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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08月03日 (星期六) 1:00 PM
主題：台灣媒體的憂慮-為什麼要籌辦民報
講員：陳永興 醫師
台灣高雄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1968年進入高雄醫學院就讀，開始從
事社會服務工作和爭取校園民主自由，是南台灣學運的推動者。1987年228事件四十週年時，
打破禁忌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又長期關心支援政治犯、原住民、勞工、婦女、殘
障弱勢權益等活動，而有「人權醫師」之稱。曾出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局長、國策顧問。
由陳永興、李遠哲、吳念真及各界人士共同發起的籌辦「民報」工作，正緊鑼密鼓展開。明知
辦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但重視筆的力量，體認報紙對文化傳播與大眾思想的影響，所以甘
願面對困難挑戰，為黑暗中的台灣帶來一絲微弱的燭光，重燃台灣社會冷卻的熱情和希望，
也照亮受苦的人們向前邁進的前程。

健行俱樂部

生活座談會

日期： 08/03/2013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Moonlight Beach State Park, Encinitas
集合： Parking Lot by 3rd Street

日期：2013年08月03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寶貴的生活經驗
主持：曾俊隆

日期： 08/17/2013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Oceanside Harbor Light House (harbor
side)
集合： Oceanside Harbor Parking Lot 1 (Free)
by Riverside Drive
特色： Excellent views, including quaint beach
front villages, pier, beaches, harbor,
and harbor mall.

陳榮昌：「談安倍經濟政策及日本演歌」
李瑞木：「氣功，太極，Yoga 及運動」
李敏修：「醫藥及醫療保健工業」
感謝： 黃獻麟、陳麗津夫婦贊助，
曾惠貞女士準備點心

投資座談會

日期： 09/07/2013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Highland Valley Trail at Rancho Bernado
集合： Right side of highland valley road

日期：2013年08月04日 (星期日) 4:00 PM
主題：Experimenting a Routine to Limit
Losses, Protect and Not Cap Gains
Un-emotionally
講員：呂錦文 (Winston Lue)

共乘搭車者付油錢5元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黄宜修 858-208-5223
(Cell)

歡迎有興趣自己做投資的鄉親來分享你的投
資或股票買賣經驗、方法、訊息、及想法。
若您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聯絡賴梅芬：
mayfenshih@yahoo.com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 TACC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www.taiwan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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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科學演講系列 (XVIII)

Flora Kao’s ”Trace” 攝影展

日期：2013年08月10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NASA：太空梭計劃 (NASA：Space
Shuttle Program)
講員：Frank Lin

時間：2013年08月03日~2013年08月30日
地點：台灣中心藝廊
開幕茶會：2013年08月03日(星期六)4:00pm

第一艘環繞軌道的太空梭 Columbia (哥倫比
亞號) 在1981年4月12日發射並成功地證明可
多次使用的太空船能運載人類安全地往返太
空與地球. 之後的30年， 另外4艘軌道飛行
器 Challenger (挑戰者號)、Discover (發現者
號)、Atlantis (亞特蘭提斯號)、 Endeavour (奮
進號) 陸續加入 Columbia (哥倫比亞號) 的行
列， 飛行里程共達5億公哩以上。除了成為
第一艘可多次使用的太空船之外，"太空梭
計畫" 擴大了人們在太空領域成就的極限並
且拓展了人類對地球與太空科學的認知。我
們將會回顧這太空梭計劃對於人類太空飛行
和地球與太空科學的貢獻，也將會探討太空
梭主要的元素和太空梭由準備，發射，到回
收的過程。
Frank Lin 在歐洲太空總署(ESA)擔任國際團
隊主管。2011年2月加入NASA，並在NASA
內數個組織中擔任多次技術及計劃管理的職
位。 在NASA的時候，Frank 從事未來行星
之間太空船的概念設計、太空梭軌道飛行器
的熱防護系統、 軌道飛行器熱防護系統的
軌道修護，並擔任軌道飛行器計劃業務經理
一職。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3年08月10日 (星期六) 1:00 PM
為癌症病童縫紉溫暖的毯子，各位有愛心的
同鄉都不遺餘力的一路支持「車毯子送愛
心」活動，歡迎各位鄉親有時間可以多多來
參與，感謝各位熱心幫忙！

Working in installation, painting, photography,
and video, artist Flora Kao explores the poetics
of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 With
her project Trace, Kao focuses on the scars
of Taipei’s rapid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ghostly architectural traces left by demolished
traditional homes.

禮卷義賣
☆ 五 、 六、七月份購買禮券名單 ☆
楊素媛

$200

姜明意

$200

鄭清敏

$300

蕭奕義

$300

湯昇勇

$500

劉聰謀

$500

郭蘇翠娥

$500

苗美雲

$600

陳文材
王惠美
$600
$1300
*本名單到07/24/13為止（累積購買$200或以上）

禮劵收入為台灣中心活動的主要經費來源之
一。平常自用，親朋好友之間送禮，或是發
揮社交魅力推銷給朋友、同事、鄰居，都是
對中心很大的幫助。愛護中心的朋友，謝謝
您踴躍購買。
禮劵種類：99 大華 (面額有$200、$100、$25)
福臨門 (面額有$25、$20)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 TACC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www.taiwancent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