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心簡訊
ͮដ˛̖ᕏਉ

October 2008
JANUARY
2007
November
2013

中心公告事項
◆ Fight Hunger—Food Drive:
2013年11月27日截止
中心響應San Diego Food Bank
的食物捐贈運動！歡迎捐贈
罐頭、乾糧或不易腐敗的食品，來幫助需要
的人。請將捐贈食品放在台灣中心辦公室入
口處的藍色大桶內。捐贈前請先查看食品使
用期限。
感謝您的愛心參與！
◆ 節日時間表：
感恩節
11/28(四) - 12/01(日) closed
聖誕節
12/24(二) - 12/26(四) closed
新年
01/01/2014(三)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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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2/2013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Elfin Forest Recre
-ation Reserve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日期： 11/16/2013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Rancho Carrillo Trail
(Carlsbad)
集合： Carrillo Elementary School parking lot
drive
日期： 12/07/2013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Iron Mountain
集合： Parking lo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way
Road and highway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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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Ҩ۫ї
日期：2013年11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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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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1月03日 (星期日) 4:00 PM
主題：股票漫談
講員：蕭奕義
若您有什麼建議或問題，請聯絡賴梅芬：
mayfenshi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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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1月09日 (星期六) 12:00 PM
主題：Apple iOS7(cont.) & App Sharing
講員：石正平
繼續介紹 Apple 最新 iOS7 及分享各位最喜歡
的網站和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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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1月0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國際稅務
主持：陳麗莉 會計師
Grace Yu：「Reporting for Foreign income/
property」
張裕華：「Tax Reporting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US Real Properties」
感謝： 江樂舜女士準備點心；
黃獻麟、陳麗津夫婦贊助。

2013年12月07日 (星期六) 10pm-12pm
響應Care for Soldiers活動。請各位踴躍捐
獻日用品與乾糧(例如小包裝的餅乾、糖
果或堅果)。請將捐贈物品交給台灣中心
辦公室人員。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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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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2:00 PM
主題：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綜合報告
講員：湯昇勇 (Sheng Tang)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是一個由來已久極度爭論的問題。早在1896年，一位瑞典科學家
諾貝爾獎得主 Svante Arrhenius就已提出人類使用化石燃料 (汽油、天然煤氣、煤碳等等) 所產
生及殘留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CO2) 終將提高地球大氣的溫度。化石燃料一向是地球上最主
要的能源，人類已將大氣中的CO2 的濃度從1750年的280 ppm增加到2013年的400 ppm以上，
而且每年的增加率一直增加。地球平均溫度在過去100年內已大約上升1.33°F (0.74°C) ；而在
過去30年內卻上升可觀的1.1°F (0.6°C) 。氣象學家們認為大氣中CO2 的濃度增加是造成全球暖
化的主要原因。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的改變， 而氣候的改變造成極端天氣，諸如東海岸高強
度hurricanes、tornadoes、旱災、水災及森林火災等。
但有一批人，這包括一些地質學家，石油、 天然煤氣及其他煤碳工業，否認CO2 是造成全球暖化的
主要原因。他們認為地球的氣象有它週期性的改變，如同日夜、一年四季、及最近冰河期每一萬年
的interglacial。另有某些人原先是香菸工業的打手，現已轉變為煤碳工業的打手。這些否認CO2 是造
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的人們的策略抱括打擊主要科學家、持續保持懷疑的態度、百端阻擋或滯延
任何減碳計劃。
相信CO2 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的人愈來愈多，例如UC Berkeley的資深物理學家Richard Muller，在2012年7月28日的紐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的the OpEd 頁上發表一篇專欄 “The Conversion of
a Climate Change Skeptic,＂ 公開承認他已從以前的懷疑觀點轉變成相信CO2 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
因的人。無論如何，地球已處在以前冷熱循環參數之外。寧可信其有，而不可萬一聽信錯誤訊息，
造成無法恢復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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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1月16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針灸示範 / 防老健身操 ( II )
講員：王敏琛 (Vince Wang, Ph.D.)
王榮義 (John Wang)
王敏琛先生畢業於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並由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取得electro and
analytical/electrochemistry chemistryp Ph.D.。 將
為各位示範講解針灸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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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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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 、 九、十月份購買禮券名單 ☆
楊素媛

$200

姜明意

$200

吳聖麒

$200

王惠美

$500

黃獻麟
林浩然
$500
$1000
*本名單到10/2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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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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