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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地點：
集合：
日期：
地點：
集合：
日期：
地點：
集合：

08/01/2015 星期六 9:00 AM
Moonlight Beach State Park, Encinitas
Parking Lot by 3rd Street
08/15/2015 星期六 9:00 AM
Oceanside Harbor Light House
(harbor side)
Oceanside Harbor Parking Lot 1 (Free)
by Riverside Drive
09/05/2015 星期六 9:00 AM
Highland Valley Trail at Rancho Bernardo
Parking lot at the trailhea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5年08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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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02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On Annuity and Life Insurance as a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cle
講員：林郁子 (Vivian Fu, CLU, ChFC, M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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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領袖座談會
日期：2015年08月05日 (星期三) 5:30 PM
票價：每人$10 (包括便當、演講、討論會)
購票請洽同鄉會理事或中心辦公室。
本次座談會邀請到林祖儀、許恩恩、林鶴明、
邱昱凱等活躍的台灣青年領袖來與大家討論
2014年太陽花學運間他們的感受及對台灣未來
的願景。由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主辦，台美基
金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人公共事
務協會、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協辦。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5年08月08日 (星期六) 12:30 PM
主題：Windows 10
講員：石正平
7月29日即將上線的Windows 10，您準備好了
嗎？本次的電腦俱樂部將與您共同認識最新的
Windows 10!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5年08月08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開店甘苦談
主持：陳惠華
講員：
林淑美 「黑白講」
許秀卿 「花店趣事」
游素蓮 「三明治樂趣多」
感謝：吳得民、王錦霞夫婦贊助；
洪秀女士準備點心。

日期：2015年08月30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Trading Strategies - Open Discussion
continued
講員：孫英湧 (Ed Sun)
*9月投資會(09/06/15)因與 Labor Day long
weekend 時間衝突，提前一週在08月30日舉
行。如有不便，請多包涵。*

日期：2015年08月15日 (星期六) 2:00 PM
講題：數位列印技術在商業印刷應用
講員：牛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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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安崧豪 (Song H An):AnInvest7777@
gmail.com。

由於長期和成熟的技術發展，傳統的類比列印技
術 (Analog printing) 成為在目前的商業印刷的主
流。然而，傳統的類比列印技術也有一些缺點例
如較高的印刷成本(例如少量印刷)和較粗造的印
刷品質。Hewlett-Packard (惠普) 公司開發的數
位印刷技術可以克服這些缺點和挑戰。這次的專
題報告將討論傳統的類比和數位列印技術在商業
印刷的應用。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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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俊博士畢業於 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的高分子與塗料學系。與他的家人於1997年從酷
寒的North Dakota搬到氣候宜人的San Diego。目
前就職於惠普公司。負責商業印刷應用的塗料技
術研發，並擁有22項美國專利。

讀書會
日期：2015年08月22日(星期六) 2:00 PM
書名：旅人–湯川秀樹自述
作者：湯川秀樹
講員：鄭炳全
從小，他是一個喜好孤
獨、夢想的人，家學淵
源，父母的教育嚴慈兼
有。幸運的是他在中學、
大學完成學業的過程中，
是在富有自由主義色彩的
學校環境裡成長，接受年
輕傑出師長的薰陶，同輩
同學中更有很多優秀人
才，長期間互勉上進。這
些師長和同學們不少日後
成為日本有名的學者，其中朝永振一郎更是
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
湯川在1934年底研究有了成果，翌年在日本[
數學物理雜誌] 發表有關原子核”核力”的英
文論文，當年他才27歲，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
青年物理學家。這一篇有突破性的論文，被埋
沒了兩年有餘，直到他所預測應存在的基本粒
子，現稱丌介子，在宇宙線中被發現後，才逐
漸引起重視，終於震撼全物理學界，也使湯川
先生獲1949年諾貝爾物理獎。
湯川先生的理論開創了以後研究”强作用
力”的新領域。他的貢獻將隨著冠有他姓氏
的”Yukawa-Interaction”，而永垂不朽。
一個國家社會要培養人才，必須要有讓青少年
學子自由發展的環境和空間。(摘自鄭文魁，理
論粒子物理教授，推薦人的話)
鄭炳全博士簡歷：
加州藥師30年，開業十全藥局(1980-2009),
台美人筆會第一任會長(1998)
太平洋時報創立第一任社長(1987)
Bel Canto 好歌者合唱團首任團長
密西西比大學生藥學碩士博士
北醫藥學士、講師、客座副教授
台美人歷史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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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講座
日期：2015年08月23日 (星期日) 3:00 PM
講題：台灣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
講員：賴怡忠
針對中國崛起影響了國際戰略均衡，美國提出了
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其與台灣的關係為何?
為什麼持續不賣F-16 C/D ?但最近又開始積極與
台灣發展軍隊合作訓練? 台灣的戰略位置如何?
美國內部對台灣的價值是否出現再評價? 美國的
亞太再平衡是否需要先在台海再平衡呢?
賴怡忠博士1999年獲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博士。
曾任北美洲台灣學生社發言人，北美洲台灣研究
學會副會長，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台北駐日
本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室主任，台灣智庫國際部
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及國際事務部副主
任。現任台灣智庫副執行長、台中市政府國際事
務委員會執行長及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
授。

禮卷義賣
☆ 2015年四、五、六、七月份
禮券購買名單 ☆
吳聖麒
黃朝盛
吳美華
余洵洵
蕭奕義
姜明意
吳淑
王惠美

$200
$200
$200
$300
$300
$500
$700
$1000

李朝煌
曾惠貞
劉美娥
林美智
李秀芳
謝節惠
呂芳志
張蕙蘭

$200
$200
$200
$300
$500
$500
$700
$1000

本名單到07/2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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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