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心簡訊

October
JANUARY
2007
2008
March 2016

法律講座
日期：2016年03月1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資產規劃法律講座 (Estate Planning 101)
講員：蕭誼庭 律師
歡迎參加蕭誼庭律師有趣又有用的法律講座，學習如
何透過法律文件（遺囑、生前信託、醫療及法律授權
等等）保護您所愛的家人和資產，讓他們省下大錢、
免上法院。蕭誼庭律師為資深加州執業律師，專攻遺
囑、資產及商業規劃。精通中英台西語。

健行俱樂部
03/05/2016 星期六 9:00 AM
Iron Mountain
Trail head parking lot
03/19/2016 星期六 9:00 AM
Cowles Mountain – south approach (Navajo)
Cowles Mountain Trailhead
04/02/2016 星期六 9:00 AM
Old Coach Trail – Highland Valley Road
14225 Highland Valley Road, Escondido CA
92025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

日期：
地點：
集合：
日期：
地點：
集合：
日期：
地點：
集合：

投資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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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6年04月03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My Experiences on Option Trading
(選擇權投資經驗談)
講員：Dr. Bill Deng (鄧東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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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6年03月12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各行各業
主持：陳正茂
講員：楊仁賢「電池研究的經驗」
鄭汾洲「一個開業醫師的經驗」
蔡維真「中歐自由行」
張妙音「台灣人在美國開科技公司的感想」
感謝：黃正源、孫淑玲夫婦贊助；黃玉貞女士準備點心。

三月電腦俱樂部取消一次。
如有不便，請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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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講座
日期：2016年03月26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電信，電腦，系統整合，雷達站品管 一個工程師的生涯
講員：羅敬民
羅先生將涵蓋他的工程師生涯，從電子交換機，長
途數據傳輸跨接系統(DACS)，長途光纖傳輸跨接系統
(DWDM)，軟體硬體的系統整合,並介紹一般的長程雷
達和彈道飛彈的基本常識。羅先生退休前曾參與台灣
雷達站興建，歷時五年，任職工地總品管。
羅敬民先生，畢業於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印第安納
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及博士候選人，先後任職於GTE,
IUPUI, AT&T/Lucent Bell Labs, Sorrento Networks, and
Raytheon. 2000年搬到聖地牙哥，2011-2015 回台工作
五年，參與台灣長程偵搜（鋪爪）雷達興建，2016退
休，嗜好旅行及攝影。

讀書會
日期：2016年04月02日 (星期六) 2:00 PM
書名：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張昭鼎教授的一生
作者：林銘亮
講員：林幸隆
「這本書對努力探求人生意義的人有很大的助益與鼓
舞，也對想瞭解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台灣科技，教育發
展提供可貴的資料。如果大家共同努力，我們的社
會是可以改變的。昭鼎兄是一位很好的典範」-李遠
哲書評。
講員林幸隆係雲林縣，土庫鎮人，1970年考取公費留
學考試，赴美在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Columbus 專攻
航空測量及衛星測量，後一直在美國政府工作，退休
後專心從事編劇，導演，及表演工作。

鄭德昌文化歷史講座
日期：2016年04月02日 (星期六) 4:00 PM
主題：A Far Corner: Life and Art with the Open
Circle Tribe in Dulan 都蘭, Taiwan
講員：Scott Ezell
Poet and musician Scott Ezell will present his book A Far Corner
and speak about driftwood art and aboriginal culture among the
Open Circle Tribe 意識部落, an aboriginal artist community in
Taidong, Taiwan.
Scott Ezell is an American poet and artist who has lived and worked
over a dozen years in Asia.風潮音樂in Taipei and composed
music for documentary film soundtracks. He lived in Dulan 都
蘭, Taidong, from 2002 to 2004, where he was part of the Open
Circle Tribe意識部落, a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art community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his narrative nonfiction book A Far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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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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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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二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
孫治雄
曾惠貞
謝節惠
黃朝盛
黃崇禮

$200
$200
$260
$400
$500

吳美華
SDTCA
呂芳志
楊素媛
劉聰謀

$200
$220
$500
$500
$500

本名單到02/2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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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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