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年鑑
   

- 100 - 

會館大紀事 

台美人傳統週 

 
2010年最多國會議員出席有趙美心、劉雲平、吳振偉、Adam Schiff等 

1992 年美國總統布希正式訂下每年五月為

「美國亞太裔傳統月」，以慶祝並表揚亞太裔美

人對美國的貢獻。1999 年美國國會特別指定每

年五月亞太裔傳統月當中的一個星期為「台美人

傳統週」來表揚台美人對美國社會的貢獻。 

洛杉磯的台美人傳統週第一次的活動是

1999 年由社團一起召集，在洛杉磯台福教會的

停車場舉辦。 

 
在洛福舉辦台美人傳統週活動 

台灣會館成立的前兩年，會館設文化組，參

與主流的文化節活動，如蓮花節。2000 年台灣

會館董事會討論台灣會館在台美人傳統週慶祝活

動上應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始成立台美人傳統週

委員會，由賴英慧任召集人，負責召集社團共同

舉辦台美人傳統週慶祝的系列活動，會館只是擔

任召集及協調的角色，所以台美人傳統週另立帳

戶與會館財務分開。 

自 2001 年開始，洛杉磯的台美人傳統週就

在這框架下舉辦。2001 年董事會選出郭慈安為

首屆召集人，籌備 2002 年的台美人傳統週。園

遊會在 Azusa Pacific College校園舉行，由台灣

請來優人神鼓。 

台美人傳統週雖是台灣會館召集，但會館主

辦的只有園遊會是重頭戲，其餘皆鼓勵社團主辦

各具特色的節目，前幾年會館有 Open House，

吸引很多主流貴賓造訪會館。 

 

2006年台灣會館推出台灣花布時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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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台灣會館收集最完整的台灣原住民服 

歷年來台美人傳統週召集人是：2002 年郭

慈安，2003 年賴英慧，2004 年周清耀，2005

年楊子清，2006 年鄭錫堃，2007 年郭慈安，

2008 陳文石，2009 年徐新宏，2010 年陳麗

華，2011 年王梅鳳，2012 年黃文谷，2013 年

余崇孝，2014 年、2015 年張簡昭智，2016 年

黃群雁，2017 年、2018 年吳兆峯。其中 2002

年在Ａzusa Pacific College, 2007 年的節目是

「神秘失控」被洛杉磯郡選為夏季文化節節目在

福特劇場舉辦，2008 年的台灣文化節在洛杉磯

聯合車站(陳文石董事長在他的董事長的話有描

述)，張簡昭智 2014年園遊會移師加州州大洛杉

磯分校，其餘都是在蒙特利公園市的 Barnes 

Park舉行。 

當時有鑑於台灣政府提供的文宣缺乏台灣主

體性，吳澧培董事長表示，應該有一個單位來製

作正確的文宣提供給全美各地使用。2001 年三

月董事會通過成立全美台美人傳統週支援會，由

當年的董事長李木通為召集人，成員有秘書長賴

慧娜以及陳照媛、張菊惠、李淑櫻、郭慈安等。

主要工作有製作網站、發行文宣、舉辦徵文比

賽、出版中英文傳統週雜誌、與主流媒體 KCET

及藝文團體連結介紹台灣，並邀請主流社會知名

人士來支持台美人傳統週，2002 年共邀請到五

位州長、四十位國會議員為台美人傳統週支援會

的榮譽顧問。 

支援會除了印製精美文宣兩種，Taiwanese 

American- A Century of Progress 和 Taiwan, a 

Beautiful Island, 且發行了中英文雜誌 Heritage-

A Taiwanese American Magazine，另外也印刷

一張多元媒體碟片 -A Glance of Taiwanese 

American, 將台美人移民來美的歷史及近況濃縮

於 25 分鐘的有聲碟片。支援會又推出網站，介

紹各地傳統週活動集錦、台灣文化資料等等。 

 

全美台美人傳統週委員會 

 

全美台美人傳統週委員會製作的中英文傳統週

雜誌與介紹台美人移民社區的碟片 

雙語傳統週雜誌「Heritage, a Taiwanese 

American Magazine」由 2002 年出版到 2007

年，收集了珍貴的台美人紀事，這本雜誌是由太

平洋時報提供資料，由台美公民協會新聞實習計

劃執行。「A Glance of Taiwanese American」

也是由台美公民協會新聞實習計劃製作。2007

年之後，董事會決定全美台美人傳統週支援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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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結束，終止運作﹝參見李木通董事長的話﹞。

我特別在此記錄此事，希望後人知道，台美人社

團遊說國會，爭取「台美人傳統週」成立的背

景，是具有強烈台美人意識存在的，與一般的台

灣文化節是有所不同的。 

「台美人傳統週」主要宗旨在表彰台美人對美國

經濟、文化和各方面的貢獻，並向美國主流社會

介紹台美人的傳統文化背景，讓主流友人認識

「台灣」和「台美人」；更藉由各項慶祝活動來

增進台裔與其他族裔的溝通及互動。為了溶入主

流，傳統週委員會也努力以赴，譬如參加洛杉磯

市每年的亞太月，到市府設攤位介紹台灣文化，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到各地圖書館設台灣文化櫥

窗，李木通董事長任內，由秘書長賴慧娜發起台

美人社區清掃洛杉磯河 L. A. River Clean Up，

這是美國主流最大的環保運動之一，賴慧娜與韓

美人社區合作，最多時動員台美人近三百人，李

木通董事長並在現場接受洛杉磯市長韓占士表

揚，清掃洛杉磯河活動後來由優社接手，在潘掬

慧、許正龍的堅持下，得以年年不中斷，並吸收

更多年輕人加入。 

 

台美人參加清掃洛杉磯河十多年不中斷 

然而，台灣表演團體真正成為主流的一部

分，郭慈安策劃的神秘失控演出，是在熱烈競爭

下獲得洛杉磯市府選上為當年亞太月節目。值得

一提的是 2007 年「神秘失控」在福特劇場的演

出，宣傳上受到中英文主流媒體的注目，也成功

的結合了台美社團和第二代台美人的合作。召集

人郭慈安分享經驗時，語重心長的希望「在美國

多元文化的社區推廣台灣文化或團體，我們唯一

可以與別人競爭的就是社團攜手共同協助的力

量。台美人的年輕一代漸漸成為社區領袖，但是

他們的才華還未和台美社區接上軌道。文化有許

多吸引美國人的地方，但是我們需要用美國人的

角度去包裝它。」 

 

2007年「神秘失控」被選為洛杉磯郡夏季節目 

自 2002 年第一屆大洛杉磯台美人傳統週舉

辦以來，歷經 1６年。每年由洛杉磯台灣會館召

集，皆同許多台美人社團，花費心力，設計各種

台灣美食、文化藝術、電影、音樂、歌舞、醫療

及社區服務的活動，包羅萬象，不但讓此地台灣

鄉親每年有一個豐富且溫馨的聚會，同時也讓其

他族裔認識台灣傳統和現代的文化。傳統週園遊

會是系列活動中唯一是會館主辦的，除了要有足

夠攤位以壯聲色，還要有精彩的舞台節目才能吸

引人，周清耀董事幾乎每年負責節目的調度，讓

整天舞台上無冷場。 

  2008 年，陳文石任董事長，多方奔走籌

款，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基金會聯合各僑社在傳統

週舉辦了「台灣文化節」，以兩天的時間在洛杉

磯聯合車站前廣場表演各項節目，應為有史以來

最大的台美人文化的嘉年華會。總經費三十多

萬，邀請多組來自台灣的學校和表演團體，而台

美社團的積極參與，一起建構四個具島國色彩的

舞台，讓這一年的台美傳統週辦得十分有聲有

色。 



 
2018 年年鑑 

- 103 - 

會館大紀事 

 

文化節多元族裔表演 

 

文化節消息躍登洛杉磯時報 

有一群台美人社團每年固定在傳統週推出活

動。如六桂文教基金會、台灣人聯合基金會、台

美音樂協會的古典和現代音樂會、聖東同鄉會提

供園遊會節目、紀錄片展、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灣

民俗文物展、台美藝術協會的畫展、台美筆會的

新書作家介紹座談、長輩會的成年禮和銀婚紀

念、台美攝影協會的攝影展、優社的清掃洛杉磯

河社區服務、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的醫

療諮詢、義診和講座、南加州客家同鄉會的客家

民俗歌舞介紹、台美池坊的插花藝術展等。每年

在傳統週舉行的各項比賽從最早的象棋，籃球，

軟式網球到卡拉 OK、乒乓球、親子勞作、鋼

琴、徵文、繪畫等，皆帶來無比的歡樂和朝氣。 

 

各級政要出席文化節 

2012 年開始，年輕董事踴躍承擔傳統週召

集人的重任，如余崇孝、張簡昭智、吳兆峯等，

他們也帶來不同的氣象。如邀請其他族裔參與園

遊會的表演，增加彼此之間的交流，選擇不同的

地點辦園遊會、台美小姐設計歌唱比賽，補助參

與社團的活動，表彰其長久的支援，特別的是，

傳統週的活動照片和影片放在臉書上，增加很多

點擊率，大量使用社群媒體是最大的進步。 

雖然第一代和第二代台美人做事的方法有不

同。不過 2013 年召集人余崇孝認為參與傳統

週，使他對自我認知更清楚，也能了解第一代台

美人對財富運用的看法。他希望台美人能更慷慨

的奉獻，發揚光大同鄉的聯誼性質，也使第二代

台美人的參與得以落實。而最近積極投入的

2017、2018 年召集人吳兆峯，除提出各種改進

傳統週的想法以外，則以為辦活動時，各種突發

狀況和危機處理，使他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同時也感受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美國台灣文化協會在公立

圖書館館展示的台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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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的參與。 

 
三太子與群眾互動 在 Barnes Park 

 

台灣美食 

2017 年，在楊子清的提案下，台灣會館做

了勇敢的嘗試，向前跨出一大步，舉辦第一屆亞

洲合唱節，五月七日晚隆重舉行，證明是非常成

功的文化出擊。當天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千餘座位，座無虛席。這五個國家包

括台灣、亞美尼亞、日本、韓國、菲律賓。聽眾

來自五國的人民，在音樂廳外設有五個國家的文

化展示桌,邀請各國使節前來以歌會友。希望藉

由最道地的民族合唱表演，來做不同族裔之間的

交流，且能將亞洲文化傳播到主流社會。 

第二代的參與  

2018 年，林榮松董事長更擴大舉辦，邀請

高雄六龜高中原住民合唱團代表台灣參與第二屆

亞洲合唱節。一行六十位小朋友不負使命，讓整

個洛杉磯僑社驚豔。這次參加演唱的國家有日

本、韓國、菲律賓、台灣。六龜高中合唱團一行

60多人由陳俊志牙醫師率領遠道前來。 

 

六龜高中合唱團驚豔洛城 

這次出席的國際貴賓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

有韓國領事 Kim Wan Joong 夫婦，菲律賓領事

Adelip Angelio Cruz 夫婦、聖文森領事 Cadin 

Gill，貝里斯領事 Linda Louise，地方官員有

Arcadia, West Covina, San Gabriel , Walnut, 

Palos Verdes Estate 等城市的市議員或市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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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經文處處長夏季昌、副處

長王秉慎、副處長暨洛僑中心

主任翁桂堂等駐外官員皆出席

盛會。 

回觀每年的傳統週，召集

人都會加入新元素，譬如

2005 年為介紹台灣原住民服

飾，會館有最完整的收藏並加

以說明，是走在僑委會推展台

灣本土文化之前。 

2006 年介紹台灣花布時

尚，這是呼應當時台灣要建立

自已特色穿著的需求。 

最近幾年，年輕總召注重

培養台美人藝術家與表演者，

這是全美台美人傳統週的趨

勢。也注重第三代的參與，如

兒童繪畫比賽。我們從此看到

台美人社區向前走的方向，傳

統週也要跟隨潮流前進。 

 

 

 

 

 

 

 

 

 

 

  

 

 

 

  

 

2018亞洲合唱節各國使節雲集 

 

2018年傳統週感恩會 

每年在辛苦的傳統

週活動之後，委員會邀

請所有參與社團舉辦感

恩餐會，慶祝再一次完

成在海外宣揚台灣文化

的重任。 

台美人傳統週是充

滿挑戰的工作，但也是

社區鄉親們每年的期

待，經由台美人傳統週

的磨練，我們的社區在

學習、在成長，也在努

力創造新的台美人文

化，成為主流文化的一

部份。 

(林淑卿、賴慧娜整理) 

兒童繪畫比賽 

高朋滿座 

台美公民協會第二代在

會場介紹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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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小姐選拔的由來 

會館成立於 1998年

六月，在 2000年初董事

會難得的舉辧了第一次

的自費旅遊、為了讓董

事互相瞭解及溝通、並

討論未來工作重點，當

時對於即將到來的 2000

年人口普查、大家有共

識其重要性、過去在會

議中多次通過決議來協

助推動人口普查、就在

旅遊中一月二十二曰的

董事會上通過決議、催

生了第一屆的台美小姐選拔、由董事蘇芝萌先生

主導推動、以選拔台美親善小姐(簡稱台美小姐)的

柔性訴求、引起一般民眾的注意、趁此機會教育

大家、提醒鄉親在拿到人口普查表時仔細看清楚

後再填寫、千禧年台美小姐選拔大賽、於 2000 年

二月二十七日在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舉行。

由十二位從初選勝出的、各具特色的台美佳麗、

最後選出一位皇后及公主、結果畢業於UCLA的黃

海倫奪冠。選出來的十二位台美小姐、代表台灣

會館參加主流社區的活動、加入義工團隊、為公

益活動募款、參與會舘有關的活動推廣、如每年

五月台美人傳統週。 

2008 年我接任第六屆董事長、回顧過去每一

任董事長的努力、推動各項活動關心故鄉服務鄉

親、我更不能懈怠、為了暸解台灣會館再也沒有

主辦台美小姐原因、我查了過去的會館紀錄、在

2001 年第二十九期通訊、於社團活動消息報導

了、台美小姐選拔基金會召開 2002 年籌備會、並

公佈新任幹部、董事長劉日興、副董事長柯勳

廷、秘書長翁芬芬等。自 2002 年開始台美小姐選

拔就由此基金會舉辦、勝出的佳麗也由基金會董

事長帶領、積極參與各社團及不同族裔的文化交

流活動、台灣會館偶爾接到負面的指責、因為大

多數的同鄉認為、台美

小姐是台灣會館基金會

舉辦的。 

董事會邀請台美小

姐選拔基金會董事長

臨董事會、協商希望由

他擔任台灣會館台美小

姐選拔委員會主委、台

美小姐選拔委員會由臺

灣會館董事會監督、由

委員會董事們分工各項

活動、募款、協助輔導

台美小姐參與各社團活

動、財務管理由財務長在董事會報告、如果有任

何問題是董事會承擔、出乎意料此提議並沒有帶

來正面的回應。 

 

2012 參與社區遊行 

台灣會館董事會決議再繼續主辦台美小姐選

拔、更委任律師處理有關商標登記事項、感謝當

時有心人士的幫忙、消除了不少疑慮、終於在

2009 年八月十六日在 Pacific Palms Resort 

Hotel 盛大舉辦、由當時總召王梅鳳董事及翁芬芬

執行長承擔此重任、成功舉辦台美小姐選拔、由

 

2010年台美小姐參加亞太傳統週與市長維拉戈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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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霖勇奪后冠、並選出 6名公主佳麗即時投入十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2010 年台美青年正式主導這

個重任由台美公民協會 TACL、台美專業青年

TAP、連結各地同鄉會、婦女會、醫師協會、青商

會捐款或加入義工、在全美熱鬧展開。 

自 2009年至今每年舉辦選美沒有間斷過、累

積的台美小姐超過百人、每年的年輕義工與參賽

者的家屬無形中也跟台灣會館有所連結互動、這

就是借由主辦活動鼓勵台美人參與社區活動、培

養第二代優秀公民、傳承優質台美人文化、來達

到當初成立台灣會館的宗旨。 

歷年的總召集人是： 2010年溫玉玲，2011

年、2012年，2016年， 2017年賴淑遠，2013

年、2014 年總召是田詒鴻，2015 年蔡幸珍，

2018年吳兆峯。 

會館於 2000 年為宣傳美國人口普查「填寫

台灣人運動」而舉辦台美小姐選拔，由王桂榮先

生為皇后加冕。 

2009 年是會館恢復選美的第一年，由王桂

榮夫人，王賽美女士為皇后加冕，以後每年就由

前一年的卸任皇后為新皇后加冕。台美小姐的重

要任務是參與社區服務，2009年因面臨 2010年

美國人口普查，佳麗們的任務就是在各式場合宣

導如何填寫人口普查表。 

台美小姐的任務就是社區參與，重要活動

時需擔任義工，包括主持節目或表演、也代表會

館出席大型活動，參加花車遊行，包括華府金龍

遊行、羅蘭崗花車遊行、河濱縣花車遊行、

Rosemead 國慶遊行、Monterey Park Play Day 

parade 而最有名的是，2014 年開始，台美小姐

被選派參加著名的Rose Parade華航花車遊行，

連續數年。除了表演與花車遊行外，台美小姐也

參與慈善活動，譬如 2014 年與天使之家共渡復

活節，同年八月二日為高雄氣爆募款、與退伍軍

人歡度情人節等。(賴英慧 整理) 

 

2014  贊助弱勢團體 

 

2015出席 TACL主辦「向美國軍人致敬」 

 
2016 年 登上玫瑰花車遊行華航花車

 
為 Make a wish fund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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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Queen, Helen Huang 

 

2009 年 Queen, Connie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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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Queen, Joyee Huang 

 

 

2011 年 Queen, Ela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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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Queen, Annie Lee  

 

 

 

 

2013 年 Queen, Jessic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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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Queen, Connie Lu 

 

 

2015 年 Queen, Eva H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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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Queen, Julia Huang 

 

 

2017 年 Queen, Christin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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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Queen, Inga Huang 

 

 

 

有人問我為什麼百忙中仍然大膽的承接台美小姐總召義務職，這是多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除了出錢出力，還要欠很多個人的人情去募款，活動期間很長，從徵召、訓練、選拔、晚會、秘

密邀請裁判到選後社區服務，期間面對預算編列，不能造成會館財務負擔(很幸運的活動有小小

盈餘給下一屆使用)，對義工感謝，鼓勵候選人，對家長們過度關心的反應花時間溝通，是什麼

力量讓我堅持下去，不計毀譽，希望把活動盡量辦好，所有工作人員都是懷著愛心熱情參與。 

故事分享：我參加一位台美小姐婚禮聽到男方親友欣羨的耳語：你知道嗎？新娘是台美小姐

呦！我覺得與有榮焉！另一位母親分享，女兒進入長春藤名校後，感謝母親要她參加台美小姐，

因為學校告訴她進入名校不是因為成績好，原因她是台美小姐。一位父親感謝她選美讓女兒有自

信，本來不會穿高跟鞋，現在穿高跟鞋會走了，全家出動參加台美小姐，增強親子關係，讓每位

參賽者脫胎換骨，懂得如何打扮自己，認識自己文化參與社團慈善活動，認識新朋友，受邀到晚

會音樂表演，鼓勵認同她們的造詣。連結鼓勵第二代，讓他們有一個平台，同時訓練第二代領導

人才，學會主持節目，辦大型活動。國慶日遊行，讓美國人認知台灣。說不完這個活動的正面意

義，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辛苦付出，為下一代，為社區的台灣會館活動之一。 

2012, 2016, 2017 召集人 賴淑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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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終身學習的場所─台灣會館台灣學校 

台灣會館自 1998 年成立，網

羅社區裡很多有活力有創意的人才

進來擔任理事，如黃建三，楊淑婷

等人，他們設計活動提升會館人

潮，到 2005 年會館已經有很多教

學節目在進行，譬如舞蹈班、台文

班、乒乓球隊、合唱團等，2006

年林榮松任董事長，增聘有專業訓

練的老師開課，正式成立台灣學

校，並任王耀廷董事為校長。課程

增加：英文、電腦、西班牙文、投

資理財、卡拉 OK、手工藝、插花

等等。 

當時董事會有心將台灣學校做起來，撥下一

年$5000的預算支援台灣學校。但基本上學生是

要繳學費上課的。 

歷任董事長都有心做好學校，但在沒有專業

與專任人員經營的困境下，難以達到預期。 

徐新宏董事長時，認為台灣學校不能以營利

為目的，他請陳麗華董事任校長，全力推展校

務，有兩年很蓬勃，2009 年聘請辦公室幹事盧

暉明，是南加大畢業有教育學科背景，很努力開

發華文教學，網羅他在南加大的學弟妹來擔任老

師，在教材與教學雙方面都很認真經營，兩年裡

學生分四個班，很有成績，並於 2010 年九月十

九日舉辦首屆華文教育成果展，會館的華文班要

求至少有半小時的台語教學融入。可惜盧暉明在

由會館替他申請到美國永久居留之後離開，但沒

有培養接班人，原本應該很有市場的華文班漸漸

沒落。只有林淑卿老師的成人華文班一直持續

著，林淑卿老師雖是義工，但她是師大科班出

身，對台美人社區有熱忱，在教學中常介紹台灣

文化給學生。 

我曾先後選上六堂課，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台灣學校教師陣容，蔬食班、電腦班、日文班、

台文班 

台灣會館舞蹈班:  這堂課一直保持六至十二

個學生，學生都是會館死忠支持者。老師                          

張瑞菊以台灣民謠編舞，最有台灣味，是會館獨

一無二的特色。 

西班牙文班：學生在六至十個間，學生大多

是同鄉，老師好，學生也好，上課很開心。可是

不能突破人數或保持必要的十個人。西班牙文是

實用課程，過去林榮松任董事長時，曾免費提供

地方給人教西班牙文。老師自己帶學生來，也有

十幾二十個。可是即使免費提供場地，這個班也

台美人傳統週時舉辦台灣學校 Op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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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繼續回來上課。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不是課程冷門，不是學生人數不夠，不是租金過

高，是什麼原因？ 

快樂土風舞班：這是被會館認為最“有利可

圖”的班。學生百分之八十是華人(中國人或廣東

人)，北京話是共同語言。每班總是在三十人至

四十人間。在這不談台灣意識，可是大家很快

樂。很支持台灣會館活動。 

台灣會館合唱團：以唱台灣歌謠為主，都有

三、四十人，都是同鄉。對會館也很有向心力，

收入都用在合唱團的開銷。會館並沒有收房租，

等於是免費提供場地。因為有他們自己的理事

會，組織嚴謹，歷史悠久。 

太極拳班：約有二、三十人，老師很有教學

熱忱，也很有 leadership，學生互相學習，是一

個很融洽的班級。 

 

縫紉班：是向心力很強的班級，老師很熱

心，對會館的事也很關心。 

電腦班：學生人數不錯，很實用，也是賺錢

的班。 

 
電腦課 

華文班：曾有很興旺的時期，但老師一換就

難以為繼。林淑卿老師義務擔任成人華語班老

師，因為是專業老師又有熱忱，她的課一直不中

斷，而且她的學生可以學到台灣文化。在聖蓋博

區，學員有很多人在華人經營的公司上班，或者

有華人顧客，他們認為學些華文有好處，也有些

是華人媳婦或女婿來學華文。 

 
華文中級班 

攝影班：是成長最快的班，像合唱團一樣有

自己的組織。 

日文班：因為老師資歷優，學生也認真，由

一班擴充到三班。 

 
老外學台語 

2014年我嘗試開素食烹飪班，與 Vegan合

作，開了四堂蔬食烹飪課，學生反應很好，但是

因準備耗時，師資難覓，而會館廚房又有種種限

制，無以為繼。台灣會館後來又開了古典音樂欣

賞班、手機班以及宴會設計班。免費上課，但提

供鄉親增加知識提升生活品質的機會。現在吳兆

峰董事又引介兒童表演課，是針對台美人第二代

的需求，也可以看出，年輕董事團隊會把會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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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朝向新世代需求去設計。成功的課的共同點

是：班級裡面有領導人與團隊精神。 

蔬食課 

自陳麗華卸任董事後，在蜀中無大將的情況

下，我勉為其難接下校長任務，但時時希望有新

董事願擔此重任，因為台灣學校是在會館裡舉辦

的活動，為會館凝聚人脈，也為會館帶來人氣。

為鄉親營造一個終身學習的場域。 

 
2005年台文學校小朋友表演 

很多課程在會館之外也可以開設，甚至開得

更成功，只有一種課程會館責無旁貸，沒有學生

也必需儲備師資，就是台灣

語文課。 

2000年林榮松董事為記

念他的母親，捐$10,000 成

立復興母語基金，2003 年

三月賴慧娜在董事會提案成

立台文學校，由溫惠雄任召

集人，收有兒童班、青少年

班、成人班，不只教語文，

也教台灣歷史，網羅熟悉台灣語言、歷史的鄉親

授課，像廖鴻業、鄭良光、蔡敏雄、溫玉玲等。

後來因招生不易，光景不再，但是台灣學校裡一

直保留有台文課，有時三、四人，有時七、八

人。這期間有兩位老師讓我感激不盡，一位是戴

洸洋老師，一位是王珊瑜老師，他們都不是教育

專業，但為了保留母語來當台文老師，一面教一

面學。學生成員有來自香港的，來自越南的，美

國白人等。  

 
台文小朋友學習成果展 

到了 2014年終於沒學生，也沒有老師了。 

不過，台灣會館每兩年都有派人回台灣參加

僑委會舉辦的台語研習會，也舉辦兩年一次的海

外台語教師研習會，成果都很好。每次派回國的

學員約三至五人，上課二周。海外教師研習會有

如台語的嘉年華會，我們盡量充實課程內容，除

僑委會遴選名師來美巡迴外，我們也自己安排一

位或兩位當地有台灣語文專長的鄉親講課。曾來

2016 年台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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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授課的老師，包括：余伯泉、盧廣誠、鄭安

住、蔣為文、陳麗君、李勤岸、何信翰等名師。

海外台語教師研習營讓鄉親浸淫在台灣語言之美

裡，享受母語的溫馨，每次都有七、八十人甚至

上百人報名，應是海外數一數二的熱烈場面。

2016 年又由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舉辦青少

年台語研習，有二十多位學生出席。 

2018 年的海外台語教師研習會更融合歌仔

戲藝術，除僑委會派出的何信翰教授外，鄭良光

又邀請台灣歌仔戲團團長劉南芳與導演黃駿雄授

課，加上會館的台文老師何素美，可說是鋼鐵陣

容。正逢台灣立法院要通過台灣語言發展法，期

待台語與台文發展在海外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台灣學校兒童戲劇班，在吳兆峯秘書長費時

一年籌備後，已經於九月二十九日開班，聘請好

萊塢演藝圈的職業藝人安吉兒(Anjeza “Angie” 

Gega)來擔任導師，有十五名五歲到八歲的小朋

友來上課，第一天愛子心切的父母們也都在場觀

賞，一小時裡，學習到傾聽與表達的技巧，小孩

子由害羞到融入，把會館久違不見的小朋友的歡

笑聲再度回來。 

我們期望，台灣學校的服務對象將跨向第三

代。(賴慧娜整理) 

 

↑↓兒童戲劇班開課 

 

活到老學不了   

除了上述台灣學校正式列入收註冊費的課程

外，會館還提供場所給很多不收費的課程，一般

是一個月一次，是提升鄉親身心健康的機會。以

下由負責人介紹各項課程。 

 
2018 海外台灣語文研習會結業式。 



2018 年年鑑
   

- 118 - 

會館大紀事 

台灣會館舞蹈班     

編舞老師 張瑞菊 

 

台灣會館在 2000 年時楊淑婷會長為辦募款

晚會，希望有一個熱熱鬧鬧的舞蹈表演開場，帶

動氣氛，於是就臨時組成了一個 12 個淑女的陣

仗跳 Cancan dance。表演完後，同學們意猶未

盡，進而將此團隊取名為台灣會館舞蹈班。 

從此每星期上一次課，每次兩個小時，其間

約有 40 分鐘作暖身及舞蹈基本動作。我們以芭

蕾的基本動作，加上現代舞，爵士舞，民俗舞蹈

等舞蹈動作，共編將近 30多支舞蹈。 

有台灣的：農村曲，一支小雨傘，母親 e名

叫台灣，愛拼才會贏，火金姑，港都夜雨，雙人

枕頭，跑水祭，妳是我的花朵，海洋的國家，望

你早歸，海角七號主題曲：國境之南等。西洋旋

律如：Cancan dance，New York New York，

雨的旋律，兔子與野狼的舞劇，Speak Softly 

Love，Silent Night，Carpenter 的快板樂章，西

班牙舞，“Hawaii Blue”，以及最近又重編的

Nightingale(夜鶯)等。其中有些舞在 2010 年五

月時，舉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懷念舞展。 

我們也常在台灣傳統週，台灣會館募款晚

會，以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等等場合演出。從

2000 年至今，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學習、成長將

近 18 個年頭，歲月不饒人，但憑著對足尖的魅

力，鍛練身體的誘惑，以及同學間溫暖的友情與

愛心，互相鼓勵，努力不懈。 

 台灣會館籃球隊 

 (Taiwan Center Basket Ball Team)  

余崇孝 (Sean Yu ) 

 

台灣會館籃球隊成軍於 2004 年，由會館前

董事余崇孝創辦，成員為愛好籃球的台美人及多

國族裔青年，利用週末業餘的時間練習及參賽。

2008 年在上百個隊伍參加的華美籃球杯最高等

級中取得第三名，也曾在 Pac Rim (菲律賓)主流

杯與高大的西裔黑裔競爭，取得第二名成績，更

在多次南加亞裔比賽中取得冠亞軍。2009 年在

Las Vegas的全國亞裔錦標賽得到 US全國第二

名。2010今年五月在洛杉磯舉行的「Tiger盃」

得到全國亞裔男子最高分組(Men's AA)的「第一

名」。在洛杉磯從一支默默無聞的小球隊，晉升

為南加州知名的業餘籃球隊，並在美國全國打響

「台灣會館籃球隊」的知名度。據全國亞裔業餘

籃球隊統計排名，「台灣會館籃球隊』列名南加

州第一、美國全國排名第五。2011 以後台灣會

館隊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強隊，贏得三場比賽。

2011年 6月 26日 Nisei Week Tournament勇

奪冠軍。這是該隊繼 2009、2010年之後，連續

三年榮獲此一殊榮！ 

台灣會館籃球隊曾在 2008年 8月份舉辦第

一屆「台灣會館杯籃球賽」，邀請到了實力堅強

的福建會館隊，菲律賓 Pac Rim，韓國Wooree 

Litech lnc，華裔Walnut JL等強隊參與，也是南

加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台美人主辦的籃球聯賽。

2012 年以後，主力球員各自發展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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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還能見到代表台灣會館綠色與黃色的

球衣在場上衝鋒陷陣。 

 The Taiwan Center Basketball Team was 

founded by Sean Yu in 2004，and within a few 

years ， it has become a leading Asian 

basketball power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台灣會館手機俱樂部 

蔡漢成 

 

隨著科技發展台灣會館手機俱樂部普及，人

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已經不足為奇，會館手機俱樂

部的成立是為中老年的鄉親提供一個輕鬆的環

境，每月第三個星期日下午二點，大家一起探討

手機的使用經驗，借由手機開拓生活視野(報章

雜誌、旅遊資訊)、增進親朋好友的聯繫(簡訊、

Line、FaceBook)、體驗生活不同的樂趣(免費

看電影、聽音樂、玩遊戲)，俱樂部的講座主題

包涵如下： 

美國手機電信商的通話計畫和選擇、手機操

作系統的說明(iOS、Android)、各種品牌的新款

手機性能和選購的介紹、新手必備的基本操作知

識(如拍照、備忘錄、提醒事項、行事曆、聯絡

資訊、郵件及網頁瀏覽)、充電注意事項、各種

實用的生活應用軟體、未來手機發展的應用(智

慧家庭、健康管理)等等。 

學員可自由發問，及時解答問題，非上課

時，透過 Line 群組，隨時發佈最新手機相關資

訊，歡迎鄉親加入手機俱樂部。 

 台灣學校古典音樂欣賞課 

葉思雅 

 

台灣會館古典音樂欣賞課自從 2015年 8月

9 日開課以來已經滿三年了，感謝很多對古典音

樂有興趣的同鄉繼續參加與鼓勵，音樂課節目內

容越來越精彩。 

當台灣會館第五教室整修後，林榮松醫師捐

獻了一套高級音響設備 McIntosh。因為我對高

級音響設備本來就有興趣，看到了這一套，就對

同鄉說如果有人喜愛古典音樂，我們願意來會館

開課，與大家分享我們對古典音樂的熱愛 

(passion)。我不是學音樂的，從小就很熱愛音

樂，學生時代曾隨呂泉生老師學聲樂，常常閱讀

音樂書籍與雜誌(如日本的“音樂の友”、美國

的 “Musical America”、英國的 “Gramophone”

等)，在「功學月刊」、「愛樂雜誌」寫有關古

典音樂的文章。 

太太信惠是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科畢業，

主修鋼琴，很喜愛音樂，而且有深刻的音樂感。 

我們決定介紹作曲家的生平與作品為主，以

最有名的三 B（Bach，Beethoven，Brahms）

開始，然後介紹介紹其他有名的古典音樂作曲

家。每位作曲家用一課或二課介紹，我們特別注

重每位作曲家獨特的個性與作曲的背景。偶而改

變方式用特別題目來欣賞不同音樂家的作品，如

情人節介紹愛情的音樂；每年五月選與台灣有關

的音樂來符合台灣傳統週活動。每課前半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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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後半播放音樂演奏或歌劇演出的錄影，讓大

家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音樂課每月第二禮拜日下午一點至三點在會

館第五教室舉行，每次上課人數有 20 人以上，

有些人三年來很少缺課、每次上課常看到新來的

人。看了大家欣賞音樂的表情，使我們感到很高

興，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繼續籌劃音樂課內容，

把我們對音樂的熱愛與大家分享。 

裁 縫 班  

Susan Nagakawa 

 

時光飛逝 2013 年起在台灣會館的台灣學校 

義務教授裁縫，至今已邁入第五個年頭，學生們

多數為退休人士，年齡最大的今年也已九十歲。 

台灣學校的裁縫班提供了一個讓這些退休人士

們，一個可以學習又可交友談心的地方。學生們

每週都期待著週四的到來，在這裡他們可以和同

學們互相討論和交流。 

有人說現在成衣那麼便宜為什麼還要浪費時

間在那裡做，去買就好了！ 

當你從一塊布裁剪後再將它縫成一件衣服時

那種喜悅是金錢買不到的，因為那是你自己做

的，它是全世界僅有的一件。 

當我在縫衣服時它譲我忘悼煩惱，腦中所想

的只是這件成品做好會是什麼樣子！不管做出來

的成果如何！享受過程才是重點。 

裁縫班歡迎各位對裁縫有興趣的朋友們一起

來參加。九十歲的可以，當然你也可以！ 

台灣學校乒乓球組 

黃錫銘 

 

20 年前台灣會館成立時，在活動組組長黃

建三的帶領下成立了台美乒乓球社，成立於

1998 年是台館開幕四大活動之一，遙想當年從

簡單的兩個桌子，幾個成員開始固定的練習，直

到現在會員已經有數十人，每星期二、四晚上大

家固定在台灣會館一起揮球練習，享受下班後的

快樂時光。除每年配合台美人傳統週系列活動，

1999 年開始舉辦「台灣會館乒乓球錦標公開

賽」，至今不綴，頗有盛名。球隊也曾經多次參

加「海華盃」乒乓球賽榮獲團體賽冠軍及亞軍，

還有參加「韓國教會盃公開賽」奪得冠軍，以及

「高軍乒乓球俱樂部」團體賽亞軍，戰功彪炳。 

乒乓球具有強身體健，好處多多。非常感謝

台灣會館提供非常好的場地，標準的球桌，我們

這裡也有資深的球友，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歡

迎新血加入陣容，有興趣者請和台灣會館報名。 

 園 藝 課 

 
台灣會館曾與美洲園藝協會合作，提供場

地，舉辦園藝講座讓鄉親免費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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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花 班  

賴慧娜 

 

洛杉磯台灣會館剛成立時，林榮松會長為推

展活動，到處網羅人才到會館來辦活動，找到對

插花有興趣的陳瑞麗。 

台美池坊插花展自 2002 年開始參與台美人

傳統週活動展出。可惜後來離開，隔了多年以

後，重新有外面的老師來開班，可是已經不屬於

台灣學校課程裡面。 

 

 卡拉ＯＫ班  

賴慧娜 

  台灣會館自建館以來就有卡拉ＯＫ班，林

炳南及王榮義等鄉親努力經營，會館提供大禮

堂給鄉親一週兩次在這裡聯誼。鄉親們選唱的

歌很多元，但大部份是以台灣民謠及日本老歌

為主，宣洩他們懷鄉、懷舊的情懷。平常也舉

辦聚餐，也舉辦教學。傳統週的時候曾經舉辦

觀摩賽，是一個很熱鬧又溫馨的團體。 

卡拉 OK班曾多次邀請旅居日本的張武彥醫

師來美演講有關台日歌謠的文化，讓鄉親緬懷日

本電影歌曲對台灣文化的影響。 

 

 歌仔戲班  

賴慧娜 

台灣會館台灣學校一直努力想開歌仔戲班，

因為歌仔戲是台灣獨特的本土劇種，社區裡喜愛

歌仔戲的鄉親也很多，很多台灣同鄉會以此為聯

歡會的重點節目。2005 年台灣國寶廖瓊枝應台

灣會館之邀在年會粉墨登場，驚豔全場，年會後

又多留數天在台灣會館親身授課，示範她的壓箱

絕藝。全版歌仔戲演出也是社區大事，但會館一

直沒法成班，2018 年二月悟遠歌仔戲團舉辦北

美巡迴教學，也來到洛杉磯，有三十多位鄉親註

冊上課。2018 年七月大洛杉磯的台灣語文研習

營於七月二十二日展開，打頭陣的是歌仔戲研習

營，由台灣歌仔戲團團長劉南芳教授帶領，有三

十多位學員出席。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兩天在台

灣會館，劉南芳教授講授歌仔戲的原則與淵源，

部分時間則由導演黃駿雄帶領，示範歌仔戲的基

本身段與動作，學員們實際演練，興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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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影院    

劉玫玲 

 
台灣電影院自從 2017年六月開播以來。 每

月播出一場台灣電影，許多鄉親來到美國。二十

年三十年沒有看過台灣的電影。美國電影院幾乎

不播台灣電影。鄉親們每個月固定來看電影，每

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是他們生活中的期待。除了

開始時的劇情背景介紹，會後還有討論座談

會。 台灣心，台灣情劇情牽動了大家對台灣的

思念。觀眾有感動都會偷偷的拭淚或在會後討論

時慷慨激昂的發表感想。鄉親之間的凝聚力也變

得特別好。 

「美國婚禮派對 DIY」課程 

 劉玫玲 

 

現在的美國年輕人。 也發展得一套比較實

際，符合他們的需求的美式婚禮。和傳統的美式

婚禮也有很大的差別。現在的年輕人講求的是人

數精簡，場地一定要氣氛很好，經常會在海邊或

山谷，一切細節大部分是由年輕人自己做主。  

這種差異許多的父母都很不習慣。 但也不

得不接受。而且費用上也相當的貴。 一般父母

親也不知道如何去幫忙。 年輕人對這種預算也

是很恐懼。  

台灣會館推出「美國婚禮派對 DIY」課程 

劉玫玲老師在洛杉磯開設婚紗禮服及婚禮用

品店。二十年設計經驗，教授以精簡預算做出得

體大方美麗的婚禮或派對。教授內容包括規劃美

式婚禮，請帖及禮服設計，場地佈置設計，桌花

設計，伴手禮設計。 

  台灣龍舟隊    

楊悅英 

 

從 2010 開始由一群住在大洛杉磯地區，且

熱愛運動的台美人所組成。隊員們包含在當地就

讀的台灣留學生，各個職場領域的菁英。及其眷

屬，更有許多認同台灣或是與台灣友好的外國朋

友們加入。透過龍舟。讓我們在周末有個運動的

機會，也因為這個大家庭，使台美人生活圈更加

豐富。 

這幾年台灣龍舟隊與台灣觀光局 LA 辦事處

多次合作 在比賽的場地或是人口聚集的區域，

積極推展台灣觀光，攤位上擺滿了台灣觀光文

宣，夜市彈珠檯，小禮品，所到之處常常擠滿許

多遊客駐足。品嘗台灣零食，或是把玩彈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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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故人  

細數台灣會館二十年的腳蹤，能走到今天是很多歷任董事群策群力，

回顧歷史，竟然有十五位董事已仙逝。感謝何壽美董事的協助收集資料，

我們在慶祝二十週年時也懷念他們曾與我們一起打拼，共創會館榮景。 

 

張正宗先生 

張正宗先生來美 28 年，USC 土木工程碩士班畢業後，進入

洛杉磯市政府擔任工程師，後來自行創業，投資房地產、銀行業

以及旅館業，非常地成功。張正宗先生個性溫和，待人處事都受

到肯定。生前十分投入社區服務，1994 年擔任洛杉磯台美商會

會長，他也是台灣會館的創會董事及副董事長，一共擔任三屆六

年的台灣會館董事， 並在 2004 年捐贈股票八百股創立台灣會館

獎學金。 

他於 2006年 11月因病逝世。 

 

蔡崑山先生 

蔡崑山先生，台灣台南市人。2007年過世，享年 90歲。 

蔡先生出生台南書香家庭，是名舞蹈家蔡瑞月的兄長。年輕

時前往日本讀書，在日本二戰戰敗以後回到台灣，在台北電力公

司土木科上班。參與過多項台灣及金門馬祖外島的重大建設。 

他個性內向，但都很踏實地付出，鶴園老人公寓的興建以及

台灣會館的創立，他都參與其中，耐心地招呼長輩會會員加入會

館的永久會員，因此被推選為台灣會館的創會董事。 

 

陳永全先生 

台灣新竹人，台大化工系畢業，曾在台灣工業研究所工作，

來美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成立公司，事業有成，熱心公益，推

動台灣民主運動。他積極參與美國台灣人獅子會、台灣之友會、

台灣人長輩會等，擔任第一屆理事，協助成立會館圖書館、台美

人傳統週等活動。 

 

  

蔡昆山先生(右)與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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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高安賜女士 

賴高安賜女士出生於台灣台南市，於 2011年六月一日逝世，享

年 101歲。 

她於 1983 年當選長輩會會長，連任五屆，致力於籌建長輩會

老人公寓，1988 年鶴園落成，是為南加州台美人社區盛事。1998

年，賴高安賜女士再次為台灣會館催生，親自為台灣會館的成立及

募款拍廣告影片，並擔任創會董事。 

賴女士於 1982 年到 1983 年間獲得加州洛杉磯縣政府表揚三

次。1994 年 9 月 27 日在華府由美國衛生福利部主辦的第一屆「年

長婦女節慶」會中受表揚為「模範年長婦女」，且是唯一受獎的亞

裔婦女，同年受 EI Monte市長贈獎，表揚其對亞裔社團的貢獻。 

 

王桂榮先生 

台灣會館永久榮譽董事長王桂榮先生，也是台美基金會創辦人王

桂榮先生於 2012年病逝，享年 82歲。 

王桂榮先生 1931 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高中讀成功中學，大

學畢業於行政專科學校財政科(現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 。曾在台灣

省政府財政廳擔任稅務員。1973 年全家移民美國，定居洛杉磯。經

營旅館業非常成功，曾經擔任南加州旅館公會四屆會長。1980 年為

甘迺迪總統候選人舉辦千人餐會募款十萬，1982 年捐出百萬美元成

立台美基金會，都是台美社區的壯舉。 

1980 年創立洛杉磯台美商會，同年創辦海外第一份報紙「亞洲商報」。1989 年被推選為 FAPA

總會長。1998年捐出房地產得以成立台灣會館。王桂榮一生奉獻社會，得獎無數，獲選為中興大學第

五屆傑出校友，僑務委員及總統府顧問。為了紀念他，台灣會館圖書館更名為「王桂榮紀念圖書

館」，並於 2012年六月七日舉行揭幕儀式。 

 

洪政吉醫師    

台灣彰化人，中醫師，曾任六桂宗親會會長，加州中醫針灸聯合

公會會長，加州中醫協會會長，榮獲南加州中醫學院校友會傑出校

友，熱心服務經常參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義診。出任會館第三屆

理事。 

 

 

 

賴高安賜(右)接受吳董事長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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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故人 

盧景林先生 

代表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出任第一屆台灣會館理事，他是洛杉

磯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第廿三屆會長，後來任理事長。盧景林由

台灣來美從事旅館業及土地開發，經營 Holiday Inn Express Bakersfield.

他也是洛杉磯台美商會理事，為人親和，熱心公益，在任期間積極推動

會員福利，於 2013年去世。 

 

潘春輝先生 

1948 年生於鹿港。因家境貧寒，小學畢業後未再升學，隻身遠赴台

北，在西點、糕餅店當學徒。下班後上夜校進修，勤奮好學，學了一手

製作西點麵包與糕餅的專業技術。1982 年全家來美國；1991 年在聖蓋

博市開第一家永和豆漿店。1993 年在金世界廣場(Gold World Plaza)開

第二家永和豆漿店。潘春輝夫婦熱心公益，事業有成後不忘回饋社會，

出錢出力，贊助社團。他是台灣會館第三屆的董事，曾當選台灣人獅子

會會長，以及積極參與台美商會及長輩會的活動。他的夫人張淑如在他

過世後成為會館的榮譽顧問，繼續贊助台灣會館。 

 

曾元勝先生 

台灣嘉義人，1960 年在台灣讀大學主修經濟學畢業，服務於交通銀

行，協助早期台灣的外銷產業，1980 年來美，考取美國國稅局稅務師執

照及會計師執照，創立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熱心服務社區，為人耿

直，守正不阿，又敢仗義執言，為社區所敬重。 

曾為多個台美人社團義務辦理非營利執照，會館成立之初協助建立

會計制度。擔任會館第二屆董事，負責會館收支審核。於 2015年去世。 

 

 

黃宇田 

新北市林口人，政大經濟系畢業，1983 年來美 Ohio 留學，攻讀會計

並就業，1985年來洛杉磯，在天普市開業會計師，曾任南加州政大校友會

理事，代表南加州生活座談會出任會館第三屆董事，並任副財務長。活躍

於台美會計師協會，亦擔任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社區講座講員，曾被社區

專訪，推崇他克服身體殘障達到專業的毅力堪為社區典範。對於推動台語

文特別有使命感，2016年 5月 2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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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故人 

沈培志先生 

曾任聖東同鄉會會長、Taiwan for UN執行長、民進黨美西黨

部辦公室主任，於 2016年 7月 27日逝世於洛杉磯。享年 61歲。

一生為台灣獨立建國及加入聯合國打拼的行誼，令人感佩。 

沈培志多才多藝多創意，自設台美工作室，為社團設計網

站、文宣、紀念會舞台等，多次為會館年會設計舞台，228紀念會

也由他做主題設計，任董事期間經營會館網站，貢獻良多。 

 

 

 

陳文磨博士 

1939 年出生，台北縣鶯歌鎮人，建中畢業，成大土木系畢業後

來美留學，在喬治亞理工學院獲航太博士學位，自波音公司退休。 

曾擔任柑縣台灣同鄉會會長、台灣人工程師協會南加分會會長

並代表出任會館 2006年董事。 

曾於 2006年與林翠雲、詹凱臣共同召集第一屆柑縣台美人傳統

週活動。2017年五月四日過世。 

 

曾輝光先生 

曾輝光先生在公元 1938年出生在日治時代的淡水郡三芝庄。在

2018 年 5 月觀賞第二屆亞洲合唱節後，在停車場昏倒送醫不治，享

年 81 歲。曾博士在台灣就讀台北工專五年制，自費留學就讀

USC，獲得電機博士學位。他在台美社區及政壇上都相當活耀，是

台灣人獅子會五位創始人之一，參與南加州台灣長輩會的創立，在

政治活動上，他曾擔任僑務委員、世界李登輝之友會南加州分會會

長、李登輝學校南加州校友會會長，以及台灣團結聯盟海外後援會

會長等。 

他也在台灣會館的籌備過程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成立大會時的對聯「飲水思源感恩心、繼往開來

故鄉情」就是他的作品，台灣會館的會歌也是由他來填詞。會館成立後，他擔任第一屆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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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故人 

邵王金絲女士 

會館成立時代表長輩會擔任第一屆理事，由於邵先生是美國

台灣人獅子會創會會員之一，夫婦兩人都對獅子會有很多參與，

邵先生過世後，王女士繼續熱心於社區，曾擔任獅子會會長，舉

凡台語演講比賽，眼睛義診等活動，王女士都熱心參與。 

王女士去世於 2018年。(圖為王女士(右)歡迎北加州長輩會會

長訪洛) 

 

廖聰明先生 

2018年 6 月 19日去世於洛杉磯，享年 82歲。廖聰明先生出

生於台北市鶯歌鎮，從小就要負責家計，苦學財務，畢業後在國

稅局上班，1973 年移民美國，經營生意，包括旅館業，事業有成

服務社區。(圖為廖聰明先生伉儷) 

曾任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蓬萊長青會會長、高爾

夫球協會會長、國際傑人會會長、台灣政府僑務委員、台灣會館

籌備會秘書長及創會副董事長，擔任會館兩屆共四年的董事。 

 

林炳南先生 

自稱自己是會館義工頭的日語班林炳南老師於 2014 壽終正

寢，享年 94歲。 

林炳南先生自會館成立以來就擔任義工。他在台灣曾經經營

室內裝潢，手藝很好，會館初建時，經常為會館修理各種設備。 

他在日治時代任職於鄉鎮公所，操一口流利的日語，因此成

立日文班義務教學。並在會館創立卡拉 OK 班。他多才多藝，還

會變魔術，在年會或會員大會時客串表演，帶給大家很多的歡

笑。他每天都以腳踏車代步往返會館，過世後，大家都很懷念這

一位好人。 

(賴慧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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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公共政策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1989 年王桂榮 黃信介在 FAPA 總部和昆布勞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於 1982年在洛

杉磯成立，總部設於華盛頓 DC美國首府，宗旨

主要是以提倡台灣民主自由，爭取國際社會認

同，使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保障台灣和平

與安全為目標，期間在美國各地廣設分會，依

《 台 灣 關 係 法 》 與 《 六 項 保 證 》 (Six 

Assurances)基礎，積極展開美國國會草根外

交。 

草根力量成為 FAPA成功的武器，為有利於

國會外交，之後各地 44 個分會紛紛設立，總部

設在華盛頓 DC首府，聘有全職人員，以非營利

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性機構，和其他台美人

團體，透過各地國會議員及智庫，在美國從事國

會遊說等草根外交，成績斐然。 

說起 FAPA成立源由，得歸功於當年台美人

在 1982年爭取成功獨享 2萬位移民美國配額，

與中國脫鉤，這是當時海外為台灣爭取福祉的重

大勝利，受到鼓舞，全美各地的台美人社團領袖

集結於洛杉磯在同年 2月 14日成立 FAPA。 

FAPA 在第一階段前十年主要是以改善台灣

人權及力推民主解嚴，藉由美國國會影響力，促

使當年台灣國民黨執政當局廢除戒嚴令、解除報

禁、釋放政治犯，及廢除海外黑名單，並促成總

統直選。 

第二階段任務就是鞏固台灣民主制度，力爭

友台決議案；像是《台灣加入聯合國》決議案，

1994 年促成《國務院技術修正法案》通過，使

台美人美國護照出生地可以「台灣」取代「中

國」。1996 年兩院通過《台灣安全決議案》、

1997 年成功推動眾議院《美國協防台灣軍售法

案》通過等等。 

FAPA 是美國少數民族為母國遊說團體的楷

模，FAPA 在大洛杉磯地區分會有洛杉磯分會

(FAPA-LA)及柑縣(FAPA-OC)分會，一直十分活

躍於台美社團活動。 

▲洛杉磯分會 

 
與國會議員薛曼 

洛杉磯分會目前有 154 名會員。LA 歷任會

長由王桂榮開始，有楊嘉猷，鍾金江，歐皇坤，

胡維剛，楊豐明，林碧玉，賴英慧，陳受恩，吳

和甫，王陽宗，廖欽和，陳國昌，林武彥，洪珠

美，賴慧娜，劉國鈞，陳正義（FAPA 史上最年

輕總會長）及現任會長吳兆峯。也有許多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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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公共政策 

知名台美人是 FAPA洛杉磯會員，像是吳澧培資

政，吳瑞信，陳惠亭，林榮松，陳堅，蔡銘祿，

林富文等。 

洛杉磯分會從 1990 的「台灣前途討論會」

開始，邀請美國會議員羅伊斯帶領訪問團訪台，

並與其他南加友台國會議員如薛曼、劉雲平、趙

美心、羅伊斯等維持關係。 

2000 年政黨輪替，等於給台美人打了劑強

心針，LA 分會積極號召愛台鄉親加入陣容，前

會長陳國昌的任內洛杉磯分會突破 350 多名會

員。十幾年來也促使美國國會落實六大保證立法

和台灣旅行法等友台法案。 

LA 分會不斷推廣與台灣相關的重要議題，

運作方向也逐年傾向年輕化。洛杉磯分會從「台

灣人」人口普查活動起，也舉辦過向台美軍人致

敬大會，太陽花後亦開始重視年輕力量，包括邀

請關心政治議題的雞排妹（鄭家純）赴美演說。

為求突破，洛杉磯分會與台僑界友團FAHR和自

台黨 USA 協辦避免種族滅絕座談會，邀不同民

族受害者代表來分享並認識 228悲慘歷史。設立

臉書網頁，網民歷年來的支持也讓洛杉磯分會粉

絲高達 3200人。 

 
LA 反共人權鬥士講座 

FAPA 已經替台灣人民發聲 36 年，洛杉磯

分會也在台灣會館成立後與會館為台灣和台美人

利益並肩作戰 20 年，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歡

迎上網 www.facebook.com/fapalosangeles。 

▲柑縣分會 

 
TACL-OC 分會辦講座 

FAPA 柑縣分會，創立於 1999 年，本會創

立之前部分會員曾棣屬洛杉磯分會，後來柑縣移

民驟增，所以另闢成立柑縣分會，歷任會長有呂

眾英、蘇國雄、楊東龍、陳婉婉、吳仲輝，現任

會長是黃河芬。 

本會當初是為了支持 1999 年推動《台灣參

與 WHO》決議，加強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而

成立。之後一直配合本會目標，持續推動美國國

會許多與時俱進的決議案，像最近 2018 年蔡總

統風光過境美國的《台灣旅行法》，FAPA 每個

分會對於促進台美關係實質關係升級，都立下不

可磨滅的汗馬功勞。 

另外，2006 年爾灣市締結姐妹市爭議，上

海徐匯區欲取代桃園市，本分會發動大規模抗

議，避免台灣城市外交再被擠壓。 

同時，本會連續擔任 12 年柑縣台美傳統週

的召集人。平日積極支持國會議員瓦特絲( Mimi 

Walters)，羅伊斯(Ed Royce)，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與劉雲平等互動。 

橙縣 FAPA未來的計畫目標，包括密切聯繫

國會議員，有系統推動有利台灣相關議題；同

時，培訓第二代台美人外交政治領導人才，扮演

更加舉足輕重的角色。聯絡電話黃河芬 949-

293-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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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公共政策 

台美公民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1982 年，當時擔任南加州台灣同

鄉會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e ， 簡 稱

SCTAI)副會長的許英智，召集了十六

位同鄉決議成立「TACL」(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以日美公

民協會 JACL為藍圖成立新的籌備委員

會，由周實擔任召集人。 

TACL 當時的目標放在爭取及扶植

鄉親的福利上，同時培養及鼓勵自己

和後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它的宗旨

包括：(1) 積極參與美國政治、促進台美公民的

權益，(2) 聯絡各族裔社團、促進互相暸解與合

作，(3) 主辦或協辦各種活動、鼓勵會員行使美

國公民的義務、並爭取應有的權利；(4) 在多元

化的美國社會中，宣揚台美公民的文化及貢獻。 

1985年 7月 13日(星期六)在 Los Angeles

的 Biltmore Hotel台美公民協會正式成立。當晚

有近八百人與會，節目包括請聯邦參議院亞太小

組主席 F.H. Murkowski 參議員和加州州務卿余

江月桂演講；大會還邀請 1984 年的美國小姐

（Miss U.S.A) May Shanley（阿梅）做才藝表

演，她是美、台混血兒，媽媽是台灣人。整個大

會都是以英語為主，輔以台語做簡短總結。 

參加大會的會員並以書面投票方式，選出第

一屆理事，他(她)們是吳彩惠、高光明、張文

志、周實、許和瑞、黃三榮、廖重遠、林創一、

蔡長宗、吳澧培、楊茂生、簡錦標、羅慕義、和

楊子清共 15位組成第一屆的理事會。 

台美公民協會（TACL）經過了將近十年的

培養終於誕生了。台美公民協會採會員制，並在

全國各地發展分會。台美公民協會創會的宗旨以

英文縮寫 INC為代表，是； Identity (Build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encouraging pride in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and helping to contribute to a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e ever richer in its 

diversity),Networking & Empowering, ( To 

empower Taiwanese Americans,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Minorities and other citizens 

and to gain respect from and equality with all 

Americans), Citizenship (Helping to instill our 

community with a greater sense of citizenship, 

stressing both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that 

belong to it),這個宗旨正是十二年後成立的大洛

杉磯台灣會館所努力的方向。 

台美公民協會在當時的台美人社區中唯一向

主流社會發展的社團，幾乎現在台美人所關切的

議題，譬如培養第二代領導人才、保存台美傳

統、爭取族群權益、厚植台美人在美國社會的決

策實力、台美人子弟的身份認同等等，都是台美

公民協會的使命。 

台美公民協會的宗旨藉由各種活動與方案來

落實，包括頒發獎學金，寒暑期領導人才訓練

營、政務實習計劃、社區講座、選民登記、人口

普查，文化活動等等。 

新進全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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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社區獎學金 

1990 年，成立全國總會，吳澧培任會長，

分會有西雅圖，堪薩斯，聖路易，西雅圖，加州

則有北加、洛杉磯，聖地牙哥，由於會員增加，

1991 年洛杉磯分會於又分為洛杉磯，南灣，東

南區三分會，1993 年之後，只有洛杉磯分會還

活躍，1996年後東南區成為柑縣分會。 

1987 年，為教育下一代成立了獎學金委員

會，每年頒發五至十五名高中獎學金，設立之

始，以會員子弟為對象。此方案到目前還是由台

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執行，三十一年未中斷，

遴選對象擴充到其他族群。 

暑期政務實習成立於 1992 年，也一直持續

到今，全盛時期所遴選的實習生多達 25 名，台

美公民協會暑期政務實習是很少數以族裔社團主

辦的政務實習計劃，實習生須研究與台灣或台美

人有關的議題，並向加

州或聯邦議會進行遊

說。這需要整個社區與

民意機構有良好的聯

繫，獲得肯定。 

1999年台美公民協

會洛杉磯分會於與太平

洋時報合作，推動新聞

實習計劃，這項計劃也

延續到今天，每年遴選

五至十名高中生進行報紙寫作與報紙編排的培

訓。 

2002 年，洛杉磯分會會長張維德升任全國

總會長時，眼見經由台美公民協會培養出來的青

少年已進入社會，在各專業領域形成一股力量，

於是在總會下成立 Taiwanese American Young 

Professional(TAP)的分會。TAP 的成長迅速，

成為台美公民協會的新領導團隊，也將台美公民

協會帶向新方向。 

 
參加台美人傳統週 

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自會館成立就加入

成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團體會員。現任會長是賴

慧娜，副會長是溫玉玲。 

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會長 賴慧娜 

 

 

暑期政務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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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研究院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台 灣 研 究 院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簡稱 ITS )是南加

州由台美人成立的唯一無黨派智庫型

組織。是美國聯邦國稅局及加州稅務

局認可、符合 IRS (C) (3)免稅條款之非

營利機構。研究院專注於與台灣過去

及未來發展相關議題研究。可說是綜

合型的智庫組織。研究領域含概五大

項目：軍事國防、財經、歷史文化教

育、科技及政治社會。研究人員是以

志工身份參與研究，研究時以非傳統

方式思考、注重創意及創值。此智庫

之研究成果將以台文及英文發表，兼具教育大眾

之目的。此智庫將成為美國及台灣民間及官方所

重視之智庫。2003 年成立以來、已發表超過五

百篇評論及研究報告。也舉辦過三十多場研討

會、座談會及演講會。智庫運作與美國重要智庫

無異。研究志工以「愛台護台」心情參與研究、

以非傳統方式思考、並注重創意及創值。評論及

報告發表於網站 www.itsinst.org、多數文章亦刊

登於太平洋時報。 

以下是研究院舉辦主要的演講與研討會：

2005 Panel Discussion “Taiwan’s future and its 

challenge”，2006 Legislator Ing-wen Tsai  蔡英

文 演講會，2006 林信義 前行政院副院長演講

會，2006 募款晚宴, 賴怡忠博士主講，2007 台

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及林文程教授演講會和

USC 合辦，2008 Panel discussion “台灣總統選

舉”。2009 與李遠哲會談，2009 美國在台協會

(AIT)理事主席薄瑞光 Ambassador Raymond F. 

Burghardt 晚餐演講，2009台灣關係法 30週年

Panel Discussion ， Clay Dube ， Stephen 

Yates, ，2009 “Obama’s China policy & China’s 

economy” 研討會，講員 Professor Daniel Lynch

及  Professor Vincent Wang， 2010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Strength & Weakness”  

Panel Discussion. 講 員 Professor Baum, 

Professor Wasserstrom & Professor Link.，

2014 年度餐會，主講人賴中強談「服貿爭議」。 

2014 台灣關係法 35週年 Panel Discussion, 

Vincent Wang, Dan Blumenthal , Ed. Royce ，

2015年度餐會賴怡忠主講，2015童振源教授演

講，2016 歐巴瑪中國事務安全顧問 Jeffery 

Bader 會面，2016 林夏如 Shirley Lin 教授演講

會 ，2017 楊小娜 Professor Shawna Ryan演講

會 Green Island，2017 年度午餐演會美國在台

協會 (AIT)理事主席 Ambassador James F. 

Moriarty「歷久彌堅的台美夥伴關係」。2018 

Ian Easton 易思安演講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攻擊

威脅”。 

研究院董事長為林文政，執行長黃俊炯。董

事周實，王克雄，劉信達，蘇國雄，吳添財。 

有意參與研究工作的鄉親可與執行長黃俊炯

連絡: Adolf Huang,19511 Rainbow Ct., Cerritos, 

CA 90703 電 話  562-809-1569 。 E-mail: 

adolfpao@yahoo.com 

2010 ITS 董事邀請 AIT 理事主席 Ray Burghdart  

及南加智庫專家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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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論壇 

Taiwanese American Perspectives 

為了培養台美人論述能力，台美人

論壇(TAP)於 1988 年創立，固定每月的

月例會在週六早上邀請專人演講或分享

最新資訊，內容包羅萬象，以台美為主

體兩地有關政治、時事、經濟、文化、

醫療、養生等議題，開放公開演講並有

Q&A，同時支持許多台美社團活動，積

極參與台美人第二代認同議題。 

創會宗旨是提供一個沒有偏見的平

台，讓大家自由溝通交流，訓練美國式

的民主制度操作，培養民主素養，論壇陳述也不

忘以台灣優先，希望有朝一日，台灣民主制度能

完全實踐，成為台美人論壇設立的初衷。 

台美人論壇以每月固定一個週六定期舉辦月

例會，希望透過演講、辯論、討論的方式，大家

交換意見，訓練口才。當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成

立，2002 年前會長鄭英松教授夫人蔡洋洋為紀

念父親，遂以蔡桂林醫師之名捐助一千元，讓台

美人論壇成為台館團體會員，得以固定使用會館

會議室作為論壇開會地點，至今不綴。 

歷任會長包括鄭英松、廖鴻業、劉天良、陳

敬昌、廖世堂、江運貴、蔡幸正、劉國鈞等人，

也十分感謝每次邀請座談的講員分享最新資訊，

論壇較為活躍的成員近 50人的長期支持。 

TAP 也常常配合台美歷史學會等各社團合

作，在台館舉辦大型歷史回顧座談會、時勢討論

座談，或資助來自台灣的政治人物來美巡迴演講

分析台灣政經情勢。2007年 TAP為促進台美人

第二代認同台灣，也響應主辦社團贊助年輕人參

加研討會。其實台美人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差

異，TAP 也曾多次討論，焦點在於領導能力、

文化認同、網絡聯結、社交傳媒、及社區參與等

議題，盡情探索台美人如何永續發展。 

現任會長是李成奎，維持不變的是在台灣會

館的會議室，每月的第三個周六早上十點，固定

邀請專人演講，希望志同道合人士，歡迎屆時參

加討論，增加生活樂趣。聯絡電話 562-895-

8887，或 626-308-3386。 

  

 

長期支持的論壇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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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之友會 

Friends of Taiwan 

鑒於台灣孤立的外

交國際困境，受到圖博

(西藏)之友會在國際獲得

支持的鼓舞， 遂由王泰

和等號召之下，台灣之

友會因應而生，希望透

過友誼的連結，試圖為

台灣被擠壓的國際生存

空間，找出一條生路。 

  1998年創立，推選林美里為創會會長，張

東榮為副會長, 理事有許作初、黃健三、林美

里、王德明、王泰和、楊惠喬、林榮松、賴淑

媛、吳明勇、張東陽，劉明憲, 張文琦，Chris 

Chen, Richard Yeh, Jennifer Yang, and Clara 

Wu 等。並訂立台灣之友會重要使命有三：一、

以慈善社區聯誼、社會服務的活動促進國際社會

對台灣的認識與尊重。二、鼓勵台美人與其他族

裔的互動。三、促進國際人士，關注台美人議

題，台灣民主及台灣的國際地位現況的認識。 

本會在 2002 年，積極延攬主流人士擔任理

事也成為台美社團的一大特色，大家熟知的泰德

安德森( Ted Anderson)於 2017安息主懷，曾擔

任本會第二任會長至 2008 年，然後第五任

又回鍋 2012-2015年繼續為台灣發聲，多次

受邀造訪台灣，  他和第三任會長克莉茲

( Mary Helen Cruz)都是積極向主流推銷台

灣，不餘遺力。 

2018年是本會創立 20週年，第四任許

作初會長及現任會長王泰和及理事們一向是

籌辦活動的幕後功臣，自從創會以來，在

20年中，活動的主要內容包括七大類： 

 1) 邀請學者與政論名人演講系列座談會。 

2) 與其他社團共同舉辦

有關台灣議題討論會。 

3) 與國際關係中心在華

盛頓DC舉辦「台美自由

貿易協定」討論會。 

4) 參與主流社區的慶祝

活動像是國慶日遊行。 

5) 積極參與台美人的社

區活動等。 

6) 對於中國的蠻橫鴨霸行徑到中領館抗議例如

「反分裂法」。 

7) 發行季刊報導台灣的政經發展。 

台灣之友會曾於 2004 年組團訪問台灣，親

善訪問並會見多位重量級的台灣政界人物，並上

電視接受民視的採訪。 

另外，也曾組團主流人士觀察台灣立委或總

統選舉，阿扁前總統受難之際，安德森等會友也

曾返台探望關懷。 

我們感謝安德森帶領「台灣之友會」，未來

本會希望能秉持他的遺志，團結志同道合之士，

深耕茁壯。歡迎聯絡 714-399-5105。(余忠村 美

國台灣之友會理事) 

 

邀請南加大國際關係教授林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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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文化協會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是為抗爭戒嚴時代迫害人

權，營救台灣政治犯及黨外人士，並戳破國民黨

在國際聲稱「台灣是一個沒有政治犯的國家」的

謊言，決議將行動組織化而創立，並救援海外黑

名單人士，解嚴後以捍衛台灣人權體制為宗旨，

論台灣民主運動史，是海外極為重要的推手。 

為有效地打擊國民黨獨裁政權，營救被迫害

政治犯及其家屬，1976 年，紐約首創「北美洲

台灣人權協會」，同年隨即洛杉磯由許世楷、許

千惠、郭清江、張綺石、鄭德和、王泰和等熱心

台灣人權的同鄉在洛杉磯成立「台灣人權文化協

會」，兩會在美東及美西，推動人

權共同目標上聯盟合作，猶如和平

鴿的雙翅振飛，為幽暗的台灣帶來

一線曙光。 

當年政治犯和家屬慘況，海外

唯有靠田朝明醫師及陳菊等人敢冒

險收集資料，藉由外國人帶到海

外。有了資料之後，本會成立「台

獨之聲」的電話線機電台，定期播

放台灣人權現況及國民黨如何迫害

台灣政治犯及家屬的案例，和台灣

人追求獨立建國的意願。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爆發，「台獨之

聲」24 小時播放最新情況，由王泰和擔任主

筆，許千惠擔任廣播員，透過同鄉會等組織動員

全美台灣人寫信給美國國會議員，美麗島大審美

國成立觀察團抵台關注。 

1981 年陳文成案件令人痛心，風聞海外有

所謂黑名單，於 1988 年海外發動返鄉運動，返

台後被驅逐出境、被捕入獄等事件頻傳， 1991

年在南加成立『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總共

收集黑名單 449 名，除了發行「台灣門」

Taiwan Gate一本書，並展開打破黑名單運動，

這期間本會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000年後，多次邀請圖博(西藏)之友會、維

吾爾族領袖熱比婭、港獨、中國異議人士等在台

灣會館發表被中國迫害的專題演講，令人鼻酸。

直至 2008 年，馬英九違憲亂政，時任會長鄧東

昇多次主辦抗議活動，不幸 2011年辭世。2017

年再度痛失前會長黃根深，特別感謝郭清江、楊

惠喬、羅慕義、許作初等熱心會長及理事的長期

付出。現任王泰和會長 714-399-5105 將帶領團

隊繼續為維護人權奮戰不懈。 

 



2018 年年鑑
   

- 136 - 

專題報導－公共政策 

美國福爾摩沙基金會 

Formosa Foundation  

美國福爾摩沙

基金會是創辦人吳

澧培於 2001年因為

台灣政黨輪替，為

支持青澀時期的台

灣民主及培養第二

代台美人走入政壇

而創立。成立的宗

旨主要在於挑戰美

國 的 「 一 中 政

策」，促進台灣人

權、民主及自決的權利，致力於增進美國與台灣

之間了解與友好關係，維護美國與台灣的共同利

益。 

基金會積極推動以下目標及願景。第一、宣

揚台灣民主自由與人權，鞏固亞太區域的和平。

第二、促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

政治事實並改變現有的「一中政策」。第三、 

鼓勵台美人在美政壇從政。第四、適時提供美國

國會有關台灣的正確資訊，包括對台政策的評估

與檢討。 

基金會靈魂人物吳澧培，當初呼籲改變美國

「一中政策」，獲得全台美人社區的熱烈響應，

以張菊惠等人為基礎組成的團隊，之後在彭明敏

教授、李鴻禧教授、葉菊蘭女士及吳釗燮教授力

挺下，分別在洛杉磯等 4地舉行大型募款餐會，

募得數百萬美元。 

吳澧培後來接受時任總統陳水扁聘任為總統

府資政回台。基金會高薪禮聘在美國行政及立法

部門有堅實關係的賈泰麗(Terri Giles)出任執行

長，聚焦培養年輕第二代及推動友台政策，貢獻

甚大。 

基金會多次主

辦協辦或參與研討

會、論壇、專家座

談會等活動，探討

政策的議題改善美

國對台灣的政策，

並定期出版刊物，

解釋美國外交政

策；同時，基金會

交好主流智庫，並

與其它主流基金會

合作，以提高基金會的影響力。 

基金會的儲訓領導人才，透過該會「青年大

使訓練營」，培訓課程包括溝通能力的訓練、解

析美國與台灣關係政策形成的研討會，到華盛頓

特區與參眾兩院觀摩，拜會參眾議員辦公室傳達

對於美國對台政策的關注，敦請重視台灣主權，

支持有利台灣的法案。多年來造就數以百計的國

際事務外交新秀，在美厚植支持台灣的力量。 

經守護台灣民主努力 16 年，在蔡英文總統

上任後，停止運作，2017 決定將所剩價值達 5

萬多美元的經費，贈送給同性質的非營利機構

F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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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歷史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台美人歷史協會

創辦時擬訂<三年五大

志業與目標>，主要是

以撰寫、採訪影音有

關台美人移民美國，

艱苦打拼、努力奉獻

的成果，為台美人留

下歷史，永傳後世，

2014 年網站成立，內

容日益充實，並於

2018 年推出台美人事蹟系列座談會等活動，會

務方興未艾，未來目標是籌建台美人歷史文物

館。 

自 1960 年到 1980 年代移民潮，台美人已

經有第三代，分散遷居美國各地，第一代退休日

漸凋零，台美人要保存及持續優良傳統，越來越

困難。因此 2013年 12月 11日，楊嘉猷、周威

廉、黃根深及鄭炳全等創立台美人歷史協會。首

任會長楊嘉猷，副會長鄭炳全，感謝眾多顧問及

理事共襄盛舉。 

2014 年是台美人歷史協會相當活躍的一

年，主辦及協辦多項演講會邀請如朱真一，張文

祺，康寧祥，及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歷史回顧座談

會等，另有追思會蔡同榮，廖述宗，及 228南加

州紀念會等。 

2015 年繼任會長鄭炳全加入會館團體會員

邀請陳榮成，王泰澤，及廖炳惠演講外，另外，

感謝余忠村和台灣文化協會李孔昭在傳統週裡成

功主辦台灣民俗文物及布袋戲偶展覽，時任會館

前任董事長徐新宏大力支持下，戲偶文物在僑教

中心盛大展出，最後移至台館展覽至今。 

2016年主要是協助 FAPA推動 2020人口普

查，在族裔填表中將 Taiwanese 列入亞裔選項

之一。 2017 年參與

228 七十周年活動，

展出「蔡愛智、鍾啟

明前期留學生展」及

編寫台美人菁英錄。 

2018 年由楊嘉猷

接任會長，副會長黃

樹人、楊平猷、秘書

劉玫玲等，主辦「王

育 霖 檢 察 官 史 料

展」、並在台美人傳統週系列活動於會館舉行

「黃根深教授紀念畫展」。接著在 8月推出台美

人事蹟系列座談會，邀請親人、社團友人從多方

面抒發講述主角人物對台美人的影響，首集主講

王桂榮。 

為聯繫情誼，每年歲末舉辦台美人老中青聯

誼聚餐。感謝多位鄉親大老不吝捐贈文物畫作，

捐款，願意接受採訪，2014 年在黃樹人鼎力相

助下，至今已紀錄許多台美人物，協助讓更多鄉

親 留 影 丹 青 。 希 望 鄉 親 能 多 多 上 網

www.tahistory.org 參觀指教，台美人歷史協會

是屬每一個人的，歡迎共同參與。 

 
編寫台美人菁英錄 

 

舉辦蔡愛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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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僑民主和平聯盟洛杉磯支盟 

Global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Peace Los Angeles Chapter 

 

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簡稱全盟，是一群海外台

僑，有鑑於中國同路人「反獨促統」氣焰高漲，

在 2002 年由時任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發端疾呼

而成立，之後世界各地支盟紛紛成立。不分藍

綠，以團結僑社、增進僑社福祉，力抗獨裁專制

政權及中國發起不利台灣的活動，共謀台海地區

的和平、並期望促進中國海外民主改革帶領正面

影響。 

2003 年本支盟有六百餘名盟員及盟友齊集

年會，凝聚僑心、後來全盟組織一直迅速擴展

中，來自歐洲、亞洲、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

及北美洲六大地區，曾創下 98個支盟盛況。 

2005 年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第四次全球大會

在洛杉磯舉辦，並交棒給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前董事長陳文石擔任總會長，僑委會委員長

張富美擔任監交人。在洛杉磯支盟團隊通力

合作，將全聯盟帶入顛峰期。尤其全盟當時

是台僑社團中最友善中國民運人士、法輪

功、反共異議人士。 

洛杉磯支盟年會，聲援中國異議人士，

先後邀請知名政論家曹長青、政論家陳破

空、反共作家盛雪、張戎，在白宮向胡錦濤

嗆聲的王文怡博士等，在台灣會館演講，透

過他們親身指控，讓世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面

目。 

本支盟也請像賀金森教授等美國學者專家開

講中國問題。配合台美社團發動的活動，像是

2005 年的「反國家分裂法」、「一台一中」、

「中國撤除對台飛彈」等。 

 

全僑盟隨張富美委員長卸任後，偃旗息鼓，

但三項決議文，有待後續各界共同努力。 

第一、強烈呼籲台灣朝野共體時艱，停止內

鬥、對外口徑一致。 

第二、呼籲中國應加速民主化，撤除威脅台

灣安全的武力； 

第三、為台灣加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持

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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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二二八平反促進會 

California 228 Rebell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激起全台灣的

抗暴運動，結果逾三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喪失生

命，其中大多是才智出眾的菁英分子，這是四百

年來台灣損失最慘重的歷史悲劇。1990 年代在

大家對”228”這個名詞還是噤若寒蟬的年代，受

難者林光前的兒子林俊雄就在洛杉磯成立「美國

加州二二八平反促進會」，要為父親申冤，為受

難者及家屬討回公道，他的勇敢無懼，一直帶動

南加州台美社團對二二八高度關注，開起海內外

平反二二八的濫觴。 

林俊雄父親是林光前，嘉義新港人，二次大

戰後在嘉義農業學校(現國立嘉義大學) 擔任教

職。 二二八發生時學校適放春假，3月 3日原該

返校上課， 校長顧慮到安全問題，暫時停課，

他卻在 3月 21日被憲兵與特務逮捕失蹤至今。 

林俊雄當年結合像王泰和、美國文化協會等

志同道合之士成立，首先暗訪收集在南加州二二

八受難者家屬的資料，在美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

不少，有的已浮出檯面、有的還有所忌憚默不作

聲，因此究竟有多少人，目前也還無法統計正確

數據。 

隨著每年 228日子的到來，為了讓更多受難

家屬願意站出來，並且得到撫慰，促進會多年來

與許多社團合辦或協辦專題講座或悼念會，其中

最多合作的社團是南加州台灣人權協會、聖東同

鄉會、台灣建國促進會、或是台灣之友會等，直

到台灣政黨輪替，228 已經不再是禁忌，普遍共

識認同是台灣的國殤日。 

為了平反，也曾經組團受難者家屬「美國加

州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返鄉團」返台參加二二八紀

念會及拜會政府有關單位，尤以 2001年 2月 27

日到監察院拜會副院長並陳訴，希望能針對該返

鄉團成員親人受難者案，詳細調查其死亡原因和

日期，恢復其名譽，並向政府反應要求公佈二二

八事件真相、懲處失職人員、平反受難者及撫恤

等。 

監察院決定受理其中包括郭章垣、李瑞峰、

李瑞漢、王平水、王育霖、吳鴻麒、林光前、施

江南，加上林茂生和張七郎等十位受難者的家

屬。最後固然有些名譽平反及稍許補償的成果，

但許多真相仍未釐清，加害者法律責任完全沒有

追究，最令人詬病。 

缺角的「轉型正義」，是台灣內部一道無法癒

合的傷痕，惡人沒有懲處，對林俊雄等受難者家

屬而言，無法安慰亡者在天之靈，是難以彌補的

遺憾，為受難者討回公道，還要等多久？等了

70多年，蔡總統上任，林俊雄 2016年組團再度

返台，他又燃起熊熊戰火，為此生一刻不停歇打

拚的正義，繼續奮戰。 

 
林俊雄會長(後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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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分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SC Chapter 

 NATMA 總

會於 1984年在

Cleveland 由

周烒明醫師等

人創立。南加

州分會(以下簡

稱本會)則於同

年 9月 15日南

加 州 同 鄉 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 舉行「台灣日」這個活

動時正式成立。當時台灣還在白色恐怖的時期，

「台灣人」三個字有相當的敏感性，首任南加分

會會長陳惠亭經過半年的招兵買馬，會員雖只有

42人，但仍然依照章程，選出 10位理事，開始

運作。34 年後的今天，本分會會員人數已經超

過 500人，是全美國最大的台灣人醫師團體。 

早期的 NATMA總會年會都是附隨在台灣同

鄉會夏令營中舉辦，一直到陳惠亭擔任總會會長

時，才自行獨立舉辦年會。1991 年 10 月 26－

27日在 City of Industry 的 Sheraton Hotel (現在

的 Pacific Palms  Resort ) 舉辦，主講者為前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院 長 蘭 大 弼  ( David 

Landsborough )。1992年年會在 Las Vegas 舉

行，參加的人數更加踴躍。從此本會

茁壯地繼續成長，每年都舉辦年會並

且出版年刊，從沒間斷過，分會年會

往往辦得比總會還盛大。 

1992 年創設「台美醫師交流

會」，邀請台灣各大醫學院的院長或

教授前來交流，1996 年邀請到台灣的

醫學界傳奇人物，包括李鎮源、宋瑞

樓、郭維租、

林恩�、王金

河及周烒明，

他們共聚一堂

留下歷史珍貴

的一刻。 

本會關心

母國台灣，強

力支持台灣的

民主發展，1992 年協助李鎮源教授推動「廢除

台灣刑法 100條」。楊次雄醫師當總會長時，首

次組團回台拜訪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先生。

1991 年陳惠亭總會長帶團回台，首次拜訪各大

醫學院，從此成了慣例，幾乎每屆總會長都會帶

團回台訪問，剛開始那幾年，因為我們的名稱帶

有「台灣人」三個字，有學校還很猶豫要不要跟

我們見面，後來由美國校友來疏通才順利成行，

台灣政黨輪替以後，「台灣人」三個字不再成為

禁忌，各醫學院都很熱情地歡迎我們，也讓我們

見證了台灣民主的成熟與進展。 

聲援「台灣加入世衛組織」方面，本會是先

驅者，在 1997 年政府還沒有採取行動，就與李

鎮源教授創立的「台灣醫界聯盟」並肩行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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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宣達台灣應該加入世界

衛生組織的理念。許正雄當總

會長時，在 2006 及 2007 更號

召同鄉一同前往，2006 年的人

數高達 124 人，是來自各地的

宣達團中聲勢是最浩大的。邱

俊杰擔任總會長，於 2018 年再

度與台灣會館合作組團前往日

內瓦。 

2006 年許正雄醫師卸任總

會會長以後，創立「南加分會

基金會」回饋社區，現在有 21 位理事，每人每

年認捐$500 美金以上，讓基金會有固定來源，

進行各項工作。除了每年贊助國際醫療義診，

2008 年成立第二代台美人醫學生獎學金，提供

獎學金 1千元到 2千元，這個計劃已經進行了10

年。此外，更進一步贊助美國大學台美學生團

體，如 ITASA, TACL, TAO, 台美獎學金，還有

Kaya Children International ， Amos Health 

&Hope，萬佛城義診等。台灣發生每逢天災，

本會都會發起脤災捐款，2011 年幫羅東聖母醫

院興建老人院籌款 10 多萬。慈善金曲歌后詹雅

雯深有同感，在 2014 年及 2018 年兩度專程前

來洛杉磯幫基金會義唱籌款。 

 

由於 NATMA會員大多在 60或 70年代來美，都

已到了退休的年紀，各地分會都逐漸萎縮，有些

醫師紛紛搬來加州退休， 加上第二代加入陣

容，本會還是順利地運作，每年還是舉辦年會並

出版年刊， 然而很難再見往日六、七百人參與

年會的盛況了。 

本會現在的工作重點放在社區服務及國際人

道義診，除了不定期舉辦有關醫學方面的講座

外，每年五月的傳統週，本會曾經提供醫學諮

詢，醫學講座等活動，如今著重在牙科義診及

CPR 課程。NATMA 在過去 15 年共 16 次的國

際義診，由本會主導的就有 14 次之多，義診國

家包括中美洲各國及緬甸。由於本會義診團的團

隊龐大，服務人數比其他的義診團多出很多，已

經建立好名聲，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及歡迎，更

加強母國的醫療外交。 

 本會未來的挑戰在於如何傳承，台美人有

很多第二代當醫生，如何栽培新的領導人物是首

要的工作，他們對台灣的感情沒有第一代來得

深，接棒以後，應該會著重在美國及國際的服務

及人道工作上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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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NATPA-SCAL) 

北美洲台

灣人教授協會

(NATPA)是一

群結合在北美

洲台美人學界

包括學者及專

業人員的組

織，提供一個

以關心台灣政

局和社會發展等議題互相交流意見的平台，長年

在理事的群策群力，共同為謀求台灣成為民主繁

榮的新國家而努力。 

1979 年 12 月 10 日，高雄發生美麗島事

件，在芝加哥大學廖述宗教授與任職於六十多處

大學和著名研究機構的 137名台灣人教授與資深

學者聯名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聲明，強力抗議國民

黨政府。 1980 年，在芝加哥大學共有 16 位教

授參與，選出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後教授協會

正式成立，NATPA 被聯邦認證為非營利性免稅

機構。 

南加州分會是張富美提出創立，於 1985 年

成立，創會會長為何汝諧教授，當時有

陳昭俊, 簡錦標、何汝諧、謝清志、王秋

森、陳昭俊、簡錦標、何汝諧、許正

餘、洪肇奎、龔森田、李隆吉、李成

奎、李瑞木、林宗信、盧桂雄、謝清

志、謝德明、孫昱及王秋森，在當時的

總會長林宗光見證下成立。 

本分會遵循 NATPA 實施四項宗旨： 

(1)提升科學專業知識及其實用 (2)促進國

際間台灣教育和文化交流 (3)支助台灣問

題的研究  (4)

推廣並維護台

灣人的公益和

福利。教授協

會會員中有很

多是國際知名

學者與中研院

院士。 

南加分會

還特別著重下列三點： 

(1)促進本地區會員間的學術交流。 

(2)硏究並參與建設台灣的工作。 

(3)增進本地區台美人社團，對台灣民主

化、本土化和科技發展的認識及參與。 

除了經常舉辦會員學術座談會之外，分會也

曾舉行過頗受好評的公開研討會，以及南加講

座，請專家來談論他們參加建設台灣的經驗。長

期進行的「演講團」工作，在後來於李英偉會長

任內時成立令人矚目的「南加學壇」，過去曾每

週發表一篇由本分會會員撰寫的文章，分別在各

大報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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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團服務方面，不少會員已應用各自專

才，擔當不同的角色，在南加州其他社團中擔任

重要任務，推展 NATPA 關心台灣及擴展台灣人

權利的精神。 

會員也很積極於回饋家鄕的運動，以及參加

建設台灣的工作。幾年來，返台貢獻的大有人

在，例如陳昭俊、簡錦標、李豐明、李瑞木、林

心智、蔡明憲、王秋森、朱耀源、謝清志、程孟

郎，與郭清江等人。他們參與台灣建設工作方

式，即使再艱苦再多抱屈，仍以堅毅之力，為台

灣完成重大建設，也給 NATPA 及本分會帶來榮

耀。當然，其他會員返台做學術交流的多得無法

細數。 

 

本分會歷任會長，全是教授級會長，計有何

汝諧、龔森田醫師、蔡振水、王寶田、李英偉、

林茂修、吳和甫、鍾正明、許正餘、鄭英松、杜

武青、鄭龍光、周信結、蔡芳洋、葉榮茂、黃根

深、陳榮昌、許宗邦及呂佳雵等等；還有榮任

NATPA 總會長蔡嘉寅教授及總會長蔡文玉教授

等。會內還有許多知名教授，例如莊明哲、王寶

田、吳得民、林茂修、陳正茂、許正餘、陳惠亭

等，人才濟濟。 

分會目前主要有春季研習和冬季的年會，暑

期活動以協助總會辦理年會為主。每年也會邀請

知名學者發表論文或演講，並舉辦學術講座，題

材內容包羅萬象，從文學、經濟、科技、醫療等

不一而足，以各教授專業領域為主。教授們的專

業也台美社區眾大事件時提供諮詢建議，尤其是

媒體採訪的重要對象。 

隨著台灣進入民主時代，NATPA 秉持愛台

灣的精神，在廖述宗創會總會長辭世後，成立

「廖述宗獎」紀念對台灣民主學術貢獻人士，例

如曾頒發給台獨先驅史明及太陽花學運黃國昌。 

當然分會也積極和政府單位經文處科技組等

相關單位合作，參訪或協辦活動，與南加學府等

單位進行交流，提升台灣學術水準。為了鼓勵青

年學者，過世的許子津教授其家屬成立許子津教

授基金以鼓勵研究生和年輕教授的學術表現，目

前負責人為龔森田醫師。 

從 2016 年開始，南加州分會正式組隊報名

參加會員杜武青教授及其伉儷組成  the San 

Diego Alliance for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s策劃的聖地牙哥龍舟比賽 (San Diego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Mission Bay)。 

 

教授會目前許多教授已退休，所以平日也多

有會員家庭聚會，未來希望能引進更多年輕台美

學者入會接棒，並嚴守當年創會決議繼續把研究

所得或最先進的學術資訊，回饋台灣，服務鄉

親。現任會長為郭清江博士, 副會長為楊東隆博

士，財務長為許宗邦醫師，秘書為許恆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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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州分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ATWA–SC Chapter 

 

像個初熟的少婦，NATWA 一晃眼要邁進第

30 年了，1988 年創立在洛杉磯，南加州分會則

是 1992 年成立。近年活動分為社區服務主要是

每年九月組 Team Taiwan 提升台灣能見度也為

乳癌健走、會員聯誼踏青及年會，人才訓練營，

及舉辦講座，平日關注台灣女性權益發展資訊及

最新的各式生活經驗分享。 

1988 年三月，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是當年呂

秀蓮的催生下於洛杉磯成立。由張富美擔任第一

屆會長，三年內，聯誼通訊，會員名錄，月曆，

logo，「婦女信箱專欄」開始發行。北加州第一

個分會成立，洛杉磯隨之。1992 年正式獲得登

記為非營利組織。NATWA 網站，「點心擔專

欄」也相繼在 1999 年創設，台灣公論報，太平

洋時報成為 NATWA 最忠實的朋友。四年後，

NATWA 絲巾、旗幟製作發表，同年 NATWA II 

成立。 

今年 NATWA 也歡迎WI/Il 二州合併成第 17

個分會，會員也由當初的數十人，數百人，達到

如今超過 1200 人，遍布北美洲和加拿大，還有

七個區理事和 25個小組。 

 NATWA 的魅力在哪？我會說，“她”像一個

大家庭。不只是一個團體，是一個很有規格，有

組織的團隊，在那裡能找到自己，妳的興趣和才

能會被發掘，肯開放自己就會學習很多，更能結

交很多朋友。 

 別以為婦女只管“家務事”？完全錯了。婦女

會的目標和視野可大了，尤其對台灣的感情，除

了在海內外天災募款外不落人後、還有學童認

養、捐書回台、與高雄勵馨路得「關懷天使」的

合作計劃、成立獎學金組，成立 TFT（支持老師

返鄉教學）、贊助年輕人才訪美參加訓練營、組

團回台文化參訪等，還曾組團 FOTWA赴台協助

舉辦「世界婦女高峰會議」等，全心投入在台灣

的公益慈善服務。 

Team Taiwan乳癌健走 

至於，在美國的任務更多，像是為幫助台灣

能見度，鼓勵各分會以台灣之名參與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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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Team Taiwan 為乳癌競走規模最龐大, 行之

有年。成立 NATWA文化基金會、團赴日內瓦聲

援台灣加入 WHO 請願、參加關懷士兵計劃

(Care for Solider Project)，成立家暴關懷小組。

南加分會對於每年五月的傳統週、七月的台美小

姐選拔、十月的募款餐會，在票務全力支持。每

年固定舉辦講座，以生活資訊分享為主。 

 
南加分會娘子軍團 

 之前我曾擔任南加分會長，今年很幸運榮

任總會長，在 4月總會年會的主題訂為「活出美

好，面對挑戰」，與第一屆主題「女性與社會參

與」相互輝映，希望顯現女性柔性力量，歡迎更

多婦女朋友參與，有興趣者請點 natwa.com。 

 
50金婚音樂會 

 In March 1988, under the inducement of 

former Vice President, Annette Lu, NATWA finally 

came to being in Los Angeles, with the former 

head of the Overseas Taiwanese Committee, Ms. 

Fumei Chang as its first president.  Immediately, 

the articles and bylaws were adopted.  Within the 

next three years, NATWA had its own newsletters, 

directory, calendar, logo, and the “Women Column 

Mail Box” in publication.  The N-CA (Northern 

California) became the first local Chapter. 

The chapters spread over all over the North 

America continent, including Canada.  Currently it 

also has 7 district board members and 25 small 

groups. 

Our S-CA Chapter had done a lot with helping 

several  Center’s annual events, such as Taiwan 

Heritage in May, Miss Taiwan Pageant in July, and 

fund raising dinner party in October, etc.  There 

are several previous presidents of our S-CA 

chapter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Taiwan Center. 

They have big goals and visions, especially 

toward Taiwan, the birthplace of all members.  The 

projects NATWA have achieved include the 921 

earthquake, adoption of young students, book 

donation project, Typhoon Morakot, the “Caring 

Angels” – a joint project with Kaohsiung Lishiang 

Ruth, the “Taiwan-America Tribute” – a joint 

convention with the wome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forming “NATWA Cultural Foundation”,  

Geneva trip to plead for Taiwan joining WHO, 

support  two “Sun Flower Student Movement” 

youth from Taiwan to participate the “FAPA 

Leadership Training”, donation for Tainan 

earthquake recovery, forming TFT (supporting 

teachers back to Taiwan countryside to teach), 

sponsoring “Friends of Lai Ho Foundation”, 

arranging groups for “Taiwan Cultural Tours”, etc.  

In addition, NATWA has had scholarship panel in 

place, encourage local chapter community 

services, formed “Team Taiwan” to join walk for 

the cure of breast cancer, participated “Care for 

Soldiers”, joined WTC as a permanent mediating 

member, donated for disasters from the 911, 

Katrina, 311 tsunami in Japan, and Harvey storm. 

It is my hope that NATW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key role in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第 30屆總會長黃美琇) 

 
頒發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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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人獅子會 
Taiwanese Lion Club 

   國際獅子會的

LIONS 代 表 是 自 由

(Liberty) 、 智 慧

(Intelligence)、國家安

全(Our Nation's Safety)

標榜自由民主的國際服

務團體。「美國台灣人

獅子會」主要是一群愛

台愛鄉的台僑組成，為

了發揚台灣精神，突顯

與台灣的關聯性，本會也是全球總會唯一以「台

灣」命名的獅子會，成為一大特色。 

1993 年 8 月，基於服務社區，回饋社會，

融入美國主流的構想，在邵坤旺等人熱情籌備

「台灣人獅子會」誕生。邵坤旺為創會會長、曾

輝光為秘書長，會員遍布洛杉磯縣和橙縣，並以

黃英明獅兄位於柔似蜜市高級飯店為家。 

 

由於歷代會長帶領理事和會員熱心公益，傑

出表現，本分會多次贏得獅子會世界總會的獎勵

及肯定。歷任會長：邵坤旺、黃三榮、陳振宗、

翁惠雄、呂春風、陳添壽、曾勝銘、林嘉仁、劉

美芳、詹杰璋、黃英銘、林聰敏、潘春輝、周志

鵬、洪天順、呂仲謙、余忠村、許春惠、沈珀

佳、宋瑞卿、王梅鳳、現任會長蔡幸珍。 

國際獅子會會員已遍佈 190多國家級，總部

設於美國支加哥。每年元旦玫瑰花車遊行，總會

長趁參加花車參展之際，於下榻黃英明獅兄飯

店，召開 4-L2 區會議的 Lions Float Inc. & 

District 4-L2  Prsen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Present Reception，本會隸屬 4-L2 辦理此一活

動，台灣人獅子會以扮演地主角色，協助國際活

動，為台灣發光。美國台灣人獅子會在台灣有一

個姊妹會--東豐獅子會，為促進國際交流，特請

王桂榮先生做媒，東豐獅子會羅永發獅兄和本會

陳正宗獅兄牽引，於 1996年結為姊妹會，22多

年來獅誼堅固，多次組團互訪。 

  本會除了響應總會所推展的活動，舉辦愛盲

日、學生視力檢查義診、回收新舊眼鏡、清寒眼

鏡補助、到小學國旗日。也自行主辦許多公益活

動，包括高中英語演講比賽、防制毒品、和青年

發展。本會也支持台語學校、台語卡拉 OK賽、

積極參與台美傳統週、主辦九九重陽敬老、感恩

節長期到 La Casa社區中心育幼院愛心送暖等活

動。尤其重視母語教育，主辦台語或客語童謠比

賽，在僑界獲得良好迴響，還有頒發獎學金。本

會對於海內外的天災救援一向慷慨解囊，常跑第

一，愛心不落人後。 

 
冬季送暖 LA-CASA-幼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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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每個月舉行會員例會及理事會各

二次，每年會長交接及幹部就任宴會是十

分隆重，年尾的獅兄獅嫂之夜會員聯誼聚

餐，經常康樂活動有旅遊、觀光、組團回

台作國際交流等。本會也常受邀至其它分

會互訪交流。 

  今年大家敬愛的元老創辦人曾輝光，

創作會歌，活動開會從不缺席，提攜後進

不遺餘力，因參加活動後不幸猝逝，本會

再度痛失樑柱，哀痛不已。 

 
本會是加州 4L2區模範會 

創會至今 25 年，回顧過去，獅友們如

同大家庭般手足相處。繼往開來，新任會

長蔡幸珍邀請大家疼惜台灣的愛心人士，

逗陣做善事，更歡迎年輕志士加入，歡迎

聯絡 tsaishinchen@me.com。 

 
新任會長蔡幸珍(右)接任 

 
2016年歡迎蔡總統訪美 

 
2018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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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台美商會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Los Angeles 

 
2018年年會 

「互助合作、服務人群」是洛杉磯台美商會

全體會員的共同信念，創會至今 37 年，創立的

宗旨是聯合台僑工商界互助合作，協力拓展生存

空間，融入主流社會，提升族裔社會地位，迴饋

台灣故鄉。由於時序遞嬗，商會茁壯成長，為鼓

勵台裔第二代投入，在 2000 年設立青商部，得

以延續傳承，世代攜手群策群力，造就本會欣欣

向榮的氣象。 

1980 年，眼見洛杉磯遍地商機，但力量分

散，慘澹經營，體認唯有「團結圖存，互助共

榮」，所以由企業人士王桂榮、丁紹昇、黃三

榮、徐麟泉、劉家宏、卓敏忠等人擘劃下正式成

立，並公推王桂榮為創會會長。 

草創時期蓽路籃縷，本會堅持人情

味濃厚的傳統，使得會員人數驟增，數

年之後就成為一個運作健全、聲譽日隆

的社團，於 1998年和南加州台灣旅館業

同業公會比鄰而居，購置固定辦公室，

聘請總幹事，至此會務穩健成長、規模

大立，也帶動鄰近地區自立新商會，像

是柑縣及聖地牙哥等地。 

本會也與其它全美各地台裔商會合作共組北

美台灣商會聯合會，北美如今有 39 個分會，並

與世界各大洲緊密組織成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曾擔任北美洲台灣商會名譽總會長的有王桂

榮、黃三榮、楊信、田詒鴻。令人驕傲的是本會

於 2014 年眾望所歸榮任第 19 屆世界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會長楊信。 

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依性質及功能可分別

為四：健全組織的發展、促進資訊交流、推展工

商服務、致力融入社會主流。 

商會常年的活動是多樣的，如：經濟、稅

務、投資、理財、醫藥保健、企業管理、保證消

 
回國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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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電腦常識、法律知識等專題講座，到外地

工商考察，以及球類比賽，會員聯誼，救助貧困

等各項單元活動，率皆有益世道人心，都是在實

踐本會的宗旨。定期發行刊物。 

商會對會員間的婚喪喜慶，人情往來，都不

疏忽。故「人情味濃厚」，可說是洛杉磯台美商

會的寫照。本會也與南加社區各僑團交誼，出錢

出力積極參與各僑團合作主辦或協辦活動。每年

配合總會回饋台灣故鄉，並支持政府推動友台方

案。 

目前本會會長是何巧玲，歡

迎各位加入商會大家庭。 

網址 https://www.taccla.org。 

會館辦公室地址是： 

1045 E. Valley Blvd., #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 

電話：626-288-6208， 

E-mail: info@taccla.org。 

▲ 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Los Angeles-Junior Chapter  

有鑑於第二代菁英出類拔萃，為凝聚大洛杉

磯台商第二代與第一代青年台商向心力，以傳承

優良台商傳統團結合作的精神、本會率先於

2000 年時任會長李木通力倡下成立青商部，簡

稱 TACCLA - JC 青商部隸屬洛杉磯台美商會旗

下組織。 青商部設有理事會選出會長及理事，

會長對外稱呼為「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會

長」。現任青商部會長黃昭竣，人材輩出，成為

商會中流抵柱，後繼有人。 

TACCLA – JC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s committed in helping young Taiwanese 

professionals and entrepreneurs through career 

enhancement, self-improveme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nd community events.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network, 

to exchange life and career experiences, to 

discover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and to 

deliver innovative ideas and solutions to 

challenges. Furthermore, TACCLA - JC 

promotes soci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expertise among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as sharing such information 

with the other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Visit our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tjccla 

青商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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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縣台美商會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Los Angeles OC 

 

柑縣台美商會於 1981 年成立，會員大多來

自服務業，包括會計師、律師等中小企業業者，

互相幫忙扶持。創會三大方向，包括促進會員聯

誼、推展台美文化、台美經濟交流，團結橙縣僑

胞力量，及提高柑縣台美商會在主流地位。 

柑縣台美商會目前作為橙縣七大台裔社團之

一，為橙縣僑界提供很多幫助，大部份活動因地

緣之便，常配合其它社團主辦各式活動，與其它

社團交誼深厚。  

 

除了建立新的會員制度，吸引新會員加入

外，更積極培養、幫助年輕第二代成立青商部。

希望能繼續傳承台美商會，發展青年商會，目前

青商部還在奮鬥擴大中，由於所需要資訊與第一

代不同，商會根據青商需要作出調整，除了提供

第一代經驗與資源，並由青商部主辦更多各類研

討會，期冀幫助第二代台美人創業經商踏上成功

之路。 

有鑑於不少科技公司或台灣企業準備進駐橙

縣，柑縣商會盼進一步與台灣政府、或企業有更

好的配合，提供資訊給會員善用，幫助台灣提升

能見度。新任會長張欣珠，歡迎柑縣企業人士踴

躍參與。請點擊加入 

www.facebook.com/www.tccoc.us/。 

 

  



 
2018 年年鑑 

- 151 - 

團體會員－專業公益 

台美律師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Lawyers Association 

成立於 1994年，一群

來自台灣的美國執業律師

在洛杉磯成立的台美律師

協會，使命在於提供會員

律師一個專業平台，並促

進僑民對美國法律知識、

司法系統及憲法所保障人

權的了解，為創會宗旨。

每年多次舉行法律講座，

服務僑社也和各大僑團配

合。律師協會也曾經組團

前往台灣和司法有關單位

法律見解交流。 

以落實服務僑界的最高目標，本會延續多年

的使命，依時勢需要常與其它團體合作，主辦多

場法律巡迴講座，講授最新法律各式資訊，服務

僑民；另外，長年在阿凱迪亞市主辦「法律

日」、亞太法律服務中心講座為社區居民解決疑

難雜症的免費諮詢，常常是座無虛席，受到熱烈

歡迎。我們也致力與主流社團交流，提升亞裔少

數民族的社會影響力，加深台裔專業社團在美的

能見度。 

本會深受口碑肯定的法律講座，多在僑教中

心、台灣會館、社區中心舉行，滿足大多數民眾

需求，為小規模的法律糾紛或淺層的移民入籍等

問題指引解決之道。 

講座是本會義務提供免費諮詢，所涵蓋的主

題，遍及移民法、家庭法、刑事法、著作法、商

業法以及遺產法等，並提升海外僑民認識美國法

律，以本會律師團體的專業性及多元性，為僑民

指點迷津。 

本會也常邀請台灣司法院院長參加年會演講

會，討論台灣的司法困境，引起廣大鄉親的關

切。組團考察返台拜見總統提供司法改革建議，

迴饋台灣。 

歷任會長包括州財務長江俊輝、黃茂清、洪

滿慧、蔡玟慧、張天鈞、林英郎、陳威宏、權昭

儀、周正烜、尤信硯、呂學銘、劉逸菁、謝佳筠

等等， 由於會員涵蓋老中青三代，服務層面遍

及各個領域。 

 
草創期會長洪滿惠、黃茂清 

本會老幹新枝，一直注重傳承，在第一代輔

導下，已漸漸交棒給第二代，非常歡迎新進律師

加入，現任會長陳啟耕電話 626-548-8138。 

  

 

2018僑教中心法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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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 

Taiwan Hotel & Monte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THMASC) 開

創始於 1974 年，主旨是結合同業力量踏入主

流，目標以提昇會員旅館品質及服務水平，以專

業社團服務為理念，為會員爭取最高權益。經過

歷屆會長與理事們的奉獻，平日熱心參與社區僑

團活動，出錢出力，成為僑界主力之一。 

創始於 1974 年，當年由王桂榮提議，一聲

號召成立同業公會，經過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共同

打拚，會員不斷創新轉型，形成軟實力，連主流

業者都刮目相看，加盟集團紛紛爭取。 

現任會長李德揚、副會長徐明豐、理事長王

政煌。本會的宗旨是為會員福謀利、結合同業力

量爭取應有權益，從創會至今，本著初衷服務及

活動內容，分為九大項如下:一、資訊: 提供買賣

市場、連鎖、促銷、管理、旅館用品等最新信

息。二、知識: 提供旅館有關創業、貸款、法

規、稅務、保險及經營的專業知識。三、專刊: 

定期發佈通訊、專人編輯，定期出刊。四、訓練

班: 定期舉辦專業訓練，邀請專家或主流解說經

營模式協助發展。五、座談會: 定期到各地座談

分享經驗，討論市場趨勢，及解決專業問題。

六、聯誼: 年會、聖誕晚會及高爾夫球賽，促進

會員間交流聯誼。七、顧問群: 本會有專業法

律、財務、及經營顧問群團隊為會員爭取權益。

八、網站: 與時俱進設立網站，提供平台會員交

流，加強聯繫開創商機。九、返台: 每年組團返

台參加大會，並與當地業者交流，互通商機。 

本會常將經營成功模式、帶領美國大型加盟

集團組團返台分享經驗，並為迴饋台灣，每年提

供海外實習生訪美實習。 

2004 年結合美加地區同業，創立北美洲台

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創會會長是本會前會長邱

垂煌擔任，另有汪俊宇任總會長。 

近年更是青出於藍，由理事第二代或學有專

精的後輩旅館接掌公會，呈現一股清新朝氣的現

象，歡迎加入本公會，網址www.thmasc.com。 

地址：1045 E. Valley Blvd., #A212 

San Gabriel, CA 9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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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洛杉磯旅館協會 

Greater Los Angeles Hotel/Motel Association 

 

大洛杉磯旅館協會在創會會長楊茂生帶領理

事於 1990 年創立，服務對象是中小型的旅館業

者為主，宗旨是以維護旅館業者共同利益，爭取

保障應有權利為主，並積極努力在不同的階段，

配合各個城市對旅館業者的問題與需求，尋求各

種方式和管道因應。 

1980-1990年代來自台灣移民或留學生大幅

增加，看準經營中小型旅館的投資門檻低，方便

管理，容易取得合法居留身份，而且商業不動產

增值潛力大，一時之間吸引許多人投資，當時

70間房間以下的中小型旅館最受青睞。 

然而，隨著各個城市法規各異，管理規範不

一，業者十分困擾。楊茂生偕志同道合之士挺身

自組大洛杉磯旅館協會，擔任首位會長，當時主

要會員超過 300多人。 

會員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面對各地開業的

法令規範不停更改，加上旅館經營汰舊換新，競

爭激烈，所以各項疑難雜症，協會都悉心傾聽，

常出手聯合其他族裔業者，向有關單位詢問陳

請，共同解決困難，爭取最大的權益。 

協會也會努力「未雨綢繆」主動觀察各個城

市有關的政府單位，是否對業者有任何不利的措

施即將實施，本會盡可能會事前反應，透過團體

的力量，找到共同因應之道。 

值得一提的兩件事，首先是本會於 2006

年，為阻止洛杉磯市議會通過「禁止旅館出租短

時間法案」，率先發起 200多位業者於台灣會館

成立聯合大會，聘請律師及遊說團，成功取消對

我業者不利的政策。2011 年，洛杉磯 500 多家

旅館業者收到法令，因為地方政府經費不足想找

舊旅館轉換成給老人居住的公寓式酒店，由於違

法，所以本會聯合印裔公會在公聽會大力反對，

收獲一定成效保障權益。 

本會計劃，除平日舉行聯誼及年會、固定舉

辦專題座談會及專業講習班、發行旅館通訊月刊

及通信名錄、延聘法律專家顧問協助解決經營或

仲裁勞資糾紛、建立員工資料徵信系統、分區設

立長期惡房客檔案資料、籌辦集體勞工保險。 

本會也積極參與公益事務，引領同業成為大

洛杉磯地區旅館業者交流的平台。新任會長由湯

梅英擔任，榮譽理事長楊茂生、理事長陳光旭、

第一副會長彭南林、副會長胡張燕燕、應持榮，

傅學榮、林玉樹及柯逸彬，歡迎新同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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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航太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Aeronautics and Space Association 

台美航太協會

成立於1993年9月

24日，是由一群在

美國重視航空太空

國防工業的台灣專

業科技人才所組

成，提供一個平

台，讓會員能有效

的對台灣做出貢

獻，尤其在加強台

灣與美國，國際間

的航太科技交流，有系統的整合各類門的台灣旅

美航太專業人士，共同為促進台灣航太科技的落

實生根於產業升級而努力，終極目標是為台灣建

立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工業國家。 

由於航太與國防科技具有高資本、高門檻、

長時間回收成本的特性，所以一向被視為龍頭工

業，台灣與美國存在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本會長

期來一直受到台灣國內政府科技部門的重視，而

航太國防科技更是台灣能夠抗拒中國併吞的主要

依據，並且期待台灣有朝一日轉型成為亞太航運

中心。 

本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舉辦促進台美之

間航太科技交流的活動 ，本會每年都會邀請台

灣國內領導科技或是航太工業的官員及學者來美

國參加交流並發表演講，例如前國科會主委郭南

宏博士、交大校長張俊彥博士、經建會主委陳博

志博士等等。 

常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或科

技組合辦一系列的科技研討會，多以最新科技資

訊為講座主題，曾邀請到加州所有奈米科技研究

中心代表，與台灣國內的政府與產業，共聚一堂

集思廣益，對台灣奈米產業，影響深遠。 

我 們 也 曾 於

1998 年以後組團

回台，藉由擔任資

訊與規劃桃園縣工

業發展的諮詢機

會，最後並大力促

成爾灣市與桃園市

締結姐妹市，成為

美事一椿。 

本會多次組團

回台進行技術與經

驗交流，並彙整資料，向總統及副總統、航太學

術研發及產業單位，就航太空與國防的產業科技

政策，呈上建言書，航太科技對國家安全及經濟

永續繁榮的重要性，絕不可忽視。 

航太協會是一個開放的社團，特別感謝吳式

欽、林麥齡、許清煌、蕭灌修、顏光泰、莊立

平、蔡清芬、陳炳忠、林宏容等多位會長及理事

長期支持本會，我們希望所有認同台灣的航太學

者專業人員，能夠加入我們陣容，共同攜手合作

回饋台灣，網址:www.taasa-web.org。 

 
舉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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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北美專業社會工作師協會 

Taiwa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合辦講座許作初會長(前排中)

有鑑於台灣移民遽增，本會理事及會員是在

美福利機構，從事輔導的台美社會工作師 ，全

部都擁有專業訓練、臨床經驗，堅守受服務者保

密隱私的倫理規範。希望能在專業經驗下協助或

提供諮詢移民有關社會福利資訊，或個人及家庭

等心理問題 ，涵蓋範圍包括個人協談、團體工

作、家庭治療、社區組織與發展、和社會政策與

行動。 

台灣會館在 2002 年，本著服務鄉親的宗

旨，開始贊助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昔日每個月第

四週週日下午舉辦座談研習會，研習題目包括認

識心理衛生、移民甘苦談因應之道、營建幸福婚

姻的要訣等，除專題闡釋外，也有應用小組評

論，鼓勵草根應用拓展至社區，以互動代替指

導、以分享激起共同分擔的互助團體。 

成立目的，是在輔導個人成長、強化家庭幸

福、協助融合主流社會，服務包括簡短諮詢、電

話諮詢、社區資源轉介服務、舉辦心理座談會，

也有安排在台灣會館或適當的地點舉辦專題研

習，主要希望能解決移民安居實際的困難。 

隨著台灣移民漸少，在許作初、洪珠美、吳

保羅的努力下，本會也匯合其它社團、其至走進

城市社區中心、或配合社區同鄉會、宗教組織等

機構合作，受邀講座或團體社工的服務，例如心

理成長講座、美國和加州社會福利機構資訊介

紹、協助家庭或團體諮商、培養社團志工的知識

和技巧等。 

本會曾於 2008 年召集社區人士出席台美人

安養計劃公聽會，研究為台美人建立安養社區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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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南加州分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SC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簡稱 NATEA) 自 1991 年

在北加州矽谷成立以來，

協助台灣政府與美國的科

學與商務合作、招商、技

術轉移與舉辦科技研討

會。近年由於台灣留學生

數量減少，台灣面臨科技

人才短缺的危機，台灣政

府因應方案包括送留學生

或短期在職科技人員出國

受訓，並招攬第一代與第

二代留美科技人才返台服務。NATEA 成為台美

科技交流的平台，在提供訓練與提供人才上，對

台灣多所幫助及提出建議。 

NATEA的歷史，追溯在1990年矽谷的台美

科技人與任教於加州的李遠哲博士，有鑑於沒有

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科技團體而組織成立。南加

分會是在 2001 年成立，並之後成為台灣館團體

會員，在歷任會長游銘泉、周實、林洪權、陳

煌、黃俊烱、陳文磨、羅澤照、林文政、及現任

會長吳爾融等人熱心拓展下，主辦許多科技研討

會。 

分會的目標為 1.提供一個科技組織，讓認同

台灣的台美人第 1-2 代的人參加。2.提供機會讓

不同領域的人互相交換意見，協會包括不同的領

域處理專業事宜。本分會也與美國科技主流交

流，台灣科技受重視，遂也擔任起包括提供技巧

訓練(Skill training)與安排科技人才仲介等演講。 

NATEA 對分會的展望，包括 1.以台灣為主

體，由北美幫助台灣科技發展，科學(Science)

與技術(Technology)需並重。2.要有國際觀，

NATEA 在各地推動各種科技會議並與其他科技

團隊合作。3.吸收年輕又有潛能的新血。4. 積極

扮演美國與台灣科技的橋樑。 

台灣的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在全球居第三或第四位，尤其是硬體方面，不過

由於大環境的改變，台灣 IT 產業需面臨轉變，

NATEA 南加分會因地利之便，也鼓勵台灣，以

現有的優勢創新，像是南加州科技發展著重的領

域，包括生物科技(Biotech)、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與軟體服務(Software & Services)，都

值得台灣參考，未來希望台灣能把 IT 當作國家

的重大建設，加上堅強的半導體實力，創造好的

商業環境加上台灣中、小型企業的快速反應力，

台灣有望在全球的 IOT領域獨領風騷。 

 

2011 辦 日本福島地震研討會 

 

2016年 11月 5日辦「台美先進科技論壇」，「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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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聖東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East San Gabriel Valley  

聖東台灣同

鄉會號召同鄉參

加的範圍是東聖

蓋博谷，成立宗

旨有五，聯繫友

誼、交換關懷鄉

情、支持台灣利

益、加強與地方

主流社會交流、

協助台灣或台美

人推展外交與文

化空間，同鄉會在歷任會長耕耘下，都以五宗旨

辦理活動。 

本會由創會會長劉富吉，創立於 1988 年，

歷任會長有李重信、陳廷聰、吳和甫、邱勝宗、

陳立夫、林文政、王德明、簡朝樹、林政毅、賴

東成、賴慧娜、周志鵬、 周清耀、蔡明法、鄭

錫堃、沈培志、李奇盈、戴智信和現任陳芃佑。 

多年來，洛杉磯聖東台灣同鄉會一直善盡一

個台裔社團的責任，絕對不在重要時刻缺席。 

從 2000 年以來，歷次的台灣大選，不論情勢如

何，歷屆的會長及理事總是懷抱著關懷故鄉及愛

台灣的心，自動自發動員組成回國助選團，全台

走透透。 

本會也積極在台美社區參與各項重要的介紹

和宣傳台灣的活動，協辦支援歷次的大洛杉磯台

美人傳統週。像是介紹台灣古坑咖啡，讓鄉親可

以有機會品嚐來自台灣原生種的高級咖啡。承辦

台灣會館盃卡拉 OK比賽，引出各路在地歌唱好

手互相競技。懷念台灣電影展，傳承介紹台灣文

化與生活。還有傳統週園遊會攤位，由劉玲華與

陳美智兩位聞名

會館的大廚，一

手包辦，每次推

出的菜色，都銷

售一空。 

洛杉磯聖東

台灣同鄉會曾舉

辦多場演講會，

邀請魚夫、吳國

棟、曹長青、林

佳龍、簡余晏、

趙天麟、周玉蔻、陳亭妃等立委和名嘴，讓鄉親

們獲得台灣時事的第一手消息，也更貼近鄉情。

不得不提的是 2005 年承辦李前總統來美參訪的

兩千人大型餐會及一整天持續的國會論壇，大家

竭盡心力使那次的整個活動，圓滿成功。 

本會也熱情參與本地主流活動，統合召集各

社團多次參加哈崗美國獨立日遊行， 並於 2003

年獲得總冠軍的榮耀，前已故會長沈培志製作的

大旗隊伍，功不可沒。 

 

另外，也會響應加州州政府宣傳政策，像是

節約能源展，發放免費燈炮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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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聖東台灣同鄉會有健全的工作

團隊，熱誠的服務精神，感謝也希望鄉親

們繼續支持與鼓勵。邀請認同台灣的同鄉

歡 迎 加 入 本 會 ， 點 擊 臉 書

www.facebook.com/洛杉磯聖東台灣同鄉

會-824427237593462/。 

(現任會長陳芃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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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TANLA)，是一群位於

洛杉磯西北部而得名，包括 405高速公路以西，

沿 101高速公路一直到萬縣(Ventura County)的

鄉親，因為思鄉故里的母親-台灣，從原本的幾

個家庭聚會，因為志同道合，決定共濟群力，為

台灣來作伙打拚而成立，如今許多是三代同堂出

席活動同樂，規模遽增，會員人數逾五百人。 

本會於 1989 年假聖谷福音教會中秋晚會成

立臨時理事會翌年同鄉會正式成立，選出理事 7

人及首任會長李豐明，2018年屆滿 28週年。經

歷屆會長陳漢民、陳達文、江鵬昆、蔡敏雄、翁

淑鐶、王梅鳳、許作初、張簡慶美、洪秀雄、陳

國昌、陳勢敦、周芳泉、許文仲、李勝明、楊右

民、林武彥、謝美珠、蔡美美、陳麗美、田惠娟

等及理事們，及現任會長王蕙芳的接棒努力經

營，倍受同鄉的肯定與支持。 

本會在 2013年申請 IRS-501(c)(3)成為非營

利機構資格。自創會以來，本會鄉親多次展現身

在異鄉，心繫故鄉，在故鄉遭遇過的幾次重大天

災時積極賑災募款，以桃芝風災、及 2009 年八

八水災(莫拉克颱風)， 2014 高雄氣爆，還有

2016 台南地震為最具代表性，發揮愛鄉護土，

人饑己饑的同胞情懷。2014 年積極捐款並參與

支援南加學生聲援 318學運示威活動而盡力。 

在美國又以 1994年 1月 17日北

嶺(Northridge)大地震，不少同鄉的

住宅受到嚴重的損壞。本會積極協助

同鄉爭取台灣政府撥款慰問金的補

助，盡一些力量幫助受災的同鄉得到

較公平的補助款。 

本會信守宗旨，服務鄉親，關懷

故鄉，活躍會務。現在每年舉辦三次

例常大型聯誼活動，計有春節年會、

端午野餐、中秋旅遊或座談會、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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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的生活漫談會、雙月的卡啦 OK之夜，以

及季節性旅遊，甚受同鄉喜愛。發行通訊錄年刊

跟每 4個月更新會訊。 

 

 
蔡總統僑宴代表 

 
新春聯歡晚會 

 

 
新春聯歡表演 

  本會也經常主辦或參與其它台美社團舉辦跟

故鄉有關大小活動，如由台灣會館主辦的每年五

月的傳統週、228 紀念會、小英總統就職茶會

等，也舉辦過台灣文物展把母親台灣介紹給美國

的普羅大眾，近年在熱心會員製作大型標語及組

織啦啦隊，特別為從台灣來的各類運動比賽隊伍

加油打氣。欲知本會的資訊與最新活動詳情，致

電 805-585-0674或 805-551-4825，歡迎洽臨本

會官方網站： www.tanla.org。 

 
冬遊登山 

 

 

 

 

 

 

 

 

  



 
2018 年年鑑 

- 161 - 

團體會員－同鄉會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TASA)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

創立，以促進南加州地區台灣人長輩之福利為宗

旨，並負起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將故鄉優良的

風俗習慣和文化精華，及敬老尊賢的傳統，傳承

給我們的下一代。長輩會理事團隊以無爭、無

求、愛台灣、愛榮譽來服務長輩鄉親， 並積極

參與主流社會及台美人社團之各項活動，以提高

本會被主流之認同、同鄉之信賴。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簡史  - 

1978  賴占鱉等數十名發起籌組「台灣老人

會」。 

1979  5 月成立「南加州台灣老人會」，會

員約 100名，第一任會長陳夢蘭。  

1980-1983  第二任會長蕭華詮，改名「南

加州台灣長輩會」，開始發行月刊。 

1984-1988  第三任會長賴高安賜，提議籌

建長輩會會館及老人公寓(現鶴園公寓) ， 聘請

王桂榮、許鴻原、卓敏忠、吳西面、丁昭昇、楊

嘉猷等多位社會賢達及三位律師共約二十人組成

顧問團來協助籌建事務。此時會員約 600 名。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915台美同步大遊行 

1986  在 El Monte 現址，購置 6 萬平方呎

土地。 

1987  長輩會會館、鶴園公寓 於 3月 17 日

破土動工興建，會員約 1000名。 

1988 長輩會辦公室移來長輩會會館(鶴園

內)，舉行盛大開幕典禮，鶴園公寓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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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與長輩會互助互惠，所以

給長輩會交誼廳及娛樂保健室

免費永久專用使用權。 

1993  由第七任會長蔡盧錫

金籌建療養院基金，開始辦營

養午餐。  

1995   第八任會長曾輝光

致力充實會刊內容，加強月例

會、慶生會活動。 

1998  第十任會長曾輝光申

請籌建「愛滿地成人日間照顧

中心」。 

2004  黄蔡瑞雲擔任會長，

和理事團結無間, 會務做得蒸蒸

日上。 

2007 年之後長輩會開始有

興訟問題，直至 2015年 8月告

一段落。 

2016-2018 長輩會在蔡漢

成會長帶領下重新步入正軌。 

今後希望鄉親們能誠心守

護南加州台美人長輩之家，期

盼第二代台美人繼往開來，守

護台美人現有成果，發揚敬老

傳統，造福老人。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活動: 

1) 每月發行通訊月刊，並舉行慶生月例會。 

2) 每週二會員聯誼日，有元極舞、排舞、社交

舞、卡拉 OK、乒乓球等。 

3) 不定期舉辦旅遊活動及健康講座等。 

4) 配合重要節日舉辦各項特別活動:  

a) 慶祝台灣新年及元宵節。 

b) 成年禮: 以 15-20歲青年為主，傳承台灣

民俗古禮儀式。 

c) 金婚銀婚紀念慶典:自 1990年代起每年主

辦已見證上百對牽手數十年的佳偶。 

d) 九九重陽舉辦敬老活動。 

 
e) 阿公阿媽紅白歌唱賽。 

會員申請以贊同本會宗旨，歡迎年滿五十歲

以上台灣籍加入本會，現任會長李美紅，電活: 

626-731-5371，會址 3711 Cogswell Rd., #116, 

El Monte, CA 91732。 

 

 
古式成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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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州蓬萊長青會 
Formosa Senior Association, Inc. 

美國南加州

蓬萊長青會從

1994 年創會，

本會會址在美

國前總統尼克

森夫人的誕生

地 Artesia 市，

至今 24 年，從

初期開始約 19

人的鄉親逐漸

擴展到 1000 人

的組織，感謝歷任會長、理事、顧問同心協力，

為爭取長輩們的福利，舉辦各種聯誼活動建立溝

通的管道，讓這個團體組織逐漸的茁壯。 

創會由何林壽美、何乃智、何三星及蔡慶生

等多位熱心人士籌備而成，1998 年本會活動辦

得有聲有色，後來繼任會長薪火相傳，會員暴增

千人以上，會務蒸蒸日上。感謝歷任會長廖聰

明、許鵬哲、王正純、黃武雄、梁家讚等及各屆

理事們，無私奉獻，全力以赴，使長青會更加穩

固到今天。 

 

長青會的章程宗旨是爭取長輩之權益與福

利、提倡敬老尊賢的優良傳統孝道、促進長輩的

聯誼與合作，

舉辦各種健康

生 活 的 座 談

會，以及娛樂

活動以促進鄉

親身心健康。 

本 會 固 定

活動系列，計

有每周元極舞

在喜瑞都市公

園帶領195街元

極舞團員鍛鍊身體，國際標準交際舞在 Cerritos

老人中心。每年四季為長者慶生舉辦壽星慶生

會，慶祝合影之外並刊登在年會紀念冊留念，以

及合唱團的練唱，會員在完善優美的環境享受銀

髮族的退休生活，還有舉辦物超所值的旅遊活

動。 

蓬萊長青會是會員們所構成的大家庭，家和

萬事興，多年以來承蒙會員的熱心支持與合作，

會務欣欣向榮，會員條件簡單，只要認同台灣及

本會宗旨都歡迎加入本會行列，目前每年定期繳

納會費約有 500多位，一切以會員的福祉為首。

未來將一本信念，擴大服務範圍，繼續謀求會員

福祉，歡迎附近區域僑民參加，地址：2340 S. 

St., Cerritos, CA  90703。(創會會長 何林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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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彰化同鄉會 
North American Chang Hua Association 

北 美 彰

化同鄉會在

前彰化縣長

黃石城不斷

鼓勵及催生

下，創會會

長楊信會同

創會理事於

2008年 7月

在 北 美 成

立，宗旨是立足北美、聯繫鄉親感情、關懷互

助、飲水思源、引領子弟尋根、傳承台灣文化、

回饋社區、反哺故鄉彰化和台灣。經過 8年的努

力，會員家庭人數持續增加，在大洛杉磯地區就

有 200多戶，活動經常可以看到三代同堂參加，

會員至今逾 600人。 

同鄉會靈魂人物是楊總會長伉儷，出錢出

力，任內三大重要建樹，奠定規模：1) 2009 年

以「送愛心回台灣」為主題，首先以北美彰化同

鄉會名義，開始定期認捐員林「螢光慈善會」，

作急難助困基金。2) 2010 年會開始每年以「重

陽敬老、四代同堂」為主題致贈會員敬老獎品或

獎金。3)本會著重傳承與回饋，2011 年會以

「彰化之光」為主題，宣佈設立北美彰化同鄉會

獎學金，之後 2012 年會以「關懷與回饋」為主

題，頒發第一屆「楊信獎學金」至今，楊信希望

藉設立獎學金嘉惠、鼓勵彰化子弟來美國留學深

造，獎學金每人高達一萬美元，盼獎金鼓勵在美

留學彰化子弟完成學業，未來回饋台灣。 

同鄉聯誼活動也很多，農曆年前後舉辦「認

親結緣好過年」歲末新春活動最有特色，每年選

台灣名產美食為主題聚餐，以饗會員思鄉之情，

大家吃得嘴開眼笑。每年於夏季舉行年會，除了

頒發獎學金

外，邀請台

灣文化表演

團體演出，

還有抽獎，

皆大歡喜。 

在歷任

會長楊信、

胡維剛、王

梅 鳳 、 陳

居，及創會理事吳東昇、李碧娥、洪茂澤、王景

聰、楊川汝等努力，同鄉會也積極參與、贊助台

美社區的各種文化、賑災捐款及慈善活動，包括

每 年 的 台 美 人 傳 統 週 及 園 遊 會 、

Team Taiwan、美國鷹社徵文漫畫創作比賽、

璀璨一百精彩共享演唱會、台灣之夜「眾聲讚台

灣」、彰化賴和文教基金會「鬥鬧熱走唱隊」

等。 

本會也常與主流團體互動，並積極培養傑出

第二代，2018 年交棒給青年才俊現任會長許維

鈞，歡迎認同本會宗旨的彰化鄉親加入，會費每

戶 25 元，常年會費每戶 10 元，歡迎點擊

www.facebook.com/NACHA-北美彰化同鄉會 -

630178320473394。 

 
創會會長楊信(左 2)監誓新任會長許維鈞(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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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縣台灣同鄉會 
Orange County Taiwanese Association

柑縣台灣同鄉

會(OCTA)服務定居

在南加州柑縣的鄉

親，以「人在柑

縣、心繫台灣、胸

懷美洲」為座右

銘，提供一個平台

服務鄉親、增進情

誼，維護台灣福

祉，與提升台美人

的地位及權益所組成的社團。本同鄉會成立於

1987年，逾滿 31年，是一群認同熱愛台灣及悍

衛台灣的鄉親組成，拓展至今，近 1000 位鄉親

參與。 

本會在歷任會長及理事耕耘下，發展年益精

進，創會會長廖光男開彊闢土，1992 年林俊雄

任會長，通過出版同鄉會通訊錄。1993 年李金

忠會長任內，定訂本會徽章後，2000 年之後陸

續在歷任會長王健椎、周錫和、鍾澄文、陳文

磨、王漢平、黃河芬、簡勉、葉昭伶等會長任

內，每月定期活動成形規模，會員驟增。 

每月固定活動計有第一個禮拜六作伙健行踏

青、第二個禮拜六卡拉ＯＫ、第三個禮拜六主辦

「金桔仔會」陪伴長輩談天說地，以及邀請專業

人士主講健康醫學、政治關懷與評論等不同議題

的講座。每禮拜四的愛頌 (I-SONG)排舞俱樂

部，跳舞健身，深受歡迎。 

本同鄉會還每年舉辦四大活動，中秋海邊烤

肉及賞月、年底聖誕舞會、新春元宵晚會、及六

月底的會員大會，與同鄉共享歡樂時光。另外，

也與其它柑縣僑團合辦感恩節紅白歌唱比賽，柑

縣的台灣傳統週慶祝活動等。若是台美僑團邀請

共襄盛舉的大型

活動，本會也依

符 合 宗 旨 的 活

動，配合傾力投

入。 

本同鄉會也

積極融入主流推

廣台灣，在每年

的九月下旬，參

與爾灣市主流最

大型活動「地球村」，根據統計約有兩萬人潮在

當天進出，也曾參加過美國國慶日遊行。或是在

柑縣附近縣市有台灣體育健將來南加比賽，本會

也組啦啦隊到場加油助陣。 

值得一提的是，曾參與桃園與爾灣姊妹市締

結盛事，其間也曾受到中國打壓，本會與其它僑

團前往爾灣市府抗議奏效，捍衛桃園姐妹市應有

權益。 

近年也為鼓勵海外第二代青年設立獎學金制

度。現任會長蔡月英，歡迎來自台灣柑縣鄉親加

入，關心故鄉新鮮事，探討人生真諦，品嘗台灣

阿嬤的菜香敘舊。電話葉昭伶 714-655-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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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the World  

 

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簡稱世台客聯)是一個

以海內外台灣客家人為主體的世界組織，成員分

佈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紐澳、

東南亞、巴西等地，宗旨是具體地為台灣的客家

族群服務、凝聚世界僑居地台灣客家人共識。 

世台客聯是在 1997年 7月成立於德州達拉

斯市 主要的任務有四，第一、發揚客家文化、

提振客家意識；第二、促進客家族群團結及合

作；第三、 促進台灣自由民主化，爭取客家及

少數族群權益及尊嚴。第四、增進台灣所有族群

的和諧團結，提高台灣國際地位。 

本會每兩年輪流在世界各地舉辦年會及客家

懇親大會，每次都會都有千人由世界各地前往參

加，除了懇親交流活動之外，並有專題討論 於

會中發表共同宣言，呼籲政府重視客家族群發展

及落實族群平等政策，提出促進方案及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會長輪流是全世界各地

選出，2004 年陳明真立委任會長之職卸任，交

棒給南加州出身南加州台灣客家會的徐新宏任總

會長(之後於 2010-2012 擔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董事長)，對該會建樹頗多。徐新宏任內因為有

鑑於之前世台客聯，辦過兩次全球性客大會，因

此在 2004 年初為爭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預算通

過，世台客聯結合台灣社團，在立法院前抗爭及

召開記者會，就是海內外客家鄉親聯手，爭取客

家權益的成功典範。在其任內強調建立傳承制

度，接收更多全球各地團體會員入會，並盼能朝

向加入聯合國 NGO 組織方向為目標，加強全球

台灣客家社團的聯繫與合作。 

之後，南加州台灣客家會前會長梁政吉於

2015-2017 年被選出成為另一位世台客聯總會

長，任內強調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的願景，世界

台灣客家人與台灣命運息息相關，海外鄉親政治

判斷絕不能傷害台灣，爭取更有利客家族群的權

益、搶救客家語言及文化、並讓全球客家人都以

身為客家人為榮、協助台灣政府制定有利於保存

個別族群語言文化的政策，使得文化資產不至於

在新時代的潮流中沒落。 

 
僑委員長吳新興頒獎卸任總會長梁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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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客家會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南加州台灣客家會成立的宗旨有四，第一、

團結台灣客家鄉親、第二、服務旅美南加州台灣

客家鄉親，協助解決問題。第三、集辦客家文化

活動，發揚客家文化，尤其是支持台灣第一，本

土優先。。 

本會是非營利機構，定期舉辦各項活動，譬

如過年聯歡、端午節烤肉 BBQ、中秋節、重陽

敬老節都會辦慶祝活動，尤其大家最愛聚餐聯

誼，各家媽媽使出渾身解數，做客家美食招待分

享鄉親，大家以母語客家話，聊天南北話家常。

本會早期也曾舉辦過客家盃高爾夫球友誼賽，以

球會友。 

創立於 1970年，由客家

精神領袖楊貴運發起，歷任

會長簡林美智、鍾金榮、何

啟垠、梁政吉、陳國雄、黃

櫻子、林蘭香、曾德鏡、傅

美齡等人及歷屆熱心理事大

力協助，會務蒸蒸日上。 

為了推廣客家文化，本

會常常舉辦客家歌曲表演、

客家文化研究講座，最令本

會驕傲的是，成立「南州台灣客家合唱團」，由

孫偉志教授指導，以推動客家文化主為主軸的合

唱團，每星期固定在阿凱迪亞保健中心練唱，並

應邀到各處表演，藉由音樂及歌曲推動客家文

化，讓大家經由歌曲欣賞，體會客家語言的優

美。 

平時也常鼓勵會員要關心及支持台灣客家參

與國際事務，所以本會對於促進客家鄉親團結及

合作支持國家，護守台灣自由民主、提高台灣人

國際觀，一向不遺餘力。 尤其在台灣民主發展

過程，或是賑災救援募款，會員們都是出錢出

力，非常投入。 

 
粽子節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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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那些處處打壓台灣

不友善的舉動，像是「反分裂

法」、千島湖事件等，都是動

員參加台美社團的示威行動。

本會十分關心台灣國內政經情

勢，30 多年來也會組助選團，

前住客家村落的桃竹苗屏等地

區，宣揚民主自由的可貴。 

本會屬於美洲台灣客家聯

合會 (THAA)會員，美加共有

22 個分會，第一屆總會長是由前國策顧問楊貴

運專任、另外吳維鈞也擔任過可惜英年早逝；還

有兩位是本會被選出的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的總

會長，分別是徐新宏，及甫卸任的 2015-2017

的梁政吉。徐新宏和鍾金榮等人曾擔任僑務委

員，都讓本會引以為榮。 

 
客家女性講座 

客家人的印象就是硬

頸精神，本會同鄉以復

興台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

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

命脈為職志，會員受邀

參加各地區的多元文化

節，只要秀出拿手的客

家美食像是麻糬、米

粉、艾草粿等，常被橫

掃一空，讓其它族裔友

人讚不絕口。 

目前服務的台灣客家同鄉，大多來自桃竹苗

高屏地區，會員逾 600人，透過本會的定期通訊

及活動，讓大家時時接觸客家鄉情。 

歡迎有意參加的朋友，聯絡會址在 288 E 

Huntington Dr., Monrovia, CA 91016。 

 
為棒球國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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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灣台灣同鄉會 
South Bay Taiwanese Shingwa  Society 

雖然我們當初有心組織報名成為大洛杉磯台

灣會館團體會員，但是南加州的南灣台灣同鄉會

可惜一直還沒辦成，未來還在努力延續籌辦中。

我們的基礎主要是源於南灣生活座談會，我們每

月舉行例會，現在進入第 408 次，已經存在 34

年，相當成為另類同鄉會的不同形式，目前為止

「南灣生活座談會」其實等同「南灣台灣同鄉

會」。 

我們是以洛杉磯西南方的托倫斯(Torrance)

為中心的鄰近同鄉組成，主旨是「訓練台語演

講，開會及領導能力」，連絡鄉親；宣揚台灣文

化、加強對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認同，致力於聯絡

台美人感情，照顧附近區域留學生，與其它各地

同鄉會努力的目標一樣。  

在熱心同鄉陳惠亭、蘇奐豪、李賢群、許清

煌、王有啟、王洪正、鄭良光等人的推動，並有

林梓煌、林篤信、林麥鈴、江昭財、林正德、蕭

清宏等人加入。本會一直是咱附近地區台美人的

重要社團。所以，本會也積極配合參加南加州的

社團活動及文化節慶。例如:美西夏令會、紀念

228或台美傳統週等。 

 創會會長是已故黃森元，歷任會長有劉天

良，蔡銘祿（己故），陳立宗，吳爾融，許清

煌，陳惠亭，李賢群，林梓煌、林篤信等，現任

會長是林麥鈴。我們每月有例會，直至今年 10

月已經辦 34 年，今年我們改在第三個禮拜四晚

上 7點集會，感謝南灣基督長老教會提供免費交

誼廳的場地給我們使用。  

每個月的例會在扶丁及洪雅的精心規劃下，

每場內容都非常充實，例會設有主席，包括即席

問答，訓練隨時有起立做答能力與、寶貴生活經

驗交換、會務報告等，講員演講內容含蓋廣泛，

有保健、文化、藝術、政治、宗教、金融經濟分

析等主題，大多邀請同鄉以專業職場領域互相交

流，現在出席同鄉大約 40 人左右。每年十二月

份舉行忘年會，聯誼共享美食、才藝表演、話家

常。 

 
講座大家認真聽講 

 未來使命

是拓展台美人

在本地區的根

基，推動與台

灣及台美人相

關的事宜。雖

然面對當前會

員老化問題，

但仍有會員許

永忠參加 75

歲組世界常青

名人田徑錦標

賽，在西班牙榮獲三面金牌一面銀牌，擊敗德、

英代表，老當益壯！會員蘇奐豪更以自己博物館

專業能力，到歐洲、東南亞各博物館舉辦「台灣

之美」的藝術國民外交，是南灣之光。本會也亟

需新血年輕第二代加入，歡迎認同台灣的同鄉來

結緣。聯絡電話 310-619-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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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大專聯合校友會 
Collegiat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wan-CAAT  

  南加州台

灣大專聯合校

友 會 宗 旨 是

「服務校友、

融入主流、關

心台灣、回饋

故鄉」，校友

前輩們遵循理

念與努力的目

標至今。本會於 1993 年創會，當時旅居南加州

台灣校友有鑑於「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不能全

然代表來自以台灣優先意識的知識份子，於是另

創美國南加州台灣大專聯合校友會，成立之始，

受到各方熱烈響應，會員逾 500多人。 

本會平日心熱心公益、服務僑社，關心故

鄉，贊助或協辦許多活動。經過歷屆會長、理事

全力參與投入，其間任勞任怨、出錢出力，默默

耕耘，至今 25 歲，感恩過去幾年來舉辦和參與

的每一項活動，都能功德圓滿。本會與南加州台

灣師範院校校友聯合會，互相支援，屢屢合辦活

動，隆誼深厚。 

本會每年主要活動有：承辦台灣盃卡拉 OK

唱歌比賽，是台美人文化傳統週活動系列活動之

一。由前會長周清耀伉儷主導，參賽選手競爭激

烈，水準南加屬一屬二。春秋兩季節舉行旅遊踏

青。歲末社區感恩節寒冬送暖愛心捐募給食物銀

行(Food Bank)。每年萬聖節或聖誕節舉辦年終

聯歡晚會。舉辦各項專題講座，包括醫療、金融

經濟、易經等生活資訊。舉辦「徵文漫畫創作比

賽」，鼓勵台灣學生子弟文藝創作。主辦或協辦

來自台灣國寶級文化表演團體在洛城公演，像是

台灣歌仔戲、布袋戲、舞踏、弦樂團等。 

配合台灣

會館發動多次

賑災捐款，不

論是台灣的颱

風、氣爆、地

震等造成重大

傷亡災害，或

是美國的颶風

天 災 或 像 是

911 人禍重大事件、日本福島震災等，都會率先

響應發動捐款、捐血，並以關懷或追思音樂會悼

念亡者。 

對僑居國內的各類動態我們也十分重視，每

次愛國愛鄉行動總是一馬當先，面對中共文攻武

嚇飛彈試射、江澤民訪美示威、反分裂法、反服

貿，都會號召會員站出來，與其它台美人社團結

合，向主流表達民主人權的訴求，為台灣發聲。

本會幹部也會參加後援會回台助選團，環台參選

造勢大會，關心台灣民主發展。 

歡迎認同本會宗旨畢業台灣大專院校的校

友，參考網站與我們聯絡，網址 

www.caatw.org 或聯絡 626-264-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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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師範院校校友聯合會 

Joint Teachers College and Normal Universities of  

Taiwan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

師範院校校友聯

合 會 ( 簡 稱

JTTAA) 的 會

員，是來自旅美

曾在台灣 12 所

師範大學各師範

院校畢業、大學

各科系畢業但在

台灣學校任職教師、現正在南加州從事授業解惑

的老師、行政教育人員、退休或正在深造教育工

作專業者等。 

成立於 1990 年，創會會長葉敏芬與一群志

同道合仍關心、熱愛教育的校友，創立本會，希

望能在南加州發揮所長，經過歷任葉敏芬、梁修

彥、洪桂林、曾德鏡、徐惠、黃文香、陳惠麗、

黃紀美、謝秀緞、方碧霞、周清耀、方素敏及現

任會長黃令先及副會長們和理監事們的不遺餘

力，希望能在海外繼續拓展台灣優秀文化生根成

長，培養海外第二代認同關心台灣，並透過藝術

創作，向社區介紹台美人的文化背景，讓主流有

機會認識台灣，增進台美人與其它族裔的互動與

溝通。 

28 年以來，最主要的大型活動

是每年慶祝教師節晚會，大多訂於每

年教師節前後舉行《敬師之夜》，同

時頒發「傑出教育貢獻獎」，表揚教

師在南加州音樂、藝術、人文及科學

等領域的教育界，繼續執教或推廣台

灣文化、熱心服務社團者。 

另外主要的活動依著季節非常多

變豐富，例如 2月新春聯誼會、3月

春季郊遊、4 月

2012 年開始舉

辦「英文寫作徵

文比賽」、5 月

配合傳統週主辦

台灣盃卡拉 OK

歌唱觀摩賽、5

月以前還有洛杉

磯小天使兒童歌

唱嘉年華、6 月台美人藝術家鄉情藝術展集結近

20位藝術家展出精心創作、7月專題講座、響應

海華音樂季、還有南加州兒童才藝比賽、歡迎各

大師範院校校長訪洛城的校友餐會、9 月主辦

「敬師之夜」，不定期秋季舉辦戶外郊遊，參訪

各地文化歷史景點，並有「南加師訊」分寄旅美

校友。 

平日與其它台美僑團緊密相連，響應台灣會

館主持的賑災捐款、支持台灣正名及台灣重返聯

合國活動、參與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的成立、還有

和其它社團合辦過兒童青少年畫圖比賽、兒童青

少年音樂發表會等。 

欣見會長黃令先接棒，順利傳承至第二代，

歡迎教育界鄉親加入本會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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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南一中台南女中校友會 

AATFHSSCA 

南加州台

南一中與台南

女中校友會，

在 2006 年由

原來的各別台

南一中校友會

會員與台南女

中校友會會員

合併成立，活

躍於南加州校

區。校友會主旨是回饋母校故鄉，培養校友感

情，提供校友服務，和參與社區活動，在 2018

年更加了榮耀 (Pride and Honor)作為校友最終目

標。校友每年募得獎學金，頒發給母校應屆畢業

學弟學妹，幫助及鼓勵他們順利地踏出人生重要

的一步。 

時間追溯到 1987 年，南一中校長蘇惠鏗來

到洛杉磯與校友相聚，受校長的鼓勵，啟動校友

會成立的契機, 首任會長陳哲夫、接任的有吳馮

植、邱伯安、魏昭博、黃茂清、蔡長宗、陳薰

洋、黃武雄、葉忠祐、王俊卿、鄭英義、謝汝

豪、張勝雄、王克雄、黄季一、湯瑞琦等等。 

同樣地，早在台南第二高女在Akiko學姨(第

17屆)的主導下，每年都在餐館聚會，直至 1998 

年 4月，一群熱心的校友於現今的洛僑中心舉行

台南女中南加州校友會大會，並邀請第二高女的

前輩來參加，盛況空前。 台南一中台南女中校

友會成立後的歷年會長翁淑鐶、聶贔、黃美琇、

陳俊明、蔡幸珍、郭健民、彭菊芬、 沈柏文、

謝婉香、黃昭碩等，特別感謝理事們出錢出力。 

 校友會的功用有兩項，服務校友、社會公

益。 

首先每年

固定活動，最

受歡迎的就是

旅遊，遊玩國

家公園，或是

歷 史 名 人 殿

堂，欣賞美景

奇觀。還有專

業講座又以保

健養生資訊最

熱門，以及就業資訊、移民資訊、娛樂、鼓勵下

一代互相認識等。 

社會公益是為母校提供獎學金，參加會館的

賑災募款，還有 2016 年台南市永康區大地震，

積極募款救助故鄉。 

校友會每年年會是一年一度的盛會，有著精

彩的歌舞表演，我們一起高唱台南女中與台南一

中的校歌，大家猶如回到時光隧道，回到無憂的

高中時代。年會也出版年刊，是校友與家屬自己

發表的文章，大家奇文共欣賞。  

現任會長趙士輝，現有會員 600多人。歡迎

所有的校友歸隊，大家一起回饋母校與參加活

動。電子郵址 Tainanhighschool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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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女中校友會美國加州分會 

Evergreen Girls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英國長老教會為了打破當時封建社會對台灣

婦女歧視及不合理的束縛，所以在 1887年 2月

14 日在台南創立長榮女中，今年邁入第 131

年，不但將當時女子纏足陋習解放，更將台灣女

性帶進新世界，期間歷經滿清時代、日治時代、

戒嚴時代、民主時代，校友本著母校辛勤培育的

苦心，秉持「信、望、愛」神聖校訓的優良傳

統，行公義將愛擴散到社會與國家，在台南人傳

說著「長榮女中服務社會的精神，是台灣人最好

的財富」。 

南加州長榮女中校友會的加州分會，1980

年，受各方鼓勵，在傑出校友賴高安賜與其它南

加州校友共同成立，當時她已高齡 73 歲，接下

來交棒給第一任會長潘林雅卿、繼任會長有邱涂

士貞、蕭林品、蔡盧錫金、葉張雅雲、朱蔡秋梅

等會長和理事熱心服務，漸具規模，活躍於南加

社團。 

本會前會長賴高安賜是位高瞻遠矚的領袖人

物，當時她在擔任長輩會會長任內，振臂高呼發

動蓋建台灣會館，於 1998 年千辛萬苦建起鶴園

公寓，之後又為響應台灣會館建館，本校友會在

賴高安賜伉儷、蔡盧錫金伉儷、林雅卿、劉金花

等人熱誠募款籌建，是台灣會館成立之初，百萬

基金會募款最高金額 43 萬美元的創辦社團之

一，最後更募得一台鋼琴、一台冰箱，供會館活

動使用。 

另外，會長蔡盧錫金在擔任長輩會第七任會

長時，向僑委會爭取支持籌建日間康復中心，於

1998 年參與建立愛滿地日間康復中心，為老人

提供日常照護，校友都以無私的奉獻，引以為

榮。 

 

隨著移民來美，當年校友不間斷的回饋母

校，並且每年至少舉辦年會一次及旅遊一次 ，

校友隨著年紀高壽，尤其是賴高安賜、 吳李玉

梅校友都是百歲人瑞安息主懷，大家對摯友無限

懷念；2017 年在會館盛大舉辦建校 130 週年慶

祝, 有 130多位校友參與。 

現在校友分散各地，約有近 200名，許多高

齡老校友，若是患病，校友也互相前往慰問，聯

絡電話 323-728-5299。如今能眼見台灣會館創

立二十週年轉大人，校友們莫大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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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加州嘉中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ayi High School- SC 

 

旨在服務海內外校友，獎掖台美後進，提昇

台灣在國際上正面形象，冀台灣與世界各國平起

平坐，和平共創人類文化，南加州嘉中校友會在

1999年 9月 25日南加州蒙特利公園召開成立大

會。與會者選出沈建成為首任會長、陳國弘

(1961 年畢業)為副會長，以及理事 13 人，通過

組織章程。南加州嘉中校友會為非政治性、非宗

教性、非營利性的團體，以促進校友聯誼、互助

為目的，並關心及支援在台灣故鄉母校的工作。

成立以來，歷屆會長為：創會會長沈建成、陳國

弘、賴東成，何乃智，賴寅雄，林文政，許昭雄

(去世，2018)，劉崇宏，黃而明，吳榮賢，沈毓

賢。 

在歷任會長及理事們熱心推展會務及校友熱

烈反應下，目前已有會員近百人。2002 年，理

事會決定加入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為永久會員。校

友會每年除了舉辦盛大的年會之外，並與嘉女校

友會合辦郊遊、野餐活動，也響應台美人社區為

台灣九二一地震、及桃芝颱風募款，定期出版通

訊及年刊「旭陵」，接待母校何經經校長訪美，

舉辦聖地牙哥、聖塔莫妮卡蓋提博物館旅遊，接

待前行政院院長蕭萬長校友以及主辦趙弘雅校友

的演講會、約書亞國家公園，聖塔巴巴拉大學聽

黃春明演講。 

 

2014年 4月 12日南加州嘉中校友會，組團

回台灣，慶祝母校 90 周年校慶，贈送兩株樟

樹，立思恩樹碑。經由校友會推薦為傑出校友有

沈建城，張希典，林文政，沈毓賢。 

為擴展台灣優秀青年國際視野，增進台美學

生交流，2008 年開始，嘉中校友會每兩年承辦

一次「台灣青年領袖培訓」計劃，2018年是第 5

次，與台北市的嘉中校友會合辦，並得到北美洲

各地校友的贊助。台北市嘉中校友會負責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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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評審，口試及負責來回機票。依該計劃 4 名

優勝同學，獲頒全額獎學金來美西遊學兩週。南

加州嘉中校友會安排四位母校優秀的在校生，來

加州住在當地 host  families，瞭解一般美國家庭

的生活。依照當年主題安排參觀行程，包括學校

UCLA, Cal Tech, 科技 NASA-JPL, 藝術 Getty 

Museum, 航太博物館、和當地大學、中學生對

話和拜會美國國會議員，並看大聯盟棒球，體會

多元的美國文化等。年學員也去 San Diego 和北

加州矽谷高科技告訴參觀。 

本計劃美國經費由嘉中校友贊助，除南加

外，也獲得全美各地該校友的支持。 ITS、台美

公民協會洛杉等單位支援。 

嘉中校友會每年贊助台美公民協會(TACL)台

美人社區高中學生獎學金。對台灣重大災難也伸

手援助，也關心在美國的校友尤其是年老者。校

友會辦活動時例如新春聯歡會常與嘉女校友共襄

盛舉。 

 

歡迎各地校友加入校友會，校友會通訊處: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ayi High School- SC, P. 

O. Box 1055, Rosemead, CA 91770, tel 213-422-

1753, e-mail wen1945@gmail.com 

 

台中一中校友會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C 

台中一中已有逾百年校史，話說 2003年 10

月有 50 餘位的台中一中的校友相聚在台灣會

館，在召集人林本晃主持下，校友閒話家常，緬

懷少年時代趣聞軼事，遂在當下決議成立校友

會，林本晃為創會會長，黃為全副會長、財務李

孔昭、秘書李成奎等。 

本會創立當天邀請 1953 年畢業的吳澧培演

講時提起台中一中立校歷史，是由日據時代台灣

中部知名士紳林獻堂、辜顯榮、蔡蓮舫等人創

立，當年所有的中學名稱一中，都是日本人讀

的，二中才是台灣人民讀的，但只有台中一中，

因為早先就在台中有專門給日本人的學校，因為

先前存在，所以台灣人就能讀台中一中，吳澧培

的父親就是畢業台中一中的學生，後來日本人有

意將一中改為二中，但遭到當時一中的台灣學生

群體罷課抗議，終於保住一中之名，也成為日治

時代，唯一台灣人僅有讀一中的機會，開明風氣

一直維持至今。 

所以，台中一中算是開民主風氣之先，很多

台中一中的學生敢言人不敢言，出了很多民主先

賢。中一中也培育相當多政治人物，包括謝聰

敏、李敖、謝東閔、毛治國、吳澧培、吳釗燮、

邱太三、吳敦義、趙少康等。 

本會成立宗旨，也是盼能凝集南加州中一中

的校友情感，擴大校友會間的服務，承繼創校精

神，雖然大部分校友已屆退休之齡，但大家仍以

中一中為榮，雖然校友會不是政治團體，但校友

應不忘發揮立校精神，平日都應保持積極關愛台

灣的心。歡迎志同道合的中一中校友歸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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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學校南加州校友會 

Lee Teng-Hui Institute-SC 

 

李登輝學校是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所創

辦，是在台灣 2000 年首次政權和平轉移後，李

前總統登輝為了讓台灣持續民主化，並朝建構主

體性的方向邁進，加強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提

高人民自主性，為此與群策會並與李登輝之友會

共同設立創設，希望大家透過學習，群策群力，

喚起人民自覺，共同為台灣前途打拼。 

邀集學有專長的學者、專家，就國人關心及

攸關台灣前途的各種政治、外交、經濟、國防等

議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尋求對台灣有利的

戰略、方向及政策目標。 

教育目標計有 1) 實踐民主化、本土化及確

立台灣國家認同：就國人關心的

議題進行研究、推動重要政策及

法案。2) 培植人才，參與各項改

革工程，形塑「台灣價值」：舉

辦各種型式的活動，宣達理念、

凝聚社會共識。3) 宣揚民主法治

精神：出版各種書籍、手冊、光

碟。 

李登輝學校在 2003 年 2 月

13 日成立 92 年度核心教材編撰

小組，並於 2003 年 5 月 17 日到 2003 年 8 月

23 日首次開辦「國政研究班」第一期。2004 年

針對海外，開始設立「海外台灣人國是研討

班」、「海外青年菁英班」，2010 年開辦「領

導人才班」進階課程，2011 年開辦「新時代青

年班」，我們也會通知校友，常組團返台上課充

電。 

李登輝學校南加州校友會平日會與其它社團

合作進行反民主示威，像是「反分裂法」、聲援

阿扁、南加州僑界支持太陽花學運等社會運動。

並會組團返台助選，也會支持李登輝前總統創立

的台聯黨立委或公職人員訪美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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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基金會 
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  

台美基金會(TAF)是王桂榮及夫人王賽美效

法諾貝爾獎，於 1982 年捐獻一百萬美元創設，

本著「回饋鄉土、獎掖人才、關愛台灣、肯定成

就」的精神，設立「人才成就獎」，旨在兩年一

度提名表揚鼓勵不同領域擁有卓越貢獻、關懷台

灣並致力於提升台灣國際地位的傑出人才。 

 

自 1983 年，昔日每兩年 11 月頒發「人才

成就獎」，簡稱「台美獎」（TAF Award），以

獎勵台灣各界傑出人士。當年設立三大領域的人

才成就獎，計有「科技工程獎」、「人文科學

獎」、「社會服務及社會科學獎」；後來設立

「特別榮譽獎」，及提掖後進，又設立「科技研

究生獎」和「國際青年社區服務領導獎」。表揚

台灣人才成就，不僅肯定其專業領域的傑出貢

獻，更讓國際間共同見證台灣人才的優秀表現。 

歷屆獎勵高達逾百位優秀台灣人才，從第五

屆設立「特別榮譽獎」最高榮譽，曾頒發給推動

台灣民主不遺餘力的前總統李登輝、以化學動態

研究為科學領域寫新頁的李遠哲教授、民主改革

重大奉獻彭明敏、 及奉獻台灣特別獎魏克思

等。每位得獎者皆具備不畏艱難、致力貢獻、服

務大眾的精神。 

 

原本每年一次每人獲得一萬美元獎金，後來

在1989年之後改為每兩年一次頒獎，於1993年

又改為每位得主由一萬增為兩萬元美金。 

評審方法當初是由外界學者及專家成立評審

委員會負責初審及複審兩個階段。後來第四年開

始，就交由獨立社團負責。 

創辦人王桂榮在 2012 年 2 月 11 日辭世，

已經不再辦理人才成就獎，但改為頒發獎學金，

期盼年輕學子世代傳承優秀的精神，培養更多台

灣傑出人士，為台灣人才命脈努力，將台灣推向

國際舞台。 

歡迎點擊本會網頁:www.tafaw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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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Taiwanese Unites Fund (TUF) 

 

Taiwanese Unites Fund (TUF) is an arts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that promote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heritages. Established in 1986, the foundation’s 

mission i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other American cultural communities, 

hoping to enrich and expand our cultural 

experiences.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簡稱 TUF)成立於 1986年。

旨在促進台灣、台美人及美國團體之間的文化交

流。 自創辦以來，TUF 致力於提倡台灣文化傳

承，持續協助或贊助許多組織或個人所籌辦有關

台灣文化及教育活動。TUF 經常性舉辦的重要

藝文活動包括：世界音樂會首演、藝術、美術

展、文化之夜、名家演奏系列、沙龍系列以及其

他 TUF 贊助或協辦的藝文活動等。今後，TUF

將加強與其他社團組織彼此間的互動，推廣台美

優秀人才與作品，繼續宣揚優質美麗的台灣文

化。  

TUF Mission Statement 我們的宗旨 

TUF is established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推廣台灣文化提昇對台灣文化與傳承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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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foster passion and pride in Taiwanese 

Americans for their Taiwanese cultural 

heritage.  

培養台美人對台灣文化傳承的熱情與自豪 

＊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would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藉由活動交流來瞭解與欣賞台灣文化之美 

TUF Past Presidents 

Rick Hsu  徐利亨 (2015.7 - 2017.6)     

Felix Wang  王偉文 (2013.7 - 2015.6) 

Josephine Pan 潘掬慧 (2011.7 - 2013.6) 

Simon Cheng  鄭良光 (2009.7 - 2011.6) 

Yung Kao  高永成 (2007.7 - 2009.6)  

Ted Cheng  鄭俊民 (2005.7 - 2007.6)  

Y.Y. Lin   林永源 (2003.7 - 2005.6)  

Tsuann Kuo 郭慈安 (2001.7 - 2003.6)  

Cliff Yang  楊子清 (1999 - 2001) 

Bonnie Yang 陳佳芬 (1997 - 1999) 

Huey Lin  賴英慧 (1995 - 1997)  

Cliff Yang楊子清 (1993 - 1994)  

Li-Pei Wu吳澧培 (1991 - 1992)  

Jer-Shung Lin  林哲雄 (1988 - 1990) 

Symeon Woo 吳西面 (1986 – 1987) 

2018 Board of Directors 

President: Grace Lieu陳惠麗 

Wei Wei Chang、Julie Chao、Simon Cheng、

Nikki DePaola、Rick Hsu、Joseph Chi、Yung 

Kao、 Femg Hsiu Lee、 Nami Lee、Grace 

Lieu、Catherine Lin、Gene Lin、YY Lin、Jerry 

Liu、Josephine Pan、Huan Su、Penn Tseng、

Felix Wang、Amy Wu、Ginny Wu、Raymond 

Yu、Rex Yu、TAP- LA 

Office Manager: Stephanie Liao 

TUF is a 501 (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ax ID#33-0317955. 

A Contributions are tax-deductible as 

allowed by law. 

3001 Walnut Grove Ave. Suite 7 

  Rosemead, CA 91770 

(626) 569-0692, WWW.TUF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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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六桂宗親文教基金會 
Lio Kui Foundation U.S.A 

 
美國六桂宗親文教基金會以「六桂傳芳、四

海聯心、弘揚祖德、創新世紀」為創立宗旨，於

1992 年創立於南加州，六桂宗親基金會向來團

結，熱心參與活動，並積極配合台灣會館主辦的

台美傳統週成為系列活動之一，以音樂會「台灣

歌謠經典系列展音樂會」表演慶祝至今，成為本

會最主要知名的活動。 

「台灣歌謠經典系列展音樂會」每年都有主

題，會邀請與六桂宗親或相關連的友好社團，像

是鋼琴或小提琴獨奏、弦樂三重奏、歌劇、舞

蹈、合唱團等，常集合多位知名台美音樂家同台

演出，吸引數百位來自洛杉磯、西北區、柑(橙)

縣的台美鄉親與愛樂人士，前來聆聽。其中會長

洪家棟本身就是吉他演奏及國標舞高手，音樂會

也呈現活潑浪漫多媒體結合的表現。 

 

1992 年，當時台灣總會理事長監察委員洪

俊德訪問美國，極力鼓勵「六桂聯芳」的六姓兄

弟分別洪、江、汪、翁、龔、方六個姓氏，在南

加州的子弟成立宗親會。經過洪茂澤、翁炯仁、

洪政吉、洪健地、江志成、洪肇奎、翁芬芬、江

萬里、洪桂林、江榮和等宗親熱烈響應，遂成立

美國地區第一個六桂宗親組織，陸續創會會員多

位擔任會長奠定基礎。 

所謂六桂的姓氐源由，是在南唐五代十國兵

慌馬亂，改朝換代，一位福建翁乾度者在閩國當

官，生有六子，為怕被併吞滅門，選擇將六子改

名換姓，故稱為「六桂聯芳」。六桂宗親會的後

代移民因為土親人親的六氏同源，在 1982 年代

世界各地建立六桂宗親會，形成特有的宗親文

化，至今遍佈全球。 

本會在 2000 年更有此榮幸主辦「第六屆世

界六桂懇親大會」，邀請全球六桂子弟在洛杉磯

認親結緣。回顧祖先飽受戰亂流離失所之苦，所

以本會特別重視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同時，

主辦「台灣歌謠經典系列展音樂會」的文化活

動，行之有年。本會也固定每年主辦祭祖年會、

卡拉 OK舞會，以及郊遊。歡迎六姓的同鄉有興

趣加入本會，聯絡會長洪家棟 626-552-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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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和文教基金會  
JHB Foundation 

 
基金會創辦人徐新宏董事長 

佳和文教基金會創立於 2010 年，由佳合科

技企業董事長徐新宏設立基金會，他曾擔任大洛

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長期重視探討台灣科技產

業、台灣環保問題，及環保產業的趨勢。基金會

主要目的在於推動綠色環保，以教育研究的方式

推展綠色能源、綠色農業，以及其他綠色產業，

大家生活的環境減少受污染的威脅，創造永續經

營的生活品質環境。 

基金會是以嘉惠農人為目的，因為創辦者出

身世代務農的農家，深知農民辛勞，報酬又是極

微薄的農事與體力勞動，為感念農人，當年考入

中興大學農化系後來美讀博士創業，發願為農民

找到事半功倍以及增加所得的辦法或技術。 

基金會為達到建造綠色地球的目的，所以投

注心力在五大目標。 

第一、找尋綠能產業，綠色能源、綠色農

業。 

第二、宣導環保意識，保育地球生態，以減

少能源消耗及環境汙染。 

第三、推展綠色生活方式，以不浪費，物品

再用、支持環保產品等。   

第四、推動注重提高農產品食用安全性。 

基金會也多次有機會在研討講座建言台灣政

府推動綠色農業行動方案，在國際以建立環保農

技生產樹立優質的形象，顧及使用者及消費者的

健康及安全，並著重減少污染的問題。 

 

基金會做為一個平台，在美國協助生質能源

的研發，也試圖找尋環保局、台灣農技知名學府

佼佼者中興大學、綠色農技研究團體共同參與，

試著透過產、官、學三方的聯手合作，在台美兩

地，未來希望能繼續為台灣找尋一條綠色農技產

業的通道，共同愛護打造綠色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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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瑛文教基金會 

Taiwan Hakka-Elite Foundation 

慶瑛文教基金會，本會創立於 2003 年，是

會館前董事長徐新宏為紀念已逝夫人張慶瑛女

士，在美國對客家文化的推動及貢獻而成立， 

她生前熱心於客家文化的保存與推動，並倡導客

家人應該「以客為榮」， 走出客家隱形人的桎

梏， 要與其他族群一樣認同台灣的主體性，建

造自己的家園，推動客家在台灣多元文化一席之

地。 

本會自成立以來，多次贊助台灣客家菁英來

美展開講座， 並且協助僑委會舉辦台灣客家語

老師的講座教學講座，或是贊助台灣來美巡迴客

家文化表演團體，也多次協辦洛杉磯地區台美人

傳統週的客家文化之夜活動，希望能透過贊助或

協辦方式，讓表演或講座，推展客家文化。 

本基金會認為客家人，不論根源，遍佈世界

各地，常因地域不同，因地制宜，形成各自的特

殊風貌，就像兩百多年來，台灣客家的獨特歷史

脈絡，已經創造台灣客家文化獨樹一格的典型，

隨著時代變遷，既是早已在台灣落地紮根，族群

自我認同的重塑，台灣客家人就應以台灣優先，

對於自身文化，也應該從以前隱性避諱，提升為

顯性公共認同，這就是張慶瑛生前一直強調台美

客家人要「以客為榮」。 

所以，本會成立的宗旨 

第一、保存並推展台灣文化 

第二、協助培育客家菁英 

第三、推展客家人與其它族群的台美人互相

了解認識互助。 

第四、保護並提升台灣人民的人權、自由、

民主及自決權力。 

如今大家熟知的客家山歌、客家美食、客家

擂茶、客家藍衫花布，其實客家精神內涵貫穿整

個客家文化，本會將繼續支持客語研討、贊助客

家及台灣文化的活動，希望有更多台美人有興趣

對客家文化深一層的認識，或讓主流社會人士能

多多接觸台灣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客家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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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煐媖音樂文教基金會 

Acevedo Music & Art Education Foundation, INC. 

 

台裔鋼琴家黃煐媖(上圖左 1)於 2005年創立

同名的文教基金會，並於基金會擔任主席，在多

位理事協助下，以「愛與和諧」為宗旨，關懷台

灣，作育英才，致力於音樂教學表演，長年舉辦

募款音樂會回饋奉獻社區。她也是一位主流深受

敬重的台裔音樂總監，活動組織能力強，常受巴

沙迪那市之邀舉辦音樂節，帶領當地社區居民，

領略各國不同風情的音樂饗宴。 

每年定期為巴沙迪那市舉辦和平音樂會、仲

夏夜星光演奏會、萬聖節參訪老人院、聖誕節音

樂會、農曆新年演奏同歡會、帶領學生舉辦高中

畢業演奏會並頒發獎學金、聖誕節音樂會，明日

之星演奏系列、以及 2011 年起代表巴沙迪那市

與姐妹市主辦國際雙鶴音樂節。 

黃煐媖愛心不落人後，以身教取代言教，常

和學生共同舉辦慈善募款音樂會，尤其是多次為

台灣遭受重大地震風災的賑災音樂會募款，或是

美國 911、卡崔娜風災、印尼及日本海嘯等，一

向是以音樂行善募款，例如 3千美元捐款於長老

教會重建教堂，慈善演奏捐款 9千美元於全美音

樂教師會，4千美元捐款給台南 YMCA老人福利

基金會等等。 

由於她和名作曲家蕭泰然師事同一位音樂教

授，算是師兄妹的情誼，所以她也多次在音樂會

演奏蕭泰然大師的作品。2015 年 5 月舉辦蕭泰

然紀念音樂會捐款 6 千美元給蕭泰然作品基金

會。2015 年於台灣書院，UCLA 舉辦蕭泰然作

品展示開幕演奏會。2018 年為台灣國立交響樂

團訪美演出蕭泰然紀念音樂會成導引講座示範演

奏，並鑽研蕭泰然作品，希望能把這位傳奇人物

的作品以台灣之名，發揚光大。 

基金會也努力以赴，於 2016 年台南市長賴

清德來美和巴沙迪那市長托恩克(Terry Tornek) 

首度交流，希望未來有機會，兩個城市能締結姊

妹市或建立友好城市的關係。 

黃煐媖歡迎與音樂同好多作交流，歡迎點擊

網址 www.yinyin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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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於 1996 年，

由一群來自台灣鄉親們齊心協力共同

籌備組成的。基金會在加州正式立案

登記，是一個非營利公益性社團，捐

款依法可以免稅。基金會下設有台灣

中心，負責基金會運作及各項活動的

籌畫及執行。凡是熱愛台灣或欣賞台

灣文化的人士都是台灣中心的服務對

象，竭誠歡迎您的支持與參與。 

基金會的成立是以公益性、教育

性與社區性的功能為目的，創會宗旨

有三，推廣台美人文化、增進台美人

社區福利、協助新舊移民溶合於聖地牙哥大社

區。 

基金會是以親台灣 (Pro-Taiwan) 組織，凡

有利於台灣之一切事宜皆為基金會所支持。 對

美國國內及台灣政治或任何宗教，基金會保持中

立立場。基金會設置台灣中心給予所有來自台灣

或對台美人文化有興趣的朋友，提供一個理想的

活動場所，促進文化交流，認識美國社會，提昇

生活情趣，共同創造和諧進取的人生。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活動年度舉辦及贊助的

活動，包括有一年一度在「大聖地牙哥科工展」 

(Greater San Diego Science & Technology Fair) 

中提供一名 “Taiwan Trip” 大獎。每年提供 4- 6 

名，每名 1,000 元的獎學金，給大聖地牙哥地區

應屆高中畢業生。提供獎金給內華達大學

( University of Nevada) 台美交換教授活動；贊

助各種提升台美文化知名度的主流活動； 

每年五月聯合各社團舉辦台灣傳統週系列活

動。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SB 設立「台

灣文學講座」，另在台灣中心定期舉辦介紹台灣

歷史、文化、文學講座，俾便更多人士了解台

灣。提供場所給各社團組織作符合台美基金會宗

旨進行各種活動或開會。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目前已搬入永久會館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內設有可容納 400人的大禮堂，藏書近萬冊的圖

書館，藝術展覽室、室內廣場、辦公室、會議

室、教室、兒童遊戲室、廚房及交誼廳等設備，

共 13,000 平方呎。現任董事長杜武青，歡迎大

家若是來聖地牙哥，記得來台灣中心走走，電話

858-560-8884，網址 www.taiwancenter.com。 

 
  



 
2018 年年鑑 

- 185 - 

團體會員－基金會 

呂泉生文教基金會 
Kee-Jen Education of Arts Foundation 

 
呂泉生晚年活躍南加社團 

「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阮

若打開心內的窗」，看到這歌名，大部分台灣人

腦中馬上會浮起那悠揚的旋律，長年旅美洛杉磯

的台灣合唱之父呂泉生教授，於 2008年 3月辭

世，享年 93 歲，為了讓他作品得以留傳，遂由

其知名旅美小提琴家長子呂信也於 2009 年創立

「呂泉生文教基金會」並擔任音樂總監，希望將

父親為台灣音樂創作的可貴的資產永續保存，進

一步和世界音樂舞台接軌，讓他貢獻台灣合唱界

的一頁傳奇廣為人知。 

其成立宗旨有三，1)致力提攜年輕的台美音

樂家，透過不同樂器或改編推廣呂泉生作品，定

期舉行紀念音樂發表會；2)鼓勵學生創作、舉行

作曲競賽，並頒發獎學金；3)關懷對台灣有貢獻

的音樂家、贊助各界音樂團體，舉辦慈善義演

等，讓呂泉生的作品永世流傳。 

1957 年，呂泉生受台灣仕紳辜偉甫之邀，

創辦的榮星合唱團，當年還免費教孩子們合唱，

堪稱世界合唱舞台中的台灣代表，培養很多台灣

音樂人才。呂泉生創作的歌曲一向都能緊緊的扣

住聽眾的心弦，而且反映著當年時代的背景，能

引起聽眾的共鳴。呂泉生自日本留學返台後著手

編整台灣民謠，包括《丟丟銅仔》、《六月田

水》、《一隻鳥仔哮救救》等，在他改編之後至

今，和他的自創曲，都已成台灣民謠代表，人人

能朗朗上口。 

他的作品富有時代性的代表意義，充滿人性

光輝，傳唱至今，仍是滿滿的感動，他去世後，

作品成了研究台灣音樂發展的參考書，而基金會

成為提供資訊最佳平台。呂信也一直積極整理父

親呂泉生的生平、創作目錄及許多私房照，現階

段整理出呂泉生 300多首音樂創作，依照合聲分

部記載曲名、年份。 

1991年呂泉生高齡 75歲從榮星合唱團退休

之後，移民洛杉磯，並與南加合唱團有密切關

係，除了榮星合唱團的公演他必出席外，每個合

唱團都愛唱他的作品，尤其長子呂信也之前長期

擔任台灣會館合唱團的指揮，這首《阮那打開心

內的門窗》幾乎已成台灣會館合唱團的招牌歌，

每每唱頌他的作品，許多鄉親仍會記起他在音樂

會的身影，緬懷他撫育台灣文化的貢獻。 

 
呂泉生創立榮星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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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石基金會 

 
賴清德和許朝欽揭幕許石故居 

台南前輩音樂家許石以「安平追想曲」等眾

多歌曲享譽台灣歌壇至今，於 1980 年去世，其

後世子女許朝欽等家族後輩，為其成立許石基金

會，以茲紀念，許石一生宣揚台灣本土歌謠，目

前許多保存流傳下來的傳統台灣歌謠，正是取材

自許石大師所發行的大王唱片版本。許石對台灣

歌謠的保存與振興，具有難以抹滅的貢獻。 

許石曾到日本歌謠學院研習作曲及演唱，是

戰後台灣重要作曲家，於 1946 年求學歸國後，

就發表風靡全台的《南都之夜》歌曲，一炮而

紅，並積極進行台灣民謠的紀錄保存工作，他將

逐步收集整理散落在各地方的台灣民謠，像是閩

南、客家、原住民歌謠的採錄重新譜寫，運用現

代樂譜形式改編後，組樂團到各地巡迴演唱，開

創台灣流行音樂風氣之先河。 

出版作品包括：《安平追想曲》、《港都夜

雨》、《孤戀花》、《夜半路燈》、《鑼聲若

響》等名曲，經典傳世。當年這些歌曲藉由許石

率領的「台灣鄉土民謠演唱會」巡迴發表會，載

歌載舞而風行，建立戰後台灣第一家唱片公司，

並發表《三聲無奈》、《六月茉莉》、《牛犁

歌》、《鬧五更》、《卜卦調》、《丟丟銅》、

《潮洲調》、《思想起》、《草螟弄雞公》等耳

熟能詳的台語歌曲，目前這些已成為台灣全民的

文化資產，在當時都是透過大王唱片發行。 

許石著名弟子包括劉福助、林秀珠及紀露霞

等歌手，目前都是受人敬重的台語歌壇前輩。 

許石家人成立的基金會，現在多將重心移回

台灣，今年適逢許石 99歲冥誕。 

台南人為紀念許石對台灣的貢獻，將熟悉的

育樂堂變身為「許石音樂圖書館」，兼具閱讀、

音樂、展演功能，正式啟用。許石之子許朝欽捐

出部分珍貴父親的手稿及遺物，目前在中研院台

史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進行數位典藏與修

復，這些珍貴的手稿著作、原稿、藏書及蒐集的

資料等歷史文件，將存放在音樂圖書館供後人緬

懷及研究。 

許石留下的台語歌曲，至今還是南加各地合

唱團選唱台語歌曲的必選曲目。許朝欽歡迎大家

返台有空來許石故居及許石音樂圖書館走走。 

 
  



 
2018 年年鑑 

- 187 - 

團體會員－基金會 

國際傑人會 
Distinguished Citizens Society 

傑人會發源於台灣，創始於 1968 年，金扶

東為創會會長，主要宗旨是在服務社會，培養傑

出人才，一方面希望有抱負之士，藉此傑人會塑

造自己成為社會領袖人才，奉獻社會。另一面是

希望各行各業傑出人士，分享成功經驗，熱心協

助更多社會大眾成為傑出人士，發揮台灣人的古

道熱腸、俠義之風，是個闡揚民主思想，國際性

社會服務及增進友誼的團體。 

本會的創立要感謝歷任會長默默耕耘，像是

廖聰明、周彥文、黃書瑋、鍾慶仁、陳正吉等。

尊師重道是固有東方人的優良傳統，有鑑於美國

教育制度，教師作育英才，非常重要的環節，但

教師並沒有受到高度尊重。 

傑人會希望能亞洲文化的優點，傳播到美

國，表揚教師地位，這是努力的目標之一。 

本會是台灣會館創立之初的元老團體會員之

一，陳正吉前會長曾在 2004 年刊寫下對台館的

建言與期望。眼見會館在大家的播種灌溉，在南

加社團佔有一席之地。盼台館永續經營，鼓勵更

多傑出人才加入，祝福會館更上層樓。 

 

 

慈林基金會 

Tsunah Foundation 

慈林基金會是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和方素敏

伉儷，為紀念當年那段林宅血案傷痛不幸的母親

和雙胞胎女兒，於 1991 年集合至親好友創辦，

是一個文化教育機構 ，也是一個知識思想和行

動互相激動的場所本基金會。於 1993 年林義雄

決定將位於宜蘭五結鄉的林家故居整建為「慈林

紀念館」，基金會重心一直就在宜蘭培養民主香

火，為社會運動灑下種籽。 

基金會陸續在「慈林紀念館」後，建造「慈

林新館」館內有台灣民主運動館、慈林演藝廳、

慈林藝術館、陸續建的「慈林文教中心」內有台

灣社會運動史料中心、慈林書畫館，珍藏台灣人

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史料。目前「慈林學苑」於

2018年動工，預計 2020年完成後，將作為籌備

中的「慈林社會發展學院」校舍使用，至此成為

一個完整的民主校園。 

基金會的工作重點，在於建立 1995 年設立

台灣社會運動史料中心，2006 年開始在台大圖

書館的協助下，完成戒嚴時期黨外雜誌及剪報資

料的數位化。目前並著手《台灣社會運動事典》

等書籍。2002 年設立台灣民主運動館，以圖文

並列的方式為主，展示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珍貴

史料。2015 年的慈林書畫館，收藏民主社運相

關藝術作品，提倡文化教育活動。 

為鼓勵青年拓展人文視野、增進社會關懷的

能力，培養學員獨立思辨的能力與參與公共事務

的熱情，舉辦的營隊活動，已嘉惠數千名青年，

獲得不少好評。其中國際青年台灣文化營，針對

海外台美人第二代或國際人士，若有興趣者，歡

迎台僑鼓勵孩子們在寒者假報名網址參加。若是

回到台灣，也請大家一定要來民主聖地宜蘭走

走，參觀慈林基金會，網址 www.chil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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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合唱團 
Taiwan Center chorus of Los Angeles  

「鄉音動人

心，  美聲傳真

情」台灣會館合

唱團的宗旨，是

一群服務台美

人，熱愛台灣文

化藝術在美傳遞

光大而設立。每

逢文化盛會受邀

絕對支持到底，

所到之處就是演唱台灣各族群經典歌曲，向來賓

分享台灣音樂之美，撫慰思鄉情懷。 

台灣會館合唱團的前身是由沈仁義醫師和夫

人蘇惠珍，和多位愛國懷鄉的同好們於 1992 年

所草創的愛鄉合唱團。1999 年初台灣會館成

立，“愛鄉”華麗轉身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合唱

團，所以也是台灣會館草創元老社團，一直活躍

至今，真正做到紮根台灣音樂文化，提供台美人

一個音樂交流的園地。 

本團前十年是由知名小提琴家呂信也擔任老

師及指揮，陳慧如擔任伴奏。在他的帶領下，曾

於 2001 年代表台灣會館回台北參加「總統盃全

僑華僑混聲觀摩賽」，一舉奪下第三名，這份殊

榮至今仍讓大家津津樂道。 

本團年年代表會館受邀做各種文化交誼，例

如政要佳賓來訪歡宴、海華文化季、台美人傳統

週、會館年會，每年也有小型演唱音樂會或大型

公演的發表。曾做過安童哥的合唱舞台劇，加上

手語表演，女生隊的針線情、男生隊的室內重唱

隊，都能展現團員經年累月練唱的舞台功力。 

2010 年由原來伴奏的陳慧如博士接下指揮

棒，並聘黃令先博士為伴奏，兩位不僅是年輕知

名的音樂家，會

編曲自創曲，雙

姝對待已經跟團

20 年的阿公阿

媽級的團員，耐

心兼愛心，但要

求不打折，台灣

歌謠在她們的魔

棒琴聲之下展現

全新的風貌，團

員的台文詩作也被賦予音樂的生命。因此本團的

表演，20 年後還沾染青春活躍的氣質，總能帶

給觀眾全新的感受。 

除會館募款餐會，每兩年的公演之外，本團

亦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活動，曾經有鋼琴及吉他基

礎班，以提高團員音樂素養。本團除了愛唱歌，

也是個好吃、好玩的大家庭，台式小吃最拿手，

也會組團遊山玩水，周遊世界各地兼練唱，目前

團員維持在 50 人以上，未來能吸引更多歌唱愛

好者與我們同行，歡迎向台灣會館報名 626-

307-4881，竭誠歡迎每週日下午 3 點至 5 點，

逗陣相聚高歌。 

 
感謝兩位指揮呂信也及陳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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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攝影學會 
Taiwanese American Photographic Association 

「把剎那化成永

恆」，按下快門留下

回憶，咔嚓咔嚓是本

學會活動最常見的聲

響。台美攝影學會已

經有 20 年的會史，

在南加州華人業餘攝

影圈內，本會十分活

躍，深具規模，作品

質量俱佳，頗富盛

名。  

除了平日舉辦活

動，本會也為會館台灣學校開課，當然也活躍在

台美社團大型活動從不缺席，為台美人歷史留下

最美的見證。 

成立於 1998 年，本會是由一群熱愛攝影藝

術活動人士組成，當初由張東陽、謝順騰、侯英

煥三位攝影高手共同商議而促成，是南加州台美

人首創攝影學會，迄今已滿 20 週年，會員來自

四面八方，涵蓋各行各業，大家唯一共同的嗜好

就是攝影照相。 

歷任會長：張東陽、謝順騰、蔡新庇、候英

煥、連豐吉、林尚甫等，現任會長黃水隆。 

感謝會館將第九教室重新整修為台美攝影學

會演講與討論場所及圖書館專用，本會並配合台

灣會館及台美學校開辦「初、中級攝影班」、

「初、中級相片後製班，包括 Photoshop 與

Lightroom)、「閃燈班」、「人像攝影班」、

「低光攝影班」等實用課程。 

本會還設有攝影圖書館的服務，購置近二百

本的攝影專業書籍、雜誌、教學影片等供會員借

閱，另外幫會員清潔相機感光元件也是服務項目

之一。 

台美攝影學會在歷任會長堅持下，每年舉辦

兩次會員攝影成果展 ，展出地點在洛僑中心或

台灣會館，與各界同好分享攝相心得，展覽作品

不設限，五花八門，提供我們最新的精心傑作，

每次展覽都廣獲好評，為僑民提供視覺饗宴。 

服務全美台灣鄉親的太平洋時報(Pacific-

times.com)榮登國會圖書館最佳平面媒體獎，本

會在太平洋時報特別開闢「攝影小常識」專欄迄

今已逾 5年，內容從基礎至各種環境下的實戰經

驗與知識分享，歡迎喜歡攝影的朋友上網閱讀。 

另外，本會每個月的第一及第三週星期六下

午 2點台灣會館聚會兩次講座，與同好分享攝影

最新知識和資訊。每年並有長程攝影旅遊或短程

攝影活動，提高會員的攝影眼光與技術。 

12 月 8-9 日我們將在文教中心展覽廰舉辦

「台美攝影學會成立 20 週年特展」，歡迎大家

來欣賞。凡是喜歡攝影旅遊的朋友，都可以加入

我們的行列，本會沒有年齡限制，保證加入本會

以後一年半載，讓親友刮目相看。若有興趣，歡

迎愛好攝影者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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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  
Taiwanese American Religious Study Association – Southern California 

 

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是個獨特的社團，

於 2009 年 10 月創立。原來社團的名稱是台美

人宗教研習會(TARSA-SC) ，因為當時有些人對

宗教有過份保守的觀念，對其他宗教缺乏瞭解而

進一步歧視。所以，2014 年把研習會改名為

「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很榮幸由系統宗

教學博士林天民教授退休後搬來南加州，我們幾

位同鄉決定成立社團來研習、瞭解其他的宗教。 

TARSA-SC 的宗旨是『增進世界不同宗教

間的理解與寬容，促進不同信仰互相對話，鼓勵

大家相互尊重與合作，達到更深一層的信念，走

向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正式成立後，創始人包括林天民教授、黃友成，

黃哲陽醫師與我，同時也參加台灣會館成為永久

社團會員。 

研習會固定於每月第二禮拜四下午二點至五

點在台灣會館舉行。研習主題以世界五大宗教為

主，五大宗旨，1)各宗教之間互相學習，2)促進

宗教間對話，3)分享各宗教的資訊、書籍、及錄

音錄影等，4)介紹有關各宗教最新消息，5)不淮

利用研習會傳教。在過去 10 年中，每次研習會

參加大約有 30至 40人。 

本會除邀請林天民教授與各宗教領袖或專家

來演講。我們也邀請一些著名學者，如莊明哲醫

師（UCSD 精神科教授）、和陳正茂博士（分

子生物學教授），我們也請幾位 TARSA-SC 的

會友演講與宗教相關題目。研習會內容包括林天

民教授的宗教新聞分享，正式演講與 Q&A。研

習會以台語為主，請外賓演講時用英語。 

2014年 TARSA-SC 慶祝創設五週年，在柑

縣開了特別演講會，主題是「尋求生命的意

義」，從台灣請賴其萬醫師當主講人，也請宗教

專家講從各宗教立場研討尋求生命的意義。演講

會很成功，有近 200 位來參加，TARSA-SC 出

版特刊，包括演講內容（漢英雙文）。 

特別演講會後，會友建議 TARSA-SC 拓寬

研習內容與主題，超越宗教範圍。研習會也打開

知名度，受邀到美國一些主流社團肯定，參加一

些主流相關活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2016 年受

南加州回教組織之邀參加慶祝回教齋戒月的破齋

晚會。也曾和法光寺的禪光師父一席深度對談，

分享宗教文化影響人類的重要性。 

TARSA-SC 是非營利社團，有自己的網站

每次演講都會錄影並製作年刊，本會網站是

www.tarsasc.org，請點擊觀看我們的活動內容

及資料，歡迎所有不同宗教甚至無神論的同鄉加

入。(現任會長葉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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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快樂土風舞社 
Happy Dancers Club 

「我要健康，也

要快樂，要有健康，

才有快樂」，這是台

灣會館快樂土風舞社

創辦人暨指導老師黃

瑞宗，每次上課前必

定帶領學員大聲呼喊

的口號，高昂亢奮的

上課氣氛，是舞步快

速精進的最佳動力。 

 創立於 2003年初，黃瑞宗事業有成，當時

已是在各社區中心高知名度，桃李滿天下的土風

舞 Folk Dance 老師，幾年之後，鑒於國際排舞

Line Dance 在世界各地大事風行，黃老師又跟

上潮流快速引進，在會館成立快樂排舞班，推廣

不需舞伴的排舞運動。 

 黃老師來自台灣，目前會館數十個社團

中，人氣最旺的社團，在南加州舞界享有盛名。

已服務過的前後期學員，少說也超過好幾千人。 

 快樂土風舞社、快樂排舞班的成功，黃瑞

宗說，最該感謝的是台灣會館、會館歷年的主事

者們、以及台灣來的眾多鄉親們，因為有了大家

的支持與捐助，才有台灣會館這個平台，藉著台

灣會館的舒適場地，及會館服務鄉

親的理念，喜歡運動、喜歡跳舞的

鄉親，才有地方有場地，每週能夠

定期運動健身，從不間斷。 

 為了讓大家人人能跳舞，沒

有跳舞細胞再也不是藉口。依難易

程度，目前台灣會館排舞班分為三

班，週二早上 10點至 12點為入門

班，專收從來沒跳過舞，或是“兩

隻都是左腳”的鄉親。週四早上

10 點至 12 點為初級

班，以簡易歡樂、健

身運動為主，尤其適

合想減肥苗條的人

士。週三晚間 6 點至

8 點半是初/中級班，

特別為上班族健身充

電而開。 

各班課程以兩個

月為一期，酌收報名費，歡迎大家踴躍報名，起

來動一動，健康快樂就從跳排舞開始。洽詢電話

Roger Huang 626-37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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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筆會 
Taiwanese American Pen Club 

1998 年夏，

十數位南加州文藝

同好，相聚洛杉磯

台灣會館，鄭炳全

因事遲到而被選為

台美人筆會創會會

長。筆會的宗旨是

鼓勵台美人寫作，

聯繫台美人的文藝

作家，宣揚傳承台

灣本土歷史文化，相互觀摩鼓勵，以寫作來保存

發揮台灣歷史文化，促使台灣文學進入國際文

壇。約五十位會員分布於全美，每位會員加入筆

會後認真寫，越寫越順手。 

筆會會友經常集會討論創作經驗、分享寫作

技巧及讀書心得。有時也邀藝文界人士演講座

談，感謝會友多人慷慨捐款，促成把平時會員作

品大多發表於太平洋時報，或台灣的報紙雜誌，

佳文作品集結成冊。 

自 2004年起，筆會的《台美文藝》， 前後

出版了 8冊，其中有詩，散文，小說，及文學評

論等，不乏傳世之作品。2015 年出版《台美文

藝》，有 50多位會員執筆，共 70多篇，盛況空

前。《台美文藝》仍定期出刊。 

 
為榮獲美國圖書獎楊小娜舉辦簽書講座 

在十六年中，

曾舉辦過三次徵文

比賽，也協力出版

過二期的《春醒文

學雜誌》，歷屆會

長計有：鄭炳全、

李泰雄、林良彬、

黃健造、李彥貞、

林文政、陳東榮、

李淑櫻及現任會長

賴寅雄，都認真稱職，會員人數逐年增加，無形

中提高台美人的文化水準。 

2013 年大洛杉磯台美傳統週，本會主辦台

美人第二代作家書展，並請第二代作家梁凱玲、

游朝凱及楊小娜演講，並舉辦簽書會。我們也歡

迎喜愛寫作的台美人第二代加入。 

台美人筆會在 2014 年由前會長陳東榮設立

網站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penclub.org

也可在網上搜尋”台美人筆會”，就可讀到數十位

作者數百多篇的好文章。另含有 2015 《台美文

藝》全書作品點閱，2014 年台灣傳統週中台美

人筆會邀請芝加哥王文隆博士，來洛杉磯演講

「現代科技與文藝創作」， 圖文並茂的內容登

在本網站上。歡迎並請介紹親友點閱，筆會非常

歡迎台美人投稿或加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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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台灣文化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美國台灣文化協會(TACA)在 1997

年由一群熱心台灣文化的人士共同發

起創立。成立的宗旨是發揚台灣獨特

本土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以增

進主流社會對台灣文化的了解。 

過去邀請來美的文化團體有台北

民族樂團、花蓮小雅室內樂團、台灣

原住民文化訪問團、秀朗國小歌仔戲

劇團、西田社布袋戲團及彰化啟智學校民族舞

團、水與鳥舞集肢障表演團體等。 

協會主力還有舉行台灣民俗文物展覽在各地

展出。這些展覽都附有中英文簡介，專人說明，

以增進主流社會或第二代台美人對台灣文化的瞭

解。值得一提的是 2015 年各國殘障奧林匹克官

員及代表組團來參觀，受到好評，成功為台灣進

行文化外交。 

我們展覽文物包羅萬象，有早期台灣日常生

活用品、傳統服飾、手工藝品、及童玩。另外，

還有全世界只有四套的「台灣文化百寶箱」，展

示品可以看到台灣人歷史的足跡，觀者都看的津

津有味，天南地北聊開感念舊有時光。提供文物

除了南加文藝界，感謝台美歷史協會或余忠村博

士等熱情同鄉的收藏品、還有台灣文建會等政府

機構支援。 

 

我們也不定期舉辦高水準的音樂會，邀請台

美音樂家及主流音樂家表演，像是獻給 911受難

者的「台美音樂之夜」、「關懷故鄉台灣音樂

會」、「二二八追思音樂會」等，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在 2014 年舉辦兩場蕭泰然教授經典音樂

會，蕭教授抱病親臨參加，可惜的是蕭大師不久

之後即仙逝。 

近年，欣慰來自台灣紀念 70週年 228的展

期文物結束後，在會館規劃下，終於為史料找到

一個家，存放在會館長期展出，歡迎大家前往展

覽室參觀，透過文化理解台灣史實。在歷任會長

李金鐘、李孔昭、林俊雄、蔡敏雄(已故)、王梅

鳳、洪茂澤、蔡淑理、劉達榮等及理事們的無私

付出，本會將再接再厲肩負在美宣揚台灣文化的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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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藝術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Arts Association 

 

台美藝術協會顧名思義就是以推廣藝術文化

為宗旨，會員因藝術結為莫逆之交，並為台美人

在南加社區有系統藝術介紹，培養美育和鑑賞能

力。協會成立於 1994年 ，由一群住在南加州熱

愛藝術的台美人藝術家所組成，提倡藝術創作，

美化人生。 

台美藝術協會前身是台美畫會，創會會員至

今許多仍活躍於藝壇，創會是由林顥模、林保

山、郭博修、蘇國慶、陳文石、及陳獻堂等多位

成員，在舉辦第一次畫展後，奠定基礎。目前有

近 40 位會員，老中青三代齊集一堂，個個都是

好手，很多都已有個展的實力。 

會員寓教於樂，畫家們保持旺盛的創作力，

平時自我鞭策，努力不懈，本會固定的兩次年展

外，有些會員畫家，技藝精湛，還受邀到美國主

流畫廊、台灣、法國、日本舉辦特別展。 

每次聯展，最大特色就切合主題的意涵，

勇於創新，有些會員甚至用音樂或現代科技

創作，或是以攝影變形手法入畫，還有結合

時勢的畫作，大膽創新，每年都帶來驚喜。

30 多位會員，除了水彩、油畫、鉛筆畫、書

法，表現寫實、抽象，甚至超現實的畫作兼

具 ，還有雕刻也是本會重點，像是木雕、銅

雕、竹雕、石雕、水晶雕、印章，作品呈現

多元化，各有所長。 

會內有台美兩地頗富聲望的知名畫家陳景

容、郭博修等，更多會員是醫生和工程師等各行

各業的業餘藝術家。其中也有會員深入主流畫廊

擔任董事，並引進有個展能力的會員畫作到主流

社會展覽。同時，本會也與高雄美術推廣協進會

是姐妹會，在藝術追求發揚台灣文化的目標下，

互相抵礪。 

每年協會舉辦兩次展覽，一次是夏季，一次

是冬季，夏季是配合台美傳統週的系列活動，除

了兩次大型在洛僑中心的聯展，有時也會在台灣

會館展出個展。每年都有主辦多次戶外寫生，及

不定期參觀各地畫展與美術館，觀摩其它藝術家

工作室，互相交流。 

如果您是繪畫高手，我們期盼邀請閣下加

入，提升我們社團藝術能量，美化藝壇，現任會

長陳正典 626-579-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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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軟式網球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Soft Tennis Association 

台美軟式網球協

會於 1995 年創立，

創會會長由吳耀南

醫師擔任，1996 年

有第一回公開賽，

恰逢羅錦銓於 1997

年退休教職依親，

移民至洛杉磯，承

蒙不棄很榮幸成為

本會教練，每周日和愛好軟網者，不約而同聚集

在阿罕布拉公園( Alhambra Park)，或阿凱迪亞

高中(Arcadia H.S.) 打球，球敘後聚餐，國事、

家事、大小事無所不談，名符其實是「以球會

友」。1998 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本會

就加入為團體會員，轉眼 20 年本會已是資深會

員了。 

自創會後，其間也有台灣、日本、韓國友

人，甚至國手聞名來訪交流賽，我們都是舉雙手

擁抱歡迎迎戰，砌磋球技，不亦樂乎。在 2004

年羅錦銓擔任會長之際，本會除了按照章程選出

理事，並由會長及理事推選總幹事之外，另設培

訓組、服務組、獎品組、康樂組、公關組、文宣

組、裁判組、及競賽組，以健全組織功能。目前

本會現有球員近 40 位，每週日固定早

上 9點在阿罕布拉公園打球健身。 

本會長期與高雄軟網隊、台中市或

台北市的軟網隊交誼互訪，也曾邀請台

灣國家隊高手指導，像是 2003 年聯繫

台中市軟網最後由葉明福校長率隊訪美

參加，或是 2017 年高雄市軟網隊參加

友誼賽，由於台灣國手的指導正式選手

的打法，奇招訣竅不藏私，會員在實戰

對 抗 下 ， 實 力 大

增，球技進步，大

家 打 的 就 更 加 起

勁。 

首屆台美交流

賽地點在惠提爾公

園 (Whittier Narrow) 

球場舉行，包括美

國 選 手 Cigneralli 

Craig、Victor Gray 等主流選手也會參加本會主

辦的比賽。我們也曾多次代表美國參加由台灣軟

網協會主辦的國際邀請賽。 

由於美國代表團長黃鵬發和日籍選手小松和

二奔走拜訪，美國軟網曾邀請我們參加亞洲盃軟

網壯年賽(15-19 屆)，隨後日本、韓國組隊來美

國交流結識，我們都曾受邀參加觀摩，例如是韓

國主辦的世界軟網分齡賽。 

緬懷過往紀事，與球友揮汗如雨的對戰，至

今仍歷歷在目，軟式網球是台灣在亞運中奪牌的

強項，由於是用橡皮球，速度重量比硬式慢輕，

較少運動傷害，非常適合亞洲人及退休人士參

加，有興趣者，歡迎每週日來和協會球員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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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池坊 
Taiwanese American Ikenobo 

 

台美池坊創立於 1998 年，至今仍活躍在南

加州地區，是大洛杉地區歷史悠久的池坊花社，

最大的靈魂人物就是創辦人暨花藝老師陳瑞麗。

台灣會館創立的第一天，同時台美池坊正式公開

授課，所以說，台美池坊是與台灣會館大家庭同

時共同成長的元老級的團體會員。 

台美池坊是一非營利事業組織，由一群愛好

「拈花惹草」的花藝同好組成，為研究傳統插花

藝術及哲學，長年以來，都是由陳瑞麗親自教

導，她多次到日本研習插花藝術，是位有執照的

專業插花教授。多年來近千位學員人次，曾在大

洛杉磯台灣會館教室內，學習池坊流派的技藝，

精進花藝、陶冶性情，達到修身養性的目標，增

添生活的豐盛之美，創造視覺極高享受。 

台美池坊教授傳統的池坊流，『池坊』是日

本的花道的代表性流派，一直被公認是日本插花

的本源，池坊流歷史具有五百多年的傳統，陳瑞

麗老師教授的池坊插花的形式主要有中規中矩的

「立花」、花多盛茂「生花」以及現代自由發揮

的「自由花」三種插花形式，還有近代較新潮的

「立花」、「生花新風體」、「立花新風體」，

學員作品從初階至高階至少分為 8階段。 

台美池坊的花材多元，指導學員如何以花、

枝、葉、花具等作各式搭配，講求花材之間的協

調和配合，過程中要加入個人創作，讓作品呈現

出自然美。陳瑞麗常親自示範，靠著她巧手撥

弄，刀起花落，一抹美麗的花景逐漸成形。學員

每個人心境不同，插花，變成是和花草、大自然

的一場對話。 

台美池坊因為享有盛名，所以也曾受邀到各

地花藝展，或為服務社區活動佈置美化場地。每

年固定兩次大型展覽，響應台美傳統週成為固定

系列活動在台灣會館，響應雙十節成為國慶系列

活動在洛僑中心展出，由於後來幾年，學員規模

遽增，40 多位學員，因場地條件，兩大展覽全

移至洛僑中心展出，每每大獲好評。 

台美池坊提供同鄉學習美育花藝的園地，怡

情性情，也是一個可以學習交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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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生活座談會 
Shingwa Society – L A 

發起人劉天良早於 1970 年代，即和一群留

學生共同創立「南加州生活座談會」，主要是為

了自我教育成長，是一個訓練台灣同鄉開會發言

的學習團體，洛杉磯全盛時期，有六個地區集會

主辦生活座談會，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名稱。 

本會成立最大旨趣，正如聖東生活座談會林

富文為座談會寫的一首詩，最為傳神「今那日是

咱生活座談會開第..次開會，擱一擺大家來作

伙，互咱 e生活卡好過，咱欲學講話，也欲學開

會，開嘴有禮，人人愛交陪，主持會議有板，勿

亂亂花，互相支持勿論輩，日日學習進步過百

歲。」 

開會是維持民主社會的重要因素，除了熟悉

開會程序外，還要訓練個人言辭表達、傾聽、分

析資訊的能力，保持人與人之間能有良好的溝

通，工作家庭才能旗開得勝。 

一般開會形式分為兩段，一段為專題演講，

一段為生活經驗分享，到後期變得更為嚴格，除

了專題演講者外，訓練會員發表短時演講，比照

西方社會 Toast Master，設有計時員、計”啊”(贅

詞)員、評員、總評，規定每人在限定時間內，

要把想說的話表達清楚。 

生活座談會是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聚會，成

員來自不同專業及生活背景，所以藉由生活經驗

分享，每個人都能拓展視野，大家互相彼此協助

成長，也經由他人經驗得以自我成長，成員間發

展出深厚的友誼。所

有生活座談會每年聚

在一起開一次年會，

歡喜來學講話，人生

足快活。 

 
 

 
成功生活座談會 

 

輕鬆生活座談會 

聖東生活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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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會館尚蓋好的盟友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被各界美譽為「南加台美

人社團龍頭老大」，在南加州僑界與傳統僑社、

新興社團，得以三足鼎力，規模有增無減，除了

歸功於台灣會館基金會的董事及委員會的組織嚴

謹，另一功臣就是會館擁有龐大的團體會員，不

論是 1998 年起的元老級團體會員，許多仍然活

躍至今，也有些是創館之後加入，活力十足的後

起之秀，會館打造一個交流平台，凝聚社團，讓

台美人意識及特有文化得以蘊育而生。 

台灣會館基金會創館 20 週年，一向自給自

足，先後總共有 75 個團體會員，大致分為三項

性質，第一、充份運用會館場地及資源並成為會

館動員的主力。第二、有自己的所在地聚會但想

歸屬於台灣會館這個大家庭。第三、友情贊助支

持。本次編寫彙整以上面的前兩項為主，總共

60個社團，算是 20年來的年刊收集社團會員最

完整的一次。 

團體會員的屬性各異，也顯示會館廣納百

川，為讓鄉親多加認識這些曾為台美人戮力奉獻

的社團，今年團體會員介紹分為六大類，分別是

公共政策、服務公益、同鄉會、校友會、基金

會，及文化藝術，先後不計排名；有些社團歷史

悠久，又是隸屬北美或全世界總會的南加分會，

我們嚐試盡量給予兩頁介紹，希望能更全面讓大

家了解台美社團的成就。 

但是，在整理眾多資料及照片當中，因為篇

幅限制，難免「掛一漏萬」，敬祈各社團的大老

骨幹理事們見諒，筆者才疏學淺、誠惶誠恐，惟

盼能為貴團留下蛛絲馬跡的歷史見証，若有不足

之處，尚請指教。      

加入會館團體會員的條件，其實並不難，只

要是認同台灣會館宗旨，有依法章程及組織、固

定召開理事會等，若有興趣的社團，歡迎到會館

辦公室填寫申請書，經過董事會審核即可；通過

後繳交團體會員入會費$1000，便能享有每個月

免費使用會議室一次、大廳租賃會員折扣價、網

站訊息發放宣傳等多項優惠，會館歡迎大家作伙

加入，逗陣堅固台美人的堡壘。  

  感謝以下團體會員友情贊助：菲律賓南星體

育會、巴西里約台灣同鄉會、山景台灣人高爾夫

協會、高雄市旅館同業公會、台北市旅館業同業

公會、Taiwan in Torrance辦公室、台客語文、

臍帶血中心、南灣台美學校、台北科技暨台北工

專南加州校友會、加州台灣同鄉聯誼會、國際傑

人會世界總會、國際傑人會美國總會、長榮中學

南加州校友會等。(林蓮華整理) 

 

 
2017團體會員代表集會 

 

 

會館是海外台灣意識凝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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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編 後 語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屆二十年，會館基金會董事長林榮松任命我為二十週年年鑑編

輯，協助他完成為會館二十年留史的任務。 

林榮松董事長與我都是自會館創會以來就服務於董事會，並且對收集史料有相同使命

感，加上會舘二十年來，成立時出了特刋，以後兩年出版一次年刋，共出過九本年刋，其中

我擔任過五本的編輯。所以能夠參與歷史性的二十週年年鑑編輯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由於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已經面臨轉型交棒的關鍵，這本年鑑所承擔的使命格外巨大，一

來要傳遞當初建館先輩的初衷，記載其篳路藍縷，也要能反映社區對會館的期待，以為未來

領導團隊參考。 

幸而林榮松董事長，胸有成竹，2016 年回鍋擔任董事長時，已經將「為會館留史」列

入行事曆，一年前即舉辦台灣會館攝影比賽，廣徴流落社區的會舘活動相片。今年又將會舘

歷年舉辦的活動依性質歸納成十二大項，讓會員票選，以了解社區對會館功能的評鑑，雖然

社區反應不若預期熱烈，但已廣徵民意，描繪出年鑑大綱，按圖索驥，提綱挈領，讓工程能

夠進行順利。林榮松董事長允文允武，收集有上萬張會館活動相片，為求圖文並茂，幾乎是

上窮碧落下黃泉，煞費苦心。這本年鑑能與大家見面，歸功於林榮松董事長的灼見與辛勞。 

為年鑑執筆的有歷任董事長，委員會負責人、節目負責人等，並有楊悅英董事承擔英譯

重任，將來方便台美人子弟閲讀，並為年鑑設計封面。此本年鑑的完成可謂集會館人才於一

爐。 

在此要特別感謝美洲台灣日報記者林蓮華，貢獻她的專業與時間為六十多個社團及會館

年會寫史，林淑卿整理台美人傳統週資料，太平洋時報同仁游小惠為年鑑排版，在有限的時

間內完成高水準的美工設計。顯見社區資源，以人才最為珍貴。 

太平洋時報在同一屋簷下，二十年來見證了會館的成立與成長，保存了最完整的史料，

二十年來，無條件提供給會舘會訊及年刋所需的文字檔及相片，在編輯本年鑑時，更提供場

所、器材與技術支援，貢獻甚鉅，在此一併感謝。 

誠如新任董事長田詒鴻所言，雖然歷任董事長行事風格各異，會館卻是隨著時間不停在

進步，是大洛杉磯台美人社區的支柱，期許放開胸懷廣納百川。由此本年鑑內容也可看出，

會舘能走到今天，是靠群策群力，無私無黨，有容乃大。 

有謂大江東去浪淘盡，人來人往如過江鯽，但歷史會留下，經驗可累積，只有鑑往知

來，始能更上層樓。特藉此祝福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蒸蒸日上、鴻圖大展。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二十周年年鑑總編輯  賴慧娜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