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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十九週年慶募款餐會
時間：02/2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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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忠智牧師音樂分享會
週年慶儀式後特別邀請到新澤西歸正教會的賴忠智牧師為大家帶來「台灣心、鄉土情-賴忠智牧師音樂分享」。
賴忠智牧師1947年出生台中。目前在新澤西台語歸正教會(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牧養教會，擔當該教
會主任牧師職務。四十年前，開始以「吉他、月琴、非洲鼓、音樂、“說唱方式”傳福音」，服事監獄工作
多年。曾任職：基督教台北勵友中心，高雄福澤基金會、福澤社會服務中心等。
本次的音樂分享會中，賴牧師將藉“童謠、唸謠、自然歌謠、創作歌謠、台灣本土文學等”，要與台灣鄉親
一起來緬懷「台灣的古早調」。目前西洋樂器的快速成長，以致古典「月琴」有慢慢的被遺忘的趨勢。這是
台灣本土農村時代的民間樂器，從吟唱樂曲中，蘊藏著台灣先民們，奮鬥的血汗珍貴資料史，是值得保存的
「智慧財產」。讓我們一起來懷念與珍惜「台灣的古早調」，以及作伙來聽「賴桑講古」。期盼鄉親、序
大、兄姊，撥空一起來享受『音樂盛宴』。多謝、魯力！

健行俱樂部
日期： 02/06/2016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Blue Sky Ecological Reserve - Poway
集合： Parking lot
日期： 02/20/2016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 State Park Road Side Parking Lot
日期： 03/05/2016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Iron Mountain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6年02月07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Stock Market Basics – Review and New
Perspectives
講員：George Lai
日期：2016年03月06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Option Trading - Part 2
講員：Joe Lin, M.D. (林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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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6年02月13日 (星期六) 12:30 PM
主題：Line 101 & FaceBook 101 and beyond
講員：石正平
再次介紹 Line and Facebook 跟其他網路的 apps，大家
一起來討論!!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6年02月13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2016 台灣總統立委大選
主持：陳惠華
講員：歐春美、賴惠玫、吳東樾、鄭玉菁
感謝：楊仁賢、鄭玉菁夫婦贊助；
陳真美女士準備點心。

健康講座
日期：2016年02月20日 (星期六) 3:00 PM
主題：Pre-Diabetes & Diabestes
講員：Patricia Wu MD FACE FRCPE (Physician in
Charge Kaiser Permanente, Endocrinology)
*The talk will be in English
Dr. Wu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1) The prevelance and impact of diabetes in our country
and in the world;
2) Updated understanding on the causes of diabetes:
Type 1 and Type 2;
3) Health effects of diabetes;
4) Treatment strategies - life style modifications,
medications, technology
There will be time for Q&A
* 演講後，5:30 PM將於Golden City (5375 Kearny Villa Rd Ste
107 San Diego, CA 92123; (855) 271-8646) 舉辦聚餐，請向曾
俊隆醫師報名。

賴忠智牧師手鼓Workshop
日期：2016年02月28日 (星期日) 3:00 PM
在週年慶晚會為大家帶來精彩表演的賴忠智牧師將示
範運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替代鼓來演奏，也讓大家體驗
活用生活中周遭物品演奏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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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獎 及 獎 學 金 提 名 / 申 請
陳戴款紀念基金
模範母親獎

王育霖檢察官紀念基金
模範先生獎

自2002年，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成立了「陳戴
款紀念基金」，以表揚並獎勵大聖地牙哥區中一
位特別的母親，得主將可獲得美金兩仟元獎金。
今年的模範母親獎將在台灣傳統週母親節慶祝活
動中頒發，提名條件如下：

在2015年，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成立了「王育
霖檢察官紀念基金」，每年頒發「模範先生獎」
，以表揚並獎勵大聖地牙哥縣中一位特別的台灣
男士，得主將可獲得美金兩仟元獎金。原則上每
年在台灣傳統週慶祝活動中頒發，提名條件如
下：

1.) 有值得表揚的事蹟或成就來作為所有母親的
模範
2.) 限有小孩或在家庭中扮演著母親角色的女性
3.) 必須具有台灣血統
4.) 必須為聖地牙哥的居民
5.) 請付上兩封推薦
提名截止日期:2016年04月15日

應屆高中畢業生獎學金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自1997年起，每年都會頒
發三至六名獎學金。獎學金來源由聖地牙哥台
美基金會和 Wu Family Scholarship Fund 共同提
供。今年將會提供六名美金兩千元獎學金來獎勵
大聖地牙哥區應屆高中畢業生在學術上有優異成
績，和對社區有貢獻的領導人才。另外為了鼓勵
家庭經濟狀況較不佳的學生來申請，三個名額將
保留給家境清寒的學生。六名獎學金中，兩個名
額將保留給台美人子弟。
獎學金將於2016年台灣傳統週開幕典禮頒發
（日期另行通知）
申請資格：
高中應屆畢業生
GPA 3.2 (non-weighted) 以上
﹙可由學校推薦或自己申請。我們特別鼓勵家庭
經濟狀況較不佳的學生來申請此獎學金。﹚
*申請表格請至中心網站下載
申請截止日期:2016年04月15日

1.) 有值得表揚的事蹟或成就來作為所有父親或
丈夫的模範
2.) 或者為台灣的民主或社會有相當的貢獻
3.) 必須具有台灣血統的男士
4.) 必須為聖地牙哥的居民或其直接親屬
5.) 請付上兩封推薦信
提名截止日期: 2016年04月15日

禮卷義賣
☆ 2015年十二、2016年一月份
禮券購買名單 ☆
黃宜修
孫治雄
黃朝聖
張蕙蘭

$200
$200
$300
$500

張閨瑟
余洵洵
杜秋中

$200
$300
$500

本名單到01/2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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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臨門 (面額有$20、$50、$100)

TAP-SD Lunar New Year Party
時間：2016年02月06日5PM
費用：每人$15 ; 當天$20
購票請洽台灣中心辦公室。
TAP-SD 準備了豐盛的菜餚、精彩的表演節目、
以及精緻的抽獎禮品。敬邀各位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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