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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食園遊會
時間：2014年05月10日 (星期六) 3:00 PM
地點：台灣中心停車場
由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及各台美社團所合辦，精
製了多種風味的台灣小吃，來介紹台灣寶島風
情。

傳統週開幕式&台灣民謠之夜
時間：2014年05月10日 (星期六) 5PM 便當晚餐
				
6PM 節目開始
晚餐費用：每人 $10
台灣民謠之夜：免費入場
開幕式將頒發模範母親及高中獎學金。演出節目
由陳松美老師策畫，內容包括：台灣民謠四部合
唱、二重唱及個人獨唱。此次更邀請到蔡滿霞老
師帶領幼兒合唱團參加演出。歡迎闔家蒞臨，共
渡一個愉快的母親節前夕！

紅十字會：災難準備
時間：2014年05月14日 (星期三) 4：00PM
主講：American Red Cross
近年來世界各國大小天災不斷，對於災難的防範
及緊急應變的重要性無須贅述。此次特別邀請到
American Red Cross為大家講解災難前的防災準
備、發生時的緊急應變措施及發生後的求生技
巧。
活動後將舉辦First-aid kit抽獎。名額有限，請有
興趣參加的同鄉盡早向中心報名。

台灣電影欣賞
時間：5/14/14(三) 1PM
片名：總舖師
20多年前，台灣辦桌界有三大傳奇「總舖師」稱
霸北、中、南！分別為憨人師、鬼頭師與蒼蠅
師，鄉民們尊稱他們「人、鬼、神」三霸。隨著
時代變動，辦桌文化勢微，人鬼神凋零。蒼蠅師
想將家傳手藝交給獨生女詹小婉，誰知小婉只想
當明星，美美出現在螢光幕前。但是一心逃離油
煙血水的小婉卻被迫面對巨大的挑戰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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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5/15/14(四) 1PM
片名：鳥目台灣
「鳥目台灣」結合各方一時之選，針對三大主題
「久釀風華-品賞台灣人文地景」、「樂活魚米探尋台灣土地脈動」、「深省未來-縱覽台灣城
鄉百態」，二十四個子議題，長時間記錄台灣美
景。由齊柏林空拍團隊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拍攝
高空畫面，更結合公視團隊精湛的地面攝影，邀
請知名音樂人陳明章配樂、金鐘獎得主田麗雲導
讀、生態人文作家劉克襄旁白撰述，悉心觀照台
灣的各個面向。從影片中，我們得以領略台灣的
美不只是得天獨厚的地理與氣候特徵，也來自這
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的每個居民，樂天知命的生活
態度，尊重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才得以呈現這片
難得的人文地景。

特別演講
時間：2014年05月13日 (星期二) 7：00PM
主講：王文隆博士
主題：建立台美人歷史的計畫和思考
王文隆博士將說明「建立台美人歷史」的計畫和
積極收集資料的初步成果。目前已建立網站收集
歷史圖畫、生活故事、台美人社團歷史、台美人
著作及人物介紹。王博士也將與鄉親來討論目前
的進展及將來的計畫，並希望各地台每人共同參
與思考如何推廣並促成這個計劃．

三代同堂黏土藝術創作活動
時間：2014年05月17日 (星期六) 1：30PM
台灣中心鼓勵鄉親們能夠攜家帶眷，一起來參
加。祖父母、父母、小孩都歡迎參加這個適合全
家人一起出動的黏土創作活動。作品將於6月28
在兒童美術館展出。參加家庭可獲贈兒童美術館
一年免費入場membership。請踴躍參加。

傳統週閉幕式&大家來講父母話
時間：2014年05月17日 (星期六) 5PM 晚餐
				
6PM 節目開始
晚餐費用：每人 $10
大家來講父母話：免費入場
大家來講父母話表演節目由黃獻麟老師及台語班
策劃。節目包括講古、唸歌、吟詩、用母語。透
過淺顯易懂的主題、優美的歌聲、及引人入勝的
故事，帶領大家領略台灣母語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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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05/03/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Iron Mountain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日期： 05/17/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Miramar Lake
集合： Miramar Lake Parking Lot
日期： 06/07/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Elfin Forest Recreation Reserve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黄宜修 858-208-5223 (Cell)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4年05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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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04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Comparing Some Actual Mutual Fund
Portfolios
講員：呂錦文 (Winston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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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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日期：2014年05月18日 (星期日) 2:00 PM
書名：Merchants of Doubt
作者：Naomi Oreskes & Erik M. Conway
講員：湯昇勇 (Sheng Tang)
這本書敘述一些與政治及工業界有密切關係的高
階層科學家及科學顧問如何在四十年來操作一些
有效的運動，來誤導民眾及否認有些確立已久的
科學知識。這一批人號稱全球暖化的科學還沒定
論，同時也否認抽菸對肺癌、煤煙(coal smoke)
對酸雨(acid rain)、氟氯碳化物(CFCs)對臭氧洞
(ozone hole)有關聯所做研究所得真相。既使別
的科學家已經解釋或証明他們的觀點錯誤，他們
一再提出這錯誤的論調，讓別的科學家們疲於應
付。他們並沒有興趣發掘事實的真相，一心想鬥
爭對他們不利的人。
這些科學家們本來致力於探討自然世界的真理，
為什麼會故意歪曲他們同事們的工作？為什麼他
們會傳播沒有根據的指責？為什麼他們不願意修
正已被証明不正確的論點？甚至於他們的主張一
個個，年復一年的被証明是錯誤的，為什麼媒體
還繼續引用他們？這就是這本書想要敘述的故
事。這是一群科學家們對很多現代最重要議題，
對抗科學証據及傳播混亂的故事。
五月份電腦俱樂
部及生活座談會
暫停一次

禮卷義賣

讀書會

☆ 二、三、四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

日期：2014年06月01日 (星期日) 2:00 PM
書名：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 (1、2合輯)
作者：林莉菁
講員：陳建豪 (Howard Chen)

$200
$200
呂芳志
張蕙蘭
$300
$300
黃崇禮
王泰南
$300
$300
王英
余洵洵
$300
$300
蕭奕義
鄭清敏
$400
$500
苗美雲
劉聰謀
$500
$600
郭婉美
陳光弘
$800
$1500
謝節惠
王惠美
*本名單到3/12/14為止（累積購買$200或以上）
禮劵種類：99 大華 (面額有$100、$50)
福臨門 (面額有$25、$20)

漫畫家林莉菁如是憶往，以女孩的眼光，看當時
的台灣戒嚴、威權教育、升學主義、社會解嚴、
賄選亂象……；與成人的自己對談，看龐大的國
家機器如何影響著微小的個人認知，意識形態如
何左右著價值判斷。人物造型簡單，行文誠實、
犀利；電影般的分鏡、小說式的節奏，介於小說
與漫畫之間，被法國出版社喻為「圖像小說」
（Le roman graph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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