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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10/04/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Volcan Mountain at Julian (need car pool)
集合： Dudley’s Famous Bakery (30218 Highway
78 Santa Ysabel, CA 92070)
日期： 10/18/2014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Miramar Lake
集合： Miramar Lake Parking Lot
日期： 11/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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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04日 (星期六) 1:00 PM
為癌症病童縫紉溫暖的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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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05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Trading Strategies - open discussion continued
講員：孫英湧 (Edward Sun)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 給呂
錦文：luejw@cox.net。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 12:00 PM
主題：iOS8 及各種電腦疑難雜症
講員：石正平
介紹新的iOS8。以及回答一些電腦方面的問題。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4年10月11日(星期六) 2:00 PM
主題：公投議題
主持：劉武鴻
講員：唐望、林茂修、吳得民
感謝：
洪秀女士準備點心；林吉雄、卓秀榮夫婦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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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日期：2014年10月19日 (星期日) 2:00 PM
主題：介紹西歐社會民主制
講員：林逸郎 (Edward Lin)
近代社會主義源自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以通
俗，最簡單形式表達馬克思主義三個議題：
1.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係，勞資間工資並非公平
的關係，也就是說工人是被剝削的。2.根據馬克
思歷史唯物主義，人類發展經歷原始共産社會、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任何
制度是永恆的，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化無法避免
經濟危機，階級對立，終將滅亡; 資本主義是人
類歷史過程的過渡。3.工人要聯合團結起來，一
方面改善資本主義下生活條件，一方面抗爭現存
社會秩序並且建立人類歷史下階段 --- 共產社
會。因為產品是人類分工的結果，因此成果要為
全民共享;資本主義社會將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
代。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私有企業，生產資料為
全民共有。
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歐洲經歷經濟危機，
然而資本主義卻能自我調整並沒有滅亡，反而更
加繁榮，貧富懸殊也日趨緩和，中產階級產生而
非兩極化，英、法、德以及一些西歐國家於十九
世紀末也取得男人普選權。Bernstein 提出以議
會民主(parliament democracy) 方式取代階級鬥爭
和資産階級抗爭並取得權力，以達到社會主義
目的。這便是歷史上所謂修正主義／改良主義
(revisionism /reformism ) 以別正統(orthodox)馬克
思主義。
一戰後，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取得勝利建
立世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也因此確立激進者
從社會黨分裂成立共産黨。在一戰後二戰前，社
會民主制在西歐除瑞典比較順利平穩發展外，其
他國家皆在紛紛擾擾中度過。
二戰後，西歐國家大都一片廢墟;企業國有化在
英國、奧地利、法國頗有進展。1950-1973 歐美
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國家頗有
斬獲。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社會民主黨爭取全民
就業、住家、衛生、保險、工資等社會福利政策
也有所成就。然而1973後，資本主義成長緩慢下
來，失業率和通膨兩難中採遏制通膨。
義大利共產黨，戰後逐漸興起，1978盛極而衰;
說明一個政黨因政治策略、經濟大環境丶偶發事
件而影響到整個政黨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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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心簡訊

October
JANUARY
2007
2008
October 2014

健康講座
日期：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1:30 PM
主題：健康的101歲
講員：李華林 博士
李華林博士出生於1935年，1953年台中一中畢
業，1957年台灣大學藥學系畢業，1966年加州大
學舊金山藥學博士、博士後研究。1970年代創立
投資公司，1986年創設川流基金會，在全球推廣
台灣文化、台灣電影與台灣研究，先後在英國劍
橋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等學校資助台灣研究。1991年在北加州首辦台
灣文化節，2006-2008年在美西四州十四個大學
舉辦台灣電影巡迴展三屆。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中設立「台灣自由民主基金」，並捐贈台灣大學
校史舘「川流廳」，另外共同捐贈「台大人文
庫」。
1994年和2010年出任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會
長。
2010年在加州大學舊金山設立唯一的「川流校長
獎學金」，後來併入新設的「發現獎學金」，設
有三名「川流發現獎學金」，獎勵最優秀的研究
生。另外也曾贊助該校的長壽研究。
曾参加「卡洛里限制協會 (Calorie Restriction
Society) 」，研讀限制卡洛里對壽命的影響。並
著作「健康的101歲」一書，2014年由台灣的遠
流出版公司出版。

文化歷史講座
日期：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2:30 PM
主題 1：台美人宗教研習會五年的回顧
講員：葉思雅 醫師
主題 2：向生命說Yes！尋求生命的意義
講員：賴其萬 醫師
葉思雅醫師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在台大醫院婦
產科當住院醫師，1967年來美國在耶魯大學進
修胎兒監護與高危妊娠，又在賓州大學附設醫
院再度受婦產科訓練，之後他在Columbia大學，
南加州大學，Temple大學和Jefferson大學醫學院
教書，曾任Lehigh Valley醫學中心與費城Albert
Einstein醫學中心婦產科主任。他是很開放的基
督徒，認為信仰的中心是慈悲相愛，不在教義上
狹窄的信條。於2009年與林天民教授、黃哲陽醫
師等創設了『台美人宗教研習會(TARSA)』，創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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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目的是鼓勵台美人同鄉不論信任何宗教，大
家保持自己的信仰，用開放的心來學習別人所信
的宗教，從每月研習會中促進各宗教間的瞭解、
對話與合作；同時也研習會探討一些與人生有關
的問題。
賴其萬醫師曾任Kansas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現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
內科主治醫師。本次演講中賴醫師將藉"向生命
說yes!"這本書來介紹作者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探討他如何追求生命的意
義。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4年11月08日(星期六) 2:00 PM
主題：財務
主持：陳麗莉會計師
講員：
Grace Yu, CPA、Philip Chang, CPA -『談房事
- 1031 Exchange & Property Tax』
Charles Wu 律師 - 『信託規劃』
感謝：
林瑞波、陳靖惠夫婦贊助
曾俊隆、蕭奕義、唐望、劉武鴻準備點心

禮卷義賣
☆ 七、八、九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
$200
$200
姜明意
林郁子
$300
$300
陳坤木
吳聖麒
$300
$500
王泰男
湯昇勇
$500
$500
張蕙蘭
劉美娥
$700
$1000
郭蘇翠娥
林浩然
$1000
$1200
王惠美
謝節惠
本名單到9/2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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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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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