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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十七週年慶募款餐會
時間：03/01/2014 (六) 5:30PM
票價：$120 (可抵稅)
5:30PM 晚餐，6:30PM 週年慶儀式，
7:00PM 女高音陳麗嬋教授演唱會；鋼琴伴奏：鄭靜旻教授

陳麗嬋教授（Chen-Maxham, Li-Chan）出生於台灣台中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紐約曼哈
頓音樂院聲樂演唱碩士。她的演唱遍及美國、法國、德國、瑞士、台灣。近年演唱會中並致力於
台灣歌謠的推廣。她為蕭泰然所錄製的聲樂曲全集深獲佳評。除了繼續琢磨表演藝術，陳女士也
致力於教授聲樂。她曾任教於台北華岡藝術學校、台北浸信會神學院。她也是中華基督教聖樂
崇拜學院的教師，常為教會詩班和指揮作聲樂研習營。現任教於 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鋼琴伴奏–鄭靜旻教授
大學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而後在 University of Miami 先後取得了商業音樂的碩士跟鋼
琴伴奏的博士學位。她同時也專於低音提琴及演唱。鄭教授曾任職於 Florida 的 Barry University、
加州的 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台灣師範大學及輔仁大學．鄭教授目前在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指導鋼琴演奏及音樂學說。

南加台美公民協會新春聯誼餐會
時間：02/15/2014 星期六 6-9PM
地點：Tustin, California
餐會費用：$35
主辦單位：台美公民協會洛杉磯分會暨柑縣分會;聖地牙哥台灣中心，南灣生活座談會協辦
特別來賓：國際演講會世界總會長顏瑛宗先生
主題：溝通的藝術
1924年在美國創立、全世界有1萬4千多個分會的國際演講會，分佈於122個國家，目前台灣有超過
150個分會，訓練會員演講技巧、琢磨溝通藝術、發揚語文趣味，以及培養領導人才，目前在台灣
的會員約4千人，全世界的會員約30萬人。今年由顏瑛宗接下世界總會長一職，這也是88年來，首
位台灣人總會長。請有興趣共襄盛舉的同鄉在 2月6日(星期四) 前向中心報名！

健行俱樂部

投資座談會

日期： 02/01/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 State Park Road Side Parking Lot

日期：2014年02月02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Trading Strategies - Continued
講員：孫英湧 (Ed Sun)

日期： 02/15/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Black Mountain				
集合： Black Mountain Park Dr.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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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給
呂錦文：luejw@cox.net。

日期： 03/01/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Batiquitos Lagoon Trail, Carlsbad
集合： Parking Lot at Piovana Cour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黄宜修 858-208-5223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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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4年02月08日 (星期六) 12:00 PM
主題：如何應用雲端科技 ( I )
講員：石正平
最近，身邊到處都是雲端科技 （Cloud Solution）
，它們到底系蝦密？我要如何利用？有沒有什麼
危險？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4年02月08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醫療保險
主持：陳真美
講員：張紀雄：「老人健保」
文蘭生：「美國全民健保的了解、分
析與應用」
感謝：黃玉貞女士準備點心；
朱慶明、洪美女夫婦贊助。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4年0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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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有氧運動班
時間：星期二、四 10:45AM - 12:00PM
老師：徐理 (Katherine Xu)
費用：$5/堂課(捐款一年超過$240有優待)
規律性的從事功能性有氧運動，能促進血液循
環，改善體質、幫助提升心肺功能，達到燃脂
塑身的效果。
訓練的同時也鍛鍊肢體的肌力及肌耐力，強化
肌肉、骨骼避免骨質疏鬆症，關節退化及改善
不良姿勢引起之五十肩、腰痠背痛。
有效的改善內臟功能及體適能，有體力從事休
閒運動並享受優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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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科學(XXI)
日期：2014年02月22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磁性薄膜介質的演變及其對最近成
長的信息技術的貢獻
講員：陳都博士 (Dr. Tu Chen)
信息技術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在最近爆炸性
增長，可以追溯其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進行的創
新性的研究和開發工作。
陳都博士將介紹PARC 的所謂“未來辦公室”
研究項目如何開始, 及其被分配到此研究項目的
工作任務。他也將簡單介紹磁性硬碟機 (HDD)
與電腦的關係及其演進對現代電腦的發展和目
前急極擴充的互聯網 (Internet) 及雲計算 (Cloud
Computing) 的發展的重要角色。自従1956年推出
的硬盤驅動器以來，硬盤驅動器的數據容量有
增加了百萬次，數據存儲的成本已經下降了千
萬次。這大幅削減數據存儲的成本驅動信息技
術爆炸性成長。
陳都博士是Komag股份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 他也是漢維科技公司 (Headway Tech- nologies,
Inc.) 共同創辦人，並擔任副主席。
陳博士擁有超過25項專利，並撰寫超過45個技術
出版物，並提出了70技術演示。他是幾個國際
技術會議主席，並擔任許多國際會議session會議
主席在許多國際會議。他是IEEE院士，是2001年
IEEE雷諾B·約翰遜信息存儲獎的得奬人。

禮卷義賣
☆ 十二、一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
曾惠貞
張蕙蘭
$200
$200
謝節惠
余洵洵
$200
$300
湯昇勇
朱慶明
$500
$500
杜秋中
王泰男
$500
$600
林浩然
$1000
*本名單到1/1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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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福臨門 (面額有$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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