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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౪ʔ 3:00
3:00 PM
Ζᒪk̐ᜬɽʸ০ӻఁ
由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及各台美社團所合辦，精
製了多種風味的台灣小吃，各種有機健康食品以
及精采的表演節目。
*不須事先購票，當天用現金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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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將頒發模範母親及高中獎學金。儀式後邀
請到知名手鐘演奏家廖溫玉妙女士為我們帶來難
得一見的表演。節目精彩，請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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ࣄk2016γ05
ࣄk2016
05˄24
24˂
˂ ܳ౪ɂ 2:00PM
2:00PM
˒Όk߸ɽᅧ

ࣄk2016γ05
ࣄk2016
05˄26
26˂
˂ ܳ౪̔ 2:00PM
2:00PM
˒Όkɥ௫ᐿڀ

軍中菜鳥小寶（阮經天飾）來到海天一色的金
門，被挑中進入最精銳的兩棲作戰部隊，接受魔
鬼士官長老張（陳建斌飾）的嚴酷訓練，準備成
為精悍的海龍蛙兵。但天生怕水的小寶，終究慘
遭退訓。因緣際會之下被分發到素有「軍中樂
園」之稱的軍中特約茶室工作，肉體與心理的挑
戰更加艱難。這裡的特約茶室，是個圍了鐵絲網
的樂園，小寶在這裡見到了在軍中掙扎生存的同
梯華興（王柏傑飾），也看到了魔鬼老張對侍應
生阿嬌（陳意涵飾）的情意，更發現自己被冰山
美人妮妮（萬茜飾）神秘的氣質吸引。秘密與謊
言，忠誠與正義，他們一起被禁錮在這個風光明
媚的小島上，準備面對時代與命運的荒謬無情。

32歲的淑芬終於要結婚了！不料，淑芬的老爸李
金爽（猪哥亮 飾）看這憨女婿是越看越不爽，
不捨女兒外銷，規矩訂得比101大樓還要高！ 聘
金的數字、迎娶的人數、流水席的禮數、婚禮的
禁忌，要說到完口水都沒沫。好家在大囍媒婆錢
頌伊（林美秀 飾）有PRO級手腕、Everybody嚨
嘛愛；眼看新娘就要娶進門，卻突然哭跑了！安
娘喂～吶ㄟ安捏？

ࣄk2016γ05
ࣄk2016
05˄25
25˂
˂ ܳ౪ɏ 2:15PM
2:15PM
˒Όk̎פiࠐ՞൮Ϲδ
本片為台灣英雄史明紀錄片，由姚文智擔任製作
人，紀錄片名家陳麗貴親自執導。
他一生縱橫四大洲、反抗三政權。有人說他是台
灣的「唐吉訶德」，夢想著不可企及的夢想；也
有人說他是台灣的「切．格瓦拉」，是東亞碩果
僅存的現役革命家；但是，他私下推崇的卻是巴
游領袖「阿拉法特」。
他一生都在「跑路」。曾經投入中共地下組織從
事抗日活動；曾經成立「武裝部隊」企圖暗殺蔣
介石；曾經亡命日本，完成首部台灣人民族志，
並持續對台灣輸入「武裝革命」與「民主啟蒙」
；至今97歲，一眼全盲、身形佝僂，卻依舊戰
鬥力滿點，依舊傳奇不斷。
ຳΖ˓ࡒ̐ᜬɽʸ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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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
27˂
˂ ܳ౪ʆ 2:00PM
2:00PM
˒Όkɥᆯᷠ
大學生陳佑熙，是個有點小憂鬱，沒有太大人
生目標的大學生，失戀之後，萬念俱灰。誰知
在有點古怪的歷史系朱正德教授的引導下，佑
熙竟然陰錯陽差地掉入了時光隧道，回到了大
稻埕—1920年代日治時期台灣最繁華的第一鬧
區，還遇到了朱教授。
佑熙化名為YO-SHI，朱教授化名為猪頭師，他們
意外地見識了重大的臺灣歷史事件他們也遇見了
在熙來攘往的大稻埕獨力開設裁縫店，性格強悍
的滿洲奇女子阿純；風華絕代、色藝雙全的首席
藝旦阿蕊…一面參與社會運動，爭取自治，一面
卻陷入愛情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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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新君登位，宮內美人全數遣散出宮。原來之
三千宮女一律用布袋蒙面，由官媒領往御街，以
每位三十兩銀子賣給百姓為妻，從而發生了這個
荒唐可笑，又耐人尋味的諷刺喜劇。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www.taiwa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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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ste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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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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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6
2016γ05
05˄31
31˂
請將家中不需要的電器用品拿來中心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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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22˂
˂ ܳ౪˂ 5:00PM
5:00PM
由聖地牙哥各大學、台灣學生會聯合主辦精彩的
歌唱大賽，年青人的樂曲，魅力四射。獎金豐
富，歡迎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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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來講父母話由黃獻麟老師及台語班策劃。節
目包括講古、唸歌、吟詩、用母語。透過淺顯易
懂的主題、優美的歌聲、以及引人入勝的故事，
帶領大家領略台灣母語的奧妙。

ඪଽ൬ऍСᑡ
˂౪k2016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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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裔美國籍小說家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撰
寫《Green Island》（綠島）一書講述台灣二二
八事件與台灣身份認同影響。為了更了解二二
八事件，楊教授在台灣生活了幾年，訪問經歷
二二八事件倖存者與在事件中失去親人的人。
《Green Island》一書描述1947年2月28日是一場
大屠殺的開端，屠殺由剛剛從中國抵達台灣的國
民黨部隊主使，全過程殺害了1至3萬台灣人，
以清算他們對其統治的抗議。楊教授表示，二二
八事件很少有外國人知道，而她選擇用《Green
Island》做為書名有多重不同意義，「綠島」是
書中一個角色被囚禁的監獄的名字，這個監獄象
徵著書中事件所在的「白色恐怖」時期。楊教授
認為，「綠島」也可以用來指代台灣，因為它是
一個蒼翠美麗的島嶼，但在戒嚴時期，這個島本
身也成了一座監獄….
ຳΖ˓ࡒ̐ᜬɽʸ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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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2016 (日)為支援一年一度的
龍舟競賽及Asian
龍舟競賽及
Asian Cultural Festival，中
Festival，中
心將休館一天。
請各位踴躍到現場為TAP-SD
請各位踴躍到現場為
TAP-SD龍舟隊加
龍舟隊加
油或到Asian
油或到
Asian Cultural Festival 中心的攤
位參觀！活動時間及地點請洽中心辦
公室。
>> 五月份電腦俱樂部及生活座談會
五月份電腦俱樂部及生活座談會因
傳統週籌辦、取消一次。
如有不便，請多包涵！

қ༇ᇻพ
˂౪k2016γ05
˂౪k2016
05˄01
01˂
˂ ܳ౪˂ 4:00
4:00 PM
ᑡᕂkRevisit
ᑡᕂk
Revisit My Trade Exit Plan
ᑡ࡙kWinston
ᑡ࡙k
Winston Lue и፨ʾ
˂౪k2016γ06
˂౪k2016
06˄05
05˂
˂ ܳ౪˂ 4:00
4:00 PM
ᑡᕂkPanel
ᑡᕂk
Panel Discussions on BioTech and BioPharm
Stocks and Trending
ᑡ࡙kLuke
ᑡ࡙k
Luke Hsiao, Rei-Lan Tang, Chun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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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৬Ϲᅧ
日期： 05/07/2016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Black Mountain
集合： parking lot
日期： 05/21/2016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Elfin Forest RecreaƟon Reserve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日期： 06/04/2016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 State Park road side Parking Lot
**06/14/2016 因負責人不在，取消一次。**
For more informaƟon, please contact 李元溢 860904-3844 (Cell)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www.taiwan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