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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十八週年慶募款餐會
時間：02/28/2015 (六) 5:30PM
票價：$120 (可抵稅)
5:30PM 晚餐，6:45PM 228紀念儀式，7:00PM週年慶儀式，
7:30PM 台灣花布服裝秀，吳清桂女士策劃

228紀念儀式將在朗誦紀念詩後，由陳松美老師指揮台灣中心長輩會合唱團演唱「台灣翠青」。
週年慶儀式後由吳清桂女士策劃的「台灣花布服裝秀」，展示台灣花布獨有的風情。
吳清桂女士為台灣花布名稱創始人。「台灣紅.台灣衫」服裝走秀策展人，並赴海外宣傳「台灣花
布之美」，足跡遍及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同時將花布圖案融入畫布，把花布提升至藝術境
界，開過三次花布創作展，並把畫作全數捐給羅東聖母醫院。
2012年接受日本NHK電視台「台灣花布」專題報導。
曾出版「台灣的設計寶庫：傳統花布圖樣150」，「愛，帶我去遠方～台灣
阿嬤義診記行」，「台灣花布～收藏台灣最美麗的情感的記憶」。
除了參與推動台灣花布活動之外，曾任第二屆國大代表，積極推動各種社會
政治活動，関懷弱勢，也曾參加國內外義診活動，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推動更
是不遺餘力。近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健行俱樂部
02/07/2015 & 02/21/15 健行俱樂部因故取消。
如有不便、請多包涵。
日期： 03/07/2015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Iron Mountain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黄宜修 858-208-5223 (Cell)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5年02月01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Simple Option Strategies
講員：林吉雄 (Jo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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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
e-mail給安崧豪：songan168@att.net。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5年02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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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科學(XXVI)
日期：2015年02月07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My Research Career in Molecular
Engineering
講員：李隆吉 教授
The research results during Professor Lee's
academic career will be presented at this talk.
In the early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e built CO2 lasers in the far infrared
region to study the local-mode of H atom doped
in CaF2. In 2000-8, he devoted every summer to
help the molecular research group at the Taiw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Center publish several
scientific papers.
Dr. Long C Lee is 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珊瑚礁大使歡迎晚會
日期：2015年02月07日 (星期六)
時間：6PM 餐會開始
費用：每人 $10，請向中心報名
今年台灣珊瑚礁大使訪問團將到聖地牙哥訪
問，這個團隊是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樊同雲
博士帶領的恆春地區高初中學生和老師，對自
然生態有興趣，尤其是對珊礁的養護特別關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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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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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
日期：2015年02月08日 (星期日) 3:00 PM
主題：最新心律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方法
講員：Dr. Jonathan Hsu
In this speech, Dr. Hsu will:
- Highlight the most common cardiac arrhythmia,
atrial fibrillation
- Identify the risk of stroke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how to reduce this risk
- Novel procedures to detect and treat cardiac
arrhythmias, such as atrial fibrillation
Dr. Jonathan Hsu is an Assistant Clinical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UCSD School of Medicine, Division
of Cardiology. His primary clinical interest is in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and he specializes in
both the medical and procedural care of patients
with all types of heart rhythm disturbances.
Dr. Hsu is specially trained in catheter ablation
to treat arrhythmias such as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ncluding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n addition to impla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rdiac rhythm devices
including pacemakers, implantable-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s, and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biventricular) devices.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5年02月14日 (星期六) 12:30 PM
主題：閒聊 iOS (I)
講員：石正平
最近增加不少新的 smart phones & tablets 使用
者，大家一起來研究如何使用這些新玩具！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5年02月14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人生經驗談
主持：陳真美
講員：陳友珍 「到處都是貴人」
蕭幸美 「歡然取水」
黃璟然 「食療經驗談」
感謝：黃獻麟、陳麗津夫婦贊助。
莊恭榮女士準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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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太極拳新班開課
日期：2015年02月07日 (星期六) 9:30 AM
指導老師：李台光 老師
李台光先老師從製藥公司退休後，由形意門的
掌門人李泰良大師引導進入了太極世界，學
習了3年的拳、劍、刀、棍。他隨後跟隨了兩
次世界冠軍的太極大師陳思坦先生學習了5年
的拳、劍、扇。多年來，李老師曾在各種公
共場合表演太極。他表演的一些公共場合包
括：2004年新澤西州台灣同鄉會野餐、2005年
新澤西州台灣同鄉會年會、2005年美國亞裔之
夜、2006年世界太極日、2007年新澤西州福爾
摩沙茶坊、2007年美東夏令營(TAC / EC)的台
灣之夜(Univ. Mass.)、2008年亞裔美國人遺產巡
禮、2009年紐瓦克博物館、2010年新澤西州台
灣同鄉會年會和2010年美東夏令營(TAC / EC)的
台灣之夜(Univ. Delaware)。
在過去12年內除了這些公開表演以外，李老師
還免費在教堂、學校、老人中心和新澤西州福
爾摩沙茶坊教授太極。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5年03月01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Revisiting the mutual funds that some of
our members hold
講員：呂錦文 (Winston Lue)
若有什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給安崧
豪：songan168@att.net。

讀書會
日期：2015年03月07日 (星期六) 2:00 PM
書名：The Story of English
作者：Robert McCrum, William Cran, and
Robert MacNeil
講員：唐望
The Story of English 敘述英語如何演變的輝煌
歷史。作者們告訴大家英語是如何從英國的村
莊傳到新大陸；怎麼從非洲的奴隸船傳到了美
國的南方；如何隨著大英帝國的士兵和傭人傳
播到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遠東。如今，
英語是國際商務，外交，宗教和流行藝術的語
言。The Story of English實為一本引人入勝、發
人深省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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