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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守夜聲援台灣野草莓學運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當晚聲援會，由前董事長
陳清池教授主持。先看學生抗議活動短片後，多
人發表抗議政府鎮壓反應的看法。其中剛從台北
回來范清亮夫婦，目睹政府侵犯抗議者的自由和
警察對和平示威者的殘暴。另外UCSD台灣學生
代表解釋他們那一代為何叫草莓族；生於台灣富
裕的八十年代，被寵壞就像草莓外表漂亮但內部
卻柔弱。但此次他們在台灣的抗議活動，已證明
他們關心且會為他們的權力和台灣的未來挺身而
出。他們驕傲的稱他們的抗議是野草莓運動。

十二月六日星期六晚，有近百名聖地牙哥台美
人鄉親參加在台灣中心有意義的燭光守夜。此活動
由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聖地牙
哥分會和北美洲婦女會大聖地牙哥分會共同發起聲
援熱愛自由的台灣學生。這些學生打從十二月初中
國低階官員來台，政府嚴重侵犯了人民集會和言論
的自由，就開始和平的抗議。

燭光守夜聲援
台灣野草莓學運

發行所：聖地牙哥台美基金會 TAFSD
7170 Convoy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電話：858-560-8884
傳真：858-560-9276
Website: www.taiwancenter.com

11/15/08 感恩餐會
董事當義工(左起) 陳清池、
謝節惠、曾俊隆

該晚氣氛莊嚴，大家對馬英九五月就職後，台
灣民主發展的倒退都很悲傷。事實是連草莓族的
年輕人政治上都動起來，反映大眾焦慮不只對台
灣變成不民主，也怕台灣最終被共產中國併吞。
運用IT科技，我們將整個過程現場轉播到全球。
也感謝范清亮夫婦的安排，聖地牙哥電視第六台
來採訪，陳清池接受訪問時，說明野草莓運動的
意義，並強調我們聖地牙哥台美人對這運動的支
持，此訪問在晚間10點新聞播出。

12/31/08 跨年晚會
除夕晚餐 (左起) 李文惠、
唱Auld Lang Syne (左起) 王英、
何金花、王李淑雲、蘇翠娥
陳瑞華、歐春美、黃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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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新任董事長 - 陳坤木教授
陳坤木教授於1955年畢業於國立台灣大學電機系。
1960年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他先到密西根大學，而
後於1964年移到EAST LANSING的密西根州立大學，總共服
務了40年，在1999年退休。陳教授在研究教育上的成就，
讓他得到無數的榮譽和獎勵，其中包括密西根州立大學的
優秀教學獎，傑出研究獎等，和洛杉磯台美基金會的科技

工程獎。陳教授及其夫
人余洵洵女士在密西根
州立大學時，相當照顧
從台灣來的學生。他的
家被公認為台灣中心。
他們於2005年遷居聖地牙哥 。

2009年台美基金會各類獎項
應屆高中畢業生獎學金

母親節特別獎

聖地牙哥台美基金會自一九九七年起，每年都會頒發三
至四名獎學金。而今年將會提供四名美金五佰元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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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兩個名額將保留
給家境清寒的學生。申請截止日期為2009年4月15日，申
請表格可在台灣中心網站www.taiwancenter.co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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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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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具有台灣血統和必須為聖地牙哥的居民
5.) 請付上兩封推薦函

台灣旅遊獎

茂均兒童基金

聖地牙哥台美基金會每年另外也頒發「台灣旅遊獎」給
一位聖地牙哥區中學生科學與工程展覽會的優勝者。此
獎項提供約美金兩仟元的旅行費用，讓獲獎人能從旅遊
台灣的機會裡，學習到台灣豐富的多元化社會與文化。

聖地牙哥台美基金會於2004年成立「茂均兒童基金」來
協助和關懷腦性麻痺的兒童。此基金每年頒發$700予一
位大聖地牙哥區十四歲以下腦性麻痺的兒童，或一個從
事醫療、協助或教育腦性麻痺的兒童機構。申請截止時
間為4月15日。表格請向台灣中心索取，或於中心網站下
載。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2008年
(至9/30/08)財政收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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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收入

經常基金
8,880

永久會館基
金
1 99,597

其他收入
投資所得
支出 (-)
營運結餘

77,275
8,793
(190,070)
(95,122)

0
(225,974)
0
(26,377)

0
(12,263)
(4,000)
(16,263)

0
(1,746)
(700)
(2,446)

$77,275
$(231,190)
$(194,770)
$(140,208)

基金餘額

$259,498

$3,197,177

$45,696

$6,448

$3,508,819

中心網址：Http://www.taiwancenter.com

Kuan Chen
紀念基金
0

茂均兒童基金
0

合計
$208,477

影片觀賞
時間：01/18/09 (日) 1:00PM
『紅色戒嚴』 中國海協會頭子陳雲林來訪，台灣國民
黨政府鎮壓示威者的種種暴行，和對人權的踐踏，引
發台灣學生野草莓人權運動的報導。

『火線任務』報導1970年，營救台灣政治犯彭明敏教
授，緊張刺激的經過。片中也敘述如何秘密的由獄中
傳達政治犯的消息，投訴國際人權組織的種種令人驚
奇的方法。

中心特別講座

ඣʾඒၦஊ˘ᅣᑡพ
演講題目：台、日、美關係

時間：01/18/09 (六) 2:00PM
演講題目：台、美關係

黃文雄，生於高雄，

許世模，生於南投草屯，

日本明治大學碩士。

台北醫學院醫科畢業。

現任：台灣獨立建國聯盟日本本部
主席，日本一大學客座教授。

現任：台灣公論報發行人，台灣獨
立建國聯盟美國本部中央委員。

曾任：日本台灣同鄉會會長。著作
有40多本 - 關於台灣獨立、政治、
經濟、社會問題。黃是海外台灣人
傑出政治思想家。

曾任：台灣獨立建國聯盟美國本部
主席，FAPA常務委員會召集人，
克里夫蘭台灣同鄉會會長

健康講座
題目：幼兒健康、疾病和迷思
時間：02/21/09 (六) 2pm
主講：歐佳貞 Jennie Ou, MD
小孩是獨特的也是複雜的，他們帶給父母愛和
喜悅，但也帶給父母如何撫育的挑戰。在特多有關
這方面的忠告意見裡，父母有時難分別出對的和錯
的。小孩也常生病和受傷，有時父母難分辨嚴重的
程度，和是否該看醫生，此健康講座將針對這些問

* 新春晚會 *

時間：01/24/09 (六) 6:00pm
台灣同鄉會年會暨慶祝牛年聯歡會

* 中心週年慶 *

時間∶02/28/09 (六) 6:00pm
慶祝台灣中心成立十二週年

題加以解說。
歐醫生，史丹佛大學生物系學士，然後於UCSD的
醫學院畢業。在UC Irvine的小兒科訓練後，回到聖地
牙哥來開業。現已在Sharp Rees-Stealy Medical Group在
Rancho Bernardo的醫院服務了近五年。

禮券義賣
禮券收入為台灣中心活動的主要經費來源之一。平常
自用， 親朋好友之間送禮，或是發揮社交魅力推銷
給朋友、 同事、鄰居，都是對中心很大的幫助。愛
護中心的朋友，謝謝您踴躍購買。
禮券種類：福臨門、Jasmine、Chin's、99 大華

Υφጛሚᑬൗeᇾ̐ݣᜬɽ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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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座談會
時間：01/10/09 (六) 2:00PM
主題：園藝樂
主持：曾俊隆醫師

時間：02/14/09 (六) 2:00PM
主題：宜室宜家
主持：郭君玄博士
講員及講題：

講員及講題：
林幸隆：「有機園藝」
李朝煌：「佫再談插枝」
賴金鸞：「接枝的方法佮秘訣」主持

何金花：「台美鴛鴦」
陳麗津：「從馴夫到人生」
林淑華：「題未定」
匿名：「藏題」

同時嘛欲介紹按怎培土，按怎調配potting soil，
按怎予花、水果樹仔的根勇勇健健。

感謝： 蔡錦榮郭靜江夫婦贊助，
曾惠貞女士準備點心

請準備接枝的材料：
01、兩年生以上的果樹如－李、蘋果、梨、桃。
02、 Wire tape。 03、普通報紙。
04、美工刀(utility knife)。 05、六寸長的塑膠袋。06、
剪刀。 07、歡迎帶贊的果子樹仔椏來分享。

時間：03/14/09 (六) 2:00PM
主題：台灣中心俱樂部樂無窮
主持：林怡貞

感謝： 曾俊隆陳碧桐夫婦贊助，
江樂舜女士準備點心

吳昭芳：「潦太鼓, 游太鼓」
洪純仁：「全景攝影 Panorama Photography」
曾俊隆：「學電腦的心得, 成就和樂趣」

健行俱樂部
時間: 01/03/09 (六)
地點: Carlsbad City Trail
集合地點: Crossing Golf Course Parking Lot
集合時間: 01/03/2009 9:00 AM
時間: 01/17/09 (六)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地點: State Park 路邊停車場
集合時間: 01/17/2009 9:00 AM
時間: 02/07/09 (六)
地點: Miramar Lake
集合地點: Miramar Lake 停車場
集合時間: 02/07/2009 9:00 AM

共乘搭車者付油錢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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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址：Http://www.taiwancenter.com

講員及講題：

聯絡人(Contacts):
林坤鎮 760-644-4492
黄宜修 858-208-5223
彭武見 858-231-2111
時間: 02/20/09 (五)
地點: Lake Poway
集合地點: Lake Poway 停車場
集合時間: 02/20/2009 9:00 AM
時間: 03/07/09 (六)
地點: Torrey Pine State Reserve
集合地點: State Park 路邊停車場
集合時間: 03/07/2009 9:00 AM
時間: 3/20/09 (五)
地點: Palomar Mountain
集合地點: San Macros Ralph Market Plaza
集合時間: 3/20/2009 9:00 AM

電腦俱樂部
日期: 01/10/09 (六) 12PM
主題：電腦問題 Q&A
講員：林怡貞 、張芷茵

日期: 02/14/09 (六) 12PM
主題：ACDSee 圖片修改
講員：歐春美、林怡貞

宗旨：讓同鄉們交流並學習新的電腦技能，
教學與討論內容將視參與者需要設定。
如有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煩請與中心聯絡。
有自願開主題授課者歡迎email或與中心聯絡
email: taiwancenter@gmail.com

日期: 03/14/09 (六) 12PM
主題：電腦問題 Q&A
講員：歐春美 、張芷茵

參加者若有附無線網路卡(Wireless Card)的手提電腦
(Laptop)，請自備以便利教學練習與個別問題解答。(每
次聚會將有大約30分鐘個別問題Q & A)
請踴躍捐款贊助電腦俱樂部購買教學器材及軟體

讀書會
時間：01/25/09 (日) 2PM
講員：鄭德昌
書名：Origins, Fourteen Billion Years of
Cosmic Evolution
作者：Neil deGrasse Tyson and Donald
Goldsmith,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本書有兩位作者：Neil deGrasse Tyson 是天文物理學家，
任職紐約市立Hayden天文館(New York City＇s Hayden
Planetarium)的主任；Donald Goldsmith住在加州柏克萊，
是天文學作家，著書超過二十本以上。
本書深入淺出地解說有關宇宙生成到現在，總共140億
年﹝以我們太陽年的時間來算﹞的進化歷史。凡是有
關物質形成，化學元素的產生，太陽的形成，行星的產
生，以及宇宙的定律，本書均有詳細的說明。
對於沒有學過自然科學的讀者，這是一本你想知道的宇
宙學大要。對於學過自然科學的讀者，你也可以從這本
書裡複習已經知道或不知道的知識。歡迎大家一起來討
論你我所知道和不知道的天文知識。

時間：02/22/09 (日) 2PM
講員：吳昭芳
書名：來生不做中國人
作者：鍾祖康
作者生於1960年代中期香港, 1984年進香港中文大學修
讀社會工作和翻譯，畢業後從事社會工作, 並參與香港
民主化抗爭運動，直至發現中國人受中國奴才文化毒
害太深，與民主政治距離太遠，故轉而從中國文化尋
找病源。2001年起，成為第一個高調以文章公開聲援
台灣獨立建國的香港華人。2003年底，隨挪威妻子移
民挪威。

本書於2007年11月出版，不久贏得「中國頭號禁書」
寶座，至2008年12月已發行第十二版。
內容收集30篇作者從1995年至2007年8月之間在報章
雜誌發表的文章，主要在深入探討中國文化的特質及
在這種文化燻陶之下的中國人所養成的思考習慣及行
為慣性，篇篇鞭闢入裏，把中華文化和中國人的思
想、行為分析到骨髓裏。其中第一篇文章說明書名的
由來，乃是由於2006年9月4日起，中國三大入口網站
之一的網易旗下的網易文化在網上作了一項中共統治
50多年來最為敏感的調查，題目是﹕「如果有來生，
你願不願意再做中國人？」，至15日下午時被強行終
止為止，投票結果是在11,2716名投票者中，有65.1%稱
來生不願意再做中國人。

時間：03/29/08 (日) 2PM
講員：陳清池
書名：荷蘭人、
西班牙人及漢人拓殖十七世紀的台灣
作者：Tonio Andrade
作者取得Yale大學史學博士後，日前執教Emory大
學。
本書探討十七世紀台灣的轉型。原來是鮮為人
知，原住民稀少，偶有海盜及漁人上岸的島嶼，數十
年後成為十餘萬漢人拓殖者的家園，並出產米及糖出
口世界市場。作者運用荷蘭、西班牙、日本及中國語
文獻，証明歐洲人促成漢人大規模地拓殖台灣。雖然
西班牙人在台北台灣有基地，但荷蘭人在南台灣經歷
40年(1623-1662)的殖民統治更為重要。荷蘭人靠漢人
提供食物、企業人才、翻譯、勞力及行政協助，相反
地，漢人則依賴荷蘭殖民政府的保護。作者特稱此制
度為「協辦殖民」(co-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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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心劍道快訊
十一月二十三日，台灣中心會員威利史特科在加州長堤，穫南加州劍道協會主辦17歲以下4級組個人比賽亞
軍。為此他受賞了美麗的獎牌與新的竹刀。恭賀威利為台灣中心爭光！

興奮舉升級證明書的三位。左
起：威利史特科四級、岡野拓一
級、劉瑞銘一段（初段黑帶）。其
他不在照片的升級者有劉德宏(四
級)、劉雅文四級与侯忠一級

威利(左)與榮獲四段以上組殿軍
的林富德教練合照。

台灣中心2009冬季課程表/TACC WINTER 2009 CLASS TABLE
課程
Clas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內容
Class Description

老師
Instructor

費用
Fee

備註
Note

太極拳班
Tai Ji Quan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日(Sun)
4:00pm - 5:30pm
(吳式)

吳氏氣功太極拳三十七式及氣功太
極劍
Traditional 37-posture Tai Ji Quan for
self-defense and health

胡應禮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由林富德老師 (劍道五段) 擔任指
導,歡迎各年齡層對劍道有興趣者
參加
Welcome all ages and levels
Chief instructor Frederick Lin,(Kendo
5-den)

林富德
Fred Lin

$40 for 8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吳淑宜
Suzy Wu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黃獻麟
Steve Huang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劍道班
Kendo

請預先向台灣中
心報名

週五 (Fri)
6:00pm - 7:30pm
Beginner
週五 (Fri)
7:30pm - 9:30pm
Regular
週二 (Tue)
10:00am - 12:00pm

有氧運動，地板操，新潮舞步
Aerobics, Flooring, New Dance

有氧舞蹈班
Aerobics Class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中級台語班
Taiwanese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三 (Wed)
1:00pm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請洽老師
Please
Contact
Instructor

矯正你的英文口音
Reduce your English accent

週六 (Sat)
10:00am - 6:00pm

基本彈箏技巧
*可向老師租購古箏
The basics of pla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Guzheng.
**Rental is available

英文口音矯正班
Accent
Reduction

古箏班
Guzheng Class

詳情請洽老師
Please Contact
Instructor

週五 (Fri)
10:00am - 12:00pm

台語詩詞，聲韻，會話
Taiwanese Poems, Phonetics, Conversation

陳姿安
Joanne Chen

請洽老師
Please
Contact
Instructor
858-380-8538

李清
Cathy Lee

請洽老師
Please
Contact
Instructor

Contact:
李清
Cathy Lee
760-805-8880

台灣中心2009年冬季活動表/TACC WINTER 2009 CLUB ACTIVITY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

聯絡
Contacts

夏威夷舞俱樂部
Hawaii Dance Club

週五 Friday
12:00pm

美麗、有趣的舞蹈。歡迎大家來參加。
Come join us for interesting and beautiful dance !

負責人：程靈芸
(858)793-3672

土風舞俱樂部
Folk Dance Club

週二 Tuesday
7:00pm

動人的音樂，曼妙的舞姿，歡迎大家來共舞…
Come join us for beautiful music and dance…

負責人：凌佳弘
Ling, John
(858)486-3067

台灣中心長輩會
Senior Group

週三 Wednesday
10:30am

週三活動: 太極拳、氣功、手語運動、午餐、合唱、排舞、交際
舞、聊天。 年度活動: 野餐、出遊。 終身會費: 每人$10 。
Are you over 55 years old? Join us for a leisure afternoon.

負責人：林坤鎮
Lin, Kuen Chen
(619)482-7088

排舞俱樂部
Line Dance Club

週四 Thursday
6:00pm

排舞教學，歡迎各位有興趣的鄉親報名。
Teaching Line Dance, Everybody is welcomed.

負責人：高維
Vivian Chiang
(858)481-9130

婦女與婦女之友俱樂部
Women and Friend Club

週五 Friday
2:00pm

氣功及舞劍術、另外不定期安排烹飪及其他活動

負責人：陳美女
Chen, Mary
(858)792-0938

歌仔戲俱樂部
Taiwanese Opera Club

週六 Saturday
10:30am

發揚台灣民俗音樂戲劇，延續台灣文化精粹。凡對台灣
音樂、歌仔戲有興趣者，歡迎踴躍參與，共同切磋鑽研！

負責人：吳姬華
(858) 513-9441

橋牌俱樂部
Bridge Club

週二 Tuesday
2:00pm

活化腦細胞、訓練邏輯、分析、思考、判斷能力的好機會
老少咸宜，歡迎您來參加。歡迎初學者加入!
Train your logic and analyze ability while having fun.

負責人：陳秋山
Chen, Chiu-Shan
(858) 454-8429

健行俱樂部
Hiking Club

每月第二與第四個星期五
Friday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

負責人：黃宜修
Huang, Yi-Shiou
(858)674-7397

卡拉OK俱樂部
Karaoke Club

週二 Tuesday
1:00pm
每月最後一個週六
5:00pm

每週二, 1-6pm
舞會和 Pot Luck Dinner: 3/28/09
歡迎大家一起來自由歡唱

負責人：盛素雲
Sue Sheng
(619)472-1629

攝影俱樂部
Photo Club

週三 Wednesday
3:30pm

攝影經驗交流，歡迎大家攜帶記憶卡或是照片前來分享。
Please bring your memory cards or pictures to share.

負責人：黃獻麟
(858)560-8884

書法俱樂部
Calligraphy Club

週四 Thursday
10:00am

喜愛書法的朋友，齊聚一堂練習切磋。歡迎加入。

負責人：徐嘉莉
Lo, Grace
(858) 485-8164

電腦俱樂部
Computer Club

週六 Saturday
12:00pm

讓同鄉們在輕鬆共享午餐的氣氛下可交流並學習新的電腦技能。
教學與討論內容將視參與者需要設定，
初級與進階教材將按月輪替安排。

負責人：張芷茵
(858) 560-8884

太鼓俱樂部
Taiko Club

週一 Monday
7:00pm

學習日本擊鼓技術。不需經驗，年齡程度不拘。免費課程！
All ages and levels are encouraged to join. Free classes.
Website: http://www.naruwantaiko.org

負責人：Diana Wu
NaruwanTaiko@gmail.com

一月份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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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卡拉OK俱樂部 SP
土風舞俱樂部 SP 
劍道班練習 SP

長輩會聯誼 DP
中級台語班 SP
攝影俱樂部 SP

書法俱樂部 DP
排舞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夏威夷舞俱樂部 SP
婦女俱樂部 SP
劍道班 SP 

古箏班 D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特別講座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電腦俱樂部 SP
生活座談會 SP

春節晚會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二月份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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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卡拉OK俱樂部 SP
土風舞俱樂部 SP 
劍道班練習 SP

長輩會聯誼 DP
中級台語班 SP
攝影俱樂部 SP

書法俱樂部 DP
排舞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夏威夷舞俱樂部 SP
婦女俱樂部 SP
劍道班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6$7


古箏班 D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電腦俱樂部 SP
生活座談會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休館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健康講座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讀書會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中心週年慶 SP

三月份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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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ᎄ
太鼓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卡拉OK俱樂部 SP
土風舞俱樂部 SP 
劍道班練習 SP

長輩會聯誼 DP
中級台語班 SP
攝影俱樂部 SP

書法俱樂部 DP
排舞俱樂部 SP

有氧舞蹈班 DP
夏威夷舞俱樂部 SP
婦女俱樂部 SP
劍道班 SP

古箏班 D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電腦俱樂部 SP
生活座談會 SP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ᎄ
太鼓俱樂部 SP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有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