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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09/07/2013 星期六 8:00 AM
地點： LA Union Station
集合： Oceanside Amtrack Station
Train #661 Depart at 8:15 am
Arrive at LA Union Station at 10:30 am
Train #664 Depart at 4:40 pm
Arrive at Oceanside at 7:00 pm
Round Trip Regular fare: $10.00

日期: 09/21/2013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Miramar Lake
集合: Miramar Lake Parking Lot
日期: 10/05/2013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To be announced
集合: To be 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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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3年09月01日 (星期日) 4:00 PM
主題：The Common Mistakes of Investing
(Part 2) & Building Porfolios
講員：Timonth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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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3年09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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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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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
日期：2013年09月07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抗老健身操
講員：王榮義 先生
王榮義先生今年80歲。小時後經過二次大
戰，從年輕身體就不好。為了健康到處拜師
學藝(氣功、瑜珈術等)，每天早晚利用時間
在家操鍊從不間斷。瑜珈術和氣功是很好的
養生運動,但對年長者有點不太適合。王先
生以他長年來的經驗，把它簡化成在自家房
間或客廳利用20分鐘時間自我鍛鍊的養老健
身操來和大家分享。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3年09月14日 (星期六) 12:00 PM
主題：電腦與電視
講員：石正平
當今家庭最常用的兩樣電器用品 - 電視與電
腦，如何連結這兩樣生活必需品？讓您的生
活更精采，更豐富！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3年09月14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1G/2G 感性的對話
主持：陳琬貽
Juice Lee (李志軒) Kenneth Fu (傅祖光)
William Chou (周緯) Grace Wu (吳宛蓁)
Julia Kao (高筠智) Wan-I Chen (陳琬貽)
第一代、第二代台美人對話，學校、事
業、家庭、戀愛等等，聽聽對方的看
法，保證精彩！
感謝： 黃獻麟、陳麗津夫婦贊助，
黃玉貞女士準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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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演講

台灣同鄉會中秋節晚會

日期：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3:00 PM
主題：反核、擁核，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擇
主講：楊斯棓
參加演講：免費
演講會後將舉辦Potluck，有興趣參加者請
在9月12日前向中心報名登記。

日期：2013年09月21日 (星期六) 5:30 PM
地點：台灣中心大禮堂
購票：9/21 以前購買 $10
9/21 當天購買 $12
含便當、月餅、水

參加會後Potluck者可選擇帶一樣菜餚或繳交
$10 (當天$12)。請各位踴躍參加。
部落客醫師楊斯棓，發願自費以「反核、
擁核， 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擇」為題，進行
319鄉鎮環台演講100場，犀利特殊的演講風
格，受到各界熱烈迴響與推薦。歡迎各位來
聽熱血的年輕醫師，如何用老少皆懂的語
言、簡單的邏輯，告訴你反核的重點！

文 化 歷 史 講 座 (LIII)
日期：2013年09月22日 (星期日) 2:30 PM
主題：禪與繪畫-源起於東方影響至西方
講員：Karl Pilato and Jayne Kung
襌宗相傳在六世紀初傳到中國，影響了東亞
的藝術創作。禪畫從歷史上來看，即是以簡
單、直接的筆墨來表達禪理的繪畫。在此演
講中，我們將探討中、日大師如何將禪的特
質表現在繪畫中，以及禪對二十世紀美國繪
畫的影響。我們也會研討抽象畫家如 Agnes
Martin, Ad Reinhardt, Jackson Pollock, and
John Cage（主要以音樂作曲出名），如何將
他們對禪的了解融入作品中。
Karl Pilato 是一位抽象畫家。他在 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Art 拿到MFA，在 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 取得BFA。目前在
TACC教授繪畫初級班。
Jayne Kung，龔玠華是加州註冊建築師。她
在UCLA拿到都市及建築的MA，在臺灣成功
國立大學取得建築工程學位。目前是自由職
業建築師。

台灣同鄉會敬邀同鄉好友歡
喜慶中秋，節目精采，千萬
不要錯過。入場劵請向台灣
中心或同鄉會理事購買。 將
頒發第二屆「新種科技公司 (Cenzone Tech
Inc.) 」獎學金。

認識科學演講系列 (XIX)
日期：2013年09月28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儲能於智能電網的應用
講員：梁昌夫 博士
儲能為智能電網極重要之一環，尤其論及新
能源及電動汽車的使用尤顯其地位。 智能
電網着重於電網資訊取得及應用，例如自動
分析及控制電力供應及用户的動態以增進效
率、可靠度，提高經濟效益及延續性已在
SDG&E 開始實施。
儲能的應用大約分為以下數項：
•電力分配 / 低高
•電網穩定
•既有發電量
•延遲提升電網傳輸設備…等
其中針對 peak shifting/load shaving，太陽能
及風力發電 smoothing及頻率控制將做較深
入的討論，並且伴以能源部案例示範。
梁昌夫博士出生於台灣台北市 。 成大冶金
及材料科學士，碩士(電機工程)，賓州州立
大學陶瓷材料科學博士。2009年創立 MCV
Energy (www.mcv-energy.com) 專事開發LED
路燈、太陽能板及儲能系统。2013年將為聖
地牙哥台灣中心建立 20kW 太陽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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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 Motion Festival Non-Profit

水彩畫課新班招生

日期：2013年09月28日 (六) 10AM~1:45PM
地點：On the patio adjacent to the Casa del
Prado Theater, 1600 Village Pl San
Diego, CA 92101

新學期開始日期：2013年09月07日
每星期六 1:00 PM
指導老師：張明淑(Michelle Lin) 老師
收費方式：學期制（每學期10堂課：$50
捐款一年超過$240者有優待）

The Harmony & Motion Festival 由 The
Worldview Project 主辦，為其一年一度的國際
性舞蹈及音樂祭典。表演者包括許多聖地牙
哥本地著名的表演團體，其中那魯灣太鼓也
受邀表演。
除了音樂及舞蹈表演外，主辦單位 The
Worldview Project 藉此機會邀請聖地牙哥當地
的公益團體組織在當天設置攤位，台灣中心
也非常榮幸地受到邀請。請各位鄉親藉著此
難得的機會一起來共襄盛舉。

此學期為鼓勵各位多多參與，學費給予特別
優待：捐款一年超過$240者：Free ; 捐款一年
低於$240者：$20
下學期開始回到一般收費方式

禮卷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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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八月份購買禮券名單 ☆
吳聖麒

$200

劉美娥

$200

呂陳翠鸞

$300

王惠美

$500

鄭清敏
謝節惠
$600
$600
*本名單到08/2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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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明淑老師畢業於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藝術系後，隨即任
教於台北市商，兩
年後來美於SDSU取
得美術教育碩士。
張老師曾任教於
聖地牙哥三所成人學校指導中國國畫及水彩
畫，亦常與學生共同舉辦畫展，慶賀所學。
繪畫在增加生活情趣之餘亦可消減生活壓
力、陶冶心態。請有興趣的鄉親盡速向中心
報名登記。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3年11月0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Tax Seminar
主持：Lily Chen
講員：Grace Yu CPA
Phillip Chang CPA
本月的生活座談會將和各位探
討稅務相關問題。由於講員們
希望將各位想了解的內容作為
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參考，請各
位鄉親踴躍將有興趣的主題向
中心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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