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四屆年會參加辦法
主題：『和平 奮鬥 救中華民國』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即將邁入第四十四個年頭，回首中美斷交前夕本會成立，海內外僑胞的團結
一心，為國家穩定與持續發展與繁榮打下強心劑。風雨飄搖中我們茁壯，不求個人榮華富貴，只
盼國家長治久安，讓海外愛國僑胞堅守崗位，本著「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的宗旨，在
全美各地不間斷舉辦愛國活動，提振國威，深入基層與草根，為國家存續努力不懈，身為台灣同
鄉聯誼會的一份子，是值得驕傲的人生篇章。
今年全美理事投票通過由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承辦本屆年會，以「和平、奮鬥、救中華民國」為
年會主題，在民進黨的執政下，中華民國所面臨的風雨成為暴雨，國家根基從飄搖變成崩塌，中
華民國與台灣，我們的國家與我們家鄉，被民進黨用凌遲的刀，割裂成為肉連心不連的「分裂共
同體」，兩岸望不到和平，社會盼不到和諧，吸不到乾淨空氣，吃不到無毒食品，我們的家人的
生命以及身為人的權利，被民進黨一點一滴的抽乾殆盡，我們國家累積的資產與根基，被友善民
進黨的國際人士吃乾抹淨，只要仍有同胞對中華民國有一絲憐憫，就值得我們繼續為救國，繼續
打拼。
有鑒於俄烏戰爭讓國際情勢更加詭譎多變，如今國家更處於內外交迫的嚴峻情勢，全美台灣同鄉
聯誼會特別將年會訂於今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一日，在聖蓋博喜來登大飯店(Sheraton San Gabriel)
舉辦，邀集國內外政要以及北美各地鄉親共同出席。2022 的選舉牽動著 2024 的國家走向，對於
民進黨一黨獨大，獨裁專政、壟斷媒體以及以司法侵害人權，許多人選擇了趨炎附勢，棄藍投綠，
但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不被民進黨所收買，本會不願見到台灣人民被其洗腦手段所奴役，也誓
言要終結民進黨結合外國勢力，對台灣人民極盡糟蹋之能事的惡質行徑。
今年年會將強調區域和平的重要性，宣導人民應對於推翻暴政有自覺性，我們無法得知，民進黨
扭曲台灣人的善良究竟出自何種動機？讓全民承受空污下的缺電是打的是什麼算盤，強制下一代
擷取萊劑與核災食品又是居心何在？刻意營造兩岸仇恨讓青年回到義務兵役，從生產線走回戰爭
前線，是所為何來？今天不為和平奮鬥，國家明日豈仍安在？
本會誠摯邀請各界先進，共襄盛舉全美第四十四屆年會，透過全美各地分會的凝聚力，爭回我們
的僑心，透過你我的影響力，揭開民進黨用國家公帑，堆疊出的大外宣式的假面民主，向世界公
告，民進黨與對台灣人權的實際殘害，以及踐踏台灣人尊嚴，將台灣人奴役為次等人的非人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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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四屆年會活動內容（草案）
9 月 9 日（星期五）

2:00 pm - 6:00 pm
6:00 pm - 8:30 pm
9:00 pm - 10:30 pm

報到、註冊
歡迎晚宴
年會預備會議

9 月 10 日（星期六）

9:00 am - 10:00 am
10:00 am - 12:00 pm
12:00 pm - 2:00 pm
2:00 pm - 3:00 pm
3:00 pm - 5:00 pm
6:00 pm - 11:00 pm

開幕典禮
專題演講
歡迎午宴暨全美兒童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專題演講 / 鄉情座談
鄉情座談
晚宴暨《寶島之夜》綜藝晚會

9 月 11 日（星期日）

9:30 am - 11:00 am
11:00 am - 11:30 am
12:00 pm - 2:00 pm
2:00 pm - 6:00 pm

第四十四屆第一次理事顧問會議
旅館退房
惜別午宴
賦歸

※參加費用：
一、住宿者：

包括三天兩夜旅館住宿、晚宴(9/9)、早餐(9/10, 9/11)、午宴(9/10, 9/11)、寶
島之夜暨晚宴(9/10)
(1) 個人住宿單人房者，每人 $690.00
(2) 兩人同住雙人房者，每人 $490.00
(3) 夫妻共住雙人房者，兩人 $930.00

二、不住宿者： 每人$280.00。包括晚宴(9/9)、午宴(9/10, 9/11)、寶島之夜暨晚宴(9/10)。不
包括 9/10 及 9/11 早餐。
三、其他：

(1) 參加 9/10 日全日活動（包含午宴和寶島之夜），每人$200。
(2) 僅參加寶島之夜者，每人$120。
(3) 參加年會開幕、專題演講、鄉情座談、和參觀全美兒童繪畫展覽，一律
免費。

※報名辦法：
1. 即日起接受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7 月 31 日。住宿旅館逾期報名者，不保證住宿同一旅館。

2.
3.
4.
5.

不住宿者也請於 7 月 31 日之前報名。
報名費支票抬頭請填寫：TBAAOC，請將填好的報名表連同支票寄至：Claudia Chan, 2136 E.
Kings Crest Dr., West Covina, CA 91791。
為了方便安排旅館住宿，請將填妥的報名表，於郵寄前先 email 至：Claudiacnn@gmail.com。
報名後恕不受理退費要求。
任何有關報名及活動事項請洽。
主任委員詹安安（Claudia Chan），手機：626-833-0221，e‐mail：Claudiacnn@gmail.com
副主委黃秀梅（Maylin Huang），手機：201-851-6688，e‐mail：huangmaylin@hotmail.com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二０二二年刊刊登廣告辦法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分會會長們鈞鑒：
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第四十四屆全美年會，除了動員橙縣分會理事、會員及顧
問群全力以赴，全美各地分會的大力支持更是我們依重的力量。根據慣例，無論是
年刊的內容或經費，貴分會都鼎力相助，今年我們也需要您繼續的支持，希望貴分
會能循例贊助$500 作為年刊出版費用，我們將提供 2 頁的彩色版面供貴分會活動
剪影使用，不論是照片、新聞稿或文章皆可。
如果您能在當地社團、商號、私人企業取得支持來贊助我們的年刊，我們可以將
50%的收入回饋您的分會或抵用於$500 的贊助費用。讓我們為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共同努力，您及貴會的支持與贊助，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特此表達誠摯謝忱！
年刊廣告收費價目(請在下列選項打勾)
□彩色封底
□彩色封面內頁
□彩色封底內頁
□彩色封面首頁
□彩色封底首頁
□彩色全頁

$ 3000.00
$ 2000.00

□彩色半頁
□黑白全頁

$ 500.00
$ 500.00

$ 1500.00

□黑白半頁

$ 300.00

$ 1000.00

□黑白 1/4 頁

$ 200.00

如蒙贊助，敬請於 7 月 24 日之前回覆，以便編排。謝謝您的支持！
1. 請將此廣告單和支票郵寄到 Claudia Chan, 2136 E. Kings Crest Dr., West Covina,
CA 91791。支票抬頭請寫：TBAAOC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Orange
County)。
2. 廣告稿請直接 e-mail 至 Claudiacnn@gmail.com 以及 tbaa.32p@gmail.com
3.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籌備會主任委員詹安安 (626) 833-0221
=================================================================
本人/公司/行號/社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刊登全美台聯誼會第 44 屆年會年刊 _________頁，刊登費為 ＄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金額 ＿＿＿＿＿＿＿_＿＿＿＿＿＿
經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四十四屆年會報名表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分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職稱：_________ 總會職稱：_________
同行眷屬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館 Check-i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ck-out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新冠疫情仍然嚴峻，本會希望與會者都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這樣大家就可以
安安心心、快快樂樂參加年會。請問您是否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是 □否 ＊＊
住宿與活動費用如下：
第 44 屆全美年會住宿飯店：Sheraton San Gabriel
303 E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類別

內容

個人住單人房

□ 9/9-9/11

每人$690.00

兩人住雙人房

□ 9/9-9/11

每人$490.00
2 Queen Beds

夫妻住雙人房

□ 9/9-9/11

不住宿者

費用

小計

備註

□ 室友：
□ 請籌備會安排室友

兩人$930.00
每人$280.00

支票抬頭：TBAAOC，請將填好的報名表連同支票寄至：Claudia Chan, 2136 E. Kings Crest Dr., West Covina, CA
91791。
總計金額：

支票號碼：

附註： 1. 如果需要提前或延後住房者，每間房每晚$195(含稅)，請報名時註明，並加入總金額。
2. 7 月 31 日後恕不受理更改需求。
如需接送機，敬請提供班機抵達及回程班機資料。請使用洛杉磯機場（代號 LAX），班機抵達時間請盡量
安排在中午至下午四時之間。與接機有關事項請電接機組組長 Eric Hsing（手機：626-824-5066）
機場

航空公司/班機號碼

抵達/離開日期

抵達/離開時間

人數

備註

來程
回程

報名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會後旅遊活動（Sequoia + Yosemite）
三天兩夜行程
星期日 LA – Fresno
Ramada Inn or similar
星期一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Fresno
Ramada inn or Similar
星期二 Sequoia National park - LA
Tour Package included
• 56 seat Bus
• Admission fee for Yosemite and Sequoia
• Service fee for driver and tour guide
• Hotel breakfast
• Double occupancy $448
• Based on 20 People Paying

Sequoia national park

四天三夜行程
星期日 LA - Fresno
Ramada Inn or similar
星期一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Fresno
Ramada inn or Similar
星期二 Sequoia National park – Fresno
Ramada inn or similar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星期三 Solvang - Santa Barbara - LA
Tour Package included
• 56 seat Bus
• Admission fee for Yosemite and Sequoia
• Service fee for driver and tour guide
• Hotel breakfast
• Double occupancy $598
• Based on 20 People Paying

Solvang Danish Village

附註： 1. 參加旅遊者星期天下午 1:00 集合登車，主辦單位會準備飯盒車上午餐。旅遊結束回到
洛杉磯大約晚上 6:30 左右，主辦單位會安排當晚住宿。
2. 旅遊團至少需要 20 位團員才成行，請務必於 7 月 1 日以前先電郵給詹安安主委
（Claudiacnn@gmail.com）告知您的意願，主辦單位會在 7 月 8 日前通知您旅遊活
動是否成行以及行程細節，以利您安排參加年會與旅遊的行程。
我有意參加 □三天兩夜行程

□四天三夜行程

□兩者皆可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