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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01/04/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Highland Valley Trail at Rancho
Bernado		
集合： Parking lot at the trailhead
日期： 01/18/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Cowles Mountain – south approach
(Navajo)
集合： Cowles Mountain Trailhead
日期： 02/15/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Black Mountain		
集合： Black Mountain Park Dr.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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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4年01月04日 (星期六) 1:00 PM
2014年0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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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4年01月05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Building a Risk Averted Portfolio for
My Rollover IRA
講員：呂錦文 (Winston Lue)
台灣中心投資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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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聚會一次，時間
訂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下午四時。座談
會後可以逗陣去吃晚餐。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 給
呂錦文：luejw@co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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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4年01月11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大家歡喜來花錢
主持：趙哲明
講員：洪燦堂
劉福權
蕭義奕
石正平
感謝：林美佳女士贊助；莊恭榮女士準備點
心。

文化歷史講座(LIV)
日期：2014年01月25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馬偕「最後的住家」詩、歌與音樂
的探討
講員：朱真一 (Jen-Yih Chu MD,Ph.D)
馬偕牧師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 -1901)於 1871
年到台灣傳教與行醫，1901
年在台逝世, 他應是留台最
具名望的 「洋人」。 馬偕
牧師的「最後的住家」這首
詩有關的種種有趣的故事，
最少有9位作曲家為此詩譜
曲，這詩與歌最能呈獻馬偕
對臺灣的愛與奉獻，永遠受人緬懷與敬佩。
大綱如下：
一、「最後的住家」詩各種有趣的故事
二、 詩的各種語言改寫的背景、緣由、來
及差異
三、「最後的住家」在語言學上的討論
四、 詩改寫為各種歌及音樂的故事及緣由
五、 歌曲影音在合唱團、布袋戲、動畫、
歌劇
朱教授 （Jen-Yih Chu MD, Ph.D）1940年生，
新竹中學畢業，1965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畢業。赴美後先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獲
營養學哲學博士，後又繼續小兒科及小兒血
液及癌瘤學訓練。1975年起任職聖路易（St.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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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大學醫學院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
醫院小兒科，曾任小兒血液科及繼續教育醫
學部主任。2006年8月退休擔任名譽教授。在
專業領域之外，特別關懷臺灣的歷史文化，
尤其是醫學史、醫學人物故事、教育、人文
及客家文化等。 曾獲「賴和紀念特別獎」、
「客委會客家貢獻獎」、「美國臺灣人生物
科學會服務獎」、列名Marquis Who’s Who
in America 等殊榮。除專業著作外，尚有《
早期留學歐美的臺灣醫界人士》、《從醫界
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看臺灣文學
寫臺美人文學》、《臺灣熱帶醫學人物》等
文史著作。
主辦: 聖地牙歌台灣同鄉會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協辦: 文化與歷史講座, 認識科學演講系列,
讀書會

珊瑚礁大使接待晚會
時間：2014年01月25日 (星期六) 4:00 PM
費用：每人$10 請向中心報名登記
今年台灣珊瑚礁大使訪問團將在一月十七日
到二十七日來聖地牙哥訪問，這個團隊共有
師生二十五人，是群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樊同雲博士帶領的台灣高中學生和老師，對
自然生態有興趣，尤其是對珊礁的養護特別
關心。
訪問的重點在文化交流，學習探討，通過
網站建立交換珊瑚養殖心得和研究報導。
旅程中要參觀的地方除了 Scripps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和 Birch 水族館外，還包括
Balboa Park、動物園和一些聖地牙哥在地的
高初中學校。中心特別舉行餐會歡迎這群來
自台灣的「珊瑚礁大使」，歡迎鄉親踴躍參
加，給來自故鄉的年輕學子加油鼓勵。

中心公告事項
◆ 為提高中心辦公室員工辦公效率以及便於
分配工作項目，若有電子產品相關疑問，請
事先來電與工作人員預約時間。感謝您的配
合！
◆ 中心土風舞Club招募土風舞老師。
請有興趣的鄉親與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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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科學(XX)

日期：2014年01月26日 (星期日) 2:00 PM
主題：賈伯斯的天才、創意與健康醫療
講員：朱真一 (Jen-Yih Chu MD,Ph.D)
賈伯斯 (Steve Jobs, 1955-2011) 是蘋果公司
(Apple, Inc.) 三位創始人之一，在他領導下，
蘋果公司先後發展 iMac, iPod, iPhone, iPad 等
產品，他因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 (pancreas
neuroendocrine tumor) 於2011年去世。
賈伯斯的父母親是「藍領」的工人，知道賈
伯斯聰明而且很特別，覺得責任大，盡全力
滿足及鼓勵他，容忍他而使賈伯斯得到好發
展。賈伯斯的天才管理經營術，使蘋果公司
大大地成功，以後他卻被踢出。人生跌到谷
底時，他可以翻身，他有大「夢」的理想。
診斷有胰臟癌當初，賈伯斯拒絕開刀，嘗試
非正統的治療，9個月後才開刀，發現癌細胞
已擴散而終不治。他死前暗示後悔，沒早動
手術。他是最近幾十年最有創意及影響力的
科技天才，陷入偏方的陷阱。針對對上述問
題以「心比心」來討論，想瞭解他生涯為何
受人喜愛，他的天才也害了他及他醫療健康
的種種作風，大家或可從他的醫療決定及經
過得到些教訓。

禮卷義賣
☆ 十 、 十一 、 十二月份購買禮券名單 ☆
劉美娥

$200

姜明意

$200

謝節惠

$300

黃宜修

$300

蕭奕義

$300

鄭清敏

$300

陳坤木

$300

吳聖麒

$400

吳淑

$500

陳光弘

$500

郭蘇翠娥 $500
王惠美
$600
*本名單到12/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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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
福臨門 (面額有$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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