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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 04/02/2016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Old Coach Trail – Highland Valley Road
集合： 14225 Highland Valley Road, Escondido CA
92025
日期： 04/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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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05/07/2016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Black Mountain
集合： parking lo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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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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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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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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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6年05月01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Revisit My Trade Exit Plan
講員：Winston Lue (呂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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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9日 (星期六) 12:30 PM
主題：天南地北話 iPhone/iPad
主講：石正平
跟大家聊最近 iPhone/iPad 的進展，大家一起來討
論!!

生活座談會
日期：2016年04月0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如何面對老化 -- Dealing with aging
主持：吳美華
講員：賴淑卿「我的經驗談」
林郁子「Can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make retirement more enjoyable?」
吳美華「告別 – Bidding Farewell」
Christina Shields「La Costa Glen – A New
Way of Retirement」
感謝：林美佳女士贊助；黃玉貞女士準備點心。

認識科學演講系列
日期：2016年04月23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除了「幹細胞」，我還幹了什麼？
講員：石正平 博士
造血幹細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乃是一
群存在於成人骨髓內非常稀少的細胞，它能自我更
新也能成熟分化成任何一種系列血球細胞，包括紅
血球、白血球以及血小板。Chemokine (趨化激素）
是一群類似 cytokines 的小分子蛋白質。顧名思義
chemokines 主要功能是跟免疫細胞炎症趨化反應有
關。
石正平，南投集集人。從小知書達理品學兼優，頗
為鄉里稱許。服完兵役擔任兩年助教後，前來美國南
卡羅萊納卅醫科大學攻讀博士。獲得免疫血液學博士
即任職於聖地牙哥生技公司。2009年開始服務於聖地
亞哥台灣中心。家有賢妻一名，兒子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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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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付上兩封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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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美傳統週預告
一年一度的台美傳統週將於5月21日至5月28日
舉行。
05/01/2016 ~ 05/31/2016
E-Waste Recycle
5月21日(星期六)
台灣美食園遊會
傳統週開幕儀式:開幕式將頒發模範母親獎、模
範先生獎及高中獎學金。
5月28日(星期六)
傳統週閉幕式:將由黃獻麟老師帶領台語班帶來
精彩節目。
其餘節目仍在如火如荼地籌備中。敬請期待。

禮卷義賣
☆ 三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
余洵洵

$300

王惠美

$800

本名單到03/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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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