerstrom Concert Hall
12/17/2016 台南少棒隊 : 台灣會館訪問及副秘書長劉世忠演講「台南經驗台灣未來」
02/25/2017 黃惠君女士 : 洛僑中心 228 七十周年社區聯合紀念會及演講「沉冤 真相 責任」
05/07/2017 亞美尼亞、韓國、日本及菲律賓合唱團 :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第一屆亞洲合唱節
06/22/2017 台南市市長賴清德 : 洛僑中心演講「台灣的挑戰與出路」
06/25/2017 彰化縣縣長魏明谷 : Pacific Palms Resort 演講「綠能彰化 智慧全球」
- 81 -

2018 年年鑑

會館大紀事

07/08/2017 桃園市長鄭文燦市長 : 金都凱旋皇宮餐廳演講餐會
09/09/2017 郭懷一台灣歌仔戲 :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 House 「遇見台灣」公演
09/09/2017 加州財務長江俊輝 : 台灣會館講「How Americans Participate in Public Policy & Governance」
07/30/2017 國防外交委員會立委王定宇、羅致政、蔡適應、吳焜裕、呂孫綾、許毓仁、呂玉玲來訪
09/23/2017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莫健大使 : Double Tree Hotel 演講餐會「歷久彌堅的台美夥伴關係」
09/30/2017 黃帝穎律師 : 翠亨村大酒樓演講餐會「2017 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
10/21/2017 葉望輝 : Atrium Hotel 演講餐會「台美政策的政治基礎」
10/28/2017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 : San Gabriel Hilton 台灣會館募款餐會演講「台灣的改革」
02/10/2018 Ian Easton : 台灣會館演講「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攻擊威脅」
01/20/2018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歌仔戲團 : 洛僑中心「白蛇傳」公演
01/21/2018 民運人士王丹 : 台灣會館演講「台灣和中國的未來」
03/17/2018 雲門舞集舞團 : Segerstrom Center for the Arts 美西首演「Formosa 關於島嶼」
05/05/2018 高雄市六龜高中合唱團 :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第二屆亞洲合唱節
06/16/2018 台灣農林公司茶業部經理鄧志民 : Almansor Court 演講餐會「Made in Taiwan」
07/23/2018 劉南芳台灣歌仔戲團 : 台灣會館台灣語文研習營

Serving as Home to Taiwanese Americans
The Taiwan Center serves multiple purposes,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functions as a hom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in the Los Angeles area.
Prior to its establishment, the multipl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groups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did not have a place to call home, a meeting place, or an event venue.
Elderlies gathered to socialize at the “Swan Garden” while hotel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had their own
office to utilize. For communit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however, they’d gather at the chairperson’s private
homes for meetings. For larger conferences, restaurants and hotel conference rooms were booked to great
inconvenience and cost. When Taiwa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the community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gathering Taiwanese American groups under one roof. Therefore, all the groups that join Taiwan Center can
use the conference room for free each month for their meetings and panels. The auditorium is also available
to use for larger audiences at a discounted price.
In addition to being a venue, Taiwan Center also hosts events to highlight Taiwane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needs, including Taiwanese Heritage Week,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 Taiwanese
language classes, and important demonstrations and cultural issues.
Throughout the center’s 20-year history, Taiwan Center has been the host of over 1,000 events, including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 parties and weddings. The most momentous event was the 2,000-guest dinner
banquet for former Taiwanese president, Lee Teng-Hui, on October 20th, 2005.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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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紀念二二八國殤日的意義
兩百多人參加。此
後每年的二二八紀
念就以社團主辦會
館協辦的方式進
行，大半是由人權
會召集。
2015 年賴慧娜

歷年來，台美人
社區紀念 228 都是由
個別社團舉辦。有些
地方甚至只有長老教
會在辦。
大洛杉磯台灣會
館一向只居於協辦單

在董事會提案，建
位，提供場地。社團
議由會館領導，召
因主事者更換，有時
集社團一起來辦，
後繼無人。
將二二八紀念活動
過去洛杉磯有
美國台灣文化協會是最早紀念
288
的社團之一
列為會館常態活
228 平反促進會由二
動。一來，228 已經是台灣的國定節日，應比照
二八受害人遺屬林俊雄先生創立，會館成立後
其他國家，全民一起來紀念一段悲慘的歷史，讓
1999 年二月就開始在會館舉辦紀念會，人權
悲劇不再發生，二來，讓我們的第二代認識台灣
會，台獨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同鄉會
的歷史，三來，由台灣人的立場來詮釋二二八，
等社團參與協辦。
避免紀念活動被利用來做政治炒作，讓先烈與家
2000 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陳水
屬再受到傷害。提案獲得董事會通過，由賴慧娜
扁總統正視二二八平反，2001 年二月二十七
任召集人。當年是黃文谷任董事長。
日，林俊雄返鄉向政府建言二二八平反事宜前，
我們向社團發出合辦邀請函，合辦社團不但
在台灣會館舉辦座談會，邀請鄉親集思廣益。
列名，還要分擔費用$100，結果有約三十社團
2002 年開始，更多台灣人社團一起以音樂會的
回應合辦。可見大部分台美人都不願讓這個日子
方式來紀念二二八，由賴高安賜女士點燭開始，
被遺忘或被扭曲意義。
成為以後邀請受尊敬的長輩點燭的慣例。
美國台灣文化協會自 1998 年開始也自
己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2003 年由台灣
人權會與 228 平反促進會主辦，台灣會館
協辦，在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紀念會，美
國台灣文化協會創辦人洪茂澤先生特地在
台灣複製珍貴的二二八歷史相片與史料，
運來美國，在台灣會館展出三天，是美國
有二二八史料展的開始。2004 年，美國台
灣文化協會增加展品，除了百幅歷史圖片
外，還有二二八受害家屬的錄影帶播放，
並在會館停車場舉辦牽手護台灣活動，有
在會館外舉行室外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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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也證明很多台美人子弟由二
二八的歷史中建立了台灣人認同意
識，由最近幾位台美人第二代傑出作
家的著作可以看出來。
此後，紀念 228 就以系列活動的方
式舉辦，台灣會館辦紀念會，社團則
舉辦任何方式的與 228 有關的活動。而
為了讓 228 紀念更能流傳，我們開始設
計兩項節目，食魷魚粥與分發 228 紀念
綠豆糕，紀念糕是由旅居英國的同鄉
李勳庸設計並捐贈，由台灣義美食品
特別製模，出品，空運來美。
2015 年的活動有：紀念大會，包
括：音樂、點燭、食粥，有鄭英松教
授講「消失的二二八精英」，指出二二八事件是
統治者有預謀，有計畫地要消滅台灣精英，是滅
種族的暴行。美國台灣研究院院長黃俊炯介紹他
的舅父王育霖檢查官，太平洋時報社社長林文政
介紹二二八受害的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事
件發生後國民黨大肆捕殺報人，關閉報社，是要
消滅紀錄，主宰歷史詮釋權。大會並邀請北美洲
台灣人醫師協會會員張鑫醫師陳述她的父親澎湖
七一三事件的受害者張敏之的故事。
二二八史料展，包括：相片、當時國際對二
二八的報導、美國官方文件與評論、及有關二二
八的英文著作等，很多資料是由太平洋時報提供

2015 年開始有緬懷先烈事蹟的節目

珍貴收藏。台美人歷史協會舉辦「真相座談
會」，美國台灣研究院、台美人筆會、台美人信
仰與人文研習會、台美人歷史協會、台美公民協
會等社團舉辦第二代演講會，邀請兩位台美人作
家來講她們以二二八為背景的得獎著作，
Jennifer Chow 的「228 Legacy」, Julie Wu 的
「The Third Son」。這兩本小說都講到二二八
事件對台美人在認同與性格上的影響。
2016 年的重點是介紹畫家陳澄波，介紹當
時人物是為了還原歷史，讓現代人知道，228 發
生時台灣的文化生態，這些精英如果沒有被犧
牲，台灣今天會是甚麼樣子。
陳文石前董事長專程回台與陳澄波基金會交
涉，訂製一批陳澄波作品複製品
來會館展出，並附圖解說，也請
陳婉真來講「二二八研究的最新
消息」。同時台美人歷史協會也
舉辦「台灣人民自覺的起點」座
談會。
2017 年是 228 事件的七十
周年，也是洛杉磯台美人社區紀
念 228 的一個里程碑。林榮松董
事長一上任就將 228 七十週年紀
念列入工作要項。
2015 年由會館召集社團共同主辦，創食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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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請社團捐棄意識型態共同來面對台灣這段慘
痛歷史，攜手向前邁進。結果有七十五個社團共
同聯署合辦，紀念會當天有約七百鄉親出席，國
會議員趙美心出席，她是唯一每年出席台美人
228 紀念會的美國國會議員。台灣立法委員陳亭
妃也代表台灣官方出席，表達蔡英文總統對二二
八事件相關檔案解密的政策。這是海外首度官民
共同紀念 228 。
會館也設立了永久性 228 史料展覽室，是為
海外首創。
台美人筆會、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台
美人歷史協會、台美公民協會舉辦演講會，邀請
到台美人第二代作家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演講，她以 228 為背景寫成的小說 Green Island
在美國與台灣都是佳評如潮的暢銷書，也獲得國
際書獎。
台美人歷史協會舉辦「探討台灣二二八事件
的本質」座談會。
台美生活文化協會舉辦電影「悲情城市」觀
賞與座談。
人權文化協會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共同舉辦
「台灣 228 和世界史上的種族滅絕」座談會，邀
請到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等國際維權人士出席
座談。

2016 年主題是介紹 228 精英畫家陳澄波
228 七十周年紀念籌備會，由董事賴慧娜擔
任召集人。林榮松董事長於 2016 年回台，拜會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剛好展出兩年的特展「沉
冤、真相、責任」，展期已屆將撤展，林榮松董
事長隨即索贈，並獲國家紀念館慨允。該特展是
留學法國的文化社會學博士生黃惠君女士精心做
田野調查、人物採訪、廣徵史料後完成，耗資四
百萬台幣，展出兩年期間經歷台灣的政權輪替，
其公正與持平受到社會各界高度肯定。在過去，
對二二八的詮釋各說各話，甚至造成族群對立，
現在檔案曝光，實物說話，爭論自然平息。海外
從來沒有較完全的 228 史料，林榮松董事長當機
立斷，馬上向各方尋求協助，將「沉冤、真相、
責任」特展移師美國。
所幸民進黨再次執
政，對 228 的紀念不再
徒具形式，僑委會、外
交部也能順應僑情，慷
慨協助。經由駐洛杉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夏季昌，僑委會北美
事務總協調暨洛杉磯僑
教中心主任翁桂堂，兩
單位的協助，特展專櫃
運美。
228 七十周年紀念
籌備會也向僑界發出邀

2018 年年鑑

228 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有南加七十五社團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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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紀念活動的成功，柑縣台美人社區也仿
傚，舉辦第一次的社區 228 紀念會。
雖然如此，台灣人社團還是有的裹足不前，
有的因為會長的固執己見，有的是理事團隊意見
不同。有已經報名合辦的社團臨陣退出，讓我們
深深感覺到台美人的歷史觀還是有分歧，朝野應
繼續努力。
2018 年的 228 紀念有更大的突破，雖然還
是由賴慧娜任召集人，但選出兩位年輕董事為副
召集人，楊悅英與吳兆峯，為傳承做準備。紀念
會介紹了台美人作曲家黃令先以二二八為題的世
界得獎作品「甦醒」。
這年特別介紹的 228 犧牲精英是王育霖檢察
官，由歷史協會主辦。歷年來洛杉磯紀念 228 的
活動都有由人權協會所舉辦的跨族群的轉型正義
座談會，邀請不同族裔講員前來分享經驗與看

七十週年紀念會在洛僑舉辦，國會議員趙美心
全場出席，由策展人黃惠君導覽 228 史料展

法，像是 2018 年邀請香港民運人士前來，以及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與優社多年來在二二八當晚舉
行紀念音樂會。南加州的紀念活動可以說已經建
立了傳統。
在兩位副召的籌劃下，2018 年除了紀念會
外，還進行三件方案：史料特刊英譯、青少年徵
文比賽、兒童認識台灣工作坊。英譯特刊提供給
全美各單位使用，兒童認識台灣工作坊介紹台灣
首部二二八兒童繪本「二二八小水牛」。
這三項方案是針對年輕世代與國際人士，台
灣會館新世代委員會的參與及努力，讓 228 的紀
念走向新的方向，甚至與外州的年輕世代相串
聯。外州也有社團師法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的規模
前來取經。由此可看到，在世代交替上，台灣會
館又成功的向前邁進一步，即使在很多大人都忌
諱不談的議題上，還是可以持有共同的價值與認
同。(賴慧娜整理)

二二八文物展

2018 年 228 點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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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Massacre

228 七十週年紀念活動出席盛況
To start, Taiwan Center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in 2015 to display historical materials, photos, and
international reports about 228. The event culminated in talks by Taiwanese writers whose awardwinning works are based on 228. In 2016, Taiwan Center displayed artwork by a painter who reimagined
what Taiwan might have been today had 228 had not occurred to wipe out a generation of leaders,
philosophers, teachers and artists. In 2017,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228, Taiwan Center moved more
historical archives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and the 228 exhibition. In 2018, Taiwan
Center took on translating the archive, including each victim’s names, personal letters, and news reports
to document in a book. The center also hosted a writing contest for youths to share how 228 shaped
their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The exhibit is available year-round, and the translated book, Injustice Truth Responsibility, i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Taiwan Center for $20.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2018 舉辦認識台灣兒童工作坊

2018 年英譯特刊揭幕，228 紀念朝新世代邁進
- 87 -

2018 年年鑑

會館大紀事

美國人口普查台灣會館扮演的角色
們舉著「Census 2000, 美國 2000 年人口普查，
台灣人不要缺席」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結果我
們的隊伍獲得優等獎，贏得社區大大稱讚。
為了更引起社區的注意，我們想出選台美小
姐的花招，果然打響了，選出的台美小姐也到大
華超市前去勸導民眾填寫人口普查表。

1998 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不久，我代
表台美公民協會出任理事，當時就注意到，美國
十年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為期不遠，爭取在美國
人口普查表上將台灣人 Taiwanese 列為選項是
台美人多年努力的目標。因為不列為選項，很多
台灣移民會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圈選 Chinese。
普查表列台灣人的訴求運動其實 1980 年就
開始。1986 年 11 月周實接任台美公民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簡稱
TACL)第二任會長，在 12 月 17 日的理事會議中
即把成立人口普查委員會(Census Committee)
列入議程，由周實、鍾茂智、黃森元和楊子清負
責。緊接著在 28 日便請北加州同鄉黃景生和謝
鐐暲二位南下，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分享他們在
1980 年 推 動 人 口 普 查 的 心 得 。 會 後 決 定 由
TACL 成立「1990 年美國人口普查台美專案委
員會」，開始收集資訊，從南加州做起，以後再
慢慢地擴大到全美國。這樣的雄心，在我 1997
年任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會長時已不復存
在，也不知前人曾努力過。
1998 年因有會館成立，吳澧培董事長主張
以會館為基地向全美推動，我乃藉出席各地台灣
人夏令會的機會到處遊說各地台灣人組織一起動
員，乃以會館為根據地成立全美人口普查委員
會。1999 年開始運作動員，並提供第七教室為
人口普查使用，我們登記為美國人口普查局伙
伴，我們的訴求是：「美國 2000 年人口普查台
灣人不要缺席」，「大聲講：做台灣人，
讚！」。林榮松會長發明很多創意點子，
Slogan 是「你從台灣來就填台灣人」，並有填
表的說明，印了五萬份明信片發放全美。我們出
席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講座，也到各地公共場合去
宣導填寫台灣人運動，當時我才下任聖東台灣同
鄉會會長，但負責召集哈崗美國獨立日遊行，我

2000 年台美小姐任務是宣傳填寫台灣人運動
那時，台灣駐外單位，對填寫台灣人運動是
持相反態度的。經文處處長公開表示：美國人口
普查與台美人福利無關。也有說：美國人口普查
是美國內政，外館不宜置評。所以填寫台灣人運
動一直是台美人在孤軍奮鬥，如果沒有台灣會
館，台美人自 1980 年就努力的工程沒有能如此
有成效。

長輩會宣傳人口普查
2009 年董事會於 9 月中通過成立美國 2010
年人口普查委員會，推動「填寫台灣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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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包括楊呈偉(Willie Yang)、Roger Fan 等，
影片的人物反應出台美人社區的生態，由四歲幼

再度由我任召集人，帶動多個台美社團共同投入
心力推動參與。當年的董事長賴英慧正恰在過去
二 十 年 的 美 國 人 口 普 查 的 填 “Taiwanese” 運 動
中，無役不與。

童到九十歲長輩，國會議員劉雲平也為此亮相。
由於台美人的跨族裔婚姻，片中有台灣女婿、及
混血兒，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認同“Taiwanese”。
這支影片到今天還是介紹台美人社區的最佳文
宣。
這一年的工作如此成功，台美人社區的「填
寫台灣人」運動被很多主流媒體介紹，消息傳回
台灣，立法委員管碧玲在立院質詢，為何駐外單
位對此事未給予協助。
我們的 Slogan 「Check Other Asian Write
Taiwanese」這麼響亮，甚至 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 海外華人協會也仿傚宣傳。
2010 年三月二十一日 Chicago Tribune 引用
台美公民協會的話來鼓勵其他族裔「Had they
not educated the community, some people
would have marked the next best option by
default 」 。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北 加 州 的 Mercury
News 也專題報導台美人的人口普查的努力。這
是台灣會館與第二代合作的最成功的例子。

台美公民協會在文化節做美國人口普查

填寫台灣人的口號到處出現
台美公民協會是 1990、2000 年美國人口普
查的文宣推動火車頭，以製作影片、T-Shirt、紀
念品，以及到全美巡迴演講的方式進行，2009
年的台美公民協會總會長是林君威(Ben Ling)，
他與會館合作帶動全美填寫台灣人運動。當年推
出 的 口 號 是 ： 「 Be Counted, Be
Recognized！」可見第二代與十年前由第一代
領軍時喊出的口號有所不同。
自 2000 年到 2010 年資訊科技進步神速，
而且台美人第二代在資訊界、媒體界的人脈也較
往年更為豐沛，使得 2010 年填“Taiwanese”的文
宣製作更為精彩、有效率。負責此次影片製作的
李瑞傑 Don Lee，本身曾參與多項電影製作，他
特別邀請好萊塢導演林佳儒 Karen Lin 擔任當年
宣傳影片的導演，並邀請多位演員、舞台巨星上

2010 年文宣。
過去四次美國人口普查台美人有填寫的記錄
是：1980 年 16,390 人，1990 年是 192,973 人，
2000 年是 14,4809 人，2016 年是 19,3642 人。
加州還是填寫人口普查表最踴躍的地方，平均有
七萬五千人填，遠遠領先紐約的八千八百多人。
由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台美人無論在教育、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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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眾議員時就推動亞裔細分，就是當
政府或政府代理在收集人口資料使用
於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的決策時，
需把亞裔族群加細分類，以確保準確
與公平，在這項族裔表上，
Taiwanese 是自成一類的。這項提案
獲得多位亞裔議員聯署，包括趙美
心、伍國慶、另一位台裔加州眾議員
邱信福、菲裔議員 Rob Bonta 等。在
美國東岸，紐約的州議員牛毓琳，也
是出生於台灣台美人，2016 年一當
選也提出 AB1726，推動亞裔細分。
具大中華思想的人，以分化華人及台獨為藉
口，扭曲並抹黑這項提案。台美人只要想一想，
近年來，中國移民大量湧入美國，良莠不齊，台
灣移民反降，先不談台灣人與中國人根本是不同
種族，若混在一起算，大餅拿來分一分，台灣人
還得幾許？這就是為甚麼會館永久榮譽董事長王
桂榮先生三十年前就努力交好甘迺迪等政治人
物，遊說美國國會將台灣的兩萬移民名額從中國
的名額分別出來。
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將屆，亞裔細分的提
案 AB1726 會再成熱門話題，台灣會館應隨時追
蹤資訊，引導台美人社區因應主流的政策走向，
以確保台美人最大福利與權益。(賴慧娜)

2010 年由會館出發
業、收入、房產等各方面，都是亞裔的優者，僅
次日裔，但由台美人在家使用英語的程度看來，
又顯示台美人是一個較封閉的族群。人口普查數
據不僅僅為爭取福利的分配，也是讓我們自省的
根據，做為台美人社區領導的會館應該善用這些
數據製定領導方向，我們的社區才能成長並突破
自我限制。

台美公民協會全國總會長林君威(左 3)領軍，
林君威是會館榮譽顧問林富文、黃美惠的公子
這些年來，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普查方式有改
變，像過去這樣集中一時段做全面宣傳的方式已
被取消，反而化整為零，做分區調查，台美人也
不再有全面動員，凝聚力量的機會，然而，除了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外，很多代表少數族裔的民
意代表提出「族裔細分」的立法，最有名的是台
灣出生的國會議員劉雲平，2005 年當他當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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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的商標 ( Logo) 及吉祥物 ( Mascot )
一個組織的商標非常的重要，簡單明瞭又有
內涵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鳴。一般台灣人社團的商
標大部分都以台灣的地圖做中心，然後再來思考
如何延伸。好的商標難求，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籌
備的時候，大家正在考慮是不是要花錢公開甄
選，剛好紐約台灣會館的理事長李汝城寄來一本
他們 10 週年的紀念特刊，大家覺得他們的商標

一個球隊或社團的吉祥物常常可以引起大家
的注目。2003 年的新年玫瑰花車遊行， 華航的
花車上有兩隻大水牛，插上電源後， 頭還可以
左右搖動，非常可愛。 李木通董事長向華航楊
辰處長請求是否能割愛，楊處長一口答應並選在
情人節那天送到會館來，放在會館入口的兩邊相
當的顯眼，成了會館的地標。會館更為這兩頭牛

很不錯，中間主體是一個圓形的地球，裡面是屋
頂跟屋身合成的「台」字，房子下面有兩隻手來
支撐著，象徵著大家一起來維護共同的家。所以
正式行文是否可以借用，得到他們理事會的同意
而使用至今。

舉辦有獎徵名，結果中獎的是富有台灣味的「福
哥」與「福嫂」。這兩頭牛還曾經搬到台美人傳
統週園遊會的現場亮相，到底結構還是不太耐
用，幾年以後就無法再使用了。

北美洲類似台灣會館的組織本來有七個，現

洛杉磯出名的新年玫瑰花車遊行

在只剩六個，一個在加拿大，在美國依成立的先
後分別為紐約、休士頓、聖地牙哥、洛杉磯、北
加州以及華府。休士頓以及聖地亞哥會館的商標
很類似，北加州則是會館成立後又換了商標。我
們現在使用的商標也有稍微的修改，本來是手是
空心的，把它改成實心並塗上溫暖的橘色。紐約
台灣會館大概認為我們改得不錯， 現在他們也
是使用我們洛杉磯的修訂版。
2017 開始舉辦的亞洲合唱節，大家認為需
要一個商標，結果把會館的商標改了一下，大家
都很喜歡，外人一眼就會認出這是跟台灣會館相
連的活動。

小朋友都對會館的水牛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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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宏 2010 年擔任董事長的時候，在「堅
持傳承」的理念下推動三太子的活動。大洛杉磯
台灣會館委託新營市太子宮訂製三尊電音三太子
大仙尪，由傳統週召集人陳麗華董事特地返台監
製並親自帶回來，經文處與中華航空公司共襄盛
舉幫忙運送，從此三太子成為會館的吉祥物，到
處受到歡迎，成了會館的親善大使。

三太子在 2010 年 Monterey park 的遊行首
次亮相，果然一鳴驚人，幫助會館拿下市長獎的
首獎。在洛杉磯舉行的美國西部最大規模的「北
美旅遊展」中勁歌熱舞，造型有趣，吸引大批人
潮駐足觀賞，還在現場獨特的三太子舞步，得到
「最佳表演獎」(Best of Show) 。2009 年開始，
洛杉磯道奇棒球場會有一天定為「台灣日」，
2010 年台灣會館的三太子受邀參加表演，演出
女神卡卡的「Bad Romance」及謝金燕台味十
足的「練功舞」，上萬球迷大開眼界。2012 年
的台灣日，社區更加熱烈參與，共有百人參加，
演出風靡台灣的「保庇」舞。

新營市太子宮幫會館製作三太子
當時三太子在台灣已經很流行，但是在美國
卻是相當的新奇，台灣會館的三太子團隊聲名大
噪，慕名而來邀請表演的單位很多，包括公司行
號的開店典禮等等，但是三太子還是以文化及主
流的演出為主。

在「北美旅遊展」 得到最佳表演獎

連續幾年受邀到北加州 「國際童玩節」演出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三太子聲名遠播，連外地
都 來 借 兵 。 連 續 幾 年 受 邀 到 北 加 州 City of
Cupertino 參加「國際童玩節」的演出，讓大家

在洛杉磯道奇棒球場的「台灣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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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應邀專程南下演出「台客舞」以及「眾神護台
灣」，「Taiwan Rocks It」成了推廣台灣國民外
交最好的口號。一尊三太子有 25 公斤的重量，
沒有相當的體力是無法負荷，台灣會館的年輕舞
師不是碩士就是博士，堪稱是學歷最高的三太子
班。經過多年的使用後，已有一些損壞，僑委會
後來贈送會館三尊比較輕的三太子。洛杉磯有些
社團也開始籌組三太子表演團隊，三太子不再是
會館的專利，逐漸地，會館逐漸欠缺人力，也就
不太出去表演了，但是社區還是把三太子跟台灣
會館聯想在一起，每逢台美傳統週園遊會中，大
家都很期待三太子能夠上場表演，後來即使不能
表演，三太子也都要露面跟鄉親們打招呼照照
相，讓大家過過癮。(林榮松整理)

看到米老鼠就想到美國，看到三太子就想到台
灣。

三太子在園遊會廣受歡迎
NBA Houston Rockets 隊將 4 月 6 日訂為
「台灣日」，為推廣台灣文化，會館的 3 尊三太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20 週年年鑑 贊助單位
國泰銀行 ................................................ $2,200
林榮松 .................................................... $1,000
皇佳商業銀行 ......................................... $1,000
TRK Customs Service Inc. ..................... $1,000
Morgan Stanley- Kevin Yu .................... $1,000
NATMA .................................................. $1,000
客家基金會 ............................................. $1,000
賴英慧 .................................................... $1,000
魏昭博 .................................................... $1,000
大通銀行 ................................................ $1,000
洛杉磯台美商會-何巧玲 .......................... $1,000
李木通 .................................................... $1,000
陳文石 .................................................... $1,000
王耀廷 .................................................... $1,000
林榮松的朋友 Sean ................................... $999
Chen & Fan Accountancy ......................... $500
陳春仁 ....................................................... $500
歐鴻康 ....................................................... $500
盧永章、劉秀玲夫婦.................................. $500
張菊惠 ....................................................... $500
柑縣台灣同鄉會......................................... $500
北美彰化同鄉會......................................... $200
柑縣 FAPA ................................................ $200
亞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
柑縣醫師牙醫師公會.................................. $200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 $200
何壽美 ...................................................... $200
蔡幸珍 ...................................................... $200
United University Clinic 侯淑紅針灸中醫師 $200
王梅鳳 ...................................................... $200
洛杉磯聖東台灣同鄉會 .............................. $200
劉玲華 ...................................................... $200
台美攝影學會 TAPA .................................. $200
林財添 ...................................................... $200
泰鉅房地產公司 ........................................ $200
張瑞菊 ..................................................... $200
台灣會館舞蹈班 ........................................ $200
台灣青年美國職涯發展協會 ....................... $200
美國加州柑縣台美商會 .............................. $200
台灣人獅子會 ............................................ $200
台灣會館合唱團 ........................................ $200
南加州台灣大專聯合校友會 ....................... $200
陳李雲卿 ................................................... $200
無名氏 ...................................................... $200
邱漢民 ...................................................... $200
台美律師協會 ............................................ $200
黃哲陽 ...................................................... $200
陳文磨夫人 ............................................... $200
故鄉旅遊 ................................................... $200
立業會計師事務所 ..................................... $200
台灣料理 總鋪師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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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特色的台灣會館圖書館及史料室

台灣會館圖書館正式啟用典禮
想：收集、整理、典藏、陳列南加州地區台灣人
的發展史實與人文資料，代代相傳供後人參考。
近年來，台美人社區老成凋謝，引起大家關
切珍貴史料的流失。有識之士成立台美人歷史協
會，著手整理台美人史料，也有私人成立的台美
人史料中心收集文物，又有鄉親捐出多年的收藏
給台灣會館。礙於會館建築限制，無法有足夠空
間設陳列室，史料室的構想一再懸而未決。直到
2017 年二二八史料專櫃來美，才有二二八史料
室的成立，雖與原本期待的台美人史料館有差
距，但至少是一個專題性的展覽室。

台灣會館圖書館得以成立，要歸功於當時會
館的文化組副會長楊淑婷，她以設立一個有台灣
本土特色的圖書館為志，於 1998 年十二月回台
募集六千多本書籍，台灣會館圖書館於 1999 年
八月二十一日成立正式對外開放，由王桂榮榮譽
董事長與吳澧培董事長共同揭幕。
圖書館有了藏書，書籍的整理、分類、編
目、上架與流通又是後續的工程，有賴台美人筆
會的參與，在鄭炳全博士的帶領下，很多義工投
入時間與精力，圖書館才能發揮功能。
2012 年王桂榮永久榮譽董事長去世，為紀
念他為社區的貢獻及捐館的熱忱，也為了讓王桂
榮先生的精神與台灣會館永存，林榮松董事長在
董事會提案，將會館圖書館命名為王桂榮紀念圖
書館，以為後人景仰及效法，並與台灣會館永遠
存在，此提案獲董事全數通過。
會館的編制並沒有專人負責圖書館的運作，
多年來一直是仰賴義工提供書籍整理與讀者服
務，尤其呂惠秋與李月英兩人，每周按時前來整
理圖書，七、八年未中斷。
徐新宏任董事長時提出建立台美人史料館，
並在他的團隊架構中設立會館資料管理委員會，
由賴慧娜任召集人，委員會在開會之後提出構

圖書館成立周年慶。左起董事陳永全、何壽美、
創館推手楊淑婷，洪珠美、廖欽和、黃建三
2016 年林榮松董事長回鍋再挑起董事長重
任，再提議建立有特色的台灣會館圖書館，並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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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關係的英文著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
外交等領域。賴慧娜董事則收集台美人第二代創
作的出版品，包括：小說、散文、詩、兒童與青
少年讀物等，很多都是在美國文壇已獲得高評
價，並且大部分名列暢銷書排行榜。這些書的書
評散見於美國著名媒體，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 洛 杉 磯 時 報 (Los Angeles
Times)、華爾街時報(Wall Street Journal)等。這
些書籍中都有很強的台灣意識，台美人第二代作
家將台灣與台灣文化藉由他們的創作介紹給廣大
美國讀者，其影響力不容小觀，也值得第一代台
美人從這些著作中來了解我們的下一代。書籍的
收集不易，但只是建立館藏的第一步，如何推廣
並鼓勵第一代台美人來閱讀英文書籍，是台灣會
館的下一步挑戰。

收集有關台灣政經文化的英文書
短期：整理圖書館成為收藏台灣及台美人資
料及著作的特殊圖書館，去蕪存菁，目錄上網，
以後再次續擴充館藏。整理會館史料，廣徵流落
在外的圖片、文物、徵求南加州台美人歷史沿革
文物、建立數位化目錄及網站。
長期：建立洛杉磯台灣會館為研究台美人，
台灣及美國與台灣關係的中心，和主流圖書館建

2018 年成立的會館委員會，右起：劉玫玲、
呂惠秋、余忠村、鄭炳全、李月英、賴慧娜。

立館際合作推廣本館收藏。
一年半過去了，這個構想尚沒有實現。主要
是，雖是小方案，但需要專業人才來執行，也需
要有經常預算。經營圖書館與史料室不是生財之
道，也不是高曝光的活動，可以說是曲高和寡，
但鑑於圖書館是以王桂榮先生為名，不可任其沉
寂，2018 年二月董事會再提出圖書館何去何從
的問題，賴慧娜與劉玫玲兩位董事決定成立圖書
館之友會，期許向目標前進。
林榮松董事長自己捐出$3000，不恥下問，
徵詢美國台灣研究院董事長林文政先生的協助，
訂定目錄，收集到上百本美國出版的有關台灣與

2017 年台美人歷史最悠久的媒體太平洋時
報與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
東亞圖書館簽訂合約，在他們的 Digital Archive
成立 Taiwanese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將太
平洋時報三十年的報紙數據化保存，可供後人搜
尋，流通，為台美人社區打開一保存史料於主流
系統的管道，以後，任何社團或個人只要具台美
人認同，都 可循此 ， 在 Taiwanese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 裡佔一席之地，此應是未來台灣
會館圖書館與史料室應走的方向，就是讓台美人
史料走進主流。(賴慧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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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傳承

郭慈安(前中)獲主流社區肯定鄉親與有榮焉
台灣會館成立之初，王桂榮先生開宗明義
說：在海外的台灣人不能不想到如何讓台灣人的
文化資產能在海外永續傳承，不光是為了我們這
一代移民的精神慰藉，更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及
世世代代的台美人子孫。」吳澧培先生也說：
「對海外台灣人而言，為了下一代，我們應該有
一個台灣人的文化中心。」
當會館在選第一屆團體董事時，我就以台美
公民協會的名義參選，並從第一屆擔任董事到
2018 年卸任。擔任的工作也大都與新世代活動
有關。

會館在 20 年前成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未
雨綢繆，以慶祝會館成立週年的名義，1998 年
舉辦三項年輕人的活動，包括年輕組象棋圍棋比
賽，大專組及高中組徵文比賽，初中組及兒童組
畫圖比賽，營造第二代台美人來接觸進一步了解
台美人的角色及文化，年輕世代也能認同這樣的
活動而樂於積極參與。

何正泰醫師(右)率台美公民協會新聞實習生在
亞太博物館演出布袋戲
2004 年林榮松接任董事長時，會館正式成
立新世代委員會，由郭慈安任召集人。郭慈安博
士是專長於社區營造，她的目標在於融合新世代

象棋比賽年輕組冠亞軍決賽

- 96 -

會館大紀事

2018 年年鑑

社區，培養新世代領袖，朝向擴館
或建館目標前進，使會館能企立於
美國主流社會，代代傳承。她是
KCET 公共電視台選出的 2005 年
「Local Hero of the Year Awards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是白宮人口老化研討會
的亞裔代表，她管理比佛利市義工
組織，她對會館有兩項構想，一是
建立義工制度，組織與培訓義工，
台美公民協會青少年夏令營已有二十多年歷史
二是培養 Grant Writing 人才，向主
流申請專款。可惜她受聘回台高
除了設立新世代委員會外，台灣會館也鼓勵
就，這兩項計劃束之高閣。
青少年來會館辦活動，台美人社區最致力於年輕
回憶會館所辦的大事中，有多項需要靠年輕
人活動的社團當屬台美公民協會，台美公民協會
世代的專長，譬如 2007 年的「神秘失控樂團」
是會館團體會員，每年舉辦很多教育性活動，以
能在福特劇場演出，是經過很激烈的競爭，才脫
這些活動為基礎，逐漸建立起年輕的台美人社
穎而出，被列入洛杉磯郡的夏季文化節目，這期
區，並藉此走入主流。在 2000 年美國人口普查
間有很多文書要處理，很多規格要遵循，如果沒
運動之後，台灣會館將人口普查辦公室撥出廉租
有這方面的經驗與知識，也難以成功。又爭取台
給台美公民協會，年輕人經常出入，直到房租調
美福利，捍衛台美人尊嚴，如向洛市姐妹市委員
整才搬離。
會替台北市正名，也是有郭慈安等一群專業台美
同時，為獎勵青少年，張正宗理事捐出 800
青年的投入，台灣 921 震災時抗議美國紅十字會
股股票給會館，價值$3,2000 設立高中獎學金，
的侵害台灣福利，也是有賴張天駿律師等以專業
會館於 2004 年九月，理事會通過成立獎學金委
方式來處理才能成功。可見新世代才是我們最寶
員會，並有李木通、林國彥、許春惠、林永源、
貴的資源。
王世雄、林榮松各捐$2000。計劃每年頒發十
名，每名金額$500。比照有多年歷史
的台美公民協會社區獎學金(成立於
1987 年，從未間斷)的章程辦理。2005
年五月二十二日台灣會館頒發第一屆高
中獎學金，在台美人傳統週頒發。
2006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二 次 頒 發 。
2007 年後，張正宗理事過世，加上股
市的變動，基金歸零，台灣會館獎學金
無以為繼。2015 年會館董事余崇孝再
度提議設立台美人獎學金，並募得巨
資，然因與會館未取得共識，獎學金沒
有能設在會館內。但余崇孝董事設立的
台灣會館籃球隊有很風光的一段時間。

政務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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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台灣會館是開風氣之先。現在光是洛杉磯
就有數套三太子。反而是會館的三太子因人才難
覓而沉寂。

會館獎學金於傳統週頒發

充滿活力的龍舟隊

由於台美人社團都有自己的新生代計劃，如
台美商會有青商部，婦女會有 NATWA II，醫師
會有 NATMA-G2, 會館與第二代的聯結，主要是
經 由 贊 助 活 動 ， 譬 如 贊 助 ITASA, UCLA’s
Taiwan Night, TACL-LID Camp, 龍舟隊、讀書
會，或是有些台灣留學生在校園舉辦的文化節活
動等。

贊助 UCLA Taiwan Night
另一項重要活動是台美小姐選拔，吸引很多
佳麗，以及年輕義工，而且年年相傳，累積人脈
與人才。
然而真正能把會館的舵交給年輕人的關鍵是
在林榮松回鍋重任董事長時，大力延請年輕人擔
任董事並委以重任。
令人高興的是，傳統上是第一代所關切的二
二八紀念，2018 年已經由第二代董事，吳兆
峯、楊悅英主導，並且串聯外州，互相支援，可
望在北美洲蔚為二二八紀念的風氣。
今年台灣會館的年會已經由年輕世代來負責
策劃，將來希望台灣學校也由年輕董事主導，則
海外教育這塊園地將可源遠流長，不虞中斷。
(賴慧娜整理)

每年支持 ITASA ，2006 年
有幾項活動對會館營造新世代社區有很大貢
獻，一項是台美人傳統週，會館這幾年由年輕人
擔任傳統週委員會召集人，如余崇孝、張簡昭
智、黃群雁、吳兆峯等，他們引進年輕世代，發
掘年輕人才，也發揮新創意，讓會館有不同風
貌。再來是，徐新宏任會長時，由台灣帶來的三
太子，在張簡昭智的領導下，召集一群年輕人，
南征北討，各地演出，當時北美洲還沒有風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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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enter: The Future
Though Taiwa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itially to
act as a hub and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for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immigrants, our goal also
encompasses passing along our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to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hen I first joined the Taiwan Center
boar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CL), most of my duties face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That
involved renting out Taiwan Center to TACL for them
to promote the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during
the 2000 US census.

center also supports various Taiwanese oversea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ir cultural-related activities.
When Dr. Simon Lin returned as Taiwan Center’s
president, he recruited leaders from the second
generation to be board members, tasking them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pass on Taiwanese cultu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Taiwan Center board
members also spearhead important community
events like th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Festival.
Having young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help bring in
new ideas and new people to Taiwan. For example,
Taiwan Center’s San Tai Zi performance squad lead by
Andy Chang-Chian gathered younger volunteers to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at various events. The
group even performance at a Los Angeles Dodger’s
game and traveled to Texas to perform at the Houston
Rockets’ game.

That experienced inspired me and the Taiwan
Center to establish the “New Generation Committee”
in 2002. Its main goal is to inspire more 2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to be involved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take on leadership roles.
At the same time, board member Chang Zheng
Cog donated 800 piece of stock worth $3,200 to set up
a scholarship fun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at lead
to Taiwan Center setting up a scholarship committee
to manage the funds; six board members contributed
$2,000 each to the fund so that $500 could be awarded
to 10 students each year. Unfortunately, the fund was
lost in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2007, and the
program was unable to continue.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 is another
milestone even lead by the 2nd generation of leaders.
Taiwan Center started the pageant in 2000 to help
promote Taiwanese identity during the 2000 US
census. The pageant has since evolved and grown each
successive year.
Most importantly, Mr. Ken Wu and Ms. Vera Yang,
two passionate and dedicated second-generation
board members,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to spearhead
the 228 Memorial Events. With their new ideas and
youthful zest, the Taiwan Center has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reaching the 2nd and 3rd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inspiring
them to learn about 228 and view their Taiwanese
identity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Vera Ya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Taiwanese
American groups targeted toward youths and young,
working professional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Los Angeles-Junior Chapter, NATWA II and
NATMA-G2. Taiwan Center also supports college
groups including: ITASA, UCLA’S Taiwan Night, TACLLID camp, Dragonboat Tea m Taiwan, and LA Buzz. The

President Tsai Met Young Generation in LA
GeneratnionRegistration

Salute to the True Heroes from T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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