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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樂團&豬頭皮 2015北美巡演活動
日期：2015年09月23日 (星期三)
票價：每人$10 (包括便當晚餐)

時間：5:30 PM 用餐；6:30 PM 節目開始
購票請洽台美基金會董事或中心辦公室

豬頭皮簡介：
台南出身，台大畢業，出版製作音樂專輯數十張。「豬頭皮首張專輯」登上美
國告示牌(Billboard)雜誌封面故事/1994，2000金曲獎「台語歌王」，演電影寫
電影主題曲配樂廣告音樂，主持電視電台，寫樂評影評出書，大學開課講授
【流行音樂/電影】，組成福音搖滾樂團【搖滾主耶穌】。協助各教會音樂事
工，特重弱勢、政治、社會關懷。
董事長樂團簡介：
董事長樂團/The Chairman台灣搖滾樂團，是能夠最代表台灣的搖滾樂團之一。
成軍十八年的董事長樂團堅持本土創作，足跡遍及臺灣各大音樂季，對於社會公共議題的參與也
不遺餘力的唱出人民的心聲。
七次入圍金曲獎獲得年度最佳搖滾樂團、四次年度最佳
台語專輯,七次獲選中華音樂人年度十大
專輯、單曲。董事長樂團近四年巡迴美加超過15個城市,
造成當地僑胞空前的轟動,更在2010年9月於美國職棒大
聯盟大都會棒球隊的台灣日演唱;也曾代表臺灣參加Pop
Montreal國際音樂節、德州SXSW南方音樂節等,所到之處
均在國際間造成相當大的迴響。

健行俱樂部
日期： 09/05/2015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Highland Valley Trail at Rancho Bernardo
集合： Parking lot at the trailhead
日期： 09/19/2015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 State Park road side Parking Lot
日期： 10/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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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5年09月05日 (星期六) 1:00 PM
日期：2015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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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欣賞
日期：2015年09月12日 (星期六) 1:30 PM
片名：KANO
1929年，臺灣嘉
義出現了一支由
日本人、漢人和
臺灣原住民組成
的嘉農棒球隊。
新教練近藤兵太
郎以「進軍甲子
園」為目標，實
施斯巴達式的嚴
格訓練。原本被
日本人歧視的這支散漫球隊，在嚴格訓練和屢屢
挫敗的刺激下，求勝意志與前進甲子園的決心漸
漸被激發。
1931年，嘉農棒球隊在臺灣大會一路過關斬
將，拿下冠軍並參加當年度的夏季甲子園（第17
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初次參加甲子
園的嘉農棒球隊，其奮戰到底、不放棄任何一顆
球的精神，在甲子園球場締造傳奇，感動了滿場
五萬五千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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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忠平陶瓷雕塑展
展出期間：09/16/2015(三)~09/26/2015(六)
開幕茶會：2015年9月16日 3:00PM
游忠平老師認為最難突破的限
制就是，雕塑家不會燒陶瓷，
陶瓷家又不懂雕塑，該如何用
千度高溫變幻莫測的釉彩，賦
予雕塑作品現代精神呢？突破
限制的路一走就走30餘年，
不斷地從失敗中探索各種不可
能，設法挑戰陶瓷製作技巧的
極限，一路下來，靠著就是完
美的堅持，忍他人所不能忍，
終在今日可以燒出令自己滿意
的作品。
游老師旅美27載榮獲國內外競賽多項首獎，2011
年返台首展，在鶯歌陶瓷博物館造成極大的轟
動，接著每年推出一檔以生命的禮讚為主軸的大
型個展至今。今年生命的禮讚系列五--美麗人
生，將生命從誕生、成長、愛與尊重….以溫馨
精彩的生命故事揉進作品裡。
游老師認為生命本來就需要經歷種種的挫敗來成
就美麗人生，提醒觀賞者珍愛身邊的每一個人，
用心去經營生命中每個階段的愛，作品不只表達
單一情緒，而是一段生命故事，游忠平透過作品
傳達活力、快樂、積極，發揮藝術家對人類正面
的影響力，在文明社會感情疏離，道德式微的環
境裡，開啟美麗人生的幸福之鑰！<截自全球華
人藝術網游忠平首頁>

九月電腦俱樂部
暫停一次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5年09月1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園藝樂趣多
主持：陳真美
講員：
王敦玫–木瓜酵素
江題安–百香果做棉花糖
林幸隆–省水
謝志成–有機與養生
感謝：李元溢、陳淑卿夫婦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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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日期：2015年09月26日 (星期六) 2:00 PM
書名：A Beautiful Mind (1998)
作者：Sylvia Nasar
講員：莊明哲 教授
In this lecture, Professor
Tsung will review the
book and utilizing his own
text Schizophrenia: The
Facts (2011) to explain
schizophrenia.
Nassar’s work of nonfiction
tells the story of John
Forbes Nash, Jr., the brilliant
mathematician whose life was interrupted with
episodes of paranoid schizophrenia.
The author describes his early life in rural West
Virginia (where he was both recognized as a
gifted but unsocial child), his time as a student
at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la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his descent into mental
illness, and finally his recognition by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in 1994.
In his talk , Dr Tsuang will discuss the life of
John Forbes Nash Jnr, give an overview of what
schizophrenia is, and describe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meeting John Nash Jnr. Furthermore,
at the request of Dr James Hsu, Dr Tsuang will
provide a summary of the commencement speech
he gave to this year’s graduating class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5年10月04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Introduction of the REI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講員：宮筑筠 (Victor 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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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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