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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ऍѠӕໂᖄፉᙁϟ
ȁӕໂϐۓက
ҁ܌ᆀϐȨӕໂȩаӧѠଆғࢲϐᡍϷ़ғϐᖄᛠࣁ୷ᘵǴόፕ࣪ᝤǴΥӧ
ѠрғǵۚՐ܈ӧѠᏢǵ൩ǵ٩ᒃϐӕझǴ֡ຎࣁӕໂǶ

Βȁബጔଆ
ߏΦаٰҗѠٰऍӕໂВǴӧऍ୯ӚޗဂύǴԋޑۓЍǴջڀԖ࣬ӕ
ՈکЎϯङඳǴڀഢၨଯޑѳ֡ᏢکᙍǴᏹӺ׳ឦǶோԜᓬຫచҹ٠҂
࣬ჹϸࢀډऍ୯ޗکݯࡹޑӦՏǴᇸຎǵݔຎϐ٣ਔԖ܌ᆪǴਸࣁёெёǶځ
܌аԿԜǴჴҗۘܭคԖΚϐဂಔᙃߥምǴวචᡏቹៜΚϐࡺǶ
ΐΎΖԃǴ҅ࢂऍ୯ьࡹ۬܍ᇡύӅࡹޑδǴΨࢂύ҇୯ࡹ۬ӧѦҬڙ
ډѺᔐനεޑਔংǴӧऍӕໂᒸໂǵଯၗ௵ǵߋݓǵߋֻၲǵֵ৸ǵഋറύǵ
ࡼᆢृǵဠࠆӓǵමကؼǵଯᔈڻǵྕШᓒЈΓγǴวଆಔᙃȨӄऍѠӕໂᖄ
ፉȩ
ǴඟᖐȨߥምǵ଼ӄӦՏǵബวǵ୍ܺᖄፉȩࣁ୷ҁےԑǴаᔈӕໂЬ
࠼ᢀϐሡाǶӭԃٰόᘐวಔᙃǴයԋӄऍϐᆛރᐒᡏǴวචဂᡏᏟରϐфૈǶ
ҁԋҥϐ߃Ǵӧऍ୯۬Ӧฦࣁߚᔼճ܄፦ޗიǴ֟ܭε۬ӦǶࡕӢ
ࡺ҂ૈᆢߚځᔼճޗიၗǴςܭΒɄɄϤԃΜДӛϣၲԀख़ཥฦਡǴ٠
ᝢჄҙፎ 501(c)(3)ߚᔼճޗიၗǶ

Οȁ፦
(1) ҁࣁߚᔼճიᡏǶ
(2) ҁࣁӧऍϐဂიᡏ(Ethnic Group)Ǵख़ڗݾѠӕໂϐճǴၮҔ೭жϐᓬ
ຫન፦ǴϷԐࡌҥᎡڰϐޗӦՏǴ٬ӕໂӧऍ୯೭ঁӭ҇ଯࡋᝡޗޑݾǴӝ
ޑҥىǴ଼நޑวǶ
(3) ҁࣁӧऍϐໂიᡏǴЈᛠѠǴՠόϟΕৎໂϐࡹݯǶ
(4) ҁЬঋکӝǴຬຫՉࡹϐ࣪ભϩǴΚ࣬ϕගឫǴᏉᆫΚໆǴӅബำǶ

ѤȁࢲБӛ
(1) уம໒ჹऍ୯ࡹ۬ǵᏢೌǵᔮǵཥᆪӚࣚϐᜢ߯Ǵаයࡌҥӕໂӧऍϐؼӳ
ԖճӦՏǶ
(2) ӧӕໂϐ໔ࡓݤǵᙴ٣ǵബǵ௲ػǵৎǵந୍ܺϷᖄፉࢲǶ

ϖȁாૈଅ
(1)
(2)
(3)
(4)

уΕǴ֧εಔᙃჹѦᇥܺΚໆ (Bargaining Power)Ƕ
ӛऍ୯࠹ޗѠӕໂϐᓬຫન፦ϷڑຫଅǶ
ӧԾρૈΚጄൎϣග୍ܺٮϷᖄፉҞ܈ཀـǶ
ਈᜄࢲҔǴаճ୍ϐ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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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ऍѠӕໂᖄፉക
By-Laws of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കȅᕴ߾
ǵ ҁۓӜࣁȨӄऍѠӕໂᖄፉȩ
ǴᙁᆀȨӄऍѠᖄȩ(аΠᆀҁ)ǶमЎӄӜᆀࣁ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ᙁᆀࣁ TBAAǶ
Βǵ ҁےԑࣁȨਔਔᜢЈѠǴೀೀ୍ܺӕໂȩǴБय़ᖄ๎ऍ୯ӦϐѠӕໂǴߦ
࣬ϕი่Ǵаໂᒃϐ໔ޑӚ୍ܺǴ٠ڗݾဴӧऍ୯ޑȄБय़ݙཀ୯ሞࡹ
ǴԶᜢЈѠǶ
Οǵ ҁ߯ऍ୯۬Ӧࡹ۬ฦӧਢϐߚᔼճ܄፦ޗიǴ֟ܭε۬ӦǶ

ಃΒകȅ
ǵ იᡏȅΥऍ୯ӦѠӕໂ܌ಔԋϐᖄፉޗ܄იᜅԋҁےԑǵᒥӺҁകำǵᒤ
ΕЋុǵ٣೯ၸளࣁҁიᡏǶ
Βǵ ঁΓȅӧҁคიᡏϐӦǴΥᜅӕҁےԑǵᒥӺҁകำ٠דᜫуΕҁ
ϐӕໂǴ֡ёӛҁޔௗҙፎΕǴҁ٣ቩਡ೯ၸࡕёԋࣁҁঁΓǶ
Οǵ ҁ܌ᆀϐӕໂ߯аӧѠଆғࢲϐᡍϷ़ғϐᖄᛠࣁ୷ᘵǶόፕ࣪ᝤϩǴΥӧ
ѠрғǵۚՐ܈ӧѠᏢǵ൩ǵ٩ᒃϐӕझϷځᒃឦǴ֡ຎࣁӕໂǶ
Ѥǵ ԖрৢҁεϷځдҁᖐᒤϐࢲޑճǴ٠٦Ԗҁ፟ϒޑϪճϷ
က୍ǶςᛦԃϐԖᒧᖐϷᒧᖐǴ҂ᛦԃϐǴคᒧᖐϷᒧᖐǶ
ϖǵ ӚიᡏϐകϷ٣៝ୢӜнᔈӸҽܭઝਜೀаഢୖԵǴځകำаόܢᕴ
കࣁচ߾Ƕ
Ϥǵ იᡏঁ܈ΓӵόᒥӺҁക܈ՉࣁԖཞҁ៉ޣǴளҗҁ٣р
ৢ٣ΟϩϐΒ೯ၸࡕǴಖЗځၗǶ

ಃΟകȅಔᙃ
ǵ ٣ȅҁനଯΚᐒᄬࣁεǴҶය໔җ٣ж߄ϐǶҁ٣җฅ
٣ϷᒧҺ٣ಔԋǴฅ٣ࣁҁߏǵୋߏϷӚϩߏȄᒧҺ٣җ٣
ىᚐගӜǴ εՉ٬ӕཀౢғǴᒧҺ٣ϐΓኧаฅ٣Γኧϐٿ७ќу
ΟΓࣁज़ǶᒧҺ٣ϐҺයࣁΟԃǴԃׯᒧΟϩϐǴೱᒧளೱҺǶߏஷҺࡕࣁҁ
ฅ٣ΟԃǴӚϩߏϐฅ٣ҺයаϩߏҺයࣁྗǶ٣ϐۓݤΓ
ኧࣁӄᡏ٣ϐΒϩϐǴԃԿϿє໒ԛǴҗߏє٣ǴѸाਔளҗ٣ъ
ኧϐೱǴाߏє໒ᖏਔǶ٣Һය҂ᅈрલਔǴёҗӚϩߏගӜǴ
٣ӭኧ೯ၸࡕሀံǶ
Βǵ ߏȅҁߏΓǴҺයԃǴҗୋߏϲҺǶߏࣁ٣єΓǴჹѦж߄ҁ
Ǵᆕ٠࿎Ꮴҁӄዬ୍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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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ǵ ୋߏȅҁୋߏΓǴҺයԃǴҗ٣ගӜᒧᖐౢғ٠ܭΠۛԃਔௗҺ
ߏǴѳਔ߾ᖪߏǴߏӢࡺόૈՉځᙍ୍ਔ җୋߏжௗҺǶ
Ѥǵ ៝ୢȅҁӢ୍ሡाǴள٣ගӜǵ೯ၸǴᒦငЈҁ୍Ъჹ୍ܺໂᒃڀ
ԖڑᕮਏϐໂᒃǵᏢޣǵৎࣁ៝ୢǴҺයΟԃǴයᅈளΪុငǶ៝ୢєΓ
ΓǴҺයԃǴҗ٣៝ୢӧҁҺϐ៝ୢύᒧᖐౢғǴೱᒧளೱҺԛǶ
ϖǵ ගӜہȅҗ៝ୢєΓǵҺߏǵҺߏϷٿՏ٣៝ୢϕᒧϐ٣៝܈
ୢϖΓಔԋǴॄೢගӜᙚ٣ϐংᒧΓǶ
Ϥǵ ਢہȅ٣ӢۓπբीჄϐሡाǴளԋҥਢہǶ
Ύǵ ઝਜೀȅҁઝਜೀǴઝਜߏΓǴՉઝਜऩυΓǴҗߏۯፎǴ٠٣೯ၸ
ҺڮϐǴځЬाᙍೢࣁՉǵڐፓǵᆶᖄᛠεϷ٣ϐӚᅿ،Ǵೀத୍Ƕ
Ζǵ ୍ȅҁ୍ΌӜǴҗߏۯፎǴ٠٣೯ၸҺڮϐǴځЬाᙍೢࣁॄೢᆅ
ҁ܌ԖϐрǴ٠Ъӛ٣բԃࡋϐӚ୍ൔǶ
ΐǵ ॊΓхࡴߏǵୋߏǵ៝ୢєΓǵઝਜߏǵՉઝਜǵϷ୍Ǵ֡ࣁက୍
ค๏ᙍǶ

ಃѤകȅ
εࣁҁനଯΚᐒᄬǴεԃԿϿє໒ԛǶҁߏԖє໒ᖏਔ
εǶ

ಃϖകȅٰྍ
ҁٰྍȅᛦҬԃǵԾҗਈϷӚࣚਈීǶᛦҬྗҗҁ٣
ुۓϐǶ

ಃϤകȅߕ߾
ҁകϐঅׯёҗΠӈٿՉȅ
ǵ٣ъኧϐೱ٠ள٣рৢ٣ΟϩϐΒ೯ၸϷεрৢၸъ
ኧ೯ၸǶ
Βǵიᡏъኧаϐೱ٠ளεрৢΟϩϐΒ೯ၸǶ

ಃΎകȅځд҂ᅰ٣җ٣ќुϐǶ
ಃΖകȅҁകεрৢΟϩϐΒ೯ၸࡕҥջғਏǶҁകܭΐΎΖԃΖ
ДΒΜϤВ೯ၸǴ٠ܭΐΖΟԃΖДϤВǵΐΐ႟ԃΖДΟВǵϷΐΐѤ
ԃΜДΒΜϤВεঅ҅೯ၸǶΒ႟႟႟ԃϖДΒΜΎВঅ҅ǶΒ႟႟႟ԃΖД
ЅϤВ೯ၸࡕࡼՉ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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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ऍѠӕໂᖄፉᐕۛߏ
ಃ  ۛ
ಃ Ο ۛ
ಃ ϖ ۛ
ಃ Ύ ۛ
ಃ ΐ ۛ
ಃΜۛ
ಃΜΟۛ
ಃΜϖۛ
ಃΜΎۛ
ಃΜΐۛ
ಃЅۛ
ಃЅΟۛ
ಃЅϖۛ
ಃЅΎۛ
ಃЅΐۛ
ಃϳۛ

ᒸໂ
ੀξ
ߋݓ
ᖴԟர
ܴ
ࢫ! ᠐
ֆमኾ
ഋ։ᡕ
ڬᑫҥ
ᎄӀד
ԙੇက
ࢫᆒፁ
॔ቺ
ֆ྆ᴜ
ᛥનে
ߞޚ

ಃ Β ۛ
ಃ Ѥ ۛ
ಃ Ϥ ۛ
ಃ Ζ ۛ
ಃ Μ ۛ
ಃΜΒۛ
ಃΜѤۛ
ಃΜϤۛ
ಃΜΖۛ
ಃΒΜۛ
ಃЅΒۛ
ಃЅѤۛ
ಃЅϤۛ
ಃЅΖۛ
ಃΟΜۛ

ᎄྷ
ဠࠆӓ
ֆᙦ㮂
णඦ
݅ࣿ
ᒸሎ
৸
Цᅽ
ယਁ۸
ഋඁߙ
ྼ
ယ! ᡕ
ླྀර෫
ఉကε
݅ࢀ։

ӄऍѠӕໂᖄፉᐕۛ៝ୢєΓ
ଯၗ௵ǵणඦǵࢫ! ᠐ǵֆमኾǵᖴԟரǵ৸ǵᎄӀד
Цᅽǵԙੇကǵྼǵഋඁߙǵ॔ቺǵླྀර෫

ӄऍѠӕໂᖄፉᐕۛઝਜߏ
Ֆᄪǵഋ໋྆ǵЦۓγǵ൹ဃᒴǵഋඁߙ
ថШ҉ǵڬ፣ۏǵᎄߏ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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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ϳΒۛӄऍѠӕໂᖄፉಔᙃ
! ! ! ! ! ߏǺ
ୋ! ! ! ! ߏǺ
៝ ୢ  є  ΓǺ
ઝ! ! ਜ! ! ߏǺ
! ! ୍! ! ߏǺ
ԃᝢഢЬہǺ
! Չ! ઝ! ਜǺ

ڬ፣ۏ
ֆ࿌ഁ
ֆ྆ᴜ
ᇳ׆ѳ
ថШ҉
ᎄߏ౺
ᒸীǵጰБݒǵᗛ! ᏣǵႨ࣓ǵ៝҅ࡏ

! ! ! ϩӜᆀ
ફऊѠӕໂᖄፉ
ᙑߎξѠӕໂᖄፉ
ҶγႥѠӕໂᖄፉ
уঢѠӕໂᖄፉ
уԀѠӕໂᖄፉ
۬Ѡӕໂᖄፉ
ဃՋѠӕໂᖄፉ
ࠤѠӕໂᖄፉ
ཥᐛՋѠӕໂᖄፉ
ՋკѠӕໂᖄፉ
ݢγႥѠӕໂᖄፉ
ஏՋਥѠӕໂᖄፉ
уࡋѠӕໂᖄፉ
ථᆢуථѠӕໂᖄፉ
ӭউӭѠӕໂᖄፉ
ࢶᕚѠӕໂᖄፉ
ᐈᑜѠӕໂᖄፉ
ስࠤѠӕໂᖄፉ
ՕԀѠӕໂᖄፉ
༫ើӭѠӕໂᖄፉ
ၲථѠӕໂᖄፉ
٥ճਬٗԀѠӕໂᖄፉ
ဃၡܰѠӕໂᖄፉ

! ߏ
Ц఼
ഋ! ݊
ླྀ୯ृ
ᝊғ
ഋႾݯ
ܱ҉
ڬᐪࡾ
Цች
ጰБݒ
ᇳ׆Ў
ڬиఘ
ఉլம
ᙎಹ
ᗛᎹࣔ
ഋᘶے
ֆำᇻ
ᛥԃ
ണ
ᒲ໒ԋ
ቅࡹ҇
Б
Цྷዠ
ᅇ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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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ηߞጃ
peterwang428@gmail.com
wintime99@gmail.com
jenniec@afnb.com
paosheng.chang@sbcglobal.net
gcli_george@yahoo.com
st1688@hotmail.com
bettychouling@hotmail.com
panamrealty@verizon.net
tsaijtsai@yahoo.com
teresachao2008@gmail.com
jou6569@yahoo.com
hfliang@ gmail.com
Luchengm6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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ᝩ۳໒ٰǸӆѠᖄ
ڬ፣ۏ
ಃϳΒۛӄऍߏ

ѐԃௗҺߏਔǴջаȨวඦǸӆബཥྯȩբࣁ೭ԃޑπբҞǴ٠аΠ
ӈѤπբٰပჴ೭ঁҞǶ೭ԃٰॺךոΚරҞǴԋ݀ৡமΓཀǴᗋԖ
ࡐεׯ๓ޜޑ໔Ǵᢣፎ܌Ԗޑ٣៝ୢॺᝩុոΚǶ

ǵႝηϯЎᔞਢǴа࠹ඦǵ୍
ҁࢂύ҇୯ࡹ۬܌٩ख़ޑႾझიᡏǴԋҥ ܭ1978 ԃԿϞςԖ 32 ԃǴᏱԖ፵
ྦྷᐕўǶ32 ԃٰҁޑวԖଆԖပǴόᡂࢂޑҁЍύ҇୯ۓ୲ޑҥǶ
ঁიᡏऩѨѐᐕўǴஒӢคݤԾۓךՏԶѨБӛǴځวඳзΓቾǶҁӧ
ၸѐΟΜᎩԃٰǴԃᖐᒤԃ٠рހԃтǴόමύᘐǴߚதᜤૈёǶԃޑ
ԃтᒵၸѐԃวғޑख़ा٣ᙬǴӢԜǴֹޑԃтஒԖշܭҁΑှҁ
วޑᐕўǵ࠹܍ඦҁޑǵڐշ୍Ƕགᖴ৸ߏȐಃ 14 ۛȑǴ
ஒдࣔᙒֹޑԃтਈрٰǴᡣךёаඔԋႝηᔞǴᇙբᇸѯǵБߡឫǵܰ
ܭᘤំޑӀᅷǴёҔٰ࠹ඦҁǴբࣁ҂୍ٰว୷ޑҡǶ

ΒǵวಔᙃǴаวචဂᡏᏟରϐфૈ
ঁޗიाૈวචဂᡏᏟରޑфૈǴନΑाԖ଼ӄޑಔᙃѦǴᗋѸૈஒ
ۯف՜ޑޗډӚঁفပǶ2008 ԃύ҇୯Βԛࡹល፺ඹࡕǴҁߏֆमኾȐಃ
13 ۛȑᄪᖈႾ୍ہہߏǴᒿջ॥ლႼႼوھӄౚӚӦႾ୍πբǴᏉᆫႾ҇
ӛЈΚǴ׳ගϲҁӧႾޗᆶύ҇୯ޑӦՏǶӢԜǴԖཀуΕҁޑიᡏӵߘࡕࡾ
แǴीԖ 2008 ԃ 8 Дޑስࠤϩǵ2008 ԃ 12 ДޑՕԀϩک༫ើӭϩǵ2009
ԃ 8 Дޑၲථϩǵ2010 ԃ 2 Дޑ٥ճਬٗϩکဃၡܰϩǶϞԃ 8 ДஒԖྕঢ
ϩݢکើϩу࿉ǴቺԀ༫ථѱΨԖཀԋҥϩǶҁҞԖ 23 ঁϩǴԶ
Ϟԃޑԃ൩Ԗ 20 ঁϩࢴж߄рৢǴਗ਼ୖᆶޑำࡋёᇥࢂޑޜǴ೭Ψᔈ၀ᘜф
ܭֆہߏޑဦєǶ׆ఈҁ܌ԖϩӧֆہߏޑሦᏤΠǴૈวචဂᡏᏟରޑΚ
ໆǴගϲҁӧЬࢬޑޗӦՏǴமϯҁբࣁύ҇୯ࡹ۬୲ჴࡕ࣯ޑቹៜΚǶ

ΟǵวՉૻǵࡌҥပǴமϯᕴᆶӚϩ໔ϐᖄᛠ
ҁϩၹթчऍӦǴԖуமᐉޑᖄᛠǴωૈი่ӚϩޑΚໆǴวචဂᡏ
ᏟରޑфૈǶӧࢂঁၗૻวၲޑਔжǴᆛၡคᇻѷۛǴфਏڑǶӢԜǴॺךճ
ҔᆛၡޑӚфૈǴගٮ๏Ӛϩӭᅿϕ೯ૻ৲ᆶᢀነᏢಞޑѳѠǶӧཥᐛՋϩ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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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ࢶکߏݒᕚϩֆำᇻߏޑոΚᝢჄΠǴҁޑᆛઠ໒Α
Ȑhttp://www.tbaa.us/ȑǶЦᅽߏȐಃ 16 ۛȑϻΓഋનႉζγޑคںدǴࣁҁ
ԋҥΑኧঁပǺ۬ፕᏝပȐhttp://tbaa32.blogspot.com/ȑ
ǵቼઔύ҇୯ࡌ
୯ ԭ ԃ  ပ  Ȑ http://roc100usa.blogspot.com/ ȑǵ  ک ۞ ٿ کѳ ϐ ਓ  ပ 
Ȑhttp://tbaa2010trip.blogspot.com/ȑǶԜѦǴҁՉઝਜᒸীζγΨࡌҥҁޑᖍ
ਜޗဂȐhttp://www.facebook.com/ȑ
Ƕ׆ఈεৎӭӭճҔ೭٤ѳѠٰྎ೯ҬࢬǴ٠ගٮ
ᝊཀـǴ٬೭٤ྎ೯ѳѠ׳уֹ๓Ƕ

ѤǵᜢᚶΖΖН҇ؠؠǴࣁؠख़ࡌᅰҽЈΚ
ѐԃΖДѠᎁၶъШइаٰനᝄख़ޑΖΖНؠǴ๏ࠄѠٰᄐख़ؠޑǶҁ
ӃဦєႾޗᒛ៌ਈᒡǴҁӚϩᖄӝਈΑΜᎩऍߎᇰᔮ҇ؠǶԜѦǴҁ
ၸႾہᔕܭѐԃΜДಔი߇ѠؠډբדπǴڐշؠࡌǴኃୢ҇ؠǶՠӢؠ
ԭቲࡑᖐǴు৮ҁΓ۳ؠԋᘋ҇ԶբቲǴׯԋ୯ቼୖೖიǴࡨᕴ۬ǵ
ՉࡹଣǵႾہǵѦҬǵ୯҇លکႾ௱୯ᖄӝᕴൂՏǴ߄ၲҁჹ୯٣Ϸؠ
҇ޑᜢᚶǶϞԃϖДಔიӣѠୖೖਔǴҁୖೖიਈᜄཥѠჾΒΜϡǴڐշࡀؠ
ܿᑜࡾВໂࡾВ୯҇λᏢǴՉᆘՅ݅ᐋीฝǴׯ๓௲ᏢᕉნϷऍᆘϯਠ༜Ƕ
ନΑॊѤπբѦǴϞԃॺךᗋΑ൳ॶளගޑπբǺ

ǵঅׯകำǴֹԋകำᆶᙁϟम
ҁകำԛঅׯԿϞςΜԃΑǴӧ೭ࢤਔ໔္Ѡࡹޑᡂϯቃਗ਼Ǵᐕٿԛ
ࡹល፺ඹǴҁޑകำԐςό಄ሡǴЀࢂځӭ٣வ҂рৢҁ٣៝ୢǴ
ЪӚϩᒧҺ٣ޑଛᚐΨதᎁΓ၎ੰǴᝄख़ቹៜҁ୍Ƕ2006 ԃಔԋകำঅ
ׯλಔǴࡕӢᅿᅿӢનࢬౢǹ2009 ԃ 8 Дख़ಔകำλಔǴҗ৸ߏሦഋඁߙ
ߏȐಃ 20 ۛȑ
ǵᎄᑈහ៝ୢǵڬک፣ߏۏӅӕࣴᔕǴಖܭӧ 2010 ԃ 2 Дޑಃϳ
ΒۛಃΒԛ٣៝ୢֹԋঅ҅Ǵ׆ఈૈӧಃϳΟۛԃ೯ၸǶཥঅ҅ޑകำቚу
த୍٣ǴҗڕҺޑᕴߏрҺǶᒧҺ٣җȸଣȹׯڋԋȸୖଣȹڋǴҭջ
όፕϩޑελǴঁϩନߏࣁฅ٣ѦǴќѝԖӜᒧҺ٣Ƕҗܭεޑϩ
ౢғޑᕴߏΓኧၨӭǴځჴ፦٣ӜᚐΨၨӭǴ಄ӝރǶԜѦǴќΟӜҺය
ԃޑҺ୍ࠠᒧҺ٣ǴҗԃᝢഢϩᙚрҺǴڐշᝢᒤԃǴዴߥԃૈ
ճє໒ǶႣයཥޑ٣рৢᆶਏૈஒε൯ගϲǴԖշ୍ܭǶ
ҁӧऍ୯ฦԋҥǴՠၸѐӭԃٰҁޑകำکᙁϟѝԖύЎހǴѦ୯ࡹ
ाགྷΑှҁਔǴ৾ࠅॺךόрमЎٮހдॺୖԵǴзΓԠᚑǶӢԜǴॺך
ᗎፎमЎ၇ଯຬޑՉઝਜ៝҅ࡏᔅԆᙌǴमЎޑހകำکᙁϟςܭϞԃ 2 Др
Ǵϩว๏ୖуಃϳΒۛಃΒԛ٣៝ୢޑ٣៝ୢǴቻ၌εৎޑཀـǶཥޑ
കำ೯ၸࡕǴᗋளഞྠ៝Չઝਜ׳ཥमЎ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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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ᖐᒤ۬ፕᏝǴམࡌύ҇୯ࡹ۬ᆶऍ୯ඵᏢࡹکޣाྎ೯ҬࢬޑѳѠ
ӧЦᅽߏࡌޑᆶڐշΠǴҗЦਔ๔ߏሦ۬ϩӕϘᝢᒤǴҁଛ
ӝԃΒДಃঁᘶࡨѤӧқᖐՉޑԐᓓࣹᛗǴᆶऍ୯୷ߎȐThe Heritage
FoundationȑӝᒤȨ۬ፕᏝȩǴܭΒДϖВȐ۬ԭԃٰനε॥ഓޑδȑӧ୷
ߎᘶᖐՉǴаȸThe Future of the US-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hipȹࣁЬᚒǴፕ
ऍѠԾҗຩܰۓڐǵैᖼکѠԖϪيᜢ߯ޑຩᚒǶऍ୯ФԺЇวѠऍᜢ
߯ᝄख़ᆙϐሞǴ׳ᄆᡉԜፕᏝޑख़ा܄ǶፕᏝᗎፎډрৢқԐᓓࣹᛗޑՉࡹ
ଣߏǵҺᕴ۬ၗࡹቅӂҎܭ໒ჿԄᚒᄽᖱǴឍញѠޑຩࡹǴаϷჹѠ
ऍ҂ٰຩᜢ߯วޑයǶќᗎፎѤӜѠऍᏢޣৎᏼҺፕᏝЇقΓǴவόӕ
ࡋفޑǴ൩Ѡऍຩᜢ߯ගрԖճܭѠޑፕᗺǴѠऍޑᆙᜢ߯Ƕ೭ঁፕᏝ֎
ЇΑԭӜѠऍᇯୖᆶǴޜݩǴԋфӦቚуѠޑᚼӀࡋǴߦѠऍҬࢬǶ

ΟǵวଆԋҥȨύ҇୯ࡌ୯ԭԃቼઔࢲǸऍуႾࣚᝢഢہȩ
ࣁΑቼઔύ҇୯ࡌ୯ԭຼԃǴ୯۬ςԋҥȨύ҇୯ࡌ୯ԭԃቼઔࢲᝢ
ഢȩ
ǴҗᑵߏୋᕴєǴஒ่ӝࡹ۬ᆶ҇໔ǴೕჄԃ࣬ޑᜢቼઔࢲǶҁ
ᑈཱུៜᔈ୯۬ޑဦєǴᗎፎଭमΐᕴᒦငޑчऍࢪޑᝢഢہǺΪߎξӃғکஞᝡ
ଳζγǴӅӕวଆᝢഢȨύ҇୯ࡌ୯ԭԃቼઔࢲǸऍуႾࣚᝢഢہȩ
Ǵςܭ
2 Д 5 Вӧ۬҅ԄԋҥǴ٠ ܭ5 Д 1 Вӧуঢє໒ಃԛєΓϷઝਜೀǴ
ೕჄ 2011 ԃԃӧऍуӦᖐᒤޑӚቼઔࢲǶӧԜᢣፎҁ܌ԖϩӄΚڐշ
၀ᝢഢǴӧӄऍӚӦᘉεᖐᒤ୯Р! ύξӃғബࡌύ҇୯ԭຼԃޑӚቼઔ
ࢲǴаᄆᡉҁЍύ҇୯ޑҥӿҥόའǶ

ѤǵՉȨک۞ٿѳϐਓȩ
ǴڥᢣεഌሦᏤΓߦԋᛝ ECFA
ҁ୷ܭȨਔਔᜢЈѠǵೀೀ୍ܺӕໂȩےޑԑǴၸѐѤԃٰԃಔᙃȨٿ
۞کѳϐਓȩୖೖიǴӣѠୖೖаΑှѠӚࡹࡌǴୖᢀѠӜയђᙬаኃໂ
ཆǴ൨ೖᐒӣ㎸ໂٚǴуமҁᆶύѧکӦБࡹ۬ޑϕǶ٠ॅύ୯εഌୖೖǴᆶ
εഌሦᏤΓҬࢬྎ೯ǴҁȨѠᓬӃȩǵȨΐΒӅǵύӚ߄ȩޑচ߾Ǵाεഌ
҅ຎύ҇୯Ьᐱҥޑ٣ჴǴ๏ϒѠᔈԖޑ୯ሞޜ໔ǴόाڅཀѺᓸѠǹॺך
ाεഌᄖନ०ቸǴόा࠶ુ্ѠΓ҇ޑགǹॺךЍΟ೯ࡹ۞ٿǴаቚ
۞ٿΓ҇ҬࢬᆶΑှǴ㵝ѠΓ҇קวЈᖂǶϞԃک۞ٿޑѳϐਓձᒧӧ Ķ
Д Ĳĺ ВܢѠǴܭଭमΐᕴ൩ᙍຼٿԃϺډᕴ۬ਕـଭᕴǵډՉࡹଣࡨֆඩ
ကଣߏǴࣁࡹი໗уݨѺǶϞԃୖޑೖიаύЎϯࣁЬືǴӧѠୖᢀΑȸ
۬ǵΒജǵΟᆹ⅏ȹђᙬǴӧεഌ߾ၯំํၡђᙬǴᡣ܌ԖიૈᡏᡍύЎϯޑ
റεᆒుǶࣁΑៜᔈଭᕴޑ҅ਜᙁࡹǴࡌॺךεഌૈࡠൺ٬Ҕ҅ᡏӷǴߥ
ӸύЎϯޑᆒᡎǶԜѦǴॺךӆ׆ఈεഌΓ҇ԐВ٦Ԗ҇ЬǵԾҗϷΓޑғࢲǴ
ΨڥᢣεഌሦᏤΓᏃԐߦԋ ņńŇł ޑᛝǴඁ۞ٿΓ҇ǶӵϞѠளаୖᆶШࣚ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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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ಔᙃεǵΟ೯ςჴǵ۞ٿΨᛝΑ ECFAǶECFA ុࡕޑਏᔈΨ໒ۈᡉǴཥу
ڵǵଭٰՋ٥ǵࡓᇯܿڐ୯ৎаϷӑࡋǵВҁکऍ୯ᡂԋёૈکѠᛝ FTA
ޑ୯ৎǶ೭٤ԋ݀зҁӄᡏӕϘளߚதݒኃǶ

ϖǵڐշቶύЎ௲ػ
ॺךໂᒃӛٰ൩ᜢЈηζ҆ޑᇟ௲ػǴ೭ёவѝाԖΓᆫޗޑ൩ԖύЎᏢ
ਠޑҥǴεৎ឴࣊ຼ҃ޑҶ৲ਔ໔ǴᡣԾρޑηζᏢಞύЎǶЀځӧύ୯ஙଆࡕǴ
ύ୯ჹӄౚᔮޑቹៜΚຫٰຫεǴᐟଆӄౚᏢಞύЎޑዊǶऍ୯ςԖຫٰຫӭޑ
ЬࢬᏢਠௗڙύЎࣁಃΒѦ୯ᇟقǴ໒ፐǴύЎ AP ፐำϷԵ၂ςԋЬࢬǶॺך
ᔈ၀ႴᓰԾρޑηζճҔҁޑيᓬ༈ǴᏢӳमЎکύЎǴගϲԾρӧ൩ѱޑᐒ
ᆶᝡݾΚǶႾ௲ӛࢂႾޑہख़ᗺπբϐǴၸѐख़ܭӧႾޗቶύЎ௲ػǴ
ӧ߾Ӣ༈ճᏤ׆ఈૈஒύЎ௲ػቶԿЬࢬᏢਠǴ૽ᇟৣၗǴԶᡣ܌Ԗဴη
ૈᏢಞ҅ᡏύЎϐऍǶҁៜᔈႾࡹޑہǴᆶඵችᇟȐIQChineseȑӝբǴ
҅ᡏᇟኧՏϯ௲ᏢǴஒၸҁӚϩᜄଌЬࢬᏢਠ҅ᡏހᇟኧՏ௲ȐႾ
ੇۓࡰہѦᏢਠ٬Ҕޑ௲ϐȑϷৣၗ૽ीฝǴቶ҅ᡏᇟ௲ᏢǴуமᆶऍ
୯Ьࢬ௲ػᐒᄬϕҬࢬǴඁໂᒃηζǶ

่ᇟ
೭ԃٰǴҁӕϘዴჴࣁѠǵ㵝ໂᒃΑόϿ٣ǴҗܭҁӧႾޑޗӦՏВ
ख़ाǴޑॄުॺךೢҺΨВуख़ǴӵՖගϲໂᒃӧЬࢬޑޗӦՏǴӵՖ
ڐշ୯۬ᗉխᜐጔϯǴԖࡑॺךոΚѐǴሡाεৎӕЈڐΚֹٰԋǶ
ӄऍѠᖄࢂঁᚳεޑಔᙃǴӭǴᜤխԖཀـόӕϐೀǶ࿘ډཀـόӕ
ਔǴ׆ఈεৎёаڐ൨ӅǴٰှ،ୢᚒǴίόाນፏѦΚǴЇวӕ࠻ᏹЉǶ
൳ԃॺךԖεԴӛ҇លࡹ۬ஏܓҁǴଷॷ҇លϐЋѺᔐҁǴᡣҁ
2006 ԃ߇ѠୖೖਔǴᎁډਔႾ۔ہޑಚଋǶࡹលӆࡋ፺ඹࡕǴдॺคݤӆճҔ
҇លբѺЋǴࢂܭҗȸвȹϲભࣁȸѠӱȹǴᙯӛ൨פѦΚѺᔐҁǶӧಃϳ
ۛуঢԃє໒ǵࡕӚऊঁᘶࡨǴऍ୯ᖄٖፓֽ۔ёૈௗډஏԶࡋ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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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迎百 歲

全美台聯 盼 新局

吳睦野
第3 3屆 全 美 總 會 長 、 第3 2屆 全 美 副 總 會 長

睦野 暨聖荷西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團隊感到非常榮幸，于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 廿三日在北加州舊金山灣區順利成功地舉辦了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2009年三天兩夜的第32屆年會，幸未辱命。
睦野隨即獲選為第32屆全美台聯會的副總會長。更幸運的是，在今年
(民國九十九年) 八月下旬，正值全美各地熱烈響應籌劃慶祝中華民國
建國一百周年的前夕接任全美台聯會第33屆總會長之職，能與大家共
同見證這個百年一次的盛事，將是我一生中令人最興奮又感受最大壓
力的挑戰，我當以團隊為重，大家合作、全力以赴！
睦野由台灣來美國迄今已經超過30餘年，參與過不少僑社的活動。
在過去的12個月中，除了擔任全美台聯會的副總會長外，同時也身兼
國際傑人會矽谷分會的會長、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財務長、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副監事長等職務。雖然加入台聯會約十年的時
間不算長，無法與許多前輩、資深台聯人相比，但是我敢說：睦野對
台聯會的敬仰及感念超過我對參與過的所有其他僑社組織。以前，常
常自問能為僑社做點什麼？ 後來，我找到的答案是：參加台灣同鄉聯
誼會。再也沒有比「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更清楚更直接的
宗旨了！
中華民國在台灣，繼承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建設理
念，在過去幾十年的努力耕耘之下，金、馬、台、澎地區已經創下有
目共睹的記錄，成為民主自由及經濟繁榮的世界楷模之一。雖然在首
次政黨輪替後的八年裡經歷了政治空轉、「凱子」外交，及經濟固步
自封的危機，但是我們非常欣喜地又見到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再一
次的政黨輪替，由曾經是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創始成員之一的馬英九
博士擔任總統，他正帶領着台灣邁向更寬廣、更開放的未來。可謂：
書生報國不遑讓，寬容大度非軟弱。路途艱險不畏懼，為開盛世捨我
誰。讓我們台聯人在海外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個百年大計時時提供聲援
及貢獻心力。
在此，也預祝全美台聯會會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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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趙希文
第三十二屆秘書長
月如流，一眨眼又到了繁花盛開的春來夏初，我也到了交棒的時刻。深深地感
謝會長，各位理事，顧問，以及各位好朋友對我的督導，愛護和幫忙使整個任期順
利完成。去歲末全美台聯會在華盛頓DC舉行年度大會遭遇了百年來最嚴重的風雪侵
襲。各位分會長理事及顧問們頂著風寒暴雪千里迢迢趕來DC開年度大會，也對大會
支援上增添許多麻煩。可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甚有爐火煮寒酒風雪故人來的情趣。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此行大陸台灣文化之旅，適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各地
都在大力推動紀念活動，所以特別有意義。可惜我們都漸漸淡忘了這段百年來坎坷
艱辛的建國之路；在這裏剛好可利用這個篇幅和大家一起重新回憶一下這段悲愴的
歷史。
緬懷1911年10月10日國父中山先生和千萬烈士先賢們拋頭顱灑熱血，經過千辛
萬苦推翻帝制締造了中華民國，也是亞洲第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如果沒有國父孫
中山先生的遠見，也許中國早就四分五裂或已不存在了。建國一百年來道路走的非
常非常不順利。中華民族一百年來沒有美國那麼幸運。美國一百多年來國內沒有任
何戰爭之亂，國家得以和平建設，成長安定而成為世界最富強的國家。反觀中華民
族這一百年來步步走向衰敗。戰爭一個接一個，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
軍、甲午戰爭、八年抗戰、軍閥互戰、北伐戰爭、中越戰爭、國共內戰、中鮮戰、
年二爭、中蘇邊界戰爭等大大小小共打了七萬場戰爭，犧生了約五千萬人命。把中
國打的家亡國破破，貧艱苦饑，寒敗至中華民族幾近陷入絕望滅亡之淵。
國民黨之軍隊承受了百年來衰敗困苦以及饑寒而至軍隊來台灣之時衣衫襤褸，
裝備落後，紀律散漫予人非常不良的印象；再看日本從甲午戰爭得到兩兆億三千萬
兩白銀，八國聯軍還有其他之賠暫且不提，用這筆鉅款使社會現帶化，教育現代
化，軍事現代化，日本使而能成為軍事大國，也才能以此有更多力量侵略中國。日
本攻打旅順時四天之內殺光全市百姓；在台灣登陸時採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
光）第一個星期，就殺死六萬多台灣同胞，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據史料紀載日本統
治台灣五十年來殺死六十一萬台灣同胞。雖然後來的二二八事件令人遺憾但近二十
年來政論文學家故意掩埋了這段歷史而專炒二二八事件實是令人惋惜。這些傷心歷
史片段都是百年建國重要的悲壯史蹟，凡是中華民族都永遠不應該忘的悲傷史實。
黑夜漫漫長空萬裏我們即將著陸到達臺灣。自從連戰擔任榮譽主席到大陸進行
和平之旅後，兩岸文化事務商業觀光日益密切，路更是寬廣，台灣同胞有兩百多萬
人在大陸都有傑出的表現。大陸總書紀江澤民說泯嘴一笑一切不愉快事兒就過去
了；證嚴法師說世界上沒有不能原諒的人，沒有不能相信的人，沒有不能去愛的
人；古人說冤冤相報永無寧日；而證嚴法師的大愛思想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情操，是
解決人類紛爭的最佳途徑 ， 也是我們台灣最好的優質文化。我們台灣同鄉聯誼會
要繼續發揚台灣的優質文化，把證嚴法師的大愛思想發揚傳續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休士頓分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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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鄭長祥
第三十三屆年會主任委員

繼1988年之後﹐再次主辦全美年會，對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來說，將會是
會史上足以記載的大事。除了感謝各地分會全力支持之外﹐更要向休士頓分會所
有顧問及理事們﹐致上最高的謝意。.
今年我們以「心繫台灣故鄉緣﹐胸懷中華文化緣」為主題﹐誠如報名表上王
曉明教授所言─美加文化有如沙拉碗，各族裔群聚但仍能保有自我，吾等台聯會
成員也許職業不同、省籍有別，卻因著在台灣出生、成長或求學的緣分，今日在
北美能齊聚一堂，值得珍惜；而源自中華文化的價值觀，更是將大家凝聚在一
起，有別於其他白、黑、西族裔，值得驕傲。祖先的文化要緬懷，故鄉的水土不
能或忘，願與國內外同胞共勉之。─
去年八八水災﹐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看到台灣鄉親被活埋淒慘的畫面﹐
相信所有台聯會的成員都和我一樣難過與心疼。雖然災難帶來了生離死別的痛﹐
但是面對著未來﹐信心和努力將會讓我們擁有個美好的明天。這也是我們此次兒
童繪畫的主題「明天會更好」。看到下一代所勾勒出美好的遠景，更增加我們對
未來的信心。
籌備年會主要精神的支柱﹐來自本會的宗旨﹐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
鄉﹐三＋三年來本會﹐結合認同台灣之同胞﹐一則在僑居地守望相助﹐再則以支
持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政府。目前本會在美加地區﹐共有23個分會﹐此次年會共
有21個分會參與，再加上12位總會前會長，真的是盛況空前。
長祥在此向所有參加的人員致上最深的謝意，也歡迎各位到休士頓來，休士
頓台灣同鄉絕對全力以赴，也相信我們會盡力把這次的年會辦的盡善盡美。
最後，請容我向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所有的前會長，顧問及理事們說聲
「辛苦你們了！」沒有你們的犧牲與奉獻也就沒辦法完成期待了22年的年會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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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議程（草案）
8月27日（星期五）
12:00PM - 04:00PM 註冊、報到
06:00PM - 08:30PM 歡迎晚宴
經文處陳方正處長宴請
09:00PM - 11:30PM 預備會議
8月28日（星期六）
09:00AM - 10:00AM 開幕儀式、旗隊進場、唱中美國歌、
主席致詞
介紹貴賓
貴賓致詞
僑務委員會吳英毅委員長致詞
經濟文化辦事處陳方正處長致詞
City Councilwoman Jacquie Chaumette
10:10AM - 11:10AM 專題演講─周守訓立法委員
11:55PM - 02:10PM 午宴
宣佈下屆全美副會長當選人
全美兒童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專題演講─中央研究院葉篤行院士
02:15PM - 05:30PM 鄉情座談
●兩岸關係與國內政情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周守訓委員
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范揚盛
政論專欄作家─孟玄
●財經與文教
美南報業董事長─李蔚華
海華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賴清陽
中央銀行副董事長─葉宏志
06:30PM - 08:00PM 晚宴
介紹貴賓
僑務委員會吳英毅委員長致詞
經濟文化辦事處陳方正處長致詞
休士頓分會會長楊國貞致歡迎詞
頒獎、會長交接、頒贈紀念獎牌、新任會長致詞
籌備會主任委員鄭長祥致謝詞
08:00PM - 10:00PM
8月29日（星期日）
09:00AM - 11:30AM

12:00PM - 02:00PM

寶島之夜、舞會

第卅三屆第一次理事顧問會議
宣讀、通過第三十二屆第二次理事顧問會議記錄
選舉全美顧問會召集人、秘書長、執行秘書、財務長
討論提案
各地區分會會務報告、臨時動議、合影留念
惜別午宴
崔競乾顧問贊助$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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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第三十三屆年會
寶島之夜
節目表
1.包青天鍘美案.............................張世燿
王朝：譚雲龍
鼓師：王志範
馬漢：Michael Rea
琴師：姚欣植
大鑼：彭孟淑蘭
小鑼：譚崙
饒鈸：李蔭泉
2.San Francisco, New York-獨唱.....王箴
3.嘟潑嘟潑-舞蹈....................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小小舞蹈團
4.Czardas 查爾達斯-二胡獨奏........李奇
5.西域風情-舞蹈....................潘丹及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學員
6.新版月亮代表我的心-男女對唱......董元正/龔慧玲
.
7.夢蝶-獨舞........................胡笳
8.春江花月夜-旗袍秀............... Nancy Huang
Katy Chen 指導
格格旗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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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
籌備會工作小組

會
長 ：楊國貞
主 任 委 員：鄭長祥
副主任委員 ：何真、盧怡然
財 務 組 ：李尤梅
票 務 組 ：王秀姿、楊國貞
秘 書 組 ：張錦娟
文 宣 組 ：劉佳音、封昌明
公 關 組 ：楊國貞、鄭長祥
報 到 組 ：何 真、班自怡、邱秀春、周芝陽、陳康鐸、劉秀美
王妍霞、馮啟豐、呂錦鳳
交 通 組 ：劉午初、朱 江、董元正、張世耀、曹有培、丁方印
燿
盧遺然、趙國華
怡
廣 告 組 ：楊國貞、王秀姿、劉佳音、王迎霞
妍
招 待 組 ：趙國華、黎淑瑛、黃泰生、姚崇義、丁方印
年 刊 組 ：張錦娟、劉佳音、吳而立
錄 攝 組 ：劉佳音、封昌明
晚 會 組 ：蔡惟琛、趙致質、王曉明、朱 江、林惟勝、戴啟智
姚崇義、駱建明、葉宏志、葉鴻鈞、徐毓馨、譚雲龍
楊凱傑、班自怡、陳康鐸、呂錦鳳
會場佈置組 ：曹有培、楊凱傑、吳而立、王為之、劉午初、周芝陽
邱秀春、丁方印
晚會場地組 ：張錦娟、王秀姿
繪畫比賽組 ：何真、劉午初、蔡惟琛、趙致質

心繫台灣 . 故鄉緣
胸懷中華 . 文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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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第二十五屆青少年繪畫比賽
得 獎 名 單
幼兒 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幼兒組
第 一名

梁佳安
歐 李碧 涵
鄭伊婷

兒童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少年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朱季婷
洪愷晴
熊文卉
秦逸珍

梁 佳安

少年組
第一名

兒童組
第一名

朱季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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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第 三 十一 屆 第 二 次 理 事 顧 問 會 議
一‧日期：2008年12月13日
二‧地點：休士頓雅苑(HEP Signature Manor)
三‧主席：李秉信

紀錄： 休士頓分會劉秀美

四‧出席理事顧問名單：
吳毓苹、黃偉悌、梁義大、范揚盛、黃翠芳、吳睦野
周賢孟、羅素娥、丁方印、葉國鈞、劉午初、林惟勝
陳康鐸、趙致質、楊國貞、鄭長祥、李秉信
委託理事及顧問名單：
王 維、王 紀、楊凱傑、金俊家、王勁新、蔣耀東
徐曙明、賴志鴻、蔡惟琛、賴清陽、 江玲珠、邱文隆
饒世永、王琇慧、許淑麗、金伯泉、畢鵬岐
休士頓分會：曹友培、譚雲龍、劉秀美、張錦娟
奧蘭多分會 :羅 禮、王翠蓮、劉正民、賃敦敏
五‧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理事顧問，各分會來休斯頓參加第三十一屆第二次理事顧問會議，
大家能再共聚一堂; 也非常謝謝鄭長祥秘書長及張錦娟秘書全力支持這項活動，
為我們提供這麼方便的開會場地。目前共有19個分會，將有20個分會。我們今天
討論的議題將包括2010年年會的地點，兩岸和平之旅，未來全美台聯會的發展方
向。馬總統上台後積極拓展國際關係，以務實穩健方式讓兩岸關係和平進行，經
濟長遠發展。有些政府不方便做的事情，可藉由民間的力量去達成，即所謂的
草根外交，台聯會就是個代表性的社團。我們能為中華民國做些什麼是我們要努
力的方向， 將請大家交換意見。 現在先請出席顧問，出席理事。列席人士自我
介紹 一下。
六‧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表決全數通過。
七‧秘書長致詞：
依據簽到記錄，今天有17人出席及顧問理事委託書有17份，請大家看一下會議記
錄，若無誤請確認，若有誤請提出修正。〈奧蘭多分會四 位出席者也加入簽到，
所以簽到總人數與鄭秘書長宣佈的有些微出)。由於我的電腦中毒，無法開啟eMail。造成大家的不便，非常抱歉。
八‧財務報告
由秘書長鄭長祥代為報告尚有餘額,$4,780.83
九‧2009年年會籌備進度報告
年會籌備會主委吳睦野報告: 明年之年會，有二個方案，一是8月21-23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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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第 三 十一屆 第 二 次 理 事 顧 問 會 議
【續】
舊金山的Hilton，如在8月28-30日，則較貴，雖然房問情況較差，但近机場，
交通非常方便。另一為Crown Plaza，費用較高，$400兩夜。待商討決定後將會
儘速通知大家。
十‧第三十三屆年會地點遴選
李秉信主席: 宣讀西雅圖會長趙希文之傳真信函，並說2011年會地點並不是我
個人的權責，建議大會作成建議案，到明年大會中討論。此案可分成二部份；
1.2010年會在休士頓舉行 2. 建議 2011年會在西雅圖舉行。
周賢孟: 還是不要有建議案，大家有共識即可。2011年會，本來就該是在32屆
理事會上決定。
附議: 梁義大
投票: 17 票通過2010年年會在休士頓舉行由休士頓分會承辦，鄭長祥擔任年會
籌備會主任委員。
十一‧討論2009年兩岸和平之旅
范揚盛: 2006、07、08和平之旅，非常成功，我個人有使命感，深感藍綠惡
鬥，比兩岸和談更難，我們台聯需要去關心。我也希望和平之旅能常態化。
黃偉悌:希望能捐錢去希望小學。
吳睦野: 以前去是合情，希望以後去是合理合法。
李秉信主席: 希望和平之旅能制度化，合理化，以籌備委員會的形式去做。
鄭長祥 : 個人去過二次，非常讚成。缺點是沒去過的人，認為去過的人是被
摸頭, 我贊成選召集委員來做事,以各分會會長為委員,希望今天能落實.
周賢孟: 我二次回來，都有報告，若看都不看，就抹黑，不公平。
范揚盛：我想以全美台聯會30多年歷史，足以代表海外。
羅禮 :建議以范揚盛召集人。
周賢孟: 委員會應為5 至7 人，范揚盛召集人.
吳睦野:附議。 投票: 16 票通過.
范揚盛: 提議委員名單: 范揚盛、 吳毓苹、黃偉悌、梁義大、周賢孟、
羅素娥、李秉信、鄭長祥、楊朝湖及20 個分會會長.
鄭長祥：附議。 投票: 17 票通過。
十二‧討論決議事項：
1.黃偉悌顧問建議：補製做獎牌給2008年芝加哥分會的會長江玲珠.
表決：全數通過
2.宣讀大會宣言草稿，全體一致通過。
3.李秉信主席提議：奧蘭多分會，有40位會員，20 位理事，而且大奧
蘭多區有4万餘華僑，現在附諸表決，奧蘭多分會可否加入全美台聯
總會成為第二十個分會?
投票: 16 票通過.奧蘭多分會成為全美台聯總會第二十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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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第 三 十 二 屆 第一 次 理 事 顧 問 會 議
※決議通過趙希文擔任祕書長,蔡方欣、鍾寰、孫頌玲、顧正彥、張錦
娟為執行秘書。
※顧問會召集人由吳毓苹會長高票當選。
※通過修改章程小組由黃偉悌前會長,周資孟會長,陳惠青前會長以及
鄭積森顧問4人擔任,並由黃偉悌前會長擔任召集人。
※通過確定2010年的年會由西雅圖分會主辦。
※通過並確認西雅圖吳睦野會長為總會副會長。
※全數通過由饒世永擔任財務長。
※秘書長報告(趙希文):初任秘書長,一面做一面學習‧請各位多包涵
多指教。在此也謝謝周賢孟會長,饒世永財務長以及華府的王會長,
陳惠青會長等給了我許多協助,謝謝‧
※休士頓分會報告第33屆年會籌備進度
※休士頓分會報告第26屆兒童繪畫比賽辦法及以「明天會更好」為主
題。
※請章程修改小組召集人黃偉悌前會長主持章程的修改。
※芝加哥顧正彥理事主持全美台聯會簡介及章程的英文翻譯。
※介紹和通過全美台聯新分會加盟--亞歷桑那州分會:丘仲平及聖路易
分會:黃一民。
※范揚盛委員討論中華和平之旅。
※王福權及王時翔報告華府論壇-全美僑學界慶祝健國百年活動籌備會
※通過全美顧問提名(請各分會遞送所提各顧問名單)-鄭積森
-沈慧為全美顧問

25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休士頓分會主辦

卅二屆年會：歡迎酒會、預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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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屆年會：繪畫比賽頒獎、鄉情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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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屆年會：寶島之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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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屆年會：寶島之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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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屆年會：寶島之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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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 Jim McDermott
Sen. Rosa Franklin
Rep. Gigi Talcott
Rep. Linda Smith
Rep. Dave Reichert
Rick White
Rep. Danny Davis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ձ
ЅѤ
2001

ԃЬᚒ
ი่ဴႾझ
ᗌӛЬࢬШࣚ

z
z
z

Ѕϖ
2002

ЅϤ
2003

ѠЈᆶऍ୯

ӧऍဴޑѠ
่
ᜢЈႾझғࢲ
ុۯѠᚶ

z
z
z

z
z
z
z

ЅΎ
2004

ፋȨύ҇୯
ӧѠޑԾҗ
҇Ьᆶݯݤȩ

z
z
z

ЅΖ
2005

ӵՖߦႾი
ޑი่ᆶکᒋ

z
z
z

Ѕΐ
2006

ӵՖӧک۞ٿ
ѳᝡݾΠǴബ
ᔮǵࡹݯ
ᚈគ

z

ΟΜ
2007

ངᝊѠ
ፁύ҇୯
ᆢៈੇکѳ
ڇཥ༹ૈࡹ॥
ߦᔮᕷᄪ
ᒉӕझ۩ᅽ

z

ϳ
2008

҇Ьᐩ༣ޑѠ

کѳӅᄪޑύ

༹ૈ๘ǵ
౺ޗک
ᔮӅᄪǵ
۞ٿᚈគ

z

ϳΒ
2009

z

z

z

z
z
z

休士頓分會主辦

ϩ ಔ  ፕ ᚒ Ҟ
୯০ፋ
ੇޑ۞ٿఈ
வΖӷǵ॥НϷՕ۞ٿ࣮ݤᜢ߯

୯ ϣ  ᇯ
ำࡌΓǵऍ
ቅᑼکǵᇳ! Ⴀ
Ц༓ՙǵᜢؔཪ

۞ٿᜢ߯ᆶύ҇୯ϐၡ
Ѡऍᜢ߯ϐݩϷఈ
ፋчଯٿѱѱߏᒧჹᕴεᒧ
ϐቹៜ
Ⴞ୍ᆶႾ௲
Ѡऍᜢ߯
୯ϣࡹॳ
Ϸϩ۞ٿᜢ߯
όࣙੌఈ࣮࢛སܴޑ
Ѡчࡹֽ
319 ᄳᔐਢҹ࣬ޑ
ᙔᆘٿεତᔼᒧᖐ༈ޑϩ

ำࡌΓǵڬᝩ౺
ᄪৰǵᜢؔཪ
ഋ଼ݯ

ѠϣѦ༈ᆶࡷᏯ
໘ࢤऍύѠᜢ߯ϐϕϷᄽᡂ
ϟಏऍӵՖ᠘ۓଵ

ݯࡹ۞ٿǵᔮޑکރఈ
ӵՖႴᓰΓୖࡹ

ำࡌΓǵଭमΐ
୯ǵමጰऍ
ថᑉڻǵֆඩက
ᄃയǵШܴ
εᆢǵഋᒴᑳ
ֆඩကǵ଼ғ
ՖࡘӢǵጯБඵ܃
Оጕᚈብ
ᎄЎǵϑΏ
εᆢǵऍ
ֆमኾǵӺύ
ൺᑫǵڬӺ૽
݅ࡌᄪǵ௵ඁ
ᖴЎࡹ
εᆢǵ଼ғ
ֆमኾǵનࡾ
ࢫоਦǵՖࡘӢ
হҥقǵᏢੇ

ࠤѱѦҬ
Ѡ࠼Ўϯ

चדமǵഋܹ҅
ֆमኾǵႜ! ॳ
଼ғǵՖࡘӢ
ថᑉڻǵလ҉Ӏ

Ⴞ୍ᆶႾ௲
۞ٿᜢ߯ᆶ୯ϣࡹ

ֆमኾǵᒘ۩ൟ
ֆඩကǵશख़໋
ဠ୯ྯǵܵӀ

✎ܱୢเ
Ⴞ୍ᆶႾ௲ǵ۞ٿᜢ߯
ᜢЈΖΖНؠᇰࢲؠ

ֆमኾǵ✎ܱ

36

ऍ ୯ ࡹ ा
Dan McDonald
Phyllis G. Kenney
Rep. Dave Reichert
ྷᡕ

ऍ୯୯୍ଣύ୯٣
୍ၗు៝ୢў
լӃғ

L. T. Governor
Lorraine Hunt

ऍ୯୍Ͽኧ
ဴว
ୋߏဠᝩ࣓
ऍ୯മπ୍ߏ
ವϺԋ
ཥԀՋྕѱѱߏ
ᖙߞϻ
ཥԀᐏНѱߏ
ٔϺએ
уԀํ
Hilda Solis
уԀୖလථ
Grace Napolipano
ऍ୯മπύλҾ
ֽୋֽߏ
৪ಏ
ऍ୯୍Ͽኧ
ဴว
ୋߏဠᝩ࣓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ӄऍѠӕໂᖄፉᐕۛȬᝊϐڹȭ
ۛձ

Β
Ο
Ѥ
ϖ
Ϥ
Ύ

Ьᒤ
ύຎ
ύຎ

Ζ
ΐ
Μ
Μ

Ѡຎ
ຎ
ύຎ
Ѡຎ

ΜΒ

ຎ

ΜΟ

ຎ

ΜѤ

ύຎ

Μϖ

Ѡຎ

ΜϤ

ຎ

ΜΎ

ύቶ

ΜΖ
Μΐ
ΒΜ
Ѕ
ЅΒ
ЅΟ
ЅѤ
Ѕϖ
ЅϤ
ЅΎ
ЅΖ
Ѕΐ

ύቶ
ύຎ
Ѡຎ

ΟΜ
ϳ
ϳΒ

ύຎ
Ѡຎ
ύຎ

! ᄽ! р! Γ! 
ስ००ǵ݅ߙᗪ
ስ००
ౝ௵ǵᓡҥǵқើ३ǵБ܃
ስ००
էϺǵ٥ǵྕఘਦǵඁऍǵ݅ྣҏǵ݅ྣమǵৱ፥
љଭҏብǵၽහǵଯҏ࣑ǵ३ጪǵࢫذऍǵߙξǵླྀǵذԃǵλስи
ስ००ǵ࢛ঢǵБ҅ǵΪོǵᑵ੧ǵߎ࣑ٵǵহӀಹǵߋ༝ǵᇅЈǵယើ३ǵ
༾༾
ླྀᖻϩǵঐঢ়ǵ៩៩ǵߙξǵᛏǵεԭӝǵλԭӝǵҡ݊ǵࢩǵֻǵث
ഌλǵଯঐ॥ǵБޱǵླྀਗ਼ǵଭШಹǵचҐǵᎄ
Б҅ǵᓉऍǵࢫᄪֻǵ࢛ঢǵഋऍስǵᇅЈǵҸܲǵᅩࣔذǵᠭጪǵA ஊ
হѠስǵЃЉǵঐঢ়ǵεԭӝǵλԭӝǵхሎǵ؇ǵίԭඁǵহ࠶ǵ࠴ᗽ◖ǵ
Ўകǵҡ݊ǵࢫᡕǵλ݅ҏǵًଈǵᓪតតǵමቼྼǵླྀНߎǵယϺ፥ǵቼपǵ
ᄃۑЎǵමޱໜǵఉӼࢊ
ଭШಹǵλ݊ǵλ࢙ǵίԭඁǵԣࣿऍǵูӼǵߎનఘǵ३ጪǵယངǵ
চഁΒख़ୠȐֆѠ҅ǵЦமȑ
चҐǵᎅඵᗶǵЎകǵԢඁǵֆᓉቢǵᓪតតǵླྀਗ਼ǵ३ጪǵҴࡘഩǵᙽণǵ
ҏঞǵआ࠸ٽǵֻࢃװ໗ǵচഁΟख़ୠǵऍԢᆸᗂიǵဠԋᆸᗂი
ᚳ౺ᡕǵ࢛ঢǵ့ੇ҅ǵߎ࣑ٵǵᅸǵ݅ᡫǵڬϏᖚǵ҅ࢩǵڬҏǵߎวǵ
݅ࣻയǵഁଭמ
ऍ੧ǵǵϾើᙗǵநႜǵߎ൹ǵࣿҖǵҺῑǵ݇ǵယǵᗶǵ৪లൟǵ
ҭҖǵֆܴД
݅ӀჱǵЎകǵ॔ǵԙችࣔǵ݅ᡫǵΪѠྟǵٌ᐀ฐǵܴቺǵঞǵӒ᐀ችǵ
էӵǵᐽޱǵᄃᆧ
ߠޱǵЎകǵЦࡌണǵҺዅ࣓ǵߎҏ൫ǵऍᗽǵഋԭǵጰआǵᓪតតǵ݅Ўரǵ
Ϻמი
ЦੇݢǵۏဘǵߠޱǴऍᗽǵᓪតតǵࡌѳ
ᚳ౺ᡕǵஊǵླྀࡾٵǵቅᅽշǵڬޱǵЎകǵШࣔ
ഋ٥ើ
БනǵጯӀຬǵߎᓇǵફऊໂॣӝୠი
Ўകǵӄऍ୵λۆϷуঢޕӜ߄ᄽΓ
ߎᐪǵ៝ذᛏϷߎξǵဃՋޕӜ߄ᄽΓ
ӦޕӜᄽ᛬Γ
ླྀᐪǵഋৎǵቅ࣓ᗪǵЦలڷϷуঢޕӜ߄ᄽΓ
ѠЎϯೖୢიϷӄऍ୵λۆϷဃՋޕӜ߄ᄽΓȐ؇৹ȑ
ѠЎϯೖୢიȐऍऍᆸᗂიȑǵਓऍࠄໂᒃξӦᆸࣴಞ
ҖЎҸǵॣكǵѠЎϯೖୢიǵऍ୯ફऊੇϺӝୠი
ѠЎϯೖୢიȐҭৃᆸᗂიǵӵ൛ᆸᗂიǵէݒᆸᗂიǵ֮Ўϯ᛬ೌიȑǵऍ୯
ཥᐛՋ۩ᅽӝୠიǵફऊٰॣӝୠიǵϷཥԀӦޕӜ߄ᄽΓ
ѠЎϯೖୢი
уঢޕӜ߄ᄽΓ
ҖЎҸǵߎᐪǵऍ୯ફऊੇϺӝୠიǵဃՋޕӜ߄ᄽΓ

37

休士頓分會主辦

䥄岧


! ! ! ! ! ! ! ! ! ! ! ! ! ! !

!

㔔
! 屨
!
38

!

!!

!!
!!
ࢡเ
ᇇઈ
ൂॅ

!
!! ! ! !

!
!!
!!
Ѧ߸
ঔ
ཌྷ

դђБ

ౘࡰग
ሄ
ܦ༉

᱘ᐠ᳆ᨣ

ઘົ
ົ
ܜܜ

͵
ࠧ
έ
៉
Т
ฏ
ᓑ
ኖ
ົ

̂ Б
࡚
ົ έ
ј ៉
Т
Α ฏ
ᓑ
ኖ
ົ
ௐ
ˬ
Ȉ
ˬ
ب
ѐ
ົ

!
!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 䔳 ⏗ 䁊 ⏳ 惰 偖 媣 㛪
World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WTBA)
2040 Westlake Ave. N. #201, Seattle WA 98109 U.S.A!
大晭⚾!Ufm;!317.52:.9999ɄGby;!536.854.6969!Ʉ!厗⹄ Ufm;!313.:77.392:!

Email: wcyp_dc@ hotmail.com

Ʉ

ᆛ֟ http://worldtba.blogspot.com

ㇷ䪲㖣  ⹛䙫᷽䔳⏗䁊⏳惰偖媣㛪Ə⍚⯮
㖣ằ⹛  㛯  㗌凚  㗌㖣⏗⋾ⷩ䥶取⤎棖凰徍
 ⹛䙫⹛㛪Ə⏍㛰  㛯  㗌凚  㗌䙫⯝ⳝ⏗
䁊䲥取怱凮㋃㛪✗㖠上ⷩẋ㴨偖媣㴢⊼˛
㖬Ⱜ㵞⣽䙫₸僅惰妑Ə
˥庒嘼䕗悍⾪乒⮝惰Ə
Ọ⎱㘩㘩旃⾪⏗䁊˦䙫⾪ガ㘖⾬䄝䙫Ə㜓㛪恟㒮
✏徵㎌˥Ḕ取㯸⛲⻡⛲ᷧ䙥⹛˦Ḳ∴徻⛲凰徍⹛
㛪ƏᷧὭ㘖孺⛅⛲凮㛪䙫₸僅ᷧ姊惰ヨƏ⅘⏳奲
嬰⏗䁊䙫㯸Ḣ㔦㲢凮丨㦕怙㭌ƏṳὭ✏凰⛲㭈ㅝ
˥⻡⛲䙥⹛˦Ḳ∴Ə䔘᷽⏗偖䍮ℯ⸝柿₸僅徻⏗
䥄岧䂡㈧㛰㴢⊼㙽庒Ə㛛㛰塏䍮⸝⊼Ḳヶ侐Ə㜆
㜂✏˥Ḕ取㯸⛲ᷧ䙥⹛˦㜆敺㛰㛛⤁䙫䥄岧⛿檻
ㇽ✏᷽䔳⏫₸Ⱜ✗䔏ᷴ⏳䙫㖠凰徍ㅝ䥄㴢⊼Ə
ㇽ䴫⛿徻⏗凮⛲ⅎ⏳僅㭈ㅝ⅘Ẓ▃㧩Ə怀˥㙕⤐
⏳ㅝƏ吓䜥㭟⾪Ə啫㵞㭈樗˦䙫㙖屈⋉⾬檿㽕嶳
嵞Əⷳ㜂わㇸ惤ᷴ奨挖怵ƏㇸῸ䛟䳫✏˥⏗⋾奲˦
˛

㭈徵斊ᷲ⠘⏴⎪⊇ㇽ曢婘嫕婉Ƅ
㭈徵㎏Ẳ㖬Ⱜ᷽䔳⏫✗䙫わ䙫妑⎲Ƅ
㭈徵ᷱ䶙㴨䁇䍲䥶㫱娔姯䙫᷽⏗偖䶙䫀Ƅ
39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休士頓分會主辦

40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紐 約台 灣 同 會 聯 誼 會
20 10 年 活 動 紀 要
1 0月1 8日2 0 0 9年

“寶島之戀”主題「不了情」
懷念祖先為台灣以血汗生命在這片土地上所做的努力與
貢獻。已歌聲喚起我們之間值得回憶的往事，用寬大包
容的愛心，堅定不疑的信心，詮釋現在，面對未來。

0 1月3 0日2 0 1 0年

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及餐會。由高大使振群主持監交。
高大使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向聯誼會頒發賀函及表
揚 狀 。 感 謝 本 會 多 年 來 對 僑 社 的 服 務 。 新 任 會 長 王涵 萬
表示將秉承本會宗旨繼續努力做好服務工作。

0 2月2 8日2 0 1 0年

“鄉情座談”主題「瞭解台灣政情、分析未來發展」
主講人：童惠珍、林秀合、胡平。
座談會由會長王涵萬主持。並表示希望透過聯誼會為僑
胞提供一個各方意見溝通平台，發揚台灣民主精神。

0 3月0 7日2 0 1 0年

第九屆風險管理及金融超市講座。
主 題 ： 瞭 解2 0 1 0年 投 資 展 望 ， 妥 善 釐 定 財 務 規 劃 。
主講人：陳立大博士，洪偉塾財務顧問，胡師功銀行專
家、李捷結、杜泓清及魏一洲三位會計師。
講座由本會理事曾令寧博士主持。

0 6月2 0日2 0 1 0年

夏日聯誼烤肉大會。
大會在法拉盛可樂那公園舉行。氣氛熱烈增進會員間的
聯誼，充分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由本會理事唐煥平主持

0 7月1 7日2 0 1 0年

“健康人生講座”
主 講 人 ： 游 健 治 醫 師-大 腸 癌 的 預 防 與 治 療 。
唐 瑋 廷 醫 師-夏季 健 康 飲 食 。
洪 傑 人 醫 師-關 於 前 凸 後 翹 。
楊 伯 裕 醫 師-認 識 癌 症 。
講坐由本會副會長黎瀅潔主持，獲得一致好評，觀眾擁
躍。

0 8月0 7日2 0 1 0年

“台灣五都選舉論壇”〈籌劃中〉
主講人：王涵萬、孟玄、胡師功。
論壇由本會理事薛純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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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秋敬

一日遊九月十二日出發

闔家保齡、親子同樂、切磋球藝、增進友誼
敬老尊賢、闔府出遊、分享歡樂、促進親情
一年一度舊金山台灣聯誼會主辦的台聯盃保齡球賽將於 8 月 29 日上午 11 時半於 AMF Mission Lanes, 1287
South Park Victoria Drive, Milpitas, CA 95035 隆重舉行。報名費低於去年收費，參賽者二十元包括四局球
賽、午餐及礦泉水，非參賽者十元包含午餐及礦泉水。主辦單位採取往年參賽者意見，今年年齡分組特
別重新安排，並多增一組，共計有：少男、少女（13-18 歲）；青男、青女（19-29 歲)；中男、中女
（30-40 歲）；壯男、壯女（41-55 歲)；耆英男、耆英女（56-65 歲）；長春男、長春女（66 歲或以
上）；華人特殊兒童之友（不分男女）等十一組。比賽方式：比賽四局取其中最高三局的總分來決定優
勝名次，每組各取三名。另設有單局最高分男、女各一名，以及團體總冠軍。凡優勝者將獲頒發獎盃一
座。另單局最高分者主辦單位將另頒發獎金以資鼓勵。報名截止日期：六月七日，歡迎愛好保齡球的朋
友、社團踴躍報名共襄盛舉。
舊金山台灣聯誼會、美西直一分部聯合舉辦中秋敬老紅鷹一日遊，將於九月十二日上午八點出發。搭車
地點：南灣 Cupertino 永和、東灣 Milpitas 獅子城及 Fremont 小台北。收費每人二十元，60 歲以上耆英及
十二歲以下兒童每人十五元，費用包括豪華大巴，礦泉水、水果並送 15 元老虎機籌碼或 20 元賭桌籌
碼，及 7 元午餐券。沿途安排團體娛樂及幸運大抽獎等活動，回程並參觀首都古城。
紅鷹賭場(Red Hawk Casino)，以價廉味美的餐點、多樣化的娛樂成為當今最火的賭場之一，另有兒童活
動區，以服務 6 個月至 12 歲的孩子為主，設有各種遊和電玩，在加州賭場中獨此一家！紅鷹有 6 個飲
料自助站，24 小時供應各種咖啡、汽水等軟飲料，全部免費。有 6 家不同風格的餐廳及 4 個酒吧。讓客
人在賭戲之餘，吃得好，玩得好，適合闔府同遊，機會難得。由於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詳情請電：
510-252-0698, 510-795-7506, 925-462-8753 或電郵：
親愛的理事顧問好朋友們：
感謝會長陳松響應莫拉克颱風賑災活動，慷慨解囊捐款八百元。
目前已收到的捐款有：Vacanvile Arby＇s 總裁王淮 一千元 周曉曦 一百元
Keiko Saito 黃瑞齡 一千元
Pi Yu Lin 一百元
葛珍 二百元
王雅新 一百元
呂淑明 二百元
宋貞 二百元
陳松 八百元
呂玉貞 二百元 沈慧 五百元
夏菁生、袁珺夫婦 二百元
盧幼貞 一百元
蕭亨、維敏夫婦 二百元
劉寶剛 五十元
保齡球賽現場募款 五十元 （來賓）
總共五千元整數。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台聯盃保齡球賽，空前成功。報名的參賽者逾百名，加上貴賓及親友加油拉
拉隊，熱鬧滾滾。由於高手如雲，競爭激烈。當天蒞臨的貴賓有南灣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公弼、副
主任歐宏偉、中華民國婦女聯合會舊金山分會主任委員王阿綿等，並由陳松會長、鄭光志及貴賓黃公弼
主任、王阿綿主任委員主持開球儀式。下午四時，活動在頒獎典禮結束後，圓滿落幕。
九月十二日和舊金山台灣聯誼會聯合舉辦的中秋敬老紅鷹一日遊活動，回響熱烈，目前第一部巴士已額
滿。為了滿足應接不暇的訂位，已加訂第二部巴士。請尚未寄報名表及團費的先進，趕快行動，以免向
隅。報名表及團費請寄：沈慧 Tel.925-462-8753,呂玉貞 Tel.510-795-7506,陳松 Tel.510-517-9976。耑此敬祝,
鴻運高照，諸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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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金山台灣聯誼會擧辦座談會
蔡伶姬座談會 2010 年 4 月 14 日舉辦
生命原來 有因有果，生生世世的歷程，原來都是學習與服務。為什麼有些人在生活、婚姻、事
業上遭遇困境？為什麼有些人父子、母女之間的親情關係形同陌路，甚至勢如水 火？為什麼有
些家庭有特殊兒童，讓父母操心、受累一輩子？這種前世今生的因果關係，千年來一直輾轉綿延、
世代相傳在人類歷史當中。探究前世今生，催眠是多 數人熟悉的方法，但透過老師蔡伶姬調查
記錄前世今生的黑盒子，立即道出因果輪迴，對許多人來說絕對是個新鮮又陌生的經歷。
在讀過伶姬運用問事者案例探討因果觀後，大部分讀者應該都可以發現，因果這兩字實在太容易
了解，無非就是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時候未到。問題是幾乎沒有人知道正確時間會
何時會來到。
伶姬一再談行善、個性、事業、婚姻、欠債還債、有恩報恩等人生功課，讓大家明白正確因果態
度，應是永遠把這一世當作因，扮演好自己這一世的角色，小心謹慎面對自己的起心動念和所作
所為。伶姬座談會的盈餘，都用來贊助慈善機構。
此次來美，於洛杉磯、聖荷西、紐約、紐澤西，舉辦座談會及一對一問答，並發表最新的兩本著
作牡丹花的印章－－財運三部曲，梅花的故鄉－－我與阿扁的因果輪迴。新書發表暨演講會定於
4 月 17 日上午 10 點，於舊金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舉辦，免費入場，歡迎踴躍參加，報名請洽會
長陳松,電話 510-517-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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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屆金山灣區華人運動會
華運會 11 日上午舉行開幕式，僑界 91 社團組隊參加分列式。 世界日報記者王慶偉∕攝影
第 26 屆金山灣區華人運動會 11 日上午 9 時在聖荷西市立大學舉行開幕式，隨後舉行游泳、
排球、拔河等體育競賽。由於今年華運會籌委會通過改回英文原 名 Chinese American Athletic
Tournament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去掉 Taiwanese 的字樣，一些社團認同這樣的改變而回來參
加，總計有 91 隊參加開幕式，比 2009 年的 70 支隊伍增加 21 支。
參加大會的主流政壇來賓包括地主城市聖荷西的華裔市議員朱感生、周雲菊夫婦、加州眾議
員方文忠、庫比蒂諾市長胡宜蘭、密爾比達市副市長馬修、前密爾比達市長艾和諧，以及聖他克
拉拉縣教育委員賀宗寧等。
大會在梁館白鶴武館的舞獅及鑼鼓聲中開幕。在美國星條旗、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陸官校友會雄壯威武的槍儀隊進場之後，91 支由僑界各社團組 成的隊伍開始進場。響應華運會
改回英文原名，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今年有龐大代表團參加，包括國民黨駐美三藩市分部、駐
聖荷西分部、矽谷分部、直一分部， 出動百多人參加分列式。泛藍陣營國慶委員會、海外泛藍
大聯盟也都派隊參加。
校友會方面，除往年固定參加的大專校聯會之外，不少校友會都派隊參加，其中北加州台大、
政大校友會在中止參加多年後，今年都有校友組隊參加開幕式。僑界社團如北加州排舞協會、元
極舞、太極門也都各組織大批人馬參加開幕式。
華運主委陳松致詞時感謝義工、贊助廠商的支持，以及僑界的參與，華運會得以順利進行。
駐舊金山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經銓致詞時指出，他剛從加拿大多倫多回來，過去一個
星期在多倫多，每天都是超過華氐 100 度的高溫，回到灣區後，發覺灣區的氣候是全世界最涼爽
的地方。陳經銓稱讚此時此刻在灣區辦華人運動會，是很健康，很有意義的活動。
陳經銓表示，華運會代表了金山地區華人的團結及和諧，謝謝華運會義工的辛苦，也謝謝選
手熱情的參與。大會來賓方文忠、胡宜蘭、馬修、朱感生、賀宗寧等人也都上台致賀詞。
大會由太極門、加州排舞協會、元極舞等社團表演大會舞及養生太極等節目。經文處長陳經
銓、文教中心主任黃公弼、副主任歐宏偉等參加了名人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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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的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自從1988年全美年會在休士頓舉辦過後，經
過22年再次主辦如此盛會，全體理事深受重任覺得非常緊張與惶
恐，深怕經驗不足無法交待厚望。幸得有前會長鄭長祥總會的人
脈，秘書長張錦娟處理程序的經驗，加上休士頓各前會長和全體理
事在各自分配工作中努力不懈，以及總會的支持，截至目前為止主
辦工作已完全就緒。期盼全美各地分會前來參加年會的菁英們，能
感受到休士頓的熱情及周到，以及對我們各項服務的滿意。更期盼
大會的成功，就是我們台聯會全體的驕傲。
由於今年舉辦年會的大目標，凝聚了休士頓台聯會全體工作人員的
大團結，理事們各發揮所長儘量貢獻，本人亦義無反顧擔當起此重
任。年初休士頓分會舉辦了一次郊遊，由副會長盧怡然負責規劃，
行程完美，深受僑社喜愛。年中舉辦了青少年繪畫比賽，由副會長
何真與理事劉午初二人負責，選出的優勝者繼續參加全美比賽亦得
到佳績。更希望各個工作人員在分工合作全力以赴主辦的全美年
會，能不負眾望、圓滿成功。
年會的完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本人在此代表台聯會向所有贊助此
次活動經費的僑委會、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廠商、企業及個
人，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更對所有參與的工作同仁致上高度敬
意。最後，再度祝福台聯會第33屆全美年會圓滿成功，休士頓台聯
會及全美台聯會成員收穫豐盛，以及全體海外台灣同鄉心懷故鄉文
化血脈深情，凡事美好又順利。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 楊國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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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副會
譽 會長
理長
事

王 班董丁 李 張 周葉 何 楊
妍 自元方 尤 錦 芝宏 國
霞 怡正印 梅 娟 陽志 真 貞
、 、、、
、、 、
王 曹呂劉
楊黎 盧
為 有錦午
凱淑 怡
立 培鳳初
傑瑛 然
、、、
、、
葉張邱
蔡趙
鴻世秀
惟國
鈞燿春
琛華
、、、
、、
徐封譚
趙林
毓昌雲
致惟
馨明龍
質勝
、、、
、、
姚王朱
陳駱
崇秀
康健
義姿江
鐸明
、、、
、、
王劉戴
鄭孫
曉佳啟
長雪
明音智
祥蓮
、、、
劉馮劉
秀啟志
美豐恒

休
士
頓
台
灣
聯
誼
會

祝
全 賀

服
務
關鄉
心親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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ẹ⢓枻⎘䀋⎴悱倗婤㚫⎔攳䫔 ĺ 㫉䎮ḳ㚫嬘ġ ⯙䫔 ĴĴ ⯮ℐ伶⸜㚫
ḳ⭄妶婾嬘䦳勱㟰⍲䳘䭨ⶍἄ↮惵ġ
ĩıĸİĳĶİĳıĲıġ ∱Ἓ枛⟙⮶Īġ
ẹ⢓枻⎘䀋⎴悱倗婤㚫㕤 ĳĶ 㖍⛐㚫攟㣲⚳屆⭞ᷕ⎔攳䫔 ĺ 㫉䎮ḳ㚫嬘ġ ⯙⮯㕤 Ĺ 㚰 ĳĸ
军 ĳĺ 㖍冱埴ᷳ䫔 ĴĴ ⯮ℐ伶⸜㚫ḳ⭄妶婾嬘䦳勱㟰⍲䳘䭨ⶍἄ↮惵ˤ䴻㾇㔯⊾彎ḳ嗽嗽
攟昛㕡㬋ˣ⁹⊁媖娊⥼⒉叱⬷⽿ˣ⁹⊁⥼⒉榙㖶悕䧶⣓⨎⍲䌳䥨⦧䫱䘮↢ⷕ㚫嬘炻㚫
攟㣲⚳屆⍲⣓⨧⻝ᶾ侨ˣ惕攟䤍⍲⻝拎⧇⣓⨎ˣ䚏⿉䃞⍲⣂ỵ䎮ḳḇ悥↢ⷕ㚫嬘ˤ䚏⿉
䃞䫱᷎㸾⁁⎬⺷寸䂌倱ˣ⮷厄ˣ㱁㉱ˣ㯜㝄ˣ䓄溆䫱炻ὃ⣏⭞攳⬴㚫⣏⾓㛝柌ˤġ ġ
䓙㕤⍇㌺⭂㺼嫃Ἦ屻㛶㖴懢冐㗪㚱ḳ䃉㱽⇵Ἦ⍫≈⸜㚫炻⍇⭂Ṿ䘬攳ⷽ⺷ᶲ㺼嫃㗪㭝⮯
䓙䩳㱽⥼⒉␐⬰妻㺼嫃炻⎎⮯ℵ怨婳屜屻⍫冯炻⊭㊔ᷕ䞼昊昊⢓叱䮌埴⌂⢓ˤ⸜㚫怬⮯
冱埴悱ね⹏婯炻ᷣ嫃Ṣ⊭㊔␐⬰妻ˣ叱⬷⽿ˣ岜㶭春䫱ˤġ ġ
榙㖶䱦⽫⬱㌺攳ⷽ⺷䳘䭨炻Ṿ᷎⮯㑼ả⸜㚫㘂⭜ˬ⮞Ⲟᷳ⣄˭䘬ᷣ㊩Ṣˤ㘂㚫䷥䫾∫
哉ょ䏃冯䭨䚖墥ἄ嵁农岒⇯婒㖶姕⁁㸾⁁⍲䭨䚖ℏ⭡ˤ⎎⊭㊔丒䔓㭼岥ˣ㕿⸇ˣ农娆枮
⸷ˣ䤐⊁ˣ⺋⏲ˣ枺䋶䫱䳘䭨悥⼿⇘⃭ấ妶婾炻᷎忚埴㸾⁁ḳ枭ˤġ
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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ẹ⢓枻⎘䀋⎴悱倗婤㚫 10 㖍冱埴㗍忲 BBQ 冯惺匲埴䦳⣏⍿㬉彶
(03/10/2010 ∱Ἓ枛⟙⮶)
ẹ⢓枻⎘䀋⎴悱倗婤㚫㕤 10 㖍冱埴ˬBBQ 䞍⿏ᷳ㕭˭炻㚫攟㣲⚳屆堐䣢ℐ⛀㚱 50 Ṣ炻
⽆㖑ᶲ 8 㗪↢䘤军 10 㗪⋲彼⚆ẹ⢓枻炻㗗ᶨ嵇⋩↮䚉冰䘬㗍忲ˤ埴䦳䓙∗㚫攟䚏⿉䃞
屈屔炻㣲⚳屆屈屔Ṍ忂⍲⎔普炻⍫≈侭䁢䎮ḳˣ佑ⶍ冯⎘倗㚫ᷳ⍳䫱ˤ
䫔ᶨ䪁㗗 McKinney Falls ⶆ䩳℔⚺炻ᷳ⼴䚜⣼埴䦳ᷕ䫔ᶨ⭞ Salt Lick BBQˤSalt Lick
暊⤏㕗ᶩ㚱ᶨ㭝干䦳炻䓇シ↢⣯⛘⤥炻ヽ⎵⇵Ἦ䘬Ṣ䴻ⷠ天䫱ᶲ⾓ᶨ⮷㗪ㇵ⎫⼿⇘叿⎵
䘬 BBQˤ
㣲⚳屆婒 Salt Lick 㗗ℐ伶㚨叿⎵䘦⭞梸⺛㌺⎵䫔ᶫ侭炻暣夾䴻ⷠṳ䳡炻ḇ忈ㆸ梸⺛ᷕ
ṢⰙṢ㴟ˤ忁㫉⎘倗㚫⚈䁢⃰枸妪攻炻ẍᶨ㉝忼梸⺛⯙⎗ẍ⣏⾓㛝柌ˤ
ᶳ⋰埴䦳⊭㊔⍫奨ℑ⭞惺⺈⑩☸吉厬惺炻䫔ᶨ⭞ Mandola 惺匲炻䫔Ḵ⭞ Driftwood 惺
匲烊悥㗗ᶨ㫉⑩☸ 6 䧖ᶵ⎴吉厬惺ˤMandola 䘬⺢䭱⎌刚⎌楁炻⛐ Driftwood 怬⎗㫋岆
屣枛㦪㚫ˤ
㘂梸⛘溆⬱㌺㕤 Lockhart 䘬 Kreuz BBQ 梸⺛炻忁⭞⸿ㆸ䩳㕤 1900 ⸜炻㗗ẍ⽟⚳⺷倱⑩
⍲楁儠叿䧙䘬䘦⸜侩⸿ˤ忁㫉⎘倗㚫㗍忲ᶨ␐ㆸ埴ᶼ⣏⍿㬉彶炻䣦⋨ᷕṢ悥䳃䳃㍊⓷ỽ
㗪㚱㨇㚫ℵ彎ˤ
⎘倗㚫㗍忲炻ℐ橼⍫≈侭⎰⼙㕤 Mandola 惺匲⇵ˤ(⚾䇯䓙ẹ⢓枻⎘䀋⎴悱倗婤㚫㍸ὃ)

55

ẹ⢓枻⎘䀋⎴悱倗婤㚫㕤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ĸ 㖍冱埴丒䔓㭼岥枺䋶℠䥖ġ ᷎⎴㗪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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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姀侭㚫℔ⶫ䫔 ĴĴ ⯮ℐ伶⸜㚫ḳ⭄ġ
ẹ⢓枻
ĸ 㖍冱

ĩıĹİıĸİĳıĲıġ ∱Ἓ枛⟙⮶Īġ
ẹ⢓枻⎘䀋⎴悱倗婤㚫㕤 ĸ 㖍⛐厗⁹㔯㔁㚵⊁ᷕ⽫冱埴丒䔓㭼岥枺䋶℠䥖炻㚫攟㣲⚳
屆ˣ楸ẹ⢓枻⎘⊿䴻㾇㔯⊾彎ḳ嗽嗽攟昛㕡㬋ˣ⁹㔁ᷕ⽫ᷣả䌳孂䫱↢ⷕ℠䥖炻䛦⣂
⍫冯㭼岥䘬⸤䪍⍲曺⮹⸜⍲䇞㭵ḇ⍫≈℠䥖炻≈ᶲ⎘倗㚫∗㚫攟ỽ䛇ˣ䚏⿉䃞ˣ䦀㚠攟
⻝拎⧇ẍ⍲⣂ỵ䎮ḳㆸ⒉炻ἧ⁹㔁ᷕ⽫栗⼿䅙櫏朆↉ˤġ ġ
⎘倗㚫∱⋰⇅᷎⮯ẹ⢓枻⍲ℐ伶⼿䋶ἄ⑩墅㟮⼴ㆠ㍃䇮朊炻嬻㚱⍫≈℠䥖ᷳ䣦⋨Ṣ
⢓炻悥⎗ẍ㫋岆⇘忁ṃ⼿䋶ἄ⑩ˤ姽⮑⥼⒉⊭㊔㚫攟㣲⚳屆ˣ湶㵹䐃ˣ嵁农岒ˣ哉ょ䏃ˣ
∱Ἓ枛ḇ悥⇘⟜ˤġ
Ĵ 㖍枺䋶枭䁢ẹ⢓枻悐ấ⼿䋶Ṣ炻ℐ⚳⼿䋶Ṣ⇯⮯㕤 ĳĹ 㖍ℐ伶⸜㚫㛇攻冱埴ᷳ枺䋶
℠䥖ᷕ柀䋶ˤġ ġ
ġ

ġ
ġ
ġ
ġ
䴻℔ⶫ⼿䋶Ṣ⎵╖炻ẹ⢓枻⛘⋨⸤䳬䫔ᶨ⎵㛙朄⭄炻䫔Ḵ⎵㦲ṽ㔯烊䪍䳬䫔ᶨ⎵㳒
ミ㘜ˣ䫔Ḵ⎵䄲㔯⋱ˣ䫔ᶱ⎵䦎忠䍵烊⮹⸜䳬䫔ᶨ⎵㕡‹₺ˣ䫔Ḵ⎵Ⓒ㖶䜧ˤ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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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ŪŷŪůŨġōŦŨŦůťġőųŰŧŦŴŴŰų烉ᷕ䞼昊昊⢓叱䮌埴ġ ⮰姒ġ
⬱⽟㢖䗴䕯ᷕ⽫徟⭖ᶨ凔䘬⺢䭱佌ᷕ炻㚱ˬLiving Legend Professor˭ᷳ䧙䘬慓䓇ˣ㔁㌰ˣ
ᷕ厗㮹⚳ᷕ⣖䞼䨞昊昊⢓叱䮌埴⌂⢓(Edward T.H. Yeh,M.D., F.A.C.C.)
䘬彎℔⭌炻⹏句⛐ Cardiology 悐攨墉ˤⷓ⣏旬ᷕ䔊㤕崜伶炻叱䮌埴㑩㚱廅䃴䘬⬠䴻㬟忶
䦳烊㕤 2000 ⸜攳⥳⛐⬱⽟㢖䗴䕯ᷕ⽫䘤⯽⽫冇埨䭉冐⸲忁攨䥹䲣炻Ṿḇ㗗忁攨⬠⓷䘬
∝⥳Ṣˤ⤪Ṳ叱䮌埴㑼ả⬠䲣䲣ᷣả冯㔁㌰炻᷎㚱 12 ỵ⽫冇䥹冐⸲慓䓇ᶨ崟㓰≃⎰ἄˤ
叱䮌埴婒炻⬱⽟㢖㗗叿⎵䘬䗴䕯ᷕ⽫炻㚱ṃṢ㚫⓷炻⁷ṾᾹ忁䧖⽫冇䥹⮰⭞⎗ẍ

Ṩ湤烎

Ṿ堐䣢炻忁㗗⚈䁢姙⣂䗴䕯䕭Ṣḇ㚱⽫冇㕡朊䕦䕭炻ㆾ侭⛐㍍⍿䗴䕯㱣䗪㗪㚫⺽䘤⽫冇
䕭ˤṾᾹ䘬㝸悐ấ䞼䨞⯙憅⮵忁㕡朊炻ⶴ㛃⍣旚㱣䕦䕭䘬䘤䓇ㆾら⊾ˤ
⎎⢾叱䮌埴㛔⯙Ⱄ㕤⽟ⶆ⽫冇ᷕ⽫(The Texas Heart Institute)炻Ṿ㈲䞼䨞冯ⶍἄ↮惵㕤⬱
⽟㢖⍲⽟ⶆ⽫冇ℑ㕡朊炻᷎䁢ℑᾳ㨇㥳㑼屈叿㧳㦹⍲㹅忂≇傥烊叱䮌埴⻟婧䗴䕯冯⽫冇
䕭ᶨ䚜㗗伶⚳ℑ⣏农␥䕦䕭炻ḇ㗗ℐᶾ䓴媪䘬㔯㖶䕭炻忂忶冐⸲䞼䨞炻怬㚱⣒⣂⎗ẍ
䁢䕭Ṣ⍣≒≃䘬ḳ天 ˤ
Ṿ䘬⮰㤕䞼䨞ᷕ炻昌Ḯᶨ䚜忚埴䘬⸡䳘傆䞼䨞ẍ忚埴⽫冇ᾖ墄⢾炻怬㚱叿⎵䘬 SUMO
⊾冯⍣ SUMO ⊾(Sumo ⛐㬌䁢ᶨ䧖噳䘥岒)炻ẍ⍲仢㯏⍵ㅱ冯噳䘥岒(惱㭷)䳈䫱ˤṾ⎴
㗪屈屔⎔攳㭷ℑ⸜ᶨ㫉䘬⚳晃㚫嬘炻2008 ⸜䫔 4 㫉㚫嬘ᷣ柴䁢
ˬUbiquitin, Ubiquitin-Like
Proteins, and Cancer˭
炻2010 ⸜ 2 㚰䫔 5 㫉㚫嬘ᷣ柴䁢ˬSumo, Ubiquitin, UBL Proteins烉
Implications for Human diseases˭
ˤ⛐⬱⽟㢖ᷕ⽫䵚䪁ᶲ炻嬨侭⎗ẍ夳⇘⚳晃㚫嬘䘬㺼嫃
Ṣ⎵╖炻⊭㊔㲳㲳㿹㿹Ἦ冒伶≈ˣ劙⚳ˣ佑⣏⇑ˣẍ刚↿⍲ᷕ⚳䘬㔠⋩ỵ枪⮾⮰⭞Ᾱˤ
忁⣏农⎗ẍ妋慳⛐叱䮌埴彎℔⭌⮷勞ↈᶲ炻恋ℑᾳ⛐⽫冇㧉✳⇵䘬 Sumo ⁷ẋ堐シ
佑烊军㕤ᷕ⚳桐㱡䔓炻慓⬠䞼䨞⼿㚜⬴伶㭼旬㕤ᷕ⚳䤆娙桐堐⽝墉ˤ
㱡䔓ᷕ僓偶冒奨枛⁷䘬⤛䤆ẋ堐叿 Hypoxia炻堋㚵ᶲ㚱埨䎫炻儧悐䁢埨䭉烊ⶎ怲ᷕ⚳朊
⫼䘬 Sumo 㬋゛⮯⤡㉳ℍ漵⎋ᷕ↮妋烊⎛怲䤆Ụ斄佥䘬 SENP1 ⇯㬋゛妋㓹⤛䤆ˤ側㘗
䘬檀Ⱉ⍲暚㴟炻⇯㗗Ἦ冒ᷕ⚳湫Ⱉ桐㘗䘬倗゛ˤ
䴻叱䮌埴⌂⢓妋婒炻忁ⷭ伶⚳喅埻⭞ Julie Newdoll 䘬ἄ⑩炻天堐䎦䘬㬋㗗仢㯏⍵ㅱᷕ炻
HypoxiaˣSumoˣSENP1 ⛐Ṣ橼ᷕ䘬奺≃ˤ忁冯䗴䕯䞼䨞㚱⭮ᶵ⎗↮斄Ὢ䘬䔓朊炻⎴㗪
㗗 2008 ⸜冱埴ℐ䎫㚫嬘㗪炻㚫⟜ᷕ㚫嬘ㇳℲ䘬⮩朊ˤ
⽆⬠慓゛䔞慓䓇炻ℵ崘忚䞼䨞柀➇炻叱䮌埴婒忁冯Ṿ䔞⸜忯⇘⎘䀋⣏⬠䔊㤕䘬⣒⣒㚱䳽
⮵斄Ὢ烊䓙㕤⎘⣏ᶨ⎹㚱叿慵䞼䨞䘬⁛䴙炻⣒⣒㍸嬘᷎溻⊝Ṿ崘ᶲ䞼䨞䘬嶗ˤ叱䮌埴᷎
堐䣢⬱⽟㢖䗴䕯ᷕ⽫㌺⎵䁢ℐ䎫䫔ᶨ炻⽟ⶆ⽫冇ᷕ⽫ℐ䎫䫔Ḽ炻Ṿ傥⣈⛐忁ℑᾳ㨇㥳届
䌣攟炻⋩↮檀冰ˤṾ᷎ⶴ㛃傥溻⊝┇䘤⸜庽Ṣ炻ẍ㚱⼴忚两临⛐䞼䨞䘬柀➇ᷕ怩忚炻
忈䤷ᶾṢ⣏䛦ˤ (∱Ἓ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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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州 臺 灣 同鄉 聯 誼 會
自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創 會 至 今 已 有32年,都 有 聚 會 的 地 方; 但
是 今 年 我 們 為 配 合 本 會 業 務 擴 大 發 展; 推 廣 中 華 民 國 在 南 加 州
的 僑 務 工 作; 及 提 供 理 事 會 更 理 想 的 僑 務 工 作 環 境; 進 而 落 實
了 這 個 新 會 所 的 成 立.
現 任 會 長 陳 僑 治 帶 動 所 有 的 理 事 們, 以 有 限 的 經 費 成 立 了 這 個
會 所;希 望 各 位 貴 賓; 鄉 親;與 僑 民 們,能 在 我 們 會 所 開 幕 招 待
會 時; 將 你 們 平 日 不 用,留 在 抽 屜 中; 車 上;口 袋 裡 的 銅 板 零 錢
帶 來, 當 天 我 們 將 舉 行 小 型 募 款, 希 望 僑 界 能 支 持 此 項 活 動 並
為 加 州 臺 灣 同 鄉 聯 誼 會 館 建 館 基 金 象 徵 性 地 籌 集 第 一 桶 金.
爾 後 我 們 將 透 過 加 州 臺 灣 同 鄉 聯 誼 會/ T B A C的 各 項 例 行 活 動,
包 括:
保 齡 球 賽; 家 鄉 美 食;高 爾 夫 球 賽;與 記 者 共 中 秋;祭 孔 大 典;雙
十 國 慶 昇 旗 典 禮;慶 祝 臺 灣 光 復 節; 及 年 終 晚 會; 及 座 談 會 等
等 ….來 提 廣 這 項 ” 聚 沙 成 塔 零 錢 建 會 館 ” 的 活 動;希 望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能 在 大 家 的 同 心 協 助 下;完 成 建 立 這 個 屬 於 全 體
僑 民 的 新 會 館; 讓 加 州 臺 灣 同 鄉 聯 誼 會/ T B A C 有 個 時 時 關 心 臺
灣 處 處 服 務 鄉 親 的 基 地.
時 間: 八 月 十 五 日 星 期 日 上 午 十 時
地 點: 2 1 1 1 N S A N G A B R I E L B L V D # D
9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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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ġġˬ㊄ġ䡤ġ柕˭ġ
⌛⮯㍍ả厗⹄⎘倗㚫䫔 30 ⯮㚫攟䘬῁ả㚫攟ᶩ㖴㯠炻ᶲ忙Ḽ⭜婳Ḯ⎘倗㚫悐ấ䎮ḳ栏⓷⍲楸
伶ẋ堐嗽⁹㔁ᷕ⽫ᷣả䚏㘗㴟ˣ柀⊁䳬䦀㚠∱㯠䫱ᶱ⋩检Ṣ炻⭜姕楔ⶆ㕘昞剛梸⺛ˤ
ᶩ㖴㯠堐䣢烊崩㗍䭨㛇攻冯⣏⭞梸㔀炻䤅屨⣏⭞㕘㗍ケ⾓ḇⶴ㛃⣏⭞两临㓗㊩⎘倗㚫ˤ
忁枭ˬ㊄䡤柕˭ᷳ冱⛐厗⹄⎘倗㚫⺞临㕥埴ᷭ炻䔞怠㕘ả㚫攟侭悥⽭枰⎹䎮ḳˣ栏⓷Ᾱ婳
䙲冯⽒㯪㓗㊩ˤ
厗⹄⎘倗㚫⸜㚫㙐㗍䭨⃫⭝㘂㚫妪㕤 2 㚰 27 㖍(㗇㛇ℕ)⛐楔ⶆ㕘屉䤆⣏惺㦻冱埴炻㘂⭜厄╖
寸䚃ˣ䭨䚖䱦⼑ˣ㐠⼑䥖⑩䏛䐗㺧䚖炻㬉彶⁹傆敼⹄⍫≈ˤ

ᶩ㖴㯠(⇵ᷕ)冯䚏ᷣả(⇵⛸⎛ 3)∱䦀㚠(⼴ⶎ 2)
⍲悐ấ冯㚫Ṣ⒉⎰⼙

ᶩ㖴㯠冯悐ấ䎮ḳ栏⓷冯䚏ᷣả(⼴ⶎ 1)∱䦀㚠(⼴ᷕ)⎰⼙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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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分會主辦

厗⹄⎘倗㚫䫔 Ĵı ⯮⸜㚫㙐㗍䭨⃫⭝㘂㚫䅙櫏䘣⟜ġ
役Ḽ䘦Ṣ㬉倂ᶨ➪ġ䋄䅰媶ġ㦪德㐠⼑ġ奨岆堐㺼ġ
ᶩ㖴㯠崘楔ᶲảġ∱⽿⻟䫱 Ķ ỵ䎮ḳ㕘怠ġ
ˬ⎘倗ᶨ⭞奒˭㫴ᷕ∯⡻庠㺼↢ġˬḦᶨ㜗˭⎘婆㫴ⷞ≽檀㼖ġ
ĩ㛔⟙妲Ī厗⹄⎘䀋⎴悱倗婤㚫⛐ᶲ忙ℕĩĳİĳĸĪ㬉㷉Ḯˬᶱ⋩忙⸜ㄞ˭炻䔞⣑㍍ả㚫攟䘬ᶩ㖴㯠⛐䴻忶ℑᾳ⣂㚰
䘬ˬỶ婧˭䯴⁁䳪㕤㈲ˬ䅙櫏㹓楐ˣ⃭㺧㬉䪹䘬㗍䭨⃫⭝⣏⛀⚻˭⏰䌣䴎冯㚫悱奒炻役⚃ᾳ⮷㗪䘬䭨䚖㳩䦳䵲㷲侴
䱦⼑ẌṢ䚖ᶵ㘯䴎炻䔁䴎⣏⭞ᶨᾳ䚠䔞暋⾀䘬ˬ⎘倗ᷳ⣄˭ˤġ
ġ
⛐楔ⶆ㕘屉䤆⣏惺㦻㒢ᶳ役Ḽ⋩㟴䘬惺ⷕ⭜炻⇣シᶵ嬻⟜朊⣒㑩㒈ḇ㗗ᷣ彎Ṣ䓐⽫䘬⬱㌺炻㗗㖍⋰⼴⚃溆ᶨ
⇣炻㰥䎫ˣ䆁慹䘬⣏㗍倗ˣ㟴ᶲ䘬⼑刚㔯⭋ˣ䲭刚ⶫⷼ炻䓙ˬ⮷⎘倗˭ㇻ⇵䂥攳⥳Ự伖炻⎘倗㚫䎮ḳ栏⓷忋⎴Ṿ
Ᾱ䘬⎎ᶨ⋲ḇ映映临临䘬㖑⇘㚫⟜炻ㆾ⋼≑㌺ỵㆾ㊃␤Ἦ⭊䓂ㆾ⻝伭婧㔜⚃朊ℓ㕡䘬夾奢デ⍿冯㭷㟴⹏ỵ䘬冺怑
⹎炻ˬ⛀䳸ˣ媏ˣ⎹⽫≃˭䘬⎘倗䱦䤆堐曚䃉怢炻≈ᶲ姕伖⤥䘬枛枧ˣ惵㦪䘬⮹䓟⮹⤛䘬ね㫴䶜ⓙ炻㖑㈲㘂㚫
⟜朊䆇忈⼿╄㯋㲳㲳ˤġ
ġ
冯⎘倗㚫㚱㶙⍂㶝㸸ḇ㚦㗗⎘倗㚫栏⓷䘬楸伶ẋ堐嗽∗ẋ堐⻝⣏⎴ˣ柀⊁䳬攟䌳⽿䘤ˣ䦀㚠惕⤪よˣ⁹㔁ᷕ
⽫㬋∗ᷣả䚏㘗㴟ˣ㣲㴟厗ḇ倗堪⇵Ἦ⎹冯㚫悱奒屨⸜ˤġ
ġ
⎘倗㚫↢幓䘬伶Ṕᷕ厗㚫棐∗ᷣⷕỽ䐆】炻⚈㚫棐ᷣⷕ嫅⣑拓㚱䲸䲬㊄㚫埴䦳㛒傥⇘㚫侴ẋ㚧嫅ᷣⷕ农娆᷎
⎹⣏⭞㊄⸜ˤ⻝⣏⎴冯ỽ䐆】⎴䁢ˬ⎘倗㚫˭冒⭞Ṣ炻⛯屜䁢䔞⣑ˬ屜屻˭䁢䛦悱奒农娆屨⸜炻⛐䎦⟜ḇ⁛䁢Ἓ娙ˤġ
ġ
㘂㚫䭨䚖䓙⬇䷩䍪ˣ㰰ġ⎴倗⎰ᷣ㊩᷎攳⟜炻ℐ橼䎮ḳ栏⓷ᶲ⎘⣏⎰ⓙ⎹ℐ⟜Ṣ⒉㊄⸜屨㬚炻ẋ䎮ˬ㛒↢ⷕ⌠
ả㚫攟䌳㗪佼˭䘬㛶㗍劙ᶲ⎘农㬉彶娆炻ḇẋ䎮农岰⌠ả䎮ḳᾹ䋶䇴炻᷎⛐⻝⣏⎴䘬䚋Ṍᶳ㈲尉⽝ˬ⭀湫˭䘬ˬ⌘
ᾉ˭Ṍ㍍䴎㕘ả㚫攟ᶩ㖴㯠炻Ṍ㍍₨⺷䯉╖昮慵炻㌴倚ḇ⛐ᶩ㖴㯠㍍忶ˬ⌘ᾉ˭⼴䆮崟炻ẋ堐Ḯ⣏⭞⮵㕘ả㚫攟䘬
従↯㛇㛃ˤġ
ġ
ᶩ㖴㯠ẍỶ婧ˣ⸥満䘬⎋⏣⃰⎹⣏⭞㊄⸜炻᷎堐䣢⮯⁛㈧⎘倗䱦䤆炻≒≃䴻䆇㚫⊁炻ㅯ㛃⣏⭞よḰ㓗㊩炻䓇
倾Ⱄ嗶䘬ᶩ㖴㯠⣂㫉ẍ徿嵋䘬≽ἄ⬠䛨侩嗶˶⾺⏤˷⍾㦪⣏䛦炻᷎䤅⣏⭞嗶⸜嗶嗶䓇ˬ⦩˭炻嗶⸜埴⣏忳炰嗶Ἀ㖢
ĩ⎘婆Īˤġ
ġ
゛ẍˬ䓀勱Ṣ䈑˭Ἦ⊾妋⎘倗㚫䳃䇕᷎ⷞ≽⎘倗㚫⤪㬟⸜Ἦᶨ㧋⼨㬋朊䘤⯽䘬ᶩ㖴㯠炻ぇ德䣦⛀ḇ⁷⣏⭞⹕
ᶨ㧋ˬ⭞叔ḳ冰˭䘬忻䎮炻妰∫⛐Ṿảℏẍˬ˭䁢↢䘤溆炻⣂彎喅㔯ˣ忳≽ĮĮĮĮ䫱⿉ねˣ⿏䘬㳣≽炻⢾≈⭋
㎂⎘䀋䈡㚱㔯⊾䘬˶⣄ⶪ˷ĮĮĮĮĮ䫱㳣≽炻ⶴ㛃⁹傆㊕䚖ẍ⼭ˤġ
ġ
㗗㖍烊⌠ả䎮ḳ⊭㊔烉⇵㚫攟楔ⶴ⸛ˣ㚱ℕ⸜ả㛇䘬哉㖻㬟⍲慹ⶏ⯷ˣ㛶拲⛯䫱⚃Ṣ冯䔞⣑⌠ả㚫攟䌳㗪
佼⛯䌚ˬ䅙⽫㚫⊁˭䋶䇴ᶨ朊ˤġ
ġ
墄怠䎮ḳ⊭㊔∱⽿⻟ˣ㛶拲⛯ˣ⏛⭞䍚ˣ⻝晭⩄⍲哉┇㛹䫱ḼṢ炻㛶拲⛯塓㍐冱⚆拳ℵ怠炻∱⽿⻟ˣ哉┇㛹
ね佑䚠㋢⚆拳≑㚫攟ᶨ兪ᷳ≃炻⏛⭞䍚⚈↢❶㛒⇘冯⻝晭⩄⎴㗗⎘倗㚫㕘Ṣ炻⸦Ṣ⛐䘤堐㓧夳ᷳ⼴⚈⎴柵䪞怠炻侴
ℐ柵䔞怠ˤ忋⎴䫔 Ĵı ⯮⸡悐烊∗㚫攟柷ᶾ攟ˣ柷䘦䍚炻屉⊁㰰⎴ˣ㚫䯵ṯ䥨剛ĮĮĮĮ䫱ℙ Ĳĸ ỵ䎮ḳˤġ
ġ
䵲㷲ˣ䱦⼑䘬䭨䚖⊭㊔烉ձᑠྎ⫃㢢Ặጒⓗ⚈⊺⋙⍞ࠋղ᫆ᘐᢃ㈈⚄√ⓗⓐ⣚ໟࠋճᑠṇⓗ༩㏻⪁
ᢃ┦ࠋմㅰ㦐ගࠊᚿᙉࠊ㔠ᕦᒊⓗ㈗㈱ࠊฟᖍ♫ᅰࠊṖ௵᭳㛗ཬ㢳ၥⓗ⤂ࠋյᮤⱥࠊᚿᙉᣢⓗࠕᡂㄒࠖ
⊜⇠ㅦࠋնⴥᖌⓗிࠋշᵹᅰ₇ၐࠋո₫ᚿ୰⯅ဪᇛⓑᑌ⌔⯙ᅰⓗୖᾏጡፉࠋչ㡾ཷὀ┠ࠕ㢢ⓒ⋹⯙⩌ࠖⓗ⸽
⫃∖ኈ⯙ࠋպ⛬ⴌ⏕ࠊᗺ⨾⍅ⓗ ŇŭŢŮŪůŨŦ 㫴准ˤ䭨䚖㵝㊔烊㝼⿏ˣ㔯㬎ˣ䅙攨ˣ悱⛇ˣㅱ㘗ˣ⭊⭞⚳⎘婆炻䭨䚖⛯
㗗ᶨ㗪ᷳᶲ怠⎬㚱⋫䥳炻朊朊ᾙ⇘炻嵛嬻ℐ⟜㦪攳㆟炻⟒䧙ˬῤ⚆䤐₡˭ˤġ
ġ
侴⡻庠䘬˶⎘倗ᶨ⭞奒˷㫴ᷕ∯㚜㗗⎓⤥⍰⎓⹏炻䓙楔ⶴ⸛ˣṯ䥨剛ˣ慹ⶏ⯷ˣ㛶拲⛯ˣ∱⽿⻟ˣᶩ㖴㯠㺼
↢ˣ哉┇㛹⭊ᷚ炻⸦ᾳṢ㈲⎘倗Ṣ䘬㺼㈨䘤㎖⼿㵳㺻䚉农岷⼿ᶵ⮹㌴倚炻∯㛓ᶨ椾ˬḦᶨ㜗˭⎘婆㫴㚚炻嬔╣䛨ˬᶨ
㜗妋⋫ォˣᶱ㜗叔ḳ˭炻ˬḦ㜗˭䳪ㆸᶨ⭞奒䘬∯ねデ⿏侴⮓⮎炻枻ㆸ⣏⭞㚿㚿ᶲ⎋旬⎰ⓙ䛨炻䎦⟜㯋㯃ḇ ŉŪŨũ
⇘㚨檀溆炻㚱Ṣ㇚䧙⯙㈲ˬḦᶨ㜗˭䔞⎘倗ˬ㚫㫴˭⏏炰ġ
ġ
㚫ᷕ烊椾⯮㚫攟湫⢷⸛䘬㤪㋸㚫⊁➢慹⍲冯ᶩ㖴㯠ˣ伭⽿ṩ䘬㋸ˬ䎦慹˭㐠⼑炻忋⎴䏛䐗㺧䚖䘬㐠⼑䥖⑩⡆
㶣Ḯ䎦⟜ˬ㏞ᷕ䋶˭䘬㦪嵋炻怬㚱湍㕥䘬䌱枭拲冯䍵䎈炻㚨⣏䋶⇯䓙⁹⊁⥼⒉ḇ㗗⎘倗㚫栏⓷䘬∱㚤楁⤛⢓㍸ὃ湫
䞛℔⚺ ĸ ⣑ ķ ⣄忲⸠忳⼿ᷣ㗗厗⹄⎵慓␐㬎⯷ˣ⻝⣏⎴ⷞἮ䘬ˬ楔劙ḅˣ唕叔攟˭䷥䴙ˣ∗䷥䴙䘬ⶏ≃䲭⊭炻

㣲㴟厗ⷞἮ䘬嗶⸜䅰梦炻ḇ嬻⣏⭞㚱シ⢾㓞䌚䘬樂╄ˤġ
ġ
⎘倗㚫㬋⺷忚ℍ䫔 Ĵı ⸜䘬䫔ᶨ⣑炻⣏⭞䓐㫴倚ˣ䪹倚ˣ㬉㦪倚䅙䁰䘬彶㍍冯䤅屨䛨ˤ䫔 Ĵı ⯮⸡悐
冯⛀昲ḇ⮯⛐ᶩ㖴㯠䘬ⷞ柀ᶳ┇≽炻攳⥳䁢ˬ㚵⊁⁹䣦˭㍐↢ᶨ䲣↿䘬㳣≽炻㔔婳㛇⼭ˤ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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䘥⮞䎈㫴准∯ġ

ᶩ㖴㯠(ᷕ)冯㕘ả䎮ḳ冯⸡悐佌ġ

ˬ⎘倗ᶨ⭞奒˭∯䄏

Ṕ∯⣏ⷓ堐㺼ġ

喯倗䇝⢓准ġ

䦳厴䓇准⛀ġ
ᶩ㖴㯠 ᷕ( ㍃) ⼑ⷞ侭冯⁹㔁ᷕ⽫䚏
ᷣả ⼴(㌺ⶎ 冯
7)⎘倗㚫⍲⮷⎘倗
ㆸ⒉㚫⼴⎰⼙

䅙ね庽⾓䘬䇝⢓准

ġ

ᶩ㖴㯠⛐屯㶙栏⓷昒⎴ᶳ⺞㟴㔔惺ġ

⣏⎰ⓙˬ〕䥏㕘⸜⤥炰˭ġ

ġ

ˬ㚫攟Ṍ㍍˭⻝∗ẋ堐䚋Ṍ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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ᶩ㖴㯠⎔攳ảℏ椾㫉䎮ḳ栏⓷㚫
⎘倗㚫⮯㍐↢⸜⹎䲣↿㳣≽
5/9 ㄞ䤅㭵奒䭨 6/12 䪗⋰䂌倱⍲丒䔓㭼岥
!!

(ҁൔૻ)۬ѠӕໂᖄፉຼΒӧཥҺߏܱ҉ޑєΠǴܭଭ
ԀݢӭଭլޗύЈ࠻є໒ಃ 30 ۛಃԛ٣៝ୢǴύନΑ
߆ཥҺ٣ǵፕཥۛԃࡋπբीჄΖεᚒѦǴҭଞჹϖДྕធ҆ᒃ
ࢲޑᑈཱུᝢჄǴġ30 ӭՏᆶΓӧкϩྎ೯ᆶਗ਼ፕϐΠ
ՉΜϩճǶܱ҉ޑಃԛԖਏޑԋфǴ໒௴ΑдҺϣޑཥ।Ƕ
ġ ۬Ѡӕໂᖄፉ(аΠᙁᆀѠᖄ)ϞԃΕಃ 30 ຼԃǴ30 Տߏ
ࣣӚҔځਸω୍ǴࢂႾࣚᜤள଼ࡋڋـӄޗޑიϐǶ
ܭةϞԃ 2 ДௗҺߏޑܱ҉ӧѠᖄԖΜԃޑសǴΜԃٰᗨ҂
ΕਡЈೕჄ܈ᔼ୍ǴՠҺࡕჹ२ԛޑӼ௨ྗഢϷύԖ
చόધޑЬڐǴкϩ߄Αдޑεஒϐ॥ǴΨᡣεৎჹѠᖄ҂ٰޑ
ఈкᅈߞЈǴ30 ԃޑѠᖄԴܕจஒᝩុӧႾࣚวӀวǴᝩុ୍ܺε
ߏЬġ
۬ቶεႾǶ
ġġ ġଯၲΒΜӭঁࢲᆶޑԃࡋπբीჄǴନΑଛӝႾࣚࢲǴΨԖܱ҉ബཥᄬགྷޑ
ҞǴܱ҉மፓǹϞԃȨϣᖄፉǵი่ӛЈȩӈࣁ२ाǴځдӚਢλಔҭஒഌុ
໒Ƕ
ġġġ ջஒٰᖏ҆ޑᒃࢲǴࡪᄍٯ൩ࢂѠᖄཥҺߏ२ԛࢲεيЋޑന٫ਔᐒǴϞԃޑ
ቼઔ҆ᒃఁǴѯुӧ҆ᒃϺǴΨࢂӄৎΓഉ҆ᒃୖуࢲޑനӳӼ௨Ƕ
ġġġ ᐕԃٰǹѠᖄᖐᒤ҆ޑᒃఁόћӳΞћ০Ǵ׳ᡣȨ҆ᒃॺȩ੮ΠԛΞԛుޑڅ
ӑຝǶܱ҉ӧύமፓǴϞԃޑȨኳጄ҆ᒃȩঁঁԖዛǴΥҗٽ፸ഉӕ҆ޑᒃഉӕηζё
ࣁ“༰༰”ा“ኳጄ҆ᒃ”ޑዛރǴ٠җਜݤৎᒃԾቪڙዛ҆ᒃޑӜӷǶܱ҉ᇥǹӢ
ࣁՏ҆ᒃࢂηζॺЈҞύനӳനε҆ޑᒃǶ
ġġġ Ѡᖄ߈යࢲǹନΑΠঁД҆ޑᒃఁǴϤДҽޑᆄϱԺᄤูٽᛤฝКᖻҭ໒ۈҗ
٣؇ӕ㰢ЋྗഢǴฝᖻЬᚒࣁȨܴϺ׳ӳȩǴୖуฝᖻ࣬ᜢᒤݤஒќՉϦթǶ
ġġġġӄऍѠᖄک۞ٿޑѳϐਓǴШࣚѠᖄΜДҽޑѠчԃǴଛӝႾࣚࢲޑᓪՃᖻǴࡌ
୯ԭԃޑቼઔࢲ….֡ӧύගрፕǶ
ġġġġԶፕ٣ύǴ٣ᜢख़εഢڙख़ຎޑകำঅډڙׯεৎਗ਼ޑፕǴനࡕҗЦᅽǵܱ
҉ǵ௴ཹǵഋඁߙǵ܃کׅǵଭ׆ѳǵቅדமǵዐ࣓ᄪǵᖴបӀΐΓԋҥȨകำࣴزλ
ಔȩ٠ջৢᖐЦᅽᏼҺλಔєΓǶ
ύǴҗߏܱ҉ᖐޑઝਜߏΓᒧҗཥҺ٣ֆৎ࣓ᏼҺǴᘶင៝ୢхࡴǺڕҺ٣ߎ
ѯࡀᆶߙԃωߪ݅࠶ቺࡓৣӅٿΓǴ݅࠶ቺ٠ᖐࣁȨࣴزകำȩ៝ࡓݤޑୢǶ
ӃඉਈϞԃࡋѠᖄ୍୷ߎޑԖহѳϷЦమྍٿՏ៝ୢǶനࡕǴεৎࣁΟǵѤДғВ
ޑ٣៝ୢቼғǴ٦Ҕ“ຬӳӞ”ؾޑᓐН㷀ೈᑖ٠ӝቹ੮ࡕۺω่״ǶԿܭཥᙑҺ୍ߏ؇
ӕǵഋҏᆺ߾ुΠԛ“୍Ҭௗ”Ƕ

ߪᓪ៝ୢ୍ࡌ! ġġ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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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倗㚫ㄞ䤅㭵奒䭨堐㎂ℐ⟜㭵奒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䋶䉨↮ Ĵ ᾳ⸜漉Ⰼġ⎬㚱ⲯ檀㭵ッᷳ桐䭬ġ⍿䋶㭵奒Ᾱ䪹␝␝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役⚃䘦Ṣ冯㚫ġ䭨䚖䱦⼑ġ䋶⑩寸ġ伶惺Ἓ棂ġ⟜朊㹓楐ġ
(㛔⟙妲)䓙厗⹄⎘䀋⎴悱倗婤㚫冱彎䘬ㄞ䤅ˬ㭵奒䭨˭㘂梸㚫炻⛐ᶲ忙㖍(5/9)㭵奒䭨䔞⣑㕤楔ⶆ㕘屉
䤆⣏惺㦻䚃⣏冱埴炻役⚃䘦ỵ悱奒滲倂ᶨ➪炻昒䛨役⋲㔠䘬ˬ㭵奒Ᾱ˭㷉忶ᶨᾳ㹓楐ケ⾓䘬㭵奒䭨ᷳ⣄ˤġ
ġ
䔞⣑烊ᶳ⋰⚃溆ᶨ⇣⮷⎘倗哉㖻㬟ˣ惕㙱⬯䫱Ṣ⇘⟜⮯㘂㚫䎦⟜Ự伖⼿˶伭㚤吪˷烊䰱䲭刚
䲣↿䘬㰥䎫ˣ䱦伶⼑刚䘬㘂⭜厄╖ˣ㶉湫洅湫刚䘬䭨䚖堐ˣ楁愯㛙䲭䘬吉厬伶惺------⛐⛐悥䁢㬉彶▱屻
屜屻屜屜屻ʇˬ㚱䘬㭵奒Ᾱ˭侴⬱㌺炻Ỽ↢ⷕṢ㔠役⋲㔠䘬ˬ㭵奒Ᾱ˭ㆾ䓙⤛㓁㈞侴Ἦㆾ䓙奒Ṣ⭞
㕷㑩䮯侴Ἦ炻ᾳᾳ㺧朊㗍桐ˣ╄⼊㕤刚炻⣏⭞悥䁢Ḯㄘ⊆彃劎䘬ˣ䁢⬓㑵⊆ᶨ廑⫸䘬ˬ㭵奒˭ˤġ
ġ
⎘倗㚫怨婳䘬⚳䔓⣏ⷓˣ㚠㱽⭞ˣ厗⹄㚠䔓⭞⋼㚫㚫攟㮃⃰㥖侩ⷓ炻⛐䎦⟜䁢㚱㭵奒Ᾱ⛐䱦伶䘬
⼑刚䋶䉨䳁ᶲ⮓ᶲ˶⣏⎵˷炻᷎䓙⎘倗㚫㚫攟ᶩ㖴㯠ᶨᶨ枺岰䴎㭵奒Ᾱ炻ġ⎠₨慹ⶏ⯷⭋Ự㚱↢ⷕ䘬㭵
奒ṢṢ㚱䋶炻ᾳᾳ⍿堐㎂炻⚈䁢㭷ᶨỵ⩥⩥悥㗗⫸⤛Ᾱ⽫䚖ᷕ㚨⣏䘬㭵奒ˤġ
ġ
ᷣ彎╖ỵ㈲㍍⍿堐㎂䘬㭵奒↮ㆸḮ 3 ᾳ⸜漉Ⰼ炻(1)ˣᶫ⋩ˣℓ⋩ˣḅ⋩㬚ẍᶲ䘬㭵奒炻ẍˬⲯ檀桐
䭬ġ㭵₨⁹䓴˭㧉䭬㭵奒ᷳ䋶䉨枺ᷳ炻妰㚱㛶湫䌱䏒ˣ㛶嬂䥨屆ˣ⻝䦎㖶⇅ˣ㮃㓗䌱䍵ˣ㳒旧⯦------䫱⋩
检Ṣ⍿枺ˤ(2)ˣ50 㬚军 69 㬚䘬㭵奒炻ẍˬⲯ檀桐䭬ġ⫸⤛㚱ㆸ˭㚨㔔ッ䘬㭵奒ᷳ䋶䉨枺ᷳ炻妰㚱⬓沛Ἦˣ
惕剟劙ˣ㰰叮ˣ哉㓷劙ˣ⬿㘗⋿ˣ∱慹厵ˣ映㛶よ剔ˣ㛶䚱檀ˣ⡆䓘ㄏ⫸----䫱ℕ⋩检Ṣ⍿枺ˤ(3)ˣ20 㬚
军 49 㬚䘬㭵奒炻ẍˬⲯ檀㭵ッġ䁢⚳做ㇵ˭㚨㔔ッ䘬㭵奒ᷳ䋶䉨枺ᷳ炻妰㚱㜿䪈⸛ˣ暟暯㠭ˣ嫅ἑ䍵ˣ傉
䔷屯-----䫱⚃⋩检Ṣ⍿䋶ˤġ
ġ
枺䘤㭵奒Ᾱ㧉䭬䋶ˣ彃⊆䋶ᷳ忶䦳䚠䔞䅙櫏炻⫸⤛奒⍳Ᾱḇ䇕䚠㉵䄏䔁⾝炻䎦⟜ᶨ䇯╄㯋㲳㲳炻䪹
倚ˣ㌴倚嬻㺧⭌䓇廅ˤ䁢ℐ⣑ᶳ䘬㭵奒䌣ⓙ䲣↿㫴㚚炻ẍ⍲㆟⾝慹㚚䓙ṯ䥨剛ˣ∱⽿⻟ℑ⻟㡺ᷣ㊩烊ˬ佩
渿≱冯⧮⧮ˣ⏛⭞䍚冯䇞㭵ˣ㛶㱣䐆⻝㗍䅽ẍ⍲䌳伶ㆸˣ㣲岊ὲˣ䌳䳬攟冯ṯ䥨剛----䫱˭ᶨᶨ䌣ⓙⷞ
䴎ℐ⟜㬉䪹炻℞ᷕ⡻庠䘬⎘倗㚫䦀㚠攟⏛⭞䍚ⓙ䘬ˬ㬎⇯⣑˭⮯㯋㯃 High ⇘㚨檀溆ˤ㭷㟴㚨⸜攟⍲㚨
⸜庽䘬㭵奒ḇ⎬䌚⼿䥖䈑ᶨấˤġ
ġ
䈡⇍䋶⇯㚱 2 ᾳ炻ᶨ䁢ˬℐ⟜㚨⸜攟䘬㭵奒˭䓙㛶㱣䐆 94 㬚䘬㭵奒㛶湫䌱䏒⤛⢓㥖⼿炻⎎ᶨ䋶ˬ↢
ⷕ奒Ṣ⭞㕷㚨⣂侭˭⇯䓙↢ⷕ奒Ṣ忼 13 Ṣ䘬⏪⿅㖶䘬㭵奒⏪嫅Ṏ厗䌚⼿ˤġ
ġ
ˬ奒⫸忲㇚˭䓙慹ⶏ⯷ᷣ㊩(1)ˣ⩥⩥䘬㊧ㇳ厄ˣ⩥⩥䘬▄⤥ˣ⩥⩥㚨╄㬉䘬柷刚ˣ㚨ッ⎫䘬梇䈑ˣ
㚨ッ倥䘬㫴-----ˤ(2)ˣ⮷⬑⫸䘬⤥㚳⍳⎵⫿ˣ⮷⬑⫸㚨╄㬉⎫⩥⩥ 䘬⒒ᶨ忻厄烎----䫱⸦ᾳ⓷柴嬻⣏⭞
Ḯ妋㭵⫸ˣ㭵⤛ᷳ攻䘬Ḻ≽㹅忂㗗⏎忼⇘㺧↮烎Ḽ⮵㭵⫸⤛⛐↮⇍⚆䫼⓷柴⼴⛯䌚⮷䋶⑩溻⊝ˤġ
ġ
ᷣ㊩Ṣṯ䥨剛冯∱⽿⻟䘬䨑⎘桐冯ᷣ㊩桐㟤⛐⁹䓴㕔曚柕奺ˣ桐嵋⸥満冯徿䪹㚱ṾᾹ䌐䈡䘬
ᶨ朊炻傥㺼ˣ傥婒㚜傥ⓙ炻忁⮵ᷣ㊩㏕㑳ⷞ≽ℐ⟜ㆸ䁢㘂㚫䘬曰櫪Ṣ䈑ˤ⎎䓙湫┇㤐ˣỽ䐆】ᷣ㊩䘬㐠
⼑炻湫⢷⸛冯㜿怈㋸䘬ˬ䎦慹䋶˭㚨䁢妶╄ˤġ
䌳⽿䘤ˣ嫅⣑拓ẍ屜屻幓ấ农娆炻ḇ斉徘Ḯˬ㭵奒˭䘬⣏᷎䤅屨⛐⟜䘬㭵奒Ᾱ㭵奒䭨⾓㦪炻ᶩ㖴
㯠ḇẍデ⿏䘬娙㍸⇘ᶩ⩥⩥ᶨ䓇䁢⤛Ᾱ䘬彃劎⣱䌣炻ⶴ㛃⣏⭞啱䛨忁ᾳ㭵奒䭨㘂㚫⎹⩥⩥Ᾱ⣏倚婒⎍
ˬ⩥⩥烊ㆹッぐ炰˭ˤġ
ġ
㭵奒䭨㘂㚫昌Ḯ㫴准⧃奒䘬䲣↿䭨䚖⍲㐠⼑炻㚨㚱ẋ堐⿏䘬怬㗗⎹㭵奒Ᾱ䘬ˬ䌣剙˭炻䓙⎘倗㚫栏
⓷湍㕥㍸ὃ䘬䘦检㛝ˬ㭵奒䘬剙ʇᷫ楐˭⪴刟伶渿炻䲭冯䰱䲭ℑ柷刚⎬㚱╄⤥炻⛐⣏⭞㔋⟜㗪䓙⮷⎘
倗⛐攨⎋↮復᷎䤅屨⣏⭞㭵奒䭨⾓㦪炻湍㕥⸜⸜䁢㭵奒䭨岰復剙㛝炻㋸䌣⎘倗㚫▱よ⁹傆⎹⣏䘬㭵奒
Ᾱ农㔔炻ᶨ冱㔠⼿ˤ⎎烊䎮ḳả㛇⯮㺧䘬慹ⶏ⯷冯⸜曺㚱䁢䘬⼳ⷓ㜿⦩⽟ℑṢ塓䥖倀䁢栏⓷炻䎦⟜䓙㚫
攟ᶩ㖴㯠枺䘤栏⓷倀㚠ˤġ
ġ
楸伶ẋ堐嗽柀⊁䳬䳬攟䌳⽿䘤ˣ䦀㚠∱㯠ˣ⁹㔁ᷕ⽫ᷣả䚏㘗㴟ˣ∗ᷣⷕ㣲㴟厗ˣᷕ厗㚫棐ᷣⷕ
嫅⣑拓䌯嬘借⒉Ᾱˣ⁹䓴⃫侩㛶忼⸛⣓⨎ˣᷕ⚳㔯⊾ᷕ⽫吋ḳ攟惕忚䌱⣓⨎ẍ⍲㣲䤶晬ⷞ⎘⣏㟉⍳⎰ⓙ
⛀ㆸ⒉ˣ㰰叮䘬⽟㖶ᷕ㔯⬠㟉ˣ䘥⮞䎈㣲䌱ㆸ䘬⎘伶⋼㚫ˣ∱⽿⻟䘬ᷕ⣖戨埴㳃❶↮埴ˣ⻝⺞䅁ⷞἮ䘬
湫❼⎴⬠ˣ⁹⊁⥼⒉㜿怈冯湫㴑㸸䘬䎕⸽ˣ㚱忳≽䱦䤆䘬厗䵚⋼㚫ˣ攟㥖⛘䓊℔⎠⎴ṩˣ⼸䌱㘗ⷞἮ䘬
⭊⭞⎴悱㚫ˣ㛶拲⛯ˣ昛䌱呱ˣ⏛⭞䍚䘬奒⍳⛀ˣỽ媪㽏ˣ暟崭ΐⷞἮ䱝䯵⁹傆䘬㌏⟜炻ẍ⍲ˬ䳽⮵㓗
㊩˭⎘倗㚫㳣≽䘬椾ả㚫攟湫⢷⸛ˣ䔞忶ℐ伶㚫攟䘬䌳䤷㪲冯昛よ曺ẍ⍲ⶓ⿉ˣ䌳䅽⿉ˣ⏛㼬㓷-----䫱
Ṣ嵛嬻㔜ᾳ㭵奒䭨㘂㚫䅙櫏㺦㺦ˤġ
ġ
⎘倗㚫㭵奒䭨㘂㚫ㆸ≇⚻㺧句ⷽ炻䎦⟜䘬㭷ᶨᾳ㹓楐掉柕ℐ悥㓞䲵⛐ˬ棺ᶾ㯠˭䘬䚠㨇墉炻ᶩ㖴㯠
堐䣢⮯㚫怠⣂⻝㓦⇘⎘倗㚫䵚䪁ᶲ炻㬉彶⣏⭞ᶲ䵚㳩䀈ġġhttp://blog.sina.com.tw/tbagw/
73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Amy Liu 冯⧮⧮⎰ⓙġ

休士頓分會主辦

ᷣ㊩Ṣṯ䥨剛怨屜屻ġ

⎘倗㚫⡆倀栏⓷(ⶎ)㜿⦩⽟(⎛)

䌳䳬攟䌣ⓙ⧃屻ġ

慹ⶏ⯷(ᷕ)㚫攟ᶩ㖴㯠ġ

㮃⃰㥖⚳䔓⣏ⷓġ
奒⮓堐㎂䉨ġ

ⶎ崟⎘倗㚫䦀㚠攟⏛⭞䍚ˣ䎮ḳ

⎰ⓙˬ㭵奒⥛䛇⣏˭ġ

∱⽿⻟ˣ哉┇㛹冯ṯ䥨剛⎰ⓙġ

䫔Ḵ㈡堐㎂䘬㭵奒Ᾱġ

70 㬚ẍᶲ䘬㭵奒椾㈡㍍⍿堐㎂ġ

74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厗⹄⎘倗㚫㍐↢䪗⋰䂌倱İ䪍丒䔓㭼岥ġ
䘦检Ṣ↙屻⻟℔⚺ṓ⍿⢷㖍㦪嵋ġ
ķĲ ⷭἛἄ⍫岥 ĲĲ ⷭ僓䧶侴↢䌚⼿⎵㫉ġ
ġ
ġ

ġ
炷㛔⟙妲炸厗⹄⎘䀋⎴悱倗婤㚫ᶲ忙ℕ炷6/12炸ᷕ⋰㕤楔ⶆ㳃ⶪ↙屻⻟℔⚺冱彎Ḯˬ䪗⋰䂌倱㙐䪍丒䔓㭼岥˭炻
ℙ㚱ᶨ䘦Ḽ⋩检ỵ悱奒ℙ㷉Ḯᶨᾳ慶⢾恲忲ˣṓ⍿⢷㖍㦪嵋䘬忙㛓炻寸䚃䘬梸溆炻楁␛⚃㹊䘬䂌倱楁ˣ䱥␛楁ˣ⬑䪍
Ᾱ徥徸⪱㇚䘬䪹倚炻怬㚱 61 ⷭ䔓ἄ䏛䐗㺧䚖ㆠ㍃ṕᶳ炻㥳ㆸḮᶨ⣏ⷭ㚨冒䃞伶渿䘬㘗尉炻䁢⎊㛐㜿䩳䘬℔⚺⡆㶣Ḯ
Ḽ⼑严䳃冯䃉旸㳣≃ˤġ
ġġġġ
(6/12炸忙ℕ炻⣏⤥⣑㯋炻⎘倗㚫ᶨ⸜ᶨ⹎䘬䪗⋰䭨㳣≽炻㬋㗗厗⹄⛘⋨ṢᾹ彶㍍䚃⢷嶷↢恲⢾冺⯽䫳橐䘬⣏⤥
㗪㨇炻䔞⣑㖑ᶲ 11 溆ᶵ⇘炻↙屻⻟℔⚺倂普Ḯᶵ⮹Ṣ佌炻⎘倗㚫㚫攟ᶩ㖴㯠ˣ栏⓷ỽ䐆】ˣ哉┇㛹ˣ湫┇㤐ˣ⮷
⎘倗哉㖻㬟ˣᶩ⊌悥㗗㖑⇘䘬ⶍἄṢ⒉炻攳⥳㒢㓌姕㓌䁢Ἦ⭊Ᾱ㍸ὃ㚵⊁炻ᶩ㖴㯠䘬⛀昲ˬ䧵㤝ˣ䅙ね冯屈屔˭堐
曚䃉怢ˤġ
ġġġġ
ℑ⣏䆸㝞崟䆸䀓炻䌳⮹厗ˣ慹ⶏ⯷旸㗪⮰復ⷞἮ䘬尔㌺ˣ暆㌺ˣ䈃㌺冯䵈寮㸗炻慹ⶏ⯷䘬⤥㕁㱁㉱ˣ昛㻊冰
䘬䄖䌱䰛ˣ哉┇㛹䘬愠㠭⅘冯⅘勞ˣ湍㕥䘬䳈湝ˣ怬㚱㬋䇴ⷓ㕁䎮䘬ṯ䥨剛Ἓ棂ˣ楔ⶴ⸛䘬勞叱噳ˣ∱⽿⻟↯䘬大
䒄….䫱䫱炻⛯ẌṢ✪㴶ᶱ⯢ˤġ
ġġġġ
䅺䂌㈨埻ᶨ㳩炻↮⛐ℑ䆸㌴⺂䘬哉湫ℑ⃬⻇≈ᶲỽ䐆】ᶱ⣏⢗㻊㯿㳩⣦側䘬⾁㕤㈲䆸㝞ᶲ䘬倱⟲侣䂌炻⸜曺䘬
⮷⎘倗ἮḮ⋩ḼṢ㍸ὃ䇞奒䭨䘬柀ⷞ冯⣂枭⮷忲㇚炻⮷⎘倗㚫攟哉㖻㬟⇯⎹攟㛇屯≑ṾᾹ㚫⊁➢慹䘬䌳㶭㸸奒冒农
嫅炻侴䓙䎮ḳ廱ả栏⓷䘬慹ⶏ⯷⛐⁹䓴⣂⸜䘬⺋䳸┬䶋⛐ᶨ倚⎮╅㊃㚳⺽Ờᶳ㔠⋩Ṣ␤ㅱ炻⯽䎦崭Ṣ㯋ˤġ
ġġġġ
ᷣ柴䁢ˬ㖶⣑㚫㚜⤥˭䘬䪍丒䔓㭼岥䓙㰰⎴ᷣ㊩炻䓙㮃⃰㥖ˣ湍㕥ˣ䌳䅽⿉冯㼀䍚㥖㑼ả姽⮑炻ℕ⋩ᶨ⻝䔓
ἄ悥㗗㭷ᶨᾳ⮷㚳⍳▼⽫㿅埨䘬ἄ⑩炻⛐姽⮑Ᾱ䘬ヶ慵⮑姽ᶳ炻⎵╖晐⌛↢䆸ˤġ
ġġġġ
䪍丒䔓㭼岥⼿䋶⎵╖⊭㊔烉炷1炸5 㬚军 7 㬚䘬⸤䳬䫔ᶨ⎵惕Ẳ⨟炻䫔Ḵ⎵㠩Ἓ⬱炻䫔ᶱ⎵㛶㖪䍲炻炷2炸
8 㬚军 11 㬚䘬䪍䳬䫔ᶨ⎵㛙⬋⨟炻䫔Ḵ⎵˭㛙⽫⿉炻䫔ᶱ⎵㛶䜧㖶炻炷3炸12 㬚军 15 䘬⮹⸜䳬䫔ᶨ⎵㛙⬋⪋炻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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䌳⽿䘤冯⎘倗㚫㚫攟ᶩ㖴㯠䫱Ṣ梸㔀ġ
⽒㯪⁹傆㓗㊩ˬℑⱠ䴻㾇⎰ἄ䁢⋼嬘˭

ġ

ġġġ

ġ

炷㛔⟙妲炸ᶲ忙⚃炷ķİĲĸ炸楸伶ẋ堐嗽柀⊁䳬䳬攟䌳⽿䘤姕⭜楔ⶆ㴟䍵㦻梸⺛炻
⭜婳厗⹄⎘倗㚫㚫攟ᶩ㖴㯠⍲⸡悐䫱ℙḴ⋩Ṣ冯㚫炻㚫ᷕ暁㕡⎬㍸⺢妨Ṍ㎃シ
夳炻Ḻ≽䅙䴉ˤġ
ġġġ憅⮵楔㓧⹄䘬ˬℑⱠ䴻㾇⎰ἄ㝞㥳⋼嬘˭炷ņńŇł炸炻䌳⽿䘤⛐冯⎘倗㚫䘬梸㔀
ᶲ㍸↢᷎⽒㯪⣏⭞䘬㓗㊩炻䌳⽿䘤⻟婧劍ℑⱠ枮⇑䯥会 ņńŇł炻⎘䀋屧㖻柵⮯⡆
⮯㚜㚱⇑㕤ℐ⎘Ṣ㮹ˤ䌳⽿䘤ḇ婯⇘ẋ堐嗽䘬ᾅ⁹嬟⁹借屔炻柀⊁䳬䘬柀⊁⁹⊁
冯㓧⊁䫱䚠斄㤕⊁ˤġ
ġġġˬ➭㰢㓗㊩ᷕ厗㮹⚳㓧⹄˭䁢㚫⊁䩳⟜䘬⎘倗㚫炻Ṳ⸜忚ℍ䫔ᶱ⋩⸜炻ᶱ⋩⸜Ἦ
㚱ᶱ⋩ỵ㚫攟炻䃉婾㗗㬟ả㚫攟ㆾ栏⓷ㆾ䎦Ṳ䘬䎮ḳ⸡悐炻⛯⤪ᶩ㖴㯠农娆㗪
⻟婧䘬烊ˬ䳽⮵㓗㊩㓧⹄䘬㓧䫾˭ˤġ
ġġġⷕ攻烉⎘倗㚫㕘⯮⸡悐佌⊭㊔㚫攟ᶩ㖴㯠ˣ∗㚫攟ṯ䥨剛ˣ䦀㚠攟⏛⭞䍚ˣ屉⊁
攟㰰⎴ˣ䎮ḳ∱⽿⻟ˣ㛶拲⛯炻⛯⮵ẋ堐嗽㓗㊩⎘倗㚫冱彎䘬⎬枭㳣≽デ嫅㚱≈ˤ
⎘倗㚫椾⯮㚫攟湫⢷⸛⍲䌳㶭㸸ˣ䌳䅽⿉ˣ湍㕥ˣ㮃⃰㥖ˣỽ䐆】ˣ䌳⮹厗ˣ慹
ⶏ⯷冯昛よ曺䫱栏⓷炻℞ᷕ⣂Ṣ农娆冯䌳⽿䘤䫱ṢṌ㎃シ夳ˤġ
↢ⷕ忁枭梸㚫䘬柀⊁䳬ㆸ⒉炻⊭㊔䳬攟䌳⽿䘤ˣ∗䳬攟昛漵拎ˣ⁹㔁ᷕ⽫ᷣả
䚏㘗㴟ˣ柀⊁䳬䦀㚠⻝忻䄏ˣ∱㯠冯慹㫋㻼䫱Ṣġ

柀⊁䳬䳬攟䌳⽿䘤农娆ġ

ġ

楸伶ẋ堐嗽柀⊁䳬䳬攟䌳⽿䘤ĩ⇵⎛ ĴĪ䌯⎴ṩ
冯⎘倗㚫㚫攟ᶩ㖴㯠炷ᷕ炸䫱Ṣ梸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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ŎŢŴŰů ⣏⬠䞼佺䚠斄婚䦳˭炻忁枭ˬ⋼≑㍍⼭䁢㛇ᶨ忙䘬⚳晃ḳ⊁曺⸜Ṣㇵ˭⇯↮⇍䓙⁹㔁ᷕ⽫ᷣả䚏㘗
㴟冯⎘倗㚫栏⓷昛よ曺㍸↢ˬ㍍⼭妰∫˭ˤġ
ġ
屉⊁攟㰰⎴ˣ䦀㚠攟⏛⭞䍚Ṏ↮⇍⟙⏲屉⊁䉨㱩⍲ᶲᶨ㫉㚫嬘姀抬炻䪈䦳䞼䨞⮷䳬Ṏ⛐⎔普Ṣ䌳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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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ġ

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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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77

䚏ᷣả㘗㴟农娆

䦀㚠攟⏛⭞䍚㚫⊁⟙⏲ ġ

屉⊁攟㰰⎴屉⊁⟙⏲

㚫攟ᶩ㖴㯠ᷣ㊩㚫嬘ね⼊

ġ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會年刊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聯會資深顧問
丘宏達 教授向大家問好
兩年來；因病入住馬利蘭州知名療養
院的丘宏達教授，在丘夫人謝元元女士及
院內醫護人員悉心的照顧下病情穩定。長
期擔任「全美台聯會」顧問的丘教授，對
台聯會有一份真摰的革命情感，在病榻前
與他談到「全美台聯會」他激動點頭，肯
定了台聯會對國家、對僑社的貢獻。
丘教授在「全美台聯會第33屆年會」
前夕，除了請託陳惠青轉達祝賀全美台聯
會年會成功順利，也問候全體與會人員平
安！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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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Mahatma Gandhi
吳程遠
洛杉磯分會會長
“唯有透過參與，才能看到自己想要的改變” 這句話，鼓勵了包括程遠在內的許多人，對於
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付出關心，不再對不公不義保持沉默。從2000年開始在洛杉磯參與社團活動，
轉眼間十年光景，這段時間所經歷過的一切都讓人生的內容與眾不同。
2004年的關鍵時刻加入了洛杉磯台灣同鄉聯誼會，會內的理事及顧問們群策群力，在各項活
動的舉辦與安排皆全力以赴，對推翻貪腐所做的努力，對藍軍正統所做的堅持，令人敬佩。 擔任
本會副會長期間，加入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大家庭，有幸結識全美各地在異鄉奮鬥，無怨無悔
為自己家鄉出錢出力的僑社前輩們，讓我體會到不分地域年齡，同一群人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
相互砥礪打氣的力量，自此每一年參加全美年會與籌備會，都是充滿與各位相聚的期盼。
特別感謝今年五月八日吳英毅委員長能親自蒞臨洛杉磯，為洛杉磯分會親自主持監交儀式，
委員長當日特別鼓勵程遠在現有的基礎上，以「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的理念號召更多
海外青年加入台灣同鄉聯誼會，也承蒙委員長厚愛，鼓勵洛杉磯台灣同鄉聯誼會，爭取主辦下屆
年會的機會。
這次隨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訪問團一同返台，受益良多。在馬總統就職兩週年當日獲總統親
自接見，足見全美台聯會的前輩們多年來所做的努力與成就備受肯定。2008年藍天再現，國家政
治回歸正軌，兩岸關係改善，經濟即將起飛，讓大家在充滿歡欣鼓舞的心情下，為中華民國的一
百歲生日著手籌備慶祝事宜，能與各位相識結緣，獲得諸位支持與關照，在此表達最誠摯的謝
意，也祝本屆年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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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縣 分 會 新聞 報 導
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於中華民華民國 九十八年十月十日(星期六)早上十時於橙縣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Orange
County (Santa Ana) 地址：2901 W. MacArthur Blvd. ， Suite 115 ， Santa Ana， CA
92704，舉行了橙縣僑界慶祝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國慶。
參與貴賓,僑民與記者擠爆會場, 由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合唱團開場白, 在那健全副
會長帶領下,高歌一系列的愛國歌曲 . 當旗隊進場時, 大會司儀譚亞男宣佈大會開始 ,
在主席羅年華會長帶領下, 開始了莊嚴隆重的室內升旗典禮 , 參與的僑民大聲唱出了
中華民國國歌, 羅會長並帶領群眾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口號. 在羅會長致詞後, 僑
二中心王鼎元主任也發表了國慶感言, 之後由顧問李秉信介紹特別來賓及主持 節目,
會中邀請西方大學政治系 教授季淳演講「美，中，台新關係，新展望」 為會場帶來
高潮, 民眾反應熱烈, 之後茶會開始, 感謝僑委會僑務促進委員徐湛生提供的生日蛋
糕, 為大會增添了喜氣 .
橙縣台灣同鄉聯誼會為這次活動舉辦成功, 除感到高興與驕傲外 , 更要感謝李秉信
顧問的策劃與全力協助, 及全體理事的合作.

慶祝雙十

澄縣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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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零年 兩 岸 和 平 之 旅
范揚盛
這是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五次造訪中華民國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地進行和平之
旅。三十多位團員於五月十九日抵達台北，三十多位團員於五月二十四日啟程至上
海。
在台北我們晉見馬總統，行政院吳院長，立法院曾副院長。並依先前規劃，與
吳僑務委員長進行僑務座談，跟大陸委員會賴主委對談兩岸問題，也與文建會盛主
委就文化議題交換意見。
在北京我們拜會國務院僑辦、台辦，全國台聯與中央統戰部，針對僑務，文化
兩案三個層面提出我們的建言。
我們為了感謝兩岸接待單位的熱情款待，從團費中挪出新台幣二十萬元透過僑
委會作濟貧興學的款項，在大陸也捐贈美金五千元給予榆中縣，花寨子小學購置圖
書館，書籍之用，以聊表回饋之意。
秉持本會『時時關心台灣』的宗旨，兩岸和平之旅，一項重要的任務是站在海
外華僑立場，向兩岸表達我們的心聲。
五月十九日團員向僑務委員會提出下列幾個議題：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已有３３年歷史，目前已有２２個分會，曾有８位僑選立法

委員及１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出自這個社團，台聯會是一個在海外僑社中受到中
華民國政府十分重視的民間組織。我們自我期許想在僑社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
色，不僅作為海外與國內互通橋樑，在台海安定，兩岸關係似應貢獻一份力量。請
問委員長，這是我們好高騖遠的想法嗎？您對我們有什麼期待？
政府、國內民眾一向對海外僑胞不重視，如果我們有選票，那絕對不一樣。不
知海外通訊投票或不在籍投票的構想，進行得如何？國民黨在海外的黨員已實施通
訊投票選舉，選舉黨代表、中央委員、常委，以至主席多年。僑委會是否可籌劃透
過立法委員修法，讓海外同胞不在籍投票或通訊投票，不只選總統，今後國內的任
何選舉，都可以投票給自己心儀的候選人，這點請教委員長。
海外社團會員的老化現象值得重視，曾建議僑委會透過各地僑教中心追蹤過去
海外青年回國研習團，或輔導的海外青年社團的年青朋友，協助推薦他們參與各地
的愛國社團，請問這方面的績效如何？
馬政府兩岸積極交往，為何僑委會對台聯會到大陸訪問之事，猶如『掩耳盜
鈴』姿態，並把它當作敏感不可談的事件，請問是怎麼一回事？
五月二十日 團員向大陸委員會提出下列議題：
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議題上面，大部分民進黨人以極端的思維與意識形
120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態，採取絕對反對ECFA立場，雖然蔡英文主席在雙英辯論曾講過，不反對簽署，但
不能冒進。相較於國民黨為了國家長遠發展，積極籌劃與大陸簽署，在這種雙方立
場迥異的情況下，請問主委，目前如何化解或超越這個問題？
四月二十五日雙英辯論，蔡英文強調只要堅守四原則，不冒進，民進黨不反對
簽署ECFA。四原則：第一是要「主控權，操之在我，進退自如」，第二是「循序漸
進，不能冒進」讓國內弱勢產業有調整時間，使勞工、農民、中低階的白領，有替
代性就業機會，第三是「遵循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國定協定，不能離開多邊體制的
保護傘」，第四是「維持整體外貿平衡，不能過度向中國傾斜」。請問主委，您的
看法如何？
法學教授陳長文在一文指出：「台灣要治本地遠離戰爭，最有效的路徑就是改
善兩岸關係，透過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讓對岸覺得戰爭的成本大於利益，就不會
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馬總統舉倫敦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論文為例，「敵對的雙方要化解敵意，就要簽
訂自由貿易協定。」
聯合報社論指出：「台灣最重要的安全憑藉不是軍事，而在整建台灣的區域經
貿角色」、「改善台灣的國際經貿環境，使得台資、陸資、外資在台灣形成一個盤
根錯節的”利益團體”化作台灣的安全體系」。台灣的經貿角色若能國際化，”台
灣問題”就能國際化。站在海外華僑的立場，在兩岸關係發展上，非常關心台灣的
安全，請教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簽署ECFA勢在必行，然而ECFA僅為經濟基礎架構，仍舊需要經過台灣與大陸方
面雙方冗長協商談判，逐項通過實施方能逐漸看到成效。就台灣目前政治氛圍，對
於政府良策措施，成效彰顯恐有緩不濟急之慮，美方對於ECFA雖表達樂觀其成態
度，任何台灣與中國大陸合作事項，美方皆戴有”傾中”疑慮的有色眼鏡觀察，如
何在美方與中國大陸之間，獲得短、中、長期利益，並將ECFA效率最大化？（洛杉
磯 吳程遠）
美國總統歐巴馬接見達賴，美國媒體對於白宮接見達賴的待遇及報導操作上，
對於中國大陸經貿強大之顧忌已顯而易見亦無法避免。未來台灣在西藏，美國與中
國大陸間，如何維持主權尊嚴以及與中國大陸經貿合作上達到平衡，成為台灣政府
未來必須面對的考驗。面對民進黨頻挑戰兩岸禁忌與底線以換取政治資源，如何能
在台灣民眾觀感，美國方面立場與中國大陸經貿間維護最大公約數？（洛杉磯 吳
程遠）
五月二十日向文建會提出下列議題：
法學教授陳長文在一文指出：「台灣要”治本”地遠離戰爭，最有效的路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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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善兩岸關係，透過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讓對岸覺得戰爭的成本大於利益，
就不會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聯合報社論強調：「致力於改善吸引國際貿易往來的環境，使得包括美資在內
的國際廠商，與台灣加深放大經貿關係，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國際貿易平台。」
本人認為，為了建構國家安全體系的「戰略」目標，以軍事防禦力量、經貿國際化
外，更重要的應透過文化軟實力的潛在力量，柔化情勢，轉化危機，累積國家實
力。換言之，軍事、經貿、文化是穩定台海戰略的重要因素。請教主委，不知您的
看法如何？文化因素所能發揮的能量在哪裡？
馬總統競選時的有關文化白皮書中，規劃：「有系統的與歐美國家社區合作設
置『台灣書院』。」資深媒體人張作錦先生在一文「感時篇」裡提到：「據報導說
『台灣書院』之設，是為了抗衡中國大陸的『孔子書院』，這點想請教主委，這是
事實嗎？」
張先生指出：朱熹原意要書院擺脫政治的干擾，現在我們更不可把它作為一項
政治工具。所以台灣書院沒必要和孔子學院抗衡，也抗衡不了。大陸已有８８個國
家設立２８８所孔子學院，我們的財力和人力能跟人家爭嗎？請教主委，您的看法
如何？
大陸歷經文化大革命，許多人承認，台灣不僅繼續保有中華文化，也在此持續
發揚光大。台灣文化創意優於中國大陸也是事實。可是這幾年來，對岸不斷力求精
進，許多出版界、文化界承認，大陸逐漸超越台灣。請教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本人認為文化軟實力是我們國力的一部分，在兩岸關係中擔負起登上美國時代
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英雄榜，以歌聲征服人心的「小胖」林育？在極地超馬表現傑
出的陳彥博等人，加倍累積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從這議題衍生出一些問題：學者指
出，有誦經唸咒般宣傳「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社會卻難見對創作者的支持與鼓
勵。某記者建議政府應該做的是，如何去創造更好的環境，讓更多人發光發熱。以
上不知主委的看法如何，敬請指教。
何時由政府出面邀請（並補助）知名影歌視紅星至美東、美西等地以「寶島之
夜」形式推廣台灣文化？
如果有兩岸三地影歌視紅星以和平為主題的大型演出，政府是否支持？有何意
見？
並提建議政府以統戰模式培養並支助台灣以電影歌星等向美國推廣台灣文化，
打開國際市場。（新澤西 蔡方欣）
美國大學中文教學皆以簡體字拼音為正式教材，政府有何看法及改良措施？注
音符號何去何從？（新澤西 蔡方欣）
六月三、四日在北京，團員向國務院僑辦、台辦、全國台聯，中央統戰部提出
下列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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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海外華人對最近兩岸外交休兵感到非常高興，因兩岸在外交爭執中省下可
觀的金錢，讓這一大筆經費用到國家建設發展經濟造福人民。但目前在僑社，兩岸
官員在相互交流中不論檯面上或檯面下對於僑界人士的爭取都很積極，但在過程中
卻令當地親台灣的僑胞感到尷尬，當由台灣來的朋友或官員在拜會親大陸僑團時，
對於社團內所張掛旗幟均無異議泰然處之，因這是僑社之僑胞交流並不牽涉國家外
交或政治層面，而大陸官員在拜訪親台灣僑團時卻要僑社取下旗幟，才願意進去會
所，這種要求真令邀請方感到不安，因僑界互相交流純屬私下交流，拉攏雙方距離
與感情，卻在一見面就要求取下旗幟之舉，就像客人在拜訪主人家要主人先將祖先
牌位取下後才肯進去。因我們生長在台灣，對於國家之感情與恩澤永留心中，實在
硬要求拉下這種情懷，是否在未來可以稍作調整以利雙方交流。〈紐約 章順滔〉
〝外交休兵〞與〝僑務休兵〞是兩岸當局的默契，外交休兵是真的做到了，台
灣目前仍保有二十三個邦交國，兩岸不必為了爭取邦交國再做無謂的〝金錢外交〞
但是〝僑務休兵〞本來在我們僑界是很希望看到的，可是這兩年來的僑務休兵只是
僑社休兵，有些台灣的僑胞因為參加了中國駐外使館的活動，就收到台灣駐外代表
處或辦事處關切的電話，僑界方面還是非常保守，現在有些僑胞僅偷偷摸摸的和中
國駐外使館接觸。而台灣僑委會的吳英毅委員長也說他有時赴一些僑居地拜訪，多
多少少有受到阻礙，兩岸並沒有真的〝僑務休兵〞讓我們海外僑胞在幫忙兩岸推動
〝和平發展〞也多多少少受到困擾，請問國僑辦許主任對此有何看法？〈華府 梁義
大〉
自從國民黨重掌台灣政權以來，兩岸關係獲得快速改善，開放三通後，兩岸人
民來往十分方便，陸客訪台日以千計，馬總統更提倡兩岸外交僑務休兵。在僑務方
面兩岸雖然不在敵對，但實際仍嫌不足，以加拿大多倫多為例，目前兩岸華人僑社
舉辦活動仍然各自為政，鮮少互動，我認為大陸應以寬容態度舉辦意識形態低的活
動時，如每年慶祝元旦，春節或地主國的國慶時，應帶頭廣邀所有華人社團共同舉
辦，以壯大聲勢並示華人團結，不應計較各社團的政治背景，或是否能受邀出席等
問題。（多倫多 陳禮宗）
可否請政府考慮在美國各領館發放永久性台胞證？
在美台胞的數目甚多，雖然很多人都具有美國國籍。但是為了增加台胞對國內
的向心力，可以考慮增加此項業務，也使得在美台胞不再感覺政府將在美台胞當作
美國人看待。（休士頓 趙國華）
又可否請政府考慮在美領館在中午（十二時至一時）輪休而不關閉？
這樣可使僑胞排隊的時間減至最低。我們了解政府”對等”對待的理論，但是
台胞非一般美國人，不需使他們覺得是”外國人”的感覺。（休士頓 趙國華）
是否可考量給持有美國護照，但是在出生欄填中國的僑民有落地簽證，便於返
國參訪、旅遊（加州 陳僑治）
是否可拆除對台灣的飛彈，以誠心的和平方式，談兩岸的文化與經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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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軍事的互訪與防衛的合作。（加州 陳僑治）
二年來馬政府大力改善了兩岸的關係，大陸的領導當局也對台灣釋出善意與利
多，海協會與海協會簽署了不少協定，如果民進黨在二Ｏ一二年不幸又由民進黨拿
回政權，而終止馬政府與中國大陸所簽的協定，破壞兩岸和平，請問國台辦有否因
應的措施，防止兩岸關係變化。〈華府梁義大〉
簡體字與正體字的分歧，當年創造與推廣簡體字有其時代背景，我們不去說
它，但在內容上略顯粗糙，目前使用起來造成許多不便的地方。我們希望能重視正
體字優勢甚至能正簡並用。〈華府 饒世永 〉
孔子書院與台灣書院的並立：這兩個〝學校〞以我們所見都以推廣文字教學為
主，各持一套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兩套文化，有了兩套文化就有你我之分，不利兩岸
的統一與和協，因此建議盡快兩岸協商，創造適用兩岸的統一教材。〈華府 饒世
永〉
品格教育的忽視：我們認為兩岸雙方對下一代的品格教育做的不夠。中國孔孟
思想有一套很好的四維八德、修齊治平的理論，應在兒童幼年時代灌入才能改變氣
質，因此建議兩岸有關文化主管著手編造一份幼兒品格教材，古人幼兒啟蒙的〝三
字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華府 饒世永〉
追求「和諧社會」，應當是中國當前的重點政策之一。社會之所以能夠達到較
高的和諧，純靠政治力量是不夠的，宗教信仰在這方面顯然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請問：類似台灣的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法鼓山或天主教、基督教等大型獨立自主
不受官方控制的宗教團體( 慈濟會員比執政的國民黨黨員還多)， 在目前的中國能
否生存與發展?(芝加哥 廖中和)
海外屬於開放式的兩岸人士交流的平台，如何透過僑團合作及中文教學機構，
形成共通的文化匯流，如何避免政治敏感議題，讓中華文化成為共通語言?(洛杉磯
吳程遠)
面對台灣即將舉行的五都選舉，〝不在籍投票”已成為台灣內政部推行重點措
施，未來中國大陸兩百餘萬台商之投票權與投票處將成為台灣贊成反對兩方的主要
交火處，若推行境外民眾投票，大陸應給予實行投票權的大陸台商，及台灣政府在
大陸所認可的投開票機構何種協助？（洛杉磯 吳程遠）
此次和平、文化之旅，一路上接受全國台聯及各地方單位的熱切招待，我們所
有的會長、團員們都非常感激。
其中本人覺得最有意義的是花寨子小學的捐贈圖書館的活動，看見孩子們天真
無邪的笑容，純樸的生活，以及熱情、認真、活潑的表演，校長、老師們一定辛苦
了多日，從中途長官們的親自迎接，導車相送．．在在都令我們感動得落淚，我們
都是炎黃子孫，真切是血濃於水，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容分割，也割捨不掉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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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軍事的互訪與防衛的合作。（加州 陳僑治）
二年來馬政府大力改善了兩岸的關係，大陸的領導當局也對台灣釋出善意與利
多，海協會與海協會簽署了不少協定，如果民進黨在二Ｏ一二年不幸又由民進黨拿
回政權，而終止馬政府與中國大陸所簽的協定，破壞兩岸和平，請問國台辦有否因
應的措施，防止兩岸關係變化。〈華府梁義大〉
簡體字與正體字的分歧，當年創造與推廣簡體字有其時代背景，我們不去說
它，但在內容上略顯粗糙，目前使用起來造成許多不便的地方。我們希望能重視正
體字優勢甚至能正簡並用。〈華府 饒世永 〉
孔子書院與台灣書院的並立：這兩個〝學校〞以我們所見都以推廣文字教學為
主，各持一套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兩套文化，有了兩套文化就有你我之分，不利兩岸
的統一與和協，因此建議盡快兩岸協商，創造適用兩岸的統一教材。〈華府 饒世
永〉
品格教育的忽視：我們認為兩岸雙方對下一代的品格教育做的不夠。中國孔孟
思想有一套很好的四維八德、修齊治平的理論，應在兒童幼年時代灌入才能改變氣
質，因此建議兩岸有關文化主管著手編造一份幼兒品格教材，古人幼兒啟蒙的〝三
字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華府 饒世永〉
追求「和諧社會」，應當是中國當前的重點政策之一。社會之所以能夠達到較
高的和諧，純靠政治力量是不夠的，宗教信仰在這方面顯然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請問：類似台灣的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法鼓山或天主教、基督教等大型獨立自主
不受官方控制的宗教團體( 慈濟會員比執政的國民黨黨員還多)， 在目前的中國能
否生存與發展?(芝加哥 廖中和)
海外屬於開放式的兩岸人士交流的平台，如何透過僑團合作及中文教學機構，
形成共通的文化匯流，如何避免政治敏感議題，讓中華文化成為共通語言?(洛杉磯
吳程遠)
面對台灣即將舉行的五都選舉，〝不在籍投票”已成為台灣內政部推行重點措
施，未來中國大陸兩百餘萬台商之投票權與投票處將成為台灣贊成反對兩方的主要
交火處，若推行境外民眾投票，大陸應給予實行投票權的大陸台商，及台灣政府在
大陸所認可的投開票機構何種協助？（洛杉磯 吳程遠）
此次和平、文化之旅，一路上接受全國台聯及各地方單位的熱切招待，我們所
有的會長、團員們都非常感激。
其中本人覺得最有意義的是花寨子小學的捐贈圖書館的活動，看見孩子們天真
無邪的笑容，純樸的生活，以及熱情、認真、活潑的表演，校長、老師們一定辛苦
了多日，從中途長官們的親自迎接，導車相送．．在在都令我們感動得落淚，我們
都是炎黃子孫，真切是血濃於水，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容分割，也割捨不掉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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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局應知：台獨得以滋長的根本原因，就是北京不承認中華民國。其實，
北京當局深知此理，亦即，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可言，但
是北京方面在實際操作上，卻一直陷於嚴重的自我矛盾。更深層次的思考是：中華
民國已然是一個直選總統的自由民主政體，北京除非採取軍事暴力手段處理台灣問
題，將如何可能迴避中華民國？而若北京以非和平手段吞滅了中華民國這個自由民
主政體，在人類文明及中國文化上又將是何等罪孽？兩岸問題的層次，如今絕非只
是「國共內戰」的層次，而是世界文明應當如何面對中華民國這個自由民主政體的
問題，亦是北京當局應當如何面對中華民國的問題？（華府 王福權）
相互尊重

才能開創雙贏：

儘管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多麼的曲折，但多數海外僑胞都期待兩岸關係的穩定甚
至和平，而要朝穩定和平方向發展，除了必須軍事領域非戰化外，更重要的是要實
現經貿和文化領域的非戰化；而這兩個領域的非戰化，其實就是非零和互動機制的
確立，從而實現互相尊重、彼此雙贏。
兩岸間的穩定和平和長治久安，最後必須奠基在雙方認知價值判斷層次上的相互尊
重。因此，我們期待通過ECFA使兩岸關係朝非零和方向轉折的同時，兩岸之間能夠
在文化領域進行以相互尊重和確立尊嚴為原則的對話，並且簽署兩岸文化對話協
議，讓兩岸在各種層次的溝通互動領域中，都能夠遵守相互尊重確保尊嚴的原則，
消除誤解。（華府 王福權）
中國大陸與台灣何時能統一取決於大陸在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發展腳步，等到
兩岸人民能享受一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時，統一自然能水到渠成。（舊金山 黃
偉悌）
無論是致力與中國統一或追求台灣獨立，”統一”與”獨立”只是政治的狀況
及型態的描述，相行之下，「和平」才具有價值上的意義。中國推動〝和平統
一〞，若能認識並堅持，〝和平是主要的〞，〝統一是次要的〞，相信對促進兩岸
關係一定產生歷史性的助益。我們列祖列宗在這世界已經生存發展了至少五千年，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與中國若能和平共存及發展，請問：世界上如有三、
五個〝中國〞，是華夏民族的恥辱嗎？(芝加哥 廖中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全球矚目。請問：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
管控能力愈來愈強，還是廣大民間蓄積已久的能量得以發揮之所致？中國甚大，非
一黨所能永遠獨治。為了中共做為一個政黨的永續發展，鄭重建議中國共產黨不妨
再適當時機改名，例如：「社會民主黨」，以符實際，兼且多少為民主發展拓寬空
間。(芝加哥 廖中和）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議題上，台灣的民進黨人以極端的意識型態與思
維，採取反對立場，中國大陸為了兩岸經濟發展，為有利於台灣經濟與生活改善的
考量，積極促成與台灣執政當局簽署ECFA，在這種情況下，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事件
的發展？有何因應之道。

126

休士頓分會主辦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卅三屆年刊

今年四月十五日在台北有一場馬英九與蔡英文兩位主席的辯論會，其中有關
ECFA議題，蔡英文提出四個原則：第一是要「主控權，操之在我，進退自如」；第
二是「循序漸進，不能冒進」讓國內弱勢產業有調整時間，使勞工、農民、中低階
的白領，有替代性就業機會；第三是「遵循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國際協定，不能
離開多邊體制的保護傘」；第四是「維持整體外貿平衡，不能過度向中國傾斜」。
請問您對此原則的看法如何？
台灣民進黨擔憂透過兩岸經濟整合只會有利於政治整合，讓台灣大眾質疑的
是：簽訂ECFA究竟是「請君入甕」還是「與卿共舞」。如何讓台灣的大眾釋懷，是
一件很重要的議題，請問您的看法？
今年一月底，美國宣布對台軍售，引起大陸官方、民間的強力反彈。對此，馬
英九主席曾做出以下的解釋：這些武器多屬防衛性質，是台灣防衛必要的支出，有
了這些武器，將有信心保衛台灣，並強調這對未來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有幫助，因
為如此，讓台灣更具自信和安全感，我們愈能和大陸進行更多互動。這具有深層的
意涵，大陸的一般民眾可能一時體會不到。請問您的看法？
在大陸發行的五月號「中國評論」有一篇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張念馳的「中國
必將走向最終統一，評曹興誠的兩岸和平共處法」文章指出「中華民國」是未來兩
岸關係必須面對的問題。
章所長引用曹興誠「兩岸和平共處法」中所言「兩岸要和平統一，必須由尊重中
華民國開始」，指出：大多數台灣同胞很計較自己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不
承認「中華民國」好比砍了他的頭，留下四肢五臟有什麼用？有這樣想法的人，未
必支持台獨。
章所長所言是事實，但用「砍頭」來形容對「中華民國」身分的堅持，或許說
重了些，不過一般民眾堅持是無庸置疑的。在台灣島內除了支持台獨少數民眾外，
其他都支持中華民國，也以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為上策。全球眾多的僑胞以支持中華
民國政府為傲。
多年來，「中華民國」始終是中國大陸當局禁忌的字眼。章所長所領導的涉台
智庫首次建議北京應探討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構思，值得
重視。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結論：
一、在台北、北京各場的座談會，團員的建言都能把握住重點充分發揮，以不
亢不卑的態度與有關單位對談。在北京有一場座談會，一位初次參加的團員不熟悉
狀況，發言激動，演出被自己團員因發言過長被叫喊下來的窘境，儘管如此，下來
之前，統戰部的楊副局長一直很有興趣聽下去，還叫其他團員忍耐一下，讓發言者
繼續講下去。楊副局長所展現的風度，夠令人稱讚。
讓人印象最深，最玩味的要算：因與主人熟唸的關係，團員發言肆無忌憚大談
特談，批評這個、批評那個，簡直像一場「鬥爭大會」，主人卻表現出若無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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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微笑，時而嚴肅，時而啼笑皆非，等主人回答問題時，從容不迫地向團員說
明：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一億三千萬人民，人人都有飯吃，在中國歷史上實屬
少有的事，大陸有今天的成就歸功於個個人民一步一腳印為這個國家打拼的結果。
他說無可諱言，大陸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改進，今後仍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他也知道
團員對大陸懷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情意。請問如果你在現場將做何種感想？
二、在台北、兩岸座談，大陸委員會賴主委事前準備了書面資料，實在非常難
得，她稱讚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在海外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她十分重視我們的
發言。她曾在前年到芝加哥參加我們的大會，了解全美台聯在美國僑社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
僑務座談，吳委員長更大方讓我們來主持，要我們暢所欲言，對我們的質問無
所不談，對僑務休兵，有一番解釋。
全美台聯要受國內重視，事前的聯絡工作很重要，例如提供全美台聯過去的歷
史，在海外的角色等等，給予要去拜會的單位。
我們不好高鶩遠，也不妄自菲薄，要自我勉勵，提升台聯在美國僑社的份量，
讓兩岸政府重視我們，更重視我們的發言。
三、在北京全國台灣同胞聯誼的一位處長，一再地提起：每次和平之旅，團員
的建言都經過管道向上層轉達。大陸今天能有如此進步，跟他們過去善於廣納建
言，勵志改革有關。和平之旅每次團員的建言肯定起了作用。
四、捐贈美金五千元給予甘肅省榆中縣花寨子小學，建置圖書館以及購買書籍
的捐贈儀式當天，全體團員無不受到這貧瘠鄉下學校師生們淳樸、真情、可愛的舉
動所感動，觸發了團員私下想再捐款的念頭。
也因此讓我們進一步思考下次的和平之旅，是否應安排多些時間與鄉下的小朋
友相處，教他們課外活動，給他們講述團員在海外打拼的經歷，勉勵他們更努力向
上。
五、團員的發言，有些超乎想像，大談六四、和平統一、自由民主這一類的大
議題，對這些主人一點也不在乎，認真地聽，反而部分團員覺得應該談些實際的問
題，多為在大陸的台商、海外華僑諸多問題，以及兩岸實際問題多建言才是上策。
六、二ＯＯ八年底在休士頓全美理事顧問會議上，通過了〝全美促進兩岸交流
委員會〞九個委員的機制。在這次二Ｏ一Ｏ年和平之旅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諸如
各委員的工作分配、團員的篩選、議題的選擇與事前的準備，兩地的事務工作，旅
遊地點的安排等等，今後應透過這個委員會來討論、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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ᶳᶨᾳ⻟䁰䘬暯㑤⻰ˤ楔䷥䴙晐⌛⭋ⶫ䓙ᷕ⚳⚳㮹源䦀㚠攟⏛㔎佑䳬敋炻㟫⚺䷋䷋攟㛙䩳ΐ䁢∗敋
㍮炻庼Ỹ⏛櫩ˤ
ℐ伶⎘䀋⎴悱倗婤㚫㚫攟␐岊⬇⌂⢓堐䣢炻ˬ㗪㗪斄⽫⎘䀋Ʉ嗽嗽㚵⊁⎴悱˭㗗娚㚫䘬⬿㖐炻娚㚫
⎴ṩ晐㗪⭮↯斄㆟⎘䀋㓧⯨䘬䘤⯽炻⮵㕤∱恙ℏ敋屈屔ả䘬䷥录デ⇘ᶵ㌐炻⮵⏛㛙㕘ℏ敋⇯㺧㆟㛇
姙ˤ娚㚫⮯㊩临㓗㊩㕘ℏ敋炻栀䁢ᷕ厗㮹⚳㓧⹄䘬➭⮎⼴䚦ˤ
椾⃰炻⏛㔎佑㛙䩳ΐ䘮↢幓➢Ⰼ炻層役㮹シ炻㓧䷦叿⋻炻㶙⼿㮹⽫ˤ㕘ℏ敋⽭䃞ㆸ䁢ẍ㮹シ䁢ὅ
㬠䘬ˬ㮹シℏ敋˭炻ㅱ娚⽆㮹シ䘬奨溆炻Ἦ⿅侫⤪ỽ慵⺢㓧⹄⦩ᾉˤ⋫柕叔䵺䘬䀥⼴慵⺢ⶍἄ炻⮷
冒怟㛹炻⣏军⚳⛇夷∫炻ᷕⰌ䘬崲➇⺽㯜ˣ冱⁝䶐枸䬿㑍拊䫱ḳ枭炻㓧⹄傥ᶵ傥⬰ỷ䦳⸷㬋佑⮰
㤕⇌㕟䘬㸾⇯炻䁢䣦㚫㔜橼䤷䣱㈲斄炻⮯㗗㕘ℏ敋䘬ᶨ⣏侫槿ˤ㕘敋㍮ㅱ娚橼娵炻⎘䀋㓷デ䘬⛘岒
䑘⠫ˣ朊⮵㯋῁嬲怟䘬⓷柴従⛐䚱䜓炻㬋暨天柀⮶⛀昲⣏㟤⯨䘬⚳⛇夷∫冯㕥㓧櫬≃炻䳪䳸Ⱉ⛘崭
旸⇑䓐䘬⚘⠫ˤ朊⮵䀥㮹炻㕘ℏ敋天⃰ ⤥⬱伖炻ℵẍḴ⇘⚃⸜䘬㗪攻Ἦ慵⺢炻ㅱ㗗庫⎰䎮䘬⬱㌺ˤ
℞㫉炻㕘ℏ敋天两临䵕㊩ℑⱠ⸛䨑⭂䘬斄Ὢ炻⽆ᷕ徥㯪⎘䀋㚨⣏䘬⇑䙲ˤ㚨役晾⚈忼岜┯◃Ἦ姒
侴⍿⇘ṃ⽖⼙枧炻⸠⚈ℑⱠ㓧⹄䔞⯨悥傥⇞炻桐㲊⼰⾓⸛〗ˤ㕘ℏ敋ㆸ䩳ᷳ⼴炻ㅱ㊩临䧵㤝∝忈
ℑⱠ⸛䘤⯽䘬㡅ẞ炻㚜慵天䘬㗗炻㕘ℏ敋⽭枰天姕⭂䚖㧁ˣ䷅⭮夷∫炻⽆ℑⱠ斄Ὢ㓡┬忶䦳ᷕ炻
䁢⎘䀋Ṣ㮹∝忈㚜⣂䘬䤷䣱ˤ⎘䀋㗗⏎㚫塓怲䶋⊾炻ㆸ䁢⚳晃⬌炻䪗夾ℑⱠ斄Ὢ㗗⏎傥䨑⭂䘤⯽炻
㕘ℏ敋ᶵ⎗䫱攺夾ᷳˤ
䫔ᶱ炻㕘ℏ敋昌Ḯ天两临⥍┬嗽䎮ℓℓ㯜䀥┬⼴ˣ≈⻟䚋䜋慵⺢ⶍ䦳⑩岒⍲ ⤥ H1N1 旚䕓ⶍἄᷳ
⢾炻㚜天⽆㚜⣏䘬夾慶Ἦ䚳炻⤪ỽ⻕⸛㛅慶塪䕽ˣ慵⺢⛀䳸媏䘬⎘䀋ˤ⎘䀋ᶵㅱ娚㗗ᶨᾳℏ悐↮
塪䘬⚳⭞炻㕘ℏ敋ㅱ娚㶙↯䝕妋㬌ᶨ⓷柴側⼴䘬シ佑ˤẍ➟㓧源䚖⇵㑩㚱䘬寸㱃屯㸸炻䳽⮵⎗ẍ⯽
䎦傠备㯋⹎炻德忶⎬䧖℟⁁㬋䔞⿏䘬ἄ䁢炻⮯⋿廭⊿廵䘬⎬㕡⊊≃炻㔜⎰ㆸ䁢ⷞ≽⎘䀋⎹⇵崘䘬≃
慷ˤ
㚨⼴炻䁢⤈⭂⚳⭞攟㱣ᷭ⬱䘬➢䢶炻㕘ℏ敋⽭枰两临慵䓐㈨埻⭀₂Ἦ㒀∫⚳⭞⣏㓧炻庼ẍḮ妋㮹シ
傰≽䘬⭀⒉炻嬻㓧䫾崘⎹層役㮹シ炻㶭㤂斉慳㓧䫾嬻㮹䛦Ḯ妋ˤ↯卓⎒ 堐朊≇⣓炻㎷⍾㮹䛦ᶨ㗪
㬉⽫炻⮯䤵⭛䔁䴎⼴ẋ⫸⬓ˤ
⬇⫸㚘烉
ˬ⣑⮯旵⣏ả㕤㕗Ṣḇ炻⽭⃰劎℞⽫⽿炻⊆℞䫳橐炻梻℞橼兂炻䨢᷷℞幓炻埴㉪Ḫ℞䁢炻
ẍ≽⽫⽵⿏炻⡆䙲℞ᶵ傥ˤ˭楔䷥䴙ᶲả∃㺧ᶨ⸜怕忊ℑ⣏ᶾ䲨桐㙜炻忁㗗ᶲ呤岄䴎楔㓧⹄
㚨♜⍚䘬䢐䶜炻Ἦ䁢⎘䀋冾ᶳᶨ㡅忂⼨⬱㦪⇑䘬匲⣏忻ˤ⮵㕤⏛㛙ℏ敋炻ℐ伶⎘䀋⎴悱倗婤㚫
㉙㊩㛇⼭炻ḇ⭬Ḱ⎖☨ˤ⎘䀋㚱ℏ悐慵⺢䘬㊹㇘炻ḇ㚱⚳晃䪞䇕䘬⡻≃炻㕘ℏ敋天慵㕘↢䘤ˤ⏛㔎
佑㛙䩳ΐℑṢ⛐䳬敋㗪昌Ḯ侫ㄖ➟㓧㟤⯨䷙㶙炻⮵ᶲ徘䘬⚃溆㛇姙ḇㅱ叿≃䴻䆇炻恋ㇵᶵ㜱忁
㫉䳬敋昌冲ⶫ㕘䘬⣹㨇ˤ
ℐ伶⎘䀋⎴悱倗婤㚫㚫攟␐岊⬇ὃ䧧
ᷕ厗㮹⚳ḅ⋩ℓ⸜ḅ㚰ḅ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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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㓧昊昊攟∱⃮䌬⮯⛐伶⚳⁛䴙➢慹㚫ˬ厗⹄婾⡯˭攳嫃
ˬℐ伶⁹⬠䓴ㄞ䤅ᷕ厗㮹⚳⺢⚳䘦⸜㳣≽䯴⁁㚫˭⌛⮯ㆸ䩳
䁢Ḯ⡆忚⎘䀋伶⚳ᷳ攻䘬斄Ὢ炻ẍˬ㗪㗪斄⽫⎘䀋Ʉ嗽嗽㚵⊁⎴悱˭䁢⬿㖐䘬ℐ伶⎘䀋
⎴悱倗婤㚫炻惵⎰ 2 㚰 4 㖍⇵Ἦ伶⚳䘥⭖⍫≈㖑梸䣰䥙㚫䘬⎘䀋ẋ堐⛀䘬埴䦳炻妪㕤 2 㚰
5 㖍ᶲ⋰伶⚳⁛䴙➢慹㚫⎰彎ˬ厗⹄婾⡯˭
炻怨婳⇵埴㓧昊昊攟∱⃮䌬䌯柀䘬䘥⭖㖑梸䣰
䥙㚫ẋ堐⛀ˣ伶⚳⚳㚫嬘⒉ˣ伶⚳㘢⹓⬠侭ˣẋ堐嗽⭀⒉ˣ⍲ℐ伶⎬⛘⁹⬠䓴Ṣ⢓⍫≈㬌
䚃㚫ˤ䘥⭖㖑梸䣰䥙㚫ẋ堐⛀昌Ḯ∱⃮䌬⇵昊攟⢾炻怬㚱⚳㮹源㓧䫾㚫➟埴攟㜿䙲ᶾ⦩
䚃普⛀吋ḳ攟䌳暒䲭ℑṢˤ
婾⡯䘬ᷣ柴䁢"Future of the US-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hip"炻⮯妶婾伶⚳䈃倱ˣ伶⎘冒䓙
屧㖻⋼⭂ˣ幵岤䫱⎘䀋㚱↯幓斄Ὢ䘬䴻屧嬘柴炻⯌℞⛐伶⚳䈃倱⺽䘤⎘伶斄Ὢ♜慵䵲⻝
ᷳ晃炻㚜⼘栗㬌婾⡯䘬慵天⿏ˤ婾⡯⮯䓙伶⚳⁛䴙➢慹㚫Ṇ㳚䞼䨞ᷕ⽫ᷣả伭㚤炷Walter
Lohman炸ᷣ㊩炻ᷣ嫃Ṣ⊭㊔∱⃮䌬⇵昊攟ˣ伶⚳⁛䴙➢慹㚫檀䳂䞼䨞⒉⎚∵忻⌂⢓炷Derek
Scissors炸ˣ伶⎘⓮㚫㚫攟杻₺ỗ炷Rupert J. Hammond-Chambers炸ˣ⢾⚳㓧䫾䞼䨞檀䳂䞼
䨞⒉⹓⌂⢓炷Terry Cooke炸ˣ伶⚳慴⣯呁⣏⬠㓧㱣⬠㔁㌰䌳䵕㬋ˤ杻₺ỗ㚫攟㚨役㚦
␤䰚伶⚳㓧⹄炻⋫叔ᶵ天ẍⅵ䳸伶⎘ˬ屧㖻㙐㈽屯㝞㥳⋼⭂˭炷TIFA炸婯⇌⺞⬽⮵⎘幵
ⓖ炻 䁢⮵⎘䀋䩳㱽昊ᾖ㱽䤩㬊伶⚳䈃䴆倱ℏ冇忚⎋䘬⟙⽑ˤᷣ彎╖ỵ␤䰚斄⽫⎘䀋⇵
徼䘬⁹傆Ᾱ巜帵⍫≈炻⣏⭞ᶨ崟倚㎜⎘䀋炻冺䶑伶⚳㓧⹄䘬⡻≃炻⮯⎘䀋䘬⚘⠫旵⇘㚨Ỷ
䘬ね㱩ˤ
䁢Ḯㄞ䤅ᷕ厗㮹⚳⺢⚳ᶨ䘦忙⸜炻楔劙ḅ䷥䴙㕤 98 ⸜⚳ㄞ㖍⭋ⶫㆸ䩳ˬᷕ厗㮹⚳⺢⚳ᶨ䘦
⸜ㄞ䤅㳣≽䯴⁁㚫˭
炻䓙唕叔攟∗䷥䴙⎔普炻⮯䳸⎰㓧⹄冯㮹攻䘬≃慷炻夷∫ᶨ㔜⸜䘬䚠斄
ㄞ䤅㳣≽ˤ婈⤪楔䷥䴙䣢炻ㆹᾹ天ˬ䶔㆟ᶨᶾ䲨䘬则彃炻攳∝ᶳᶨᾳ䘦⸜䚃ᶾ˭
炻ẍ䘦
⸜ㄞ℠㳣≽シ佑㶙怈ˤ楔䷥䴙䈡⇍㔎倀䲸䲬䘬Ḷ慹Ⱉ冲慹Ⱉ䘬Ⲽ䪞Ḧℑỵ⊿伶ẋ堐炻㑼
ả娚䯴⁁㚫⥼⒉ˤ
㴟⢾⁹傆枧ㅱ楔䷥䴙䘬嘇⎔炻惵⎰⚳⹄夷∫ㄞ䤅㳣≽炻䓙Ḷ慹ⰙⲼ䪞Ḧℑỵ⥼⒉柀扄䘤
崟炻⮯㕤 2 㚰 5 㖍军 6 㖍⛐厗⹄ㆸ䩳ˬℐ伶⁹⬠䓴ㄞ䤅ᷕ厗㮹⚳⺢⚳䘦⸜㳣≽䯴⁁㚫˭
炻怨
婳ℐ伶⎬⛘⋨⁹⬠䓴䣦⛀Ṣ⢓⍫冯炻⛐ℐ伶⎬⛘㒜⣏冱彎⚳䇞ġ ⬓ᷕⰙ⃰䓇∝⺢ᷕ厗㮹
⚳ᶨ䘦忙⸜䘬ㄞ䤅㳣≽ˤ忁ᾳ䯴⁁㚫䘬ᷣ天≇傥㗗㍸ὃᶨᾳṌ㎃妲〗ˣ㹅忂⋼婧ˣ屯㸸
ℙṓ䘬⸛⎘炻ἳ⤪㝸ᾳ䣦⛀㚱䈡㬲䭉忻⎗ẍ⽆⎘䀋怨婳⇘屜屻ㆾ喅Ṣ⇵Ἦ≑昋炻ㆹᾹ㚫⮯
㬌妲〗↮䘤䴎ℐ伶⎬⛘⋨炻⤪㚱℞Ṿ⛘⋨ḇ㚱冰嵋怨婳ṾᾹ炻ㆹᾹ⮯⋼≑夷∫嶗䶂炻嬻⎘
䀋Ἦ䘬屜屻ㆾ喅Ṣ⃀⎗傥⇘⎬⛘⍣≑昋炻℞屣䓐⇯䓙⎬⛘⋨⛯㓌炻忼ㆸ⣂⫝̸䘬䳸㝄ˤ䯴⁁
㚫ᶵ㚫ṳℍ⎬⛘⋨䯴彎ㄞ䤅㳣≽䘬⮎晃忳ἄˤ
ℐ伶⎘䀋⎴悱倗婤㚫䁢㬌䈡⇍姕䩳Ḯᶨᾳˬℐ伶⁹⬠䓴ㄞ䤅ᷕ厗㮹⚳⺢⚳䘦⸜㳣≽䯴⁁㚫˭
悐句㟤炻Ἦ⭋㎂㬌ḳ炻忁ᾳ悐句㟤䎦㚱䘬妲〗⎒㗗⇅㬍㥳゛炻ἄ䁢㉳䢂⺽䌱炻ὃ⣏⭞⍫侫炻
ℏ⭡㚫晐㗪㚜㕘ˤ婳㈲⣏⭞㈲⮞屜䘬㥳゛ⷞ⇘䯴⁁㚫炻䯴⁁㚫ㆸ⒉ℙ⎴↮ṓ冯妶婾炻
㍸嬘䘬㳣≽枸⏲⮯↲䘣⛐悐句㟤炻嬻ℐᶾ䓴⁹傆悥傥↮ṓˤ䯴⁁㚫ḇ㚫⮯ℐ伶⎬⛘䘬ㄞ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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㳣≽⼁㔜炻⏰⟙⁹⥼㚫炻嬻⚳⹄䞍忻ℐ伶⁹⬠䓴㓗㊩ᷕ厗㮹⚳䘬㰢⽫㯠怈ᶵ嬲ˤ
㚱斄ˬℐ伶⁹⬠䓴ㄞ䤅ᷕ厗㮹⚳⺢⚳䘦⸜㳣≽䯴⁁㚫˭ˬ厗⹄婾⡯˭䘬娛ね炻⎗⍫侫ᶳ
↿忋䳸ˤ
ℐ伶⁹⬠䓴ㄞ䤅ᷕ厗㮹⚳⺢⚳䘦⸜㳣≽䯴⁁㚫悐句㟤烉http://tbaa100.blogspot.com/
厗⹄婾⡯悐句㟤烉http://tbaa32.blogspot.com
㚱冰嵋⍫≈忁ℑ枭㤝℟シ佑㳣≽䘬⁹傆Ᾱ炻ḇ⎗⎹ᶳ↿Ṣ⢓娊⓷烉
ġ ġ Ḷ慹Ⱉġ (212) 226-6280ġ justincsyu@gmail.com
ġ ġ Ⲽ䪞Ḧġ (408) 887-5020ġ tsuijeanchain@yahoo.com
ġ ġ 䌳䤷㪲ġ (703) 430-6598ġ kent7wang@gmail.com
ġ ġ ␐岊⬇ġ (630) 532-4628ġ ROC100US@gmail.com
ġ ġ ⏛䜎慶ġ (408) 605-7949ġ morewin@sbcglobal.net

ℐ伶⎘䀋⎴悱倗婤㚫␐岊⬇㚫攟ὃ䧧
2010 ⸜ 1 㚰 12 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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ℐ伶⎘䀋⎴悱倗婤㚫⚆⎘⍫姒ㆸ㝄寸䡑ġ
ġ
ℐ伶⎘䀋⎴悱倗婤㚫䯴䳬䘬ˬℐ伶⎘倗⚆⚳⍫姒⛀˭ᶨ埴 Ķĳ Ṣ㕤Ḽ㚰Ḵ⋩⚃㖍䳸㜇ḮṲ
⸜彼⚳㊄㚫⍫姒䘬䵲㷲埴䦳炻䁢㛇ᶨ忙䘬姒⎘㳣≽ㆸ㝄寸䡑ˤġ
ġ
ℐ伶㚫攟␐岊⬇⟙⏲㬌埴⸦枭ㆸ㝄炻椾⃰炻ℐ伶⎘䀋⎴悱倗婤㚫Ḽ㚰⋩ḅ㖍䓙ℐ伶㚫攟␐
岊⬇䌯⛀⚆⚳㊄㚫⁹⥼㚫炻⥼⒉攟⏛劙㭭奒冒㍍⼭ˣ∗⥼⒉攟啃䚃厗昒⎴↢ⷕˤ⏛⥼⒉攟
ẋ堐⁹⥼㚫ℐ橼⎴ṩ䪕婈㬉彶娚㚫䘬⇘姒炻᷎デ嫅ℐ伶⎘倗㚫 Ĵı ⣂⸜Ἦ⮵㓧⹄䘬㓗㊩炻
⏛⥼⒉攟⻟婧炻ảℏ⭂㚫⣏≃㓗㊩⎘倗㚫䘬⎬枭㳣≽炻᷎␤䰚⎘倗㚫两临⋼≑㓧⹄⎬枭慵
⣏㓧䫾ᷳ㍐≽ˤ㊄㚫忶䦳ᷕ炻姒⛀ㆸ⒉䳃䳃憅⮵㓧⹄䚠斄㓧䫾⍲⁹⊁⓷柴㍸↢⮞屜シ夳冯
媖娊炻⏛⥼⒉攟冯啃∗⥼⒉攟⛯ᶨᶨ䫼央炻啃∗⥼⒉攟᷎䰚婳⎘倗ㆸ⒉㕤㖶⸜䳬⛀⚆⚳ℙ
⎴ㄞ䤅⺢⚳䘦⸜ˤġ
ġ
㚫攟␐岊⬇デ嫅⁹⥼㚫䱦⽫⬱㌺䘬ṾᾹ⚆⚳⍫姒䘬埴䦳炻Ṿ婒炻ℐ伶⎘䀋⎴悱倗婤㚫⬿㖐
䁢ˬ㗪㗪斄⽫⎘䀋炻嗽嗽㚵⊁⎴悱˭炻ᶨ㕡朊倗䴉伶⚳⛘⋨ᷳ⎘䀋⎴悱炻Ὣ忚䚠Ḻ⛀䳸炻
ẍ㍐⯽悱奒ᷳ攻䘬⎬枭㚵⊁炻᷎䇕⍾厗塼⛐伶⚳䘬㪲䙲炚ᶨ㕡朊㲐シ⚳晃㓧ね炻忚侴斄⽫
⎘䀋ˤ␐㚫攟ḇ⛐㚫ᷕẋ堐ℐ伶⎘䀋⎴悱倗婤㚫㋸↢㕘⎘⸋慹 ĳııĭııı ⃫炻枧ㅱ⁹⥼㚫㍐
≽䘬ℓℓ桐䀥㢵㧡忈㜿㳣≽ˤġ
ġ
ℐ伶⎘倗⚆⚳⍫姒⛀⛀⒉ᶨ忙ℏ昌㊄㚫⁹⥼㚫⢾炻怬㊄㚫映⥼㚫ˣ㔯⺢㚫䫱㓧⹄╖ỵ炻᷎
㗱夳䷥䴙楔劙ḅˣ埴㓧昊攟⏛㔎佑冯䩳㱽昊攟∗昊攟㚦㯠㪲ˤġ
ġ
Ḽ㚰Ḵ⋩㖍炻⍫姒⛀ᶨ埴㊄㚫Ḯ埴㓧昊⣏映⥼⒉㚫ᷣả⥼⒉岜⸠⩃ˤ岜⸠⩃⮵⍫姒⛀䘬⇘
Ἦ堐䣢䅙䁰㬉彶炻᷎斉徘Ḯ㍐≽ℑⱠṌ㳩䘬慵天⿏⽭天⿏ˤ⤡婒炻⣏映⥼⒉㚫ˬẍ冢䀋
䁢ᷣ炻⮵Ṣ㮹㚱⇑˭炻⛐ℐ䎫⊾⿅䵕ᶳ炻徥㯪ℑⱠ斄Ὢᷳ㬋ⷠ⊾⍲⸛䘤⯽炻㗗㓧⹄㇖≃
ẍ崜䘬㕥㓧䚖㧁ˤ㛇㛃ℑⱠ䴻䓙Ṍ㳩冯⋼⓮炻⡆忚䚠Ḻ䝕妋炻⃒⃰妋㰢㓠斄ℑⱠṢ㮹⇑䙲
ẍ⍲䴻屧ˣ㔯⊾ˣ䣦㚫Ḻ≽䓊䓇䘬⓷柴炻᷎㍸㖯⎘䀋⚳晃䪞䇕≃炻嬻⎘䀋冯ᶾ䓴㍍年炻
䘤䘤Ṗˤ㚫婯䳸㜇⼴炻␐岊⬇ẋ堐⍫姒⛀⎹岜⸠⩃岰復Ḯ㚱ℑⱠ斄Ὢ㬋㛅叿⸛䘤⯽
䘬㕡⎹䨑㬍⇵忚䈡刚䘬䥖䈑ˤġ
ġ
ℐ伶⎘倗⚆⚳⍫姒⛀Ḵ⋩㖍㍍叿㊄㚫Ḯ埴㓧昊㔯⊾⺢姕⥼⒉㚫ᷣả⥼⒉䚃㱣ṩ炻⯙㴟⢾⛘
⋨㍐≽ᷕ厗㮹⚳⺢⚳ᶨ䘦⸜㳣≽㍸↢⮞屜シ夳ˤ⍫姒⛀⛀⒉娵䁢ᷕ厗㮹⚳⺢⚳ᶨ䘦⸜シ佑
㶙怈炻ㆹ㴟⢾⁹傆冒ㅱ䅙䁰枧ㅱ楔䷥䴙嘇⎔炻惵⎰㓧⹄夷∫ㄞ䤅㳣≽炻⚈㬌㕤Ṳ⸜ ĳ 㚰 Ķ
㖍⛐厗⹄ㆸ䩳ˬᷕ厗㮹⚳⺢⚳ᶨ䘦⸜ㄞ䤅㳣≽伶≈⁹䓴䯴⁁⥼⒉㚫˭炻怨婳伶≈⎬⛘⋨⁹
⬠䓴䣦⛀Ṣ⢓⍫冯炻ẍ䳸⎰伶≈⁹⬠䓴屯㸸炻夷∫⛐伶≈⎬⛘㒜⣏冱彎⺢⚳ᶨ䘦⸜䚠斄
ㄞ䤅㳣≽ˤ䯴⁁⥼⒉㚫Ὢ䓙伶≈⁹⬠䓴Ṣ⢓ℙ⎴䳬ㆸᷳả⊁䶐䳬炻℟⣂⃫⿏ˣẋ堐⿏炻䁢
伶≈⎬䓴ᷳṌ㳩⸛⎘ˤᷣ天≇傥䁢憅⮵⺢⚳ᶨ䘦⸜ㄞ䤅㳣≽忚埴妶婾炻㛇傥普⿅⺋䙲ˣↅ
倂ℙ嬀炻⼘栗伶≈⁹⬠䓴⮵⺢⚳ᶨ䘦⸜ᷳ慵夾炻᷎啱㬌⼊ㆸ伶≈⁹⬠䓴⍫冯㯃⚵炻䌚农Ὣ
忚⛀䳸媏炻嬻ℐᶾ䓴悥䞍忻ℐ伶⎘䀋⎴悱倗婤㚫㓗㊩ᷕ厗㮹⚳䘬㰢⽫㯠怈ᶵ嬲ˤ暁㕡᷎
⯙ẍ㔯⊾∝シ䘬奺⹎㔜⎰㴟ℏ⢾屯㸸炻⮳㯪⁹䓴䣦⛀䘬⎰ἄ炻㍐⎹⚳晃ⶪ⟜䫱枭䚖Ṍ㎃シ
夳ˤ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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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ℐ伶⎘倗⚆⚳⍫姒⛀㕤Ḵ⋩㖍ᶳ⋰䓙埴㓧昊⁹⊁⥼⒉㚫⥼⒉攟⏛劙㭭昒⎴炻椾⃰㗱夳Ḯ埴
㓧昊攟⏛㔎佑ˤ⏛昊攟⎹姒⓷⛀婒㖶楔䷥䴙➟㓧ℑ⸜Ἦ䘬㕥㓧ㆸ㝄炻⏛昊攟㊯↢炻侩䘦⥻
ⶴ㛃⎘䀋傥㚱⸛䘤⯽䘬ℑⱠ斄Ὢˣ傥䘬㓧⹄ˣ℔佑䘬䣦㚫ẍ⍲䷩㥖㖴䚃䘬䴻㾇炻楔䷥
䴙➟㓧ℑ⸜Ἦ炻ᶨ㬍悥㰺㚱ῷ暊忁ᾳ䚖㧁炻Ṿḇⶴ㛃⣏⭞ᶨ崟㓗㊩䷥䴙㬋䡢䘬➟㓧㕡⎹ˤ
⏛昊攟⎴㗪⎹⍫姒⛀⻟婧炻䯥会 ņńŇł ᶵ㗗㭷ᶨ枭悥⮵⎘䀋㚱⇑炻Ữ㓧⹄ᶨ⭂㚫⛐䡢ᾅ⎘
䀋⇑䙲䘬ね㱩ᶳㇵ㚫䯥会炻楔䷥䴙ḇ㚦婒忶炻ņńŇł ⤪⮵⎘䀋ᶵ⇑炻⮏⎗䟜⯨ᶵ䯥炻㓧⹄
忚埴ảỽ婯⇌炻悥㚫♜⬰ẍ⎘䀋䁢ᷣ炻⮵Ṣ㮹㚱⇑䘬⍇⇯炻㋵堃ᷕ厗㮹⚳ᷣ㪲⬴㔜炻ᾅ晄
⎘䀋䘬⬱ℐ䷩㥖炻ℑ侭ℤ栏炻䳽ᶵ≽㎾ˤ␐岊⬇㚫攟⎹⏛昊攟⟙⏲炻Ṳ⸜䘬姒⓷⛀⟙⎵
ね⼊䔘ⷠ巜帵炻⛐䞕䞕䘬ℑᾳ㗇㛇墉⯙㚱 ķĶ ỵ㚫⒉⟙⎵炻忁ㅱ㬠≇㕤⏛劙㭭⥼⒉攟⯙ả
⼴⌛桐⠝⁽⁽ℐ䎫崘德德炻忈姒⎬⛘⁹䣦炻㶙ℍḮ妋⁹ね炻侴ᶼ㚵⊁⮵尉ᶵ↮㕘冲ˣᶵ↮
啵䵈炻ᶨ㤪䅙婈㚵⊁炻⮯㔋㷁䘬⁹⽫慵㕘ↅ倂⛐ᶨ崟炻⻟⊾⁹傆⮵⎘䀋䘬⎹⽫≃炻忚侴㑩
嬟ᷕ厗㮹⚳㓧⹄ˤġ
ġ
ℐ伶⎘倗⚆⚳⍫姒⛀晐⼴⇵⼨䷥䴙⹄㗱夳䷥䴙ˤ䷥䴙椾⃰⮵ˬℐ伶⎘䀋⎴悱倗婤㚫˭䘬⁹
柀⃰忚Ᾱ⛐Ṿ⯙借ℑ忙⸜ᷳ晃炻⮰䦳䳬⛀⚆⚳⍫姒炻堐忼婈㐗㬉彶ˤ䷥䴙堐䣢炻Ṿ冯伶⚳
⁹䣦斄Ὢ⭮↯炻ḇ㗗ˬℐ伶⎘䀋⎴悱倗婤㚫˭䘬∝⥳㚫⒉ᷳᶨ炻Ĳĺĸĵ ⸜⇘伶⚳䔁⬠炻⛐
ĲĺĸĹ ⸜⸽ᷕ伶㕟Ṍ⇵⢽炻ṾṢ⛐㲊⢓枻怬㑼ảˬᷕ厗℔˭䘬䘤妨Ṣ炻ẋ堐℔ᶲ暣夾
彗婾ˣ⇘⬠㟉㺼婒⍲㍍⍿⟙䳁姒⓷炻䁢ᷕ厗㮹⚳䘤倚炻⚈㬌㍍妠Ḯ姙⣂⁹䓴䘬⤥㚳⍳ˤ䷥
䴙婒炻ˬℐ伶⎘䀋⎴悱倗婤㚫˭㗗⛐ᷕ伶㕟Ṍ⇵⢽ㆸ䩳䘬⛀橼炻㑩嬟ᷕ厗㮹⚳㓧⹄炻⋼≑
⚳⹄⛐㕟Ṍ⼴㚵䧖䧖⢾Ṍ⚘⠫ˤ⣏⭞⛐伶⚳䘤㎖Ḯᷕ㳩䟍㞙䘬≃慷炻⯽䎦ッ⚳ッ悱䘬ね
㆟ˤ㚨⼴炻䷥䴙慵䓛炻Ṿ⛐ ĲĺĸĹ ⸜⛐伶⚳⣏⭞ᶨ崟ㆸ䩳ˬ⎘䀋⎴悱倗婤㚫˭炻Ĵĳ ⸜
⼴炻Ṿ幓䁢䷥䴙ᷣ㊩⚳㓧炻㰺㚱⾀姀䔞⸜冯⣏⭞ℙ⎴䘬㈧媦炻ᶨ⭂㚫䧵㤝㋵堃⚳⭞⇑䙲ˣ
Ṣ㮹䘬䤷䣱炻ᶵ㚫⾀姀䔞⸜⣏⭞ℙ⎴䘬娻妨ˤ␐岊⬇㚫攟堐䣢楔䷥䴙⛐忶⍣ℑ⸜墉⚈忚埴
㓡朑侴ἧ㮹婧嵴句察⸽炻∃↢䆸䘬䐆⢓㳃㟹⚳晃䭉䎮⬠昊炷ŊŎŅ炸ᶾ䓴䪞䇕≃⟙⏲炻⎘䀋
䷥橼䪞䇕≃䓙⍣⸜䘬䫔 ĳĴ ⎵帵⋯军䫔 Ĺ ⎵炻∝ᶳ㬟⸜㚨Ἓ炻㗗㍍⍿姽㭼 ĶĹ ᾳ⚳⭞冯⛘⋨
ᷕ忚㬍㚨⣏侭炻忁㗗⚳晃⮵楔䷥䴙㕥㓧ㆸ㝄䘬偗⭂炻栗䣢楔䷥䴙䘬㓡朑攳剙䳸㝄炻ⶴ㛃
楔䷥䴙➭㊩㓡朑ˤġ
ġ
ℐ伶⎘䀋⎴悱倗婤㚫⛐⁹⊁⥼⒉㚫啃∗⥼⒉攟䚃厗昒⎴ᶳ炻㕤Ḽ㚰Ḵ⋩㖍ᶳ⋰崜䩳㱽昊㊄
㚫㚦∗昊攟㯠㪲ˤ㚦∗昊攟椾⃰ẋ堐䩳㱽昊⍲䌳昊攟㬉彶姒屻ᶨ埴ˤ㚦∗昊攟䁢娚⛀婒㖶
䚖⇵䩳㱽昊䘬ⶍἄ冯⮎埴㤪㱩炻᷎䁢⛀⒉Ᾱ↮㜸䚖⇵⚳ℏね⊊炻㛇㛃嬻⛀⒉Ᾱ傥㚜≈娵嬀
⎘䀋㓧㱣䎦㱩ˤ㬌⢾炻憅⮵⣏⭞斄⽫䘬ℑⱠ䴻㾇⋼嬘炷ņńŇł炸炻㚦∗昊攟Ṏ娛䳘婒㖶忚
⯽䎦㱩冯䩳㱽昊⛐䔞ᷕ㈖㺼䘬奺刚⛘ỵ炻㚦∗昊攟ḇ␤䰚⣏⭞ℙ⎴≒≃㍐≽ˤ⎎⢾炻䓙㕤
㖶⸜怑忊ᷕ厗㮹⚳⺢⚳䘦⸜炻冒㖶⸜⇅崟⚳ℏ⌛㚱ᶨ䲣↿ㄞ䤅㳣≽炻㚦∗昊攟ḇ䚃ね怨䲬
⣏⭞⯮㗪䳬⛀⚆⚳ℙ壬䚃冱ˣ↮ṓ忁ấ╄〭ˤ␐岊⬇㚫攟デ嫅㚦∗昊攟㕤䘦⾁ᷳᷕ㑍ℿ㍍
夳炻Ṿ堐䣢德忶㚦∗昊攟䘬妋婒炻姒⛀ㆸ⒉⮵䩳㱽昊䘬忳ἄ冯ㆸ㓰㚱㚜㬋䡢䘬娵嬀ˤℐ伶
⎘䀋⎴悱倗婤㚫㗗ᶨᾳ⣏✳䳬䷼炻⛐⚳⢾Ṏ≒≃⽆ḳ⚳㮹⢾Ṍ炻ⶴ㛃傥冯䩳㱽昊ℙ⎴≒
≃炻㓗㊩⎘䀋ˤṾḇ怨婳㚦∗昊攟㕤Ṳ⸜ Ĺ 㚰㑍ℿ⍫≈娚㚫䘬⸜㚫ˤ㊄㚫忚埴䲬ᶨ⮷㗪⼴
䳸㜇炻᷎䓙␐∗䦀㚠攟叔Ἦẋ堐䩳㱽昊姕㘂⭜㫦⼭炻⭜ⷕᷕ⣏⭞⮵㍐≽⚳㚫⢾Ṍ炻ẍ墄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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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Ṍᷳᶵ嵛炻䳃䳃䘤堐シ夳炻ⶴ㛃德忶㮹ᷣ尉⽝䘬⚳㚫㒜⣏冯㴟⢾䘬⁹䓴倗专炻⼊ㆸᷕ
厗㮹⚳⛐⚳晃䘬⮎≃⯽䎦炻㘂⭜⛐㬉ケ㯋㯃ᶳ䳸㜇ˤġ
ġ
⍫姒⛀㕤㊄㚫⼴⇵⼨⎘⊿䞍⎵奨㘗溆⊭㊔㊯⋿⭖ˣ尻乄ˣ㶙⛹侩埿ˣ凳凢㶭㯜䣾ⷓ⺇ˣ
漵Ⱉ⮢ˣ厗大埿奨⣄ⶪ䫱⛘⍫奨炻᷎⋿ᶳ忚埴㔯⊾⍫姒炻⊭㊔檀晬ᶾ䓴忳≽㚫ᷣ⟜棐ˣ
㺩Ṣ䡤柕ˣ⍲ッ㱛烊⎘⋿崌ⲩ㦻ˣ⣯伶⌂䈑棐ˣ⬱⸛⎌⟉ˣ⽟姀㲳埴㧡⯳ˣ⍲⚃勱䵈刚
晏忻烊渧㷗漵Ⱉ⮢⍲⣑⎶⭖ˤ德忶㛔㫉彼⎘埴䦳炻⍫姒⛀⒉Ᾱ⮵⎘䀋忚㬍䎦㱩㚱㚜㶙䘬娵
嬀ˤġ
ġ
ġ
ġ
ℐ伶⎘䀋⎴悱倗婤㚫⍫姒⛀冯埴㓧昊⏛㔎佑昊攟⎰⼙ˤġ
ġ

ġ

ġ
ġ
ġ
ℐ伶⎘䀋⎴悱倗婤㚫䦀㚠嗽ὃ䧧ġ
ĳıĲı ⸜ ķ 㚰 ĳĳ 㖍ġ
ġ

134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135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136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137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138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2009 年 10 月 8~9 日雙十國慶參訪團

拜會總統府與蕭萬長副總統合影

拜會行政院與吳敦義院長合影

拜會僑委會與吳英毅委員長合影

拜會外交部與林永樂次長合影

拜會國民黨與郭昀光主任合影

拜會華僑救國聯合總會與簡漢生理事長合影
139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2010 年 2 月 4~5 日華府論壇

140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2010 年 2 月 5~6 日發起成立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年美加僑界籌備會

141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19/2010 ࡨႾہǵႾ୍০ፋ

5/19/2010 ୖᢀࡰࠄǵᡏᡍᒗᢑ

142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5/20/2010 ϱࡨഌہǵЎࡌ

143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20/2010 ΠϱࡨՉࡹଣǵᕴ۬

144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5/20/2010 ΠϱѠᖄНறฝǵࡨҥݤଣ

145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21/2010 ୖᢀଯШၮЬᓔǵଯෝǵფਔжǵངݞ

146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5/22/2010 ୖᢀѠࠄهয়ኴǵڻऍറނᓔǵӼѳђൕǵѤᆘՅᒾၰ

147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23/2010 ୖᢀജෝǵѠύࠖങዸᓐǵύᚱύߞε۫ఁ

148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5/24/2010 ੇѠᖄ߆ఁ

149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25/2010 ୖᢀੇШࣚറំ

150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5/26/2010 ୖᢀծଭߣǵὨՋ࣪Ꮿፎ

151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Ѓ̶̀ົᏱ

5/27/2010 ୖᢀߐݤӽǵഝᑈξ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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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屆全美理事名錄
(2010 年 8 月 16 日修訂)
全美會長 (芝)
周賢孟 Chou, Shem-Mong
827 S. Wilmette Ave.
Westmont, IL 60559
(H) 630-810-1885 (O) 630-543-2882
(F) 630-543-9966 (C) 630-532-4628
(E) tbaa.32p@gmail.com

第 33 屆年會籌備會主任委員 (休)
鄭長祥 Cheng, James
6968 Howell Sugarland
Houston, TX 77083
(H) 281-302-6941 (O) 713-541-1000
(F) 713-541-1954 (C) 832-236-5047
(E) sintacheng@yahoo.com

理事兼聖荷西分會會長 (聖)
周燕春 Ling, Betty Chou
141 Naber Court
Tracy, CA 95377
(H) 408-421-9094 (O)
(F)
(C)
(E) bettychouling@hotmail.com

全美副會長 (聖)
吳睦野 Wu, Mu-Yeh Morris
19781 Bixby Dr.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255-8388 (O)
(F) 408-255-1005 (C) 408-605-7949
(E) morewin@sbcglobal.net

理事兼紐約分會會長 (紐)
王涵萬 Wang, Peter
41-15 248 St.
Little Neck, NY 11363
(H) 718-428-5154 (O)
(F)
(C) 917-553-1209
(E) peterwang428@gmail.com

理事兼費城分會會長 (費)
王琇慧 Wong, Julie
1100 Vine St., Apt. P304
Philadelphia, PA 19107-1730
(H) 215-625-2966 (O) 215-592-7088
(F) 215-592-7860 (C) 267-253-7661
(E) panamrealty@verizon.net

秘書長兼西雅圖分會會長 (西)
趙希文 Chao, Teressa
7964 144th Ave SE
Newcastle, WA 98059
(H) 425-228-5788 (O)
(F)
(C) 206-288-3451
(E) teresachao2008@gmail.com

理事兼舊金山分會會長 (舊)
陳 松 Chen, Song
40540 Las Palmas Ave.
Fremont, CA 94539
(H) 510-252-0698 (O)
(F)
(C) 510-517-9976
(E) wintime99@gmail.com

理事兼新澤西分會會長 (澤)
蔡方欣 Tsai, Joseph
3159 Route 46 E
Parsippany, NJ 07054
(H) 732-985-5951 (O) 973-335-0200
(F)
(C) 973-332-7499
(E) tsaijtsai@yahoo.com

財務長兼顧問 (華)
饒世永 Jao, Thomas S.
13306 Global St.
Bowie, MD 20720
(H) 301-464-9333 (O)
(F) 301-464-4631 (C) 240-535-6032
(E) thomas.jao@verizon.net

理事兼休士頓分會會長 (休)
楊國貞 Chang, Jennie
4710 Braeburn Dr.
Bellaire, TX 77401
(H) 713-432-0945 (O) 713-596-2884
(F) 713-432-1578 (C) 713-858-4988
(E) jenniec@afnb.com

理事兼波士頓分會會長 (波)
周仙梅 Shian Hai, Jou
49 Washburn Avenue
Auburndale, MA 02466
(H) 617-969-6569 (O)
(F)
(C) 617-842-6540
(E) Jou6569@gmail.com

第 29 屆會長 (拉)
羅素娥 Phelps, Su
1609 Stocker St.
North Las Vegas, NV 89030
(H) 702-642-1894 (O) 702-642-1894
(F) 702-642-2141 (C) 702-279-3030
(E) sp-nlv@hotmail.com

理事兼芝加哥分會會長 (芝)
張寶生 Chang, Paosheng
4885 Westhaven Ct.
Barrington, IL 60010
(H) 847-776-7688 (O) 630-979-2232
(F) 847-776-7688 (C) 847-903-5989
(E) paosheng.chang@sbcglobal.net

理事兼密西根分會會長 (密)
梁克強 Liang, K.C.
5210 Provincial Dr.
Bloomfield Hills, MI 48302
(H) 248-737-0964 (O) 313-966-3229
(F) 313-966-3228 (C)
(E) kliang@dmc.org

第 30 屆會長 (澤)
林映君 Lin, Jennifer
516 Hillside Ave.
Alpine, NJ 07620
(H) 201-750-6688 (O) 718-651-1800
(F) 718-651-0007 (C) 646-523-3276
(E) yinjeanlin@aol.com

理事兼加州分會會長 (加)
陳僑治 Chen, George
2111 N. San Gabriel Blvd. #F
Rosemead, CA 91770
(H)
(O) 626-573-5051
(F) 626-573-5054 (C) 626-255-3815
(E) gcli_george@yahoo.com

理事兼沙加緬度分會會長 (沙)
聶莉萍 Kenny, Li-Ping
8250 West Hidden Lakes Dr.
Granite Bay, CA 95746-9586
(H)
(O)
(F) 916-781-8088 (C) 916-316-7736
(E) lpnieh@yahoo.com

第 31 屆會長 (洛)
李秉信 Li, Ben Ping Hsin
800 South Beach Blvd.
Anaheim, CA 92804
(H)
(O) 714-995-5700
(F) 714-826-6021 (C) 714-323-6788
(E) pinglee0803@aol.com

理事兼華府分會會長 (華)
丁昌永 Ting, Steven
782 Quince Orchid Blvd #102
Gaithersburg, MD 20878
(H)
(O) 301-840-8061
(F) 301-975-9787 (C) 240-731-8283
(E) st1688@hotmail.com

理事兼拉斯維加斯分會會長 (拉)
鍾魯珍 Mailloux, Lucheng
6110 Spring Mountain Road
Las Vegas, NV 89146
(H)
(O) 702-795-8889
(F) 702-821-0888 (C) 469-853-5839
(E) Luchengm6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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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兼多倫多分會會長 (多)
陳禮宗 Chen, Robert
20 Highgate Dr.
Markham, ON L3R 3R6
(H)
(O)
(F)
(C) 905-475-2575
(E) lcchen20022002@yahoo.com

理事兼聖路易分會會長 (路)
李漢澤 Li, William
1617 Lynnbrook Drive
St. Charles, MO 63303
(H) 636-724-2451 (O)
(F)
(C) 314-495-2881
(E) smartwilliam@yahoo.com

理事 (舊)
呂玉貞 Tan, Jenny
35718 Hillside Court
Fremont, CA 94536
(H) 510-795-7506 (O)
(F)
(C) 510-673-1498
(E) jennytan8852@yahoo.com

理事兼洛杉磯分會會長 (洛)
吳程遠 Wu, John
P. O. Box 6889
Rosemead, CA 91770
(H) 323-580-1568 (O)
(F) 626-270-8898 (C) 323-578-8988
(E) john22wu@hotmail.com

理事 (紐)
傅鶴鳴 Fu, Ho-Ming
133-31 39th Ave., #C13
Flushing, NY 11354
(H) 718-571-7116 (O) 718-358-7228
(F) 718-358-7723 (C) 917-375-7740
(E)

理事 (休)
劉午初 Liu, Warren
3007 Lake Estate Ct.
Missouri City, TX 77459
(H)
(O)
(F)
(C) 713-433-8175
(E) jean.p.liu@williams.com

理事兼橙縣分會會長 (橙)
羅年華 Xiang, Nancy
12342 Andy St.
Cerritos, CA 90703
(H) 562-860-9713 (O)
(F)
(C) 562-405-2851
(E) nancy.yunx@gmail.com

理事 (紐)
胡師功 Hu, Gary
9 Albert Ave.
Syosset, NY 11791
(H) 516-364-4961 (O) 718-886-1788
(F)
(C) 516-225-8370
(E) garyhu@uibbank.com

理事 (休)
盧怡然 Lu, Yi-Ran
6010 Gideon Court
Sugar Land, TX 77479
(H) 281-565-0618 (O) 713-628-6758
(F) 281-565-0618 (C) 832-215-0103
(E) lu6010@aol.com

理事兼鳳凰城分會會長 (鳳)
萬培傑 Wan, Pei-Chieh
877 W. Glenmere Dr.
Chandler, AZ 85225
(H) 480-699-5428 (O)
(F)
(C) 626-466-8539
(E) wpj834866@hotmail.com

理事 (紐)
李素芬 Lee, Su-Fen
219-69 Stewart Road
Hollis Hills, NY 11427
(H) 718-468-1850 (O) 212-966-3303
(F)
(C)
(E) sueliu2@juno.com

理事 (休)
何 真 Yao, Christi
2815 Pepperwood Dr.
Sugar Land, TX 77479
(H)
(O)
(F)
(C) 832-866-3333
(E) yaochristi@yahoo.com

理事兼佛州分會會長 (佛)
錢開成 Chien, Richard
584 N.W. 26th Street
Miami, FL 33127
(H) 305-438-9030 (O)
(F)
(C)
(E) rchien@bellsouth.net

理事 (紐)
吳自琛 Ren, Jean
53-31 203 St.
Bayside, NY 11364
(H) 718-631-4535 (O) 212-238-7146
(F) 718-631-1706 (C) 718-775-8611
(E) jeanren@yahoo.com

理事 (芝)
蔣耀東 Chiang, Yao-Tung
805 Richmond Ave.
Westmont, IL 60559
(H) 630-654-3908 (O) 312-822-5301
(F)
(C)
(E) ytc1519@yahoo.com

理事兼奧蘭多分會會長 (奧)
劉政民 Liu, Chen-Ming
9251 Southern Breeze Dr.
Orlando, FL 32836
(H) 407-363-6935 (O)
(F)
(C) 321-695-2977
(E) cmliu43@yahoo.com

理事 (舊)
邱俊亮 Chiu, Jason
34667 Mooney Ct.
Fremont, CA 94555
(H) 510-449-7063 (O)
(F)
(C)
(E) jchiu3001@yahoo.com

理事 (芝)
江玲珠 Chiou, Linda L.
8552 Johnston Road
Burr Ridge, IL 60527
(H) 630-789-9081 (O) 630-954-6857
(F) 630-789-9408 (C) 630-247-7409
(E) winlind@winlind.com

理事兼達拉斯分會會長 (達)
方菲菲 Fang, Catherine
6300 Stonewood Drive, Suite 308
Plano, TX 75024
(H)
(O) 972-769-8588
(F) 972-769-0788 (C) 972-754-6564
(E) fcfang@hotmail.com

理事 (舊)
林炯志 Lin, Chiung Chih
22519 Alcalde Rd.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343-0149 (O)
(F)
(C) 408-772-0846
(E) chiungclin@gmail.com

理事 (芝)
徐曙明 Hsieh, Su-Min
224 Wood Glen Lane
Oak Brook, IL 60523
(H) 630-832-1813 (O)
(F) 630-832-1892 (C)
(E)

理事兼亞利桑那州分會會長 (亞)
王瑞瑾 Karahalios, Wendy
6882 N. La Place
Tucson, AZ 85750
(H) 520-907-8488 (O)
(F)
(C)
(E) wendy@karahalios.org

理事 (舊)
宋 貞 Sung, Janice
22519 Alcalde Rd.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343-0149 (O)
(F)
(C) 408-772-2920
(E) chen_sung@hotmail.com

理事 (芝)
顧正彥 Ku, Jenq-Yann
122 Hidden View Dr.
Westmont, IL 60559
(H) 630-971-8137 (O) 630-979-5761
(F) 630-979-5761 (C) 630-341-8137
(E) jywku@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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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 (芝)
王勁新 Wang, Jinn
408 Walden Lane
Prospect Heights, IL 60070
(H) 847-818-1657 (O) 847-391-2770
(F) 847-818-0675 (C)
(E) jinn.wang@uop.com

理事 (聖)
賀淑君 Tsai, Susanna
18611 Barnhart Avenue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446-0636 (O)
(F)
(C) 408-505-9968
(E) susanna0789@yahoo.com

理事 (西)
王小玲 Sun, Hsiao-Lin
5809 153rd Place Sw
Edmonds, WA 98206
(H) 425-743-1688 (O) 206-634-3553
(F)
(C) 206-612-8888
(E)

理事 (加)
詹祖樵 Chan, Richard
5661 Windcroft Dr.
Hungtington Beach, CA 92649
(H)
(O) 714-898-9702
(F) 714-891-9078 (C)
(E)

理事 (聖)
王味新 Wang, Bill
708 W. Knockerbocker Dr.
Sunnyvale, CA 94087
(H) 408-996-0784 (O)
(F)
(C)
(E) wang668@gmail.com

理事 (西)
王 愷 Wang, Kai
5204 Somerset Dr. SE
Bellevue, WA 98006
(H) 425-289-6069 (O)
(F)
(C)
(E) kai_w@hotmail.com

理事 (加)
廖顯中 Liaw, Lewis
2470 Park Ave.
Laguna Beach, CA 92651
(H)
(O)
(F) 626-588-1900 (C) 626-862-8887
(E) lewisliaw@yahoo.com

理事 (費)
何小莉 Ho, Shelley
223 Country Club Dr.
Moorestown, NJ 08057
(H) 856-914-9131 (O)
(F)
(C) 609-929-1368
(E) shelleyho@comcast.net

理事 (拉)
李淑德 Lee, Sophie
4323 Del Monte Avenue
Las Vegas, NV 89102
(H)
(O) 702-808-4859
(F)
(C) 702-808-4859
(E) sophie.deker@hotmail.com

理事 (加)
馬黃思明 Ma, Linda W.
109 N. Electric Ave.
Alhambra, CA 91801
(H) 626-828-6283 (O)
(F)
(C) 626-616-2880
(E) lindawma168@yahoo.com

理事 (費)
胡明華 Ulrich, Min Hwa
2154 Guernsey Ave.
Abington, PA 19001
(H) 215-884-0650 (O)
(F)
(C) 215-740-5571
(E) minhwa.hu@comcast.net

理事 (拉)
李秀琴 Lee,
3018 Harbor Heights
Las Vegas, NV 89117
(H) 702-243-0216 (O)
(F)
(C) 702-425-0683
(E) smilie_chiang@yahoo.com

理事 (華)
沈 同 Shen, T.
11210 Albermyrtle Rd.
Potomac, MD 20854
(H) 301-251-1555 (O)
(F) 202-251-1565 (C)
(E) tshen@bop.gov

理事 (澤)
陳景宜 Chen, Jin-Yi
417 Windmill Way
Branchburg, NJ 08876-3826
(H) 908-253-8593 (O) 973-325-4579
(F) 973-325-5292 (C)
(E) jychen1399@yahoo.com

理事 (拉)
畢鵬岐 Pi, Peng-Chi
9260 Black Wolf Ave.
Las Vegas, NV 89178
(H) 702-255-0976 (O)
(F) 702-995-0904 (C) 702-321-4112
(E) pengchipi@hotmail.com

理事 (華)
季玉如 Smith, Patricia
2992 Glenora Ln.
Rockville, MD 20850
(H) 301-738-0396 (O)
(F)
(C)
(E) pysmith@yahoo.com

理事 (澤)
姚掄賢 Yao, Paul Jr.
4 Lemans Place
Pine Brook, NJ 07058
(H) 973-227-0403 (O)
(F) 718-340-3633 (C) 973-227-3096
(E) paul@yao.com

理事 (拉)
陳菁渝 Young, Ching-Yu
3220 Calle de el Cortez
Las Vegas, NV 89102
(H) 702-889-8681 (O)
(F)
(C) 702-289-8088
(E)

理事 (華)
文 義 Wen, Ting
10810 Catron Rd.
Perry Hall, MD 21128
(H) 410-707-8888 (O)
(F) 410-837-8886 (C)
(E) tingywen@yahoo.com

理事 (西)
房苔蒂 Fang, Taidi Theresa
13950 NE 34th Pl.
Bellevue, WA 98005
(H) 425-881-7045 (O)
(F)
(C)
(E) taitifang@gmail.com

理事 (洛)
許淑麗 Hsu, Alice Su-Li
1380 Fullerton Rd., #205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H) 626-839-0189 (O) 626-810-0189
(F) 626-285-7113 (C) 626-641-4626
(E) alicehsubeauty@yahoo.com

理事 (華)
吳文嘉 Wong, Nancy
8800 Connecticut Ave.
Chevy Chase, MD 20815
(H)
(O) 202-501-4364
(F)
(C) 301-642-3192
(E) info@georgewongcpa.com

理事 (西)
鄭資韻 Lau, Serena
17625 SE 45th Pl.
Bellevue, WA 98006
(H) 425-747-5811 (O)
(F)
(C)
(E)

理事 (洛)
呂仁良 Lu, Jin Liang
18606 Vantage Pointe Dr.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H)
(O)
(F) 562-697-3800 (C) 909-236-8887
(E) jinlianglu72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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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 (洛)
吳俊廷 Wu, Jonathan
53 Fano ST. #B
Arcadia, CA 91006
(H)
(O)
(F)
(C) 626-833-5396
(E) jcwu112@yahoo.com

理事 (橙)
楊仁俊 Young, John
22749 Hawthorne Blvd.
Torrance, CA 90505
(H) 714-932-8990 (O)
(F)
(C)
(E)

理事 (奧)
鄭義雄 Cheng, Robert I
10707 Boca Pointe Dr.
Orlando, FL 32836
(H) 407-909-0135 (O)
(F)
(C) 407-928-1229
(E) roberticheng@yahoo.com

理事 (橙)
黃翠芳 Huang, Rebecca
800 S. Beach Blvd.
Anaheim, CA 92804
(H) 714-469-2888 (O)
(F)
(C)
(E)

理事 (佛)
李非四 Lee, Feiszu
4778 S.W. 3rd Street
Miami, FL 33134
(H) 305-444-1379 (O)
(F)
(C) 305-494-4779
(E) feiszu@yahoo.com

理事 (奧)
王翠蓮 Lo, Tracy
3206 S. Comway Rd., #3
Orlando, FL 32812
(H) 407-823-9475 (O) 407-658-0855
(F)
(C) 407-929-2100
(E) leeholiday@aol.com

心繫台灣‧故鄉緣
胸懷中華‧文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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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屆全美顧問名錄
(2010 年 8 月 16 日修訂)
顧問會召集人 (聖)
吳毓苹 Wu, Yu-Ping
19781 Bixby Dr.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255-8388 (O)
(F) 408-255-1005 (C) 408-828-6888
(E) morewin@sbcglobal.net
榮譽顧問 (台)
饒穎奇 Jao, Ying-Shi
台東市長沙街 396 號
(O) 886-89-333-405
(F) 886-89-346-699
(C)
(E)
榮譽顧問 (台)
吳敦義 Wu, Den-Yih
南投縣草屯鎮明正里文化街 82 號
(H) 886-49-235-7889
(O) 886-2-2358-8041~4
(F) 886-2-2358-8045 (C)
(E) xym@ms59.url.com.tw
榮譽顧問 (台)
曾蔡美佐 Tseng-Tsai, Mei-Tsuo
雲林縣北港民主路 71 之 1 號
(O) 886-5-782-1000
(F) 886-5-783-9383
(C)
(E)
第 1 屆會長 (加)
蘇錦鄉 Su, Jing-Shiang
23329 Park Souldi
Calabasas, CA 91302
(H) 818-876-3025 (O)
(F)
(C)
(E)
第 6 屆會長 (舊)
吳豐堃 Wu, Lawrence K.
2296 15th Avenue
San Fracisco, CA 94116
(H) 415-566-2116
(O) 886-2-2343-4706
(F) 415-981-4520 (C)
(E)
第 7 屆會長 (加)
謝汝彬 Hsieh, Ru-Pin
1520 Fairway Knolls
West Covina, CA 91791
(H) 626-919-7612
(O) 886-2-2836-0892
(F) 626-919-7135 (C)
(E) rhhsieh4500104@yahoo.com.tw

第 8 屆會長 (紐)
范揚盛 Fan, Yang-S.
62-36 83rd Place
Middle Village, NY 11379
(H) 718-639-2291
(O) 886-2-2874-6510
(F) 212-889-5845 (C) 212-889-5843
(E) george_fan@hotmail.com
第 9 屆會長 (芝)
黃嘉明 Huang, Chia-M.
6611 N. Minnehaha Ave.
Lincolnwood, IL 60712
(H) 847-676-4643 (O) 773-735-4884
(F) 773-735-2625 (C)
(E)
第 10 屆會長 (華)
林秋雄 Lin, Chiu-S.
9223 Cambridge Manor Ct.
Potomac, MD 20854
(H)
(O) 301-443-8913
(F) 301-299-6581 (C)
(E)
第 11 屆會長 (聖)
洪 讀 Hung, Douglas T.
4293 Littleworth Way
San Jose, CA 95132
(H) 408-270-6313 (O)
(F) 408-223-5687 (C) 510-226-9177
(E)
第 12 屆會長 (休)
花錦銘 Hua, Ching-Ming
3011 W Autumn Run Circle
Sugarland, TX 77479
(H) 713-980-4723 (O)
(F)
(C)
(E)
第 13 屆會長 (芝)
吳英毅 Wu, Ying-Yih
275 Timber Trail
Okabrook, IL 60523
(H) 630-530-1024 (O)
(F) 630-323-2865 (C)
(E)
第 14 屆會長 (芝)
黃偉悌 Huang, Leo
125 N. Menlo Park St.
Mountain House, CA 95391
(H) 209-834-5298 (O)
(F)
(C) 847-208-9168
(E) lwhuang@sbc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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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屆會長 (加)
王福權 Wang, Kent
47618 Loweland Terrace
Potomac Falls, VA 20165
(H) 703-430-6598 (O)
(F)
(C) 703-626-5696
(E) Kent7wang@gmail.com
第 17 屆會長 (紐)
周興立 Chou, Hsing-Lih
255 Bellemeade Ave
Fort Lee, NJ 07024
(H) 201-224-3857 (O) 718-961-3100
(F) 718-961-9326 (C)
(E)
第 18 屆會長 (澤)
葉振忠 Yeh, William
330 Mac Lane
Keasbey, NJ 08832
(H)
(O) 732-346-0200
(F) 732-346-0209 (C) 848-219-5587
(E) yeh@csitech.com
第 19 屆會長 (舊)
鄭光志 Tseng, Jesse
47976 Avalon Heights Terr
Fremont, CA 94539
(H) 510-651-7799 (O) 510-785-6777
(F) 510-785-5666 (C)
(E)
第 20 屆會長 (華)
陳惠青 Chen, Hui-Ching
11600 Coldstream Dr.
Potomac, MD 20854
(H) 301-765-5011 (O) 202-966-2819
(F)
(C) 202-966-8796
(E) wcyp_dc@hotmail.com
第 21 屆會長 (加)
朱海義 Chu, Herrick
5318 N. Rosemead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H) 626-285-0063 (O) 626-285-8866
(F) 626-286-3791 (C) 626-376-0127
(E)
第 22 屆會長 (西)
孫樂瑜 Sun, Lo-Yu
5809 153rd PL SW
Edmonds, WA 98026
(H) 425-743-1688 (O) 206-419-8888
(F) 425-743-5858 (C)
(E) loyusun@aol.com

Ѓ̶̀ົᏱ

Б࡚έ៉ТฏᓑኖົௐȊˬبѐΏ

第 23 屆會長 (芝)
洪精衛 Wayne, J Horng
3418 Glenlake Dr.
Glenview, IL 60025
(H) 847-486-9025 (O)
(F) 847-486-9025 (C)
(E) whorng@gmail.com

顧問 (紐)
李明星 Lii, Ming-Shing
75 Mot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H)
(O) 212-349-2286
(F) 212-349-2180 (C)
(E) ly11090a@ly.gov.tw

顧問 (舊)
葉主國 Yeh, Peter
3131 Rivera Drive
Burlingame, CA 94010
(H) 650-692-1717 (O) 650-952-7777
(F) 650-952-7798 (C) 650-678-9799
(E) peterroc@aol.com

第 24 屆會長 (舊)
葉 麟 Yeh,
(H) 949-215-4657 (O)
(F)
(C) 510-206-6251
(E)

顧問 (紐)
曾令寧 Tseng, Johnson
67-55 152nd Street, 2nd Fl
Flushing, NY 11367
(H) 718-268-3563 (O)
(F)
(C) 646-346-4668
(E) tseng0001@hotmail.com

顧問 (休)
陳康鐸 Chen, Kang-Tuo
6411 Taimer Court
Sugarland, TX 77479
(H) 281-565-1736 (O) 713-235-3791
(F) 281-565-1736 (C) 832-722-6885
(E) kcheng00001@hotmail.com

第 25 屆會長 (西)
郎德渝 Lang, De-Yu
13715 S.E. 43rd St.
Bellevue, WA 98006
(H) 425-747-0916 (O) 425-747-0916
(F)
(C) 425-269-3156
(E) deyu_lang@hotmail.com

顧問 (紐)
童惠珍 Tung, Jennifer
11 Wood Ave.
Albertson, NY 11507
(H) 516-746-4928 (O)
(F) 516-873-0680 (C) 516-987-5000
(E) tung616@yahoo.com

顧問 (休)
金俊家 Chew, Julia
4521 Hummingbird
Houston, TX 77035
(H) 713-723-1312 (O) 281-544-3873
(F) 713-723-1312 (C) 281-658-4426
(E) juliacchew@hotmail.com

第 26 屆會長 (芝)
楊朝湖 Yang, Spencer
3557 S. Halsted Street
Chicago, IL 60609
(H) 773-373-5522 (O) 773-376-0800
(F) 773-376-8389 (C) 312-933-1077
(E) dafa111@aol.com

顧問 (紐)
印萬全 Yin, Robert
117 Grace Ave
Great Neck, NY 11021
(H) 516-466-2218 (O) 973-565-7593
(F) 516-466-4802 (C)
(E) wcryin@aol.com

顧問 (休)
周芝陽 Datta, Carol
315 E. Cowan Dr.
Houston, TX 77007
(H) 713-426-2549 (O)
(F)
(C) 713-898-9892
(E) carol.datta@gmail.com

第 27 屆會長 (聖)
吳毓苹 Wu, Yu-Ping
19781 Bixby Dr.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255-8388 (O)
(F) 408-255-1005 (C) 408-828-6888
(E) morewin@sbcglobal.net

顧問 (舊)
沈 慧 Jong, Amy
5449 Dudley Court
Pleasanton, CA 94566
(H) 925-462-8753 (O)
(F) 925-462-8753 (C) 925-872-8258
(E) dynastyusaj@netscape.net

顧問 (休)
丁方印 Ding, Francis
P.O. Box 421504
Houston, TX 77242
(H)
(O) 713-556-6330
(F)
(C) 713-376-9028
(E) fding@houstonisd.org

第 28 屆會長 (華)
梁義大 Liang, I-Ta
11936 Appaloosa Way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340-0518 (O) 301-762-5366
(F) 301-762-5952 (C) 240-731-7836
(E) liangita@yahoo.com

顧問 (舊)
劉寶剛 Liu, Pao-Kang
863 Transill Circle
Santa Clara, CA 95054
(H)
(O)
(F)
(C) 408-887-1604
(E) paokang@hotmail.com

顧問 (休)
黎淑瑛 Hsu, Sue-Ying
607 Sugar Creek
Sugar Land, TX 77478
(H) 281-494-1834 (O) 713-270-6100
(F) 713-270-6128 (C) 713-898-9142
(E) sueli888@yahoo.com

顧問 (紐)
薛純陽 Hsueh, Tsun Yang
133-51 37 Avenue, 2F
Flushing, NY 11354
(H) 718-888-1029 (O) 718-961-6490
(F) 718-886-3563 (C) 646-824-8820
(E)

顧問 (舊)
盧幼貞 Lu, Candy
912 Corriente Pointe Dr.
Redwood Shores, CA 94065
(H) 650-591-9466 (O)
(F)
(C) 650-678-2486
(E) liucandy@yahoo.com

顧問 (休)
賴清陽 Lai, Andy
5800 Ranchester Dr.,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
(H)
(O) 713-988-5666
(F) 713-988-8846 (C)
(E) alai@lglcus.com

顧問 (紐)
李信輝 Li, Shih-Far
133-33 Sanford Ave, Apt#1c
Flushing, NY 11355
(H) 718-886-2545 (O)
(F)
(C) 718-886-4738
(E)

顧問 (舊)
王 維 Wang, Wei
1010 Moffett Circle
Palo Alto, CA 94303
(H) 650-858-8018 (O) 650-858-8036
(F)
(C) 650-387-6498
(E) weiw119@gmail.com

顧問 (休)
林惟勝 Lin, Wei
5038 Whispering Falls
Houston, TX 77084
(H)
(O) 281-853-3024
(F)
(C) 832-788-3648
(E) wlweis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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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休)
駱健明 Lo, Jemmy
2611 Oakland Dr.
Sugar Land, TX 77479
(H) 281-265-1468 (O) 713-678-7888
(F)
(C) 832-878-4184
(E) jemmylo@houstondandj.com

顧問 (芝)
黃懷德 Huang, Duc H.
6971 Fieldstone Dr.
Burr Ridge, IL 60527
(H) 630-325-9338 (O) 312-225-1199
(F) 312-225-1117 (C) 312-882-1188
(E) duc_huang@yahoo.com

顧問 (芝)
房淑貞 Shen, Theresa F.
2921 Indianwood Rd.
Wilmette, IL 60091
(H) 847-256-8016 (O) 847-256-1670
(F)
(C)
(E) theresashen@hotmail.com

顧問 (休)
孫雪蓮 Shieh, Stella
5661 Cedar Creek
Houston, TX 77056
(H) 713-871-1572 (O)
(F) 713-871-0218 (C) 713-385-4343
(E) dasagwa@yahoo.com

顧問 (芝)
江傳香 Kiang, Chuang-Shian
139 Kraml Dr.
Burr Ridge, IL 60527
(H) 630-230-0727 (O) 708-229-5812
(F) 708-499-2337 (C)
(E) cskpath@yahoo.com

顧問 (芝)
吳敏雄 Wu, Ming-Shyong
435 Pinecrest Lane
Willmette, IL 60091
(H) 847-256-4940 (O) 773-784-2822
(F) 847-864-3283 (C)
(E)

顧問 (休)
趙致質 Tan, Cherub
3310 Onion Creek Dr.
Sugarland, TX 77479
(H) 281-265-7396 (O) 832-214-0129
(F)
(C) 832-368-3363
(E) cherubtan8@yahoo.com

顧問 (芝)
郭正崇 Kuo, J. C.
4539 Madison Street
Skokie, IL 60076
(H) 847-674-3849 (O) 847-582-2251
(F) 847-582-2002 (C)
(E) kuo.family@gmail.com

顧問 (芝)
顏幸三 Yen, Shing-Sun
6508 W Fox Lane
Paloe Heights, IL 60463
(H) 708-388-1146 (O)
(F) 708-388-1146 (C) 708-466-9323
(E) yenss@dpliv.com

顧問 (休)
蔡惟琛 Tsai, Ted
14703 Daws Vale Dr.
Houston, TX 77062
(H) 281-488-0447 (O) 281-483-8953
(F)
(C) 713-444-2094
(E) pedtsai@earthlink.net

顧問 (芝)
賴志鴻 Lai, John
445 South Bodin Street
Hinsdale, IL 60521
(H) 630-654-8712 (O) 630-961-2009
(F) 630-961-1010 (C) 630-309-7864
(E) laijc@hotmail.com

顧問 (芝)
袁愷青 Yuan, Jessica
546 DeLasalle Ave.
Naperville, IL 60565
(H) 630-369-8406 (O) 847-576-7698
(F) 630-369-8406 (C) 847-815-0185
(E) jessyuan@hotmail.com

顧問 (休)
楊凱傑 Young, K. J.
124 S. Laguna Pointe Dr.
Leageu City, TX 77573
(H) 281-334-1718 (O)
(F)
(C) 281-455-2616
(E) younggbs@yahoo.com

顧問 (芝)
李盛灝 Li, Stephen S.
25 Camberly Court
Hinsdale, IL 60521
(H) 630-654-8889 (O) 630-963-0527
(F)
(C)
(E) StanLee8889@hotmail.com

顧問 (加)
詹凱臣 Chan, Mark
25911 Cedarbluff
Laguna Hills, CA 92653
(H)
(O) 949-348-0676
(F) 949-831-5229 (C)
(E)

顧問 (芝)
詹運來 Chan, Yun-Lai
744 Oakwood Ct.
Westmond, IL 60559
(H) 630-323-5110 (O) 312-996-7759
(F) 312-996-1414 (C) 630-310-0341
(E) yunlai@uic.edu

顧問 (芝)
廖中和 Liao, Lyndon C. H.
18554 Poplar Ave.
Homewood, IL 60430
(H) 708-799-6018 (O)
(F) 708-799-6077 (C)
(E) lyndon_liao@excite.com

顧問 (加)
趙 靖 Chao, Gene
10507 Valley Blvd, Suite 818
El Monte, CA 91731
(H)
(O) 626-575-0383
(F)
(C)
(E)

顧問 (芝)
項邦珍 Chin, Bonnie
3212 Greenleaf Ave.
Wilmette, IL 60091
(H) 847-256-8198 (O)
(F) 847-256-2070 (C) 847-738-4235
(E) bonniechin2003@yahoo.com

顧問 (芝)
林俊志 Lin, Kevin
431 Kingswood Ct.
Willowbrook, IL 60527
(H) 630-920-0988 (O)
(F) 630-920-0988 (C)
(E) Kevin.lin@comcast.net

顧問 (加)
楊麗娟 Chao, Jean
120 N. Moore Av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H) 626-281-7482 (O)
(F)
(C)
(E)

顧問 (芝)
邱文隆 Chiou, Win Loung
8552 Johnston Road
Burr Ridge, IL 60527
(H) 630-789-9081 (O) 630-954-6857
(F) 630-789-9408 (C) 630-247-7409
(E) winlind@winlind.com

顧問 (芝)
劉 靖 Liu, Chin
328 Southfield Dr.
Vernon Hills, IL 60061
(H) 847-816-8035 (O) 847-982-7026
(F) 847-982-4714 (C)
(E) liu_chin@Lilly.com

顧問 (加)
陳長龍 Chen, David
2633 Braidedmane Dr
Diamond, CA 91765
(H)
(O)
(F)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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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加)
陳國雄 Chen, Frank
250 South Atlantic Blvd
Monterery Park, CA 91754
(H) 714-990-1004 (O) 626-588-1910
(F) 626-281-2956 (C)
(E)

顧問 (加)
林健平 Lin, James
777 N. Broadway
L.A, CA 90012
(H) 626-912-1457 (O) 213-625-4713
(F) 213-625-4774 (C)
(E)

顧問 (加)
孫凡茹 Sun, Amber
923 E Vally Blvd, #103
San Gabriel, CA 91776
(H) 626-282-1122 (O)
(F) 626-282-7912 (C) 626-675-1122
(E)

顧問 (加)
周宜吉 Chou, Kennith
1815 Fullerton Rd.
La Habra, CA 90631
(H) 562-694-9552 (O)
(F) 562-694-8999 (C)
(E)

顧問 (加)
林德政 Lin, Ter-Cheng
121-A South Atlantic Blvd
Alhamdra, CA 91801
(H) 626-457-8575 (O)
(F)
(C) 626-379-0973
(E)

顧問 (加)
孫健剛 Sun, Bob
12654 Belmont Place
Cerritos, CA 90703
(H) 562-924-4707 (O)
(F) 562-924-4707 (C)
(E)

顧問 (加)
丁 同 Ding, Don
14747 Artesia Blvd., #5K
La Mirada, CA 90638
(H) 949-981-6362 (O)
(F) 714-739-1984 (C)
(E) dings@sbcglobal.net

顧問 (加)
林文雄 Lin, Thomas
P.O. Box 8023
Rowland Hts, CA 91748
(H) 909-598-9313 (O) 213-740-4851
(F) 213-740-2815 (C)
(E)

顧問 (加)
蘇俊成 Sun, Joseph
8525 E. Valley Blvd.
Rosemead, CA 91770
(H)
(O)
(F) 626-292-7918 (C) 626-226-7688
(E) josephsxpc@hotmail.com

顧問 (加)
何均利 Ho, Kwan-Lee
9448 Cortada Street, #B
El Monte, CA 91773
(H) 626-575-8055 (O)
(F)
(C)
(E)

顧問 (加)
林哲仁 Lin, Treey
345 Cloverleaf Dr. #C
Baldwin Park, CA 91706
(H) 562-928-2289 (O)
(F) 626-330-3443 (C)
(E)

顧問 (加)
孫 弦 Sun, Melody
1709 W. Garvey Ave. #6
Alhambra, CA 91803
(H) 626-281-6440 (O)
(F) 626-943-7898 (C) 626-589-3522
(E) melodysun12@aol.com

顧問 (加)
黃國樑 Huang, Joe
717 East Camino Real Ave
Arcadia, CA 91006
(H) 626-821-6585 (O) 626-821-6585
(F)
(C) 213-280-9386
(E) joehuangus@yahoo.com

顧問 (加)
盧景林 Lu, Robert
1045 E Valley Blvd. A205
San Gabriel, CA 91776
(H) 626-446-1189 (O) 626-572-5278
(F) 626-821-6005 (C)
(E)

顧問 (加)
王正純 Wang, Chen-Chun
9628 Seville Way
Cypress, CA 90630
(H) 714-220-0118 (O) 310-835-2225
(F) 714-220-0118 (C)
(E)

顧問 (加)
黃國昌 Huang, Kuo-Chang
2779 Fyler Place
L.A., CA 90065
(H) 323-840-4029 (O)
(F) 323-340-8599 (C)
(E)

顧問 (加)
申章昌 Shen, John
10168 Olney Street
El Monte, CA 91731
(H)
(O)
(F)
(C)
(E)

顧問 (加)
魏渝蓉 Wei, Lisa
9291 Lawton Dr.
Huntington Beach, CA 92646
(H) 714-968-0984 (O) 714-378-5308
(F) 562-802-8274 (C) 714-906-3666
(E)

顧問 (加)
李吉雄 Lee, Jimmy
1209 N. Almansor St.
Alhambra, CA 91801
(H) 626-282-2765 (O)
(F) 626-282-8909 (C)
(E)

顧問 (加)
施吉雄 Shih, Jamy
1245 E Las Tunas Dr.
San Gabriel, CA 91776
(H) 626-571-8310 (O)
(F) 626-571-0071 (C)
(E)

顧問 (華)
陳正一 Chen, Harry
5000 Aspen Hill Rd
Rockville, MD 20853
(H) 301-762-0311 (O) 703-628-0302
(F) 301-216-9833 (C)
(E) cichen@msn.com

顧問 (加)
廖介民 Liao, Jimy C.
2860 S Cherry Ave.
Ontario, CA 91761
(H) 909-460-9065 (O) 213-978-1331
(F) 909-629-3516 (C)
(E) jimmyliao@yahoo.com

顧問 (加)
許引經 Shu, Yin-Jing
871 Palo Alto Dr
Arcadia, CA 91007
(H) 626-447-1720 (O)
(F) 626-821-9799 (C)
(E)

顧問 (華)
潘玲榮 Chiang, Pamela
14026 Natia Manor Dr.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762-5852 (O)
(F) 301-762-5851 (C)
(E) pamchiang72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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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華)
丘宏達 Chiu, Hungdah
6168 Devon Dr
Columbia, MD 21044
(H) 410-730-2273 (O) 410-706-7579
(F) 410-706-4045 (C)
(E)

顧問 (華)
李連訓 Li, Lien Shiun
9713 Locust Hill Dr.
Great Falls, VA 22066
(H) 703-759-4275 (O)
(F) 703-759-2058 (C)
(E) liensli@gmail.com

顧問 (華)
孟繁珂 Meng, Martina
20 Dawn View Court
Silver Spring, MD 20904
(H) 301-384-0106 (O) 703-891-4120
(F) 301-236-5982 (C) 240-354-8472
(E) martina20904@yahoo.com

顧問 (華)
邱秀蕙 Chiu, Jackie
401 N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680
Rockville, MD 20850
(H) 301-212-9868 (O) 301-545-1988
(F) 301-545-1989 (C)
(E) jchiu@taisung.com

顧問 (華)
梁義光 Liang, I-Kuang
6627 Sulky Lane
Rockville, MD 20852
(H) 301-984-6064 (O) 301-258-4560
(F) 301-258-4562 (C)
(E) ikliang@hotmail.com

顧問 (華)
黃貴蓮 Shia, Monica
6304 Summerday Ct
Burke, VA 22015
(H) 703-425-2593 (O)
(F) 703-425-2593 (C)
(E)

顧問 (華)
何瑞恩 Ho, Raymond
13101 Princeville Co.
Silver Spring, MD 20904
(H) 301-294-8883 (O)
(F)
(C) 301-792-8888
(E) husre@aol.com

顧問 (華)
廖文毅 Liao, Wen Yee
9087 Shady Grove Ct.
Gaithersburg, MD 20877
(H) 301-921-6338 (O)
(F) 301-208-8219 (C)
(E) liaodago@yahoo.com

顧問 (華)
蘇俊龍 Su, Chun-Lung
13902 Natia Manor Dr.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424-4272 (O) 202-488-0975
(F)
(C)
(E) mikesu4@yahoo.com

顧問 (華)
謝騰光 Hsieh, Terng-Kuang
5 Bouldercrest Ct.
Rockville, MD 20850
(H) 301-340-1875 (O) 301-227-4528
(F)
(C)
(E) hsiehtk07@verizon.net

顧問 (華)
林 遠 Lin, Tony
5 Pinto Court
Rockville, MD 20850
(H) 301-294-0834 (O) 301-309-6858
(F) 301-294-8808 (C)
(E) tony@lillianinterior.com

顧問 (華)
顏秀雪 Sun, Hsiu-Hsuen
13902 Natia Manor Dr.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424-4272 (O) 240-476-9888
(F) 301-738-7904 (C)
(E) veni66@gmail.com

顧問 (華)
黃夏平 Huang, James S.
12504 Sycamore View Drive
Potomac, MD 20854
(H) 301-294-8018 (O) 301-670-6770
(F) 301-670-9884 (C)
(E) whang_james@aepco.com

顧問 (華)
劉志強 Liu, Andy
P.O.Box 4133
Rockville, MD 20849
(H) 301-738-1518 (O)
(F) 301-294-2288 (C) 240-505-6662
(E) andyliutaiwan@yahoo.com

顧問 (華)
蔡啟村 Tsai, Chi-Tsun
3225 Woodley Rd. N.W.
Washington, DC 20008
(H) 202-966-7599 (O)
(F) 202-966-8796 (C)
(E) wcyp-dc@hotmail.com

顧問 (華)
黃啟楨 Hwang, Charles C
4333 Alta Vista Dr
Fairfax, VA 22030
(H) 703-273-7787 (O)
(F) 703-273-7788 (C)
(E)

顧問 (華)
劉聖德 Liu, Bob
9704 Sunset Dr.
Rockville, MD 20850
(H) 301-545-1689 (O) 301-315-6668
(F)
(C) 240-888-9981
(E)

顧問 (華)
王清源 Wang, Ching-Yuan
3210 N. Leisure World Blvd., #511
Silver Spring, MD 20906
(H) 301-530-3698 (O) 202-994-6727
(F)
(C)
(E) cywang@gwu.edu

顧問 (華)
楊富美 Kao, Fumei Y.
8909 Holly Leaf Lane
Bethesda, MD 20817
(H) 301-299-6447 (O)
(F) 301-299-5727 (C)
(E)

顧問 (華)
羅志仁 Loh, Jimmy
10413 Snapdragon Place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424-1888 (O) 301-548-7803
(F) 301-309-1888 (C)
(E) jloh168@gmail.com

顧問 (華)
陳素鉛 Wang, Grace
47618 Loweland Terrace
Potomac Falls, VA 20165
(H) 703-430-6598 (O)
(F)
(C) 703-626-5696
(E) grace7wang@yahoo.com

顧問 (華)
高資敏 Kao, Tzu-Min
8909 Holly Leaf Lane
Bethesda, MD 20817
(H) 301-299-6447 (O)
(F) 301-299-5727 (C)
(E)

顧問 (華)
馬希平 Ma, Ellen
11303 Coral Gables Dr.
N. Potomac, MD 20878
(H) 301-424-7298 (O)
(F) 301-424-7298 (C) 240-381-8898
(E) ema_us2003@yahoo.com

顧問 (華)
王時翔 Wong, George
8800 Connecticut Avenue, Suite 100
Chevy Chase, MD 20815
(H)
(O) 301-718-1883
(F) 866-390-8889 (C) 301-379-8686
(E) info@georgewo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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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華)
王燕怡 Wong, Yeni
707 H St.,N.W. #200
Washington, DC 20001
(H) 202-438-4772 (O)
(F) 202-393-0474 (C)
(E)

顧問 (聖)
郭勝治 Kuo, Shawn
3040 Scott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H) 408-858-1399 (O)
(F) 408-727-8333 (C)
(E) shawn@marisantravel.com

顧問 (澤)
林宗儒 Lin, Kenneth
7 Orchard Rd
Piscataway, NJ 08854
(H)
(O) 732-463-8738
(F) 732-463-7925 (C)
(E)

顧問 (華)
吳澄敏 Wu, Carl C.M.
9605 Newbridge Dr.
Potomac, MD 20854
(H) 301-299-6075 (O)
(F) 301-299-1076 (C)
(E)

顧問 (聖)
梁文翔 Liang, Wen
2029 Fruitvale Court
Antioch, CA 94509
(H)
(O)
(F) 510-324-6288 (C) 510-918-7688
(E) mail4angellee@yahoo.com

顧問 (澤)
林 修 Lin, Simon
297 Prestwick Way
Edison, NJ 08820
(H) 713-486-5029 (O) 713-488-1810
(F)
(C)
(E)

顧問 (華)
巫和怡 Wu, Ho I
1217 Towlston Rd
Great Falls, VA 22066
(H) 703-759-3473 (O) 301-206-9696
(F) 703-759-3539 (C) 301-512-3028
(E) wuh@peacetech.com

顧問 (聖)
汪圓生 Wang, Mary
3040 Scott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H) 408-559-4241 (O) 408-727-0570
(F) 408-727-9529 (C) 408-857-0575
(E) mary@marisantravel.com

顧問 (澤)
禹貝吉 Tuan, Becky
19 Sturbridge Dr West
Piscataway, NJ 08854
(H) 732-763-8823 (O) 888-897-9631
(F)
(C) 848-391-8877
(E) beckytuan1231@hotmail.com

顧問 (華)
楊漢群 Yang, Henry
201 Amverleigh Dr.
Silver Spring, MD 20905
(H) 301-236-5743 (O)
(F) 301-236-0089 (C)
(E) hyatctb@aol.com

顧問 (澤)
鄭建立 Cheng, Nelson
24 N Green Acre Dr.
Cherry Hill, NJ 08003
(H) 215-585-3871 (O)
(F) 215-585-5853 (C) 856-424-0686
(E)

顧問 (西)
張武榆 Chang, Tony
15805 Ovenell Rd
Mount Vernon, WA 98273
(H) 360-428-5735 (O) 206-321-9000
(F) 360-428-3996 (C)
(E)

顧問 (華)
張先正 Zhang, Sam H.
8812 Sleepy Hollow Land
Potomac, MD 20854
(H) 301-983-1869 (O) 202-783-8905
(F) 202-333-1688 (C)
(E)

顧問 (澤)
花國棟 Hua, Gordon K.
24 Goldstar Dr.
Princeton, NJ 08540
(H) 732-821-9727 (O) 609-987-4212
(F)
(C) 732-763-8833
(E)

顧問 (西)
謝天真 Hsieh, Joseph
16101 Ne 49th Ct
Redmond, WA 98052
(H) 425-883-2689 (O)
(F) 425-885-5512 (C)
(E)

顧問 (聖)
鄭積森 Cheng, Chi-Seng
3301 Ingersoll Ct.
San Jose, CA 95148
(H) 510-676-7499 (O)
(F)
(C) 408-270-7137
(E) chisengcheng@gmail.com

顧問 (澤)
黃秀梅 Huang, Maylin
35 Bloomfield Ave
Pine Brook, NJ 07058
(H) 973-808-0099 (O)
(F) 973-808-0099 (C) 201-851-6688
(E) huangmaylin@hotmail.com

顧問 (西)
劉幼華 Liu, Yow Hwa
5204 Somerset Dr. SE
Bellevue, WA 98006
(H) 425-289-6069 (O)
(F)
(C)
(E) yowhwa@gmail.com

顧問 (聖)
康杏生 Kang, Shing-Sen
1215 Briarleaf Cirele
San Jose, CA 95135
(H) 408-437-3177 (O)
(F)
(C) 935971623
(E) chinaport@gmail.com

顧問 (澤)
吳麗卿 Jung, Li-Ching
1355 Plymouth Road
Bridgewater, NJ 08807
(H) 908-685-1888 (O) 800-243-4002
(F) 908-526-8838 (C) 908-794-7768
(E) lcj1888@yahoo.com

顧問 (西)
馬國駿 Ma, Gordon K.C.
15007 NE 9th Pl
Bellevue, WA 98007
(H) 425-373-4707 (O)
(F)
(C)
(E)

顧問 (聖)
金炎南 King, Yennan
10252 Parlette Palace
Cupertino, CA 95014
(H) 408-252-2496 (O)
(F)
(C)
(E) kathyen8@yahoo.com

顧問 (澤)
林光榮 Lin, Dorolee
2 Dorolee Dr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H) 732-422-9558 (O) 732-819-0111
(F) 732-422-9558 (C)
(E)

顧問 (西)
馬良棟 Maw, Richard
7500 42nd Ave Ne
Seattle, WA 98115
(H)
(O)
(F) 206-328-3666 (C) 206-650-112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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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西)
孫國旭 Sun, Kuo-Hsu
10857 Ne 19th Pl
Bellevue, WA 98004
(H) 425-765-6338 (O)
(F)
(C)
(E)

顧問 (密)
何啟建 Ho,
8310 Manchester Ct
Loomsield Hills, MI 48302
(H) 248-737-8875 (O)
(F) 248-737-8220 (C)
(E)

顧問 (洛)
桑繼偉 Sang, Chi-Wei
10240 La Rosa Dr.
Temple City, CA 91780
(H) 626-674-7777 (O) 626-287-1188
(F) 626-286-5188 (C)
(E)

顧問 (西)
孫頌玲 Sun, Nancy
5809 153rd PL SW
Edmand, WA 98026
(H) 206-849-8888 (O)
(F)
(C)
(E) nancylinsun@aol.com

顧問 (密)
林光顯 Lin, Paul
5159 Provincial Dr
Bloomfield Hills, MI 48302
(H) 248-737-0684 (O) 313-593-5414
(F) 248-737-6480 (C)
(E)

顧問 (橙)
金伯泉 King, Kirk
P.O. Box 84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H) 626-447-1026 (O) 909-842-0201
(F)
(C) 626-447-1026
(E) kirkking@hotmail.com

顧問 (西)
汪述瑾 Wang, Shu-Chien
7964 144th Ave SE
Newcastle, WA 98059
(H) 425-228-5788 (O)
(F)
(C) 206-288-3451
(E)

顧問 (拉)
陳翊華 Chen, James
2687 Rimpacific Circle
Las Vegas, NV 89146
(H)
(O)
(F) 702-251-8228 (C) 702-769-1628
(E) jclmchen@yahoo.com

顧問 (佛)
葉國鈞 Yeh, Billy
13611 Deering Bay Drive, #801
Coral Gables, FL 33158
(H) 305-969-7988 (O)
(F)
(C) 786-897-7856
(E) billykyeh@yahoo.com

顧問 (西)
蘇佳麗 Yang, Teresa
15218 21st Circle Dr. Se
Mill Creek, WA 98012
(H) 425-385-2895 (O)
(F)
(C)
(E)

顧問 (拉)
潘邦銓 Pan, Robert
52 Misty Spring Ct.
Las Vegas, NV 89148
(H) 702-891-0820 (O)
(F)
(C) 702-285-2465
(E)

顧問 (佛)
于文孝 Yu, Abe
14087 S.W. 48 Lane
Miami, FL 33175
(H) 305-221-9442 (O)
(F)
(C) 305-803-0998
(E) feiszu@yahoo.com

顧問 (西)
余錦昌 Yu, Gin-Chung
5430 154th Ave. Se
Bellevue, WA 98006
(H) 425-643-4585 (O) 425-747-1436
(F) 425-747-7197 (C)
(E)

顧問 (多)
陳蔭庭 Chen, Donald Y
7-55 Skymark Drive
North York, ON M2H 3N4, CANADA
(H) 416-987-6688 (O)
(F) 416-987-6689 (C)
(E) donchen88@hotmail.com

顧問 (亞)
雷小琼 Leung, Joannie
12985 N. Meadview Way
Oro Valley, AZ 85755
(H) 520-219-8815 (O)
(F)
(C)
(E)

顧問 (波)
周一男 Chou, Iih-Nan
151 Albemarle Rd
Newtonville, MA 02160
(H) 617-965-0867 (O) 617-638-4197
(F)
(C)
(E)

顧問 (多)
黃春發 Huang, C.F.
23 Gillbank Cres.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1E 4H8
(H) 416-286-6528 (O)
(F) 416-286-6528 (C)
(E)

顧問 (亞)
王曉彥 Wang, Jasmine
120 W. Vista Grande Dr.
Tucson, AZ 85704
(H) 520-360-7906 (O)
(F)
(C)
(E) cupidno5@gmail.com

顧問 (波)
林愛迪 Lin, Eddy
111 Truman Rd
Newton, MA 02159
(H) 617-332-5376 (O) 781-938-9900
(F) 781-938-5465 (C)
(E)

顧問 (洛)
鄭蓮雲 Cheng, Victoria
1141 Fairview Ave.
S. Pasadena, CA 91030
(H) 626-397-5853 (O)
(F)
(C) 626-840-9329
(E)

顧問 (路)
沈慧莊 Chang, Regina
377 Remington Way Drive
Ballwin, MO 63021
(H) 636-391-9678 (O)
(F)
(C) 314-369-8278
(E) rcworld9@yahoo.com

顧問 (波)
蔡易廷 Tsai, Lucia
49 Chole Court
Barnstable, MA 02630
(H) 508-916-9629 (O)
(F)
(C) 202-550-6879
(E) zabyschoone@yahoo.com

顧問 (洛)
林文龍 Lin, Wayne
123 W.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H)
(O) 626-288-2332
(F) 626-288-1940 (C) 626-589-9555
(E) drwynlin@yahoo.com

顧問 (路)
黃一民 Huang, Yimin Tony
1138 Wildhorse Pkwy Dr.
Chesterfield, MO 63005
(H) 636-530-4688 (O)
(F) 636-530-4688 (C) 636-346-4975
(E) tonyhu@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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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on the 33rd
Annual Convention, Welcome to
Energy Capital - Houston


I-Fa Huang and Shelley L. Ding
Co-Chairs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of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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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Whithorn Dr., Houston, TX 77095, Phone: 281.855.2218, Fax: 281.859.8825 www.telcointercon.com

TELCO INTERCONTINENTAL
CORPORATIONS
Since the foundation in 1985, Telco Intercontinental
has functioned as 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enter
that utilizes a worldwide network of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nd dedicated suppliers to offer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and specialty components, taken to market
by two divisions:
x
x

®

TelcoMOTION
TelcoCOMM™

®
TelcoMOTION
Telco Motion™ has been serving OEM
customers in the motion control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states for over 20 years. Telco
Motion’s main product line includes brushed and
brushless DC Motor, stepper motor, AC motor,
linear actuator, gearmotor, specialized motor,
cable, wire harness, machining parts, LCD,
touch screen and turn-key assembly.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know-how, Telco
Mo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s.

TelcoCOMM™
Telco Comm TM has been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telecom industry since 1985 with
friendly, knowledgeable salespeople and
technician that are dedicated to meeting
your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repair,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mot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We offer an intensive product
line of prepaid phone, semipublic payphone,
public payphone, wireless payphone, card
payphone and acces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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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ma-Downtown
(Texas @ Main)
909 Texas Ave. Ste E
Houston, Tx 77002
Tel:713-223-0919

181

Azuma-Kirby
(Rice Village)
5600 Kirby Dr. Ste 5
Houston TX 77005
Tel:713-432-9649

Kata Robata + Grill
(Kirby @ Richmond)
3600 Kirby Ste H
Houston, Tx 77099
Tel:713-526-8858

Azuma on The Lake
(59 @ Hwy 6, New Grand Opening)
15830 SW Freeway Ste 100 Sugar Land, TX 77479
Tel: 281-313-0518 Fax: 281-313-0513

Soma Sushi
(Washington @ Shepherd)
4820 Washington Ave
Houston TX 77007
Tel:713.861.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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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Avenue,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42 *
* ᅘ߸߽: 10333 Richmond
(Frost Bank ञᐵҙɺᐵ)

Tel: 713-988-5995

FaxΥ713-988-7787
E-mail: 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 sunglawye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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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Attorney for Stewart Tit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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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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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Down Wednesday
50% off bottled wines. Wednesday whole day

1O1 Girls Night
$3 cocktails, girls only tables get extra 10% off

1O1 Happy Hour
3pm-6pm, 10pm-close. $3 appetizers, drinks & more

Sushi Bar Happy Hour
20% off everything from sushi bar. Tue & Thur 3pm-6pm

Free Lunch
Collect 6 stamps and get a free lunch on us!

Free Gift Card
When you purchase $50 gift card, receive extra $5 card for free!

713-272-8828
9889 Bellaire Blvd. #101.,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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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陽軒─全職風水顧問
服 陽宅，陰宅和生意的風水〈磁場〉調整佈局
務
項
目 聯 絡 電 話 ：510-918-7688
1.虎年屬火，煞北〈水〉，所有座北朝南的房屋，今年
不宜裝修或遷入，否則會有血光或意外傷亡。
2.陽宅風水好壞，與主人的生辰八字有關。
3.陰宅的風水必須根據先人的出生年而選擇最佳的角渡
〈約2-5度空間〉。
4.運可改命，有風水鑑定保證書。
5.收費合理，一次收費，永久服務。
歡迎來電詢問，有問必答，不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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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餅家
OLYMPIC BAKERY
92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Tel: 713-772-4361 • Fax: 281-242-3583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龍鳳喜餅 Wedding Cake
自製新鮮豬肉乾、牛肉乾、肉鬆、豆沙包
饅頭、甘納豆、綠豆糕、鳳片糕、花捲
中秋月餅、各式西點、麵包、酥餅、壽桃
彌月蛋糕、慕斯蛋糕、提拉米蘇蛋糕、
機製包子、刈包、雜糧黑麥等。

祝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33屆年會

大 會 成 功
Wyndham Garden Hotel, New Orleans

李春紅 陳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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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好 花 店
TOP FLORIST
Phone (713) 981-7143

盆 花 盆栽 送禮致喜

“DESIGNED ESPECIALLY FOR YOU”

6895 S. Gessner •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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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分會主辦

WHERE YOU ARE SURE TO FIND

WWW.Houstoneventplanning.com

Exquisite foyer with dual spiral staircase
Full service catering by in-house Executive Chef
Outside catering permitted
Entertainment Planning (D.J. Bands, etc.)
Fine Dinning Rehearsal Dinners.
Complete Wedding/Event Planning

6968Howell-Sugarland Road, Houston TX.77083 TEL:713-541-1000

休士頓分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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