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澤西州”生活充實俱樂部” (以下簡稱為”本俱樂部” )是基於為促進紐澤西州臺美人, 能經由社交互動

及交誼的中間使生活更充實所成立的新組織. 

1. 紐澤西州 ”生活充實俱樂部” 

”本俱樂部”目前的計劃是為大家提供一處適中而方便的地點, 給願意參與者每週有一次相聚並參加各種活

動的機會. 希望每位參與者都能藉由這些活動, 從學習, 遊樂, 分享, 社交, 和自願參與及服務的中間, 讓

自已的身心更健康更快樂,  而使生活更充實. 

目前這些擬想的活動大都是屬于娛樂性, 教育性, 文化性, 社交性和精神性方面的: 譬如生活點滴的分享, 

暢談闊論天下事, 打橋牌, 下棋, 唱歌 ( Karaoke), 欣賞電影或視頻, 藝術或手藝, 各種健身活動 (太極

拳或桌球). 也會不定時的安排文化或教育性的課或專題演講. 如果有需求, 也可安排各種郊遊, 如參觀博

物館或花園等. 

最重要的是: 因為各種節目或活動不論準備得多完美, 其最後的成敗都決定在參加者是否能真正享受到他/

她所想要的. 所以每位參與者的興趣和需要都會被慎重考慮的. 也因此非常歡迎並希望所有有意參與者儘量

來參加首次集會並提供您們的寶貴意見. 

集會時間和地點如下: 

時間: 星期三. 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地點: 臺美長老教會 Taiwanese 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TAFPC) 

100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1 

午餐: 備有簡單午餐共饗 (Cost Sharing) 

林茂清 Mou Ching Lin 寫於 N.J., 12/2015 

東灣台美人長樂會（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 East Bay）已經在北加州東灣區成立運作一

年多。本會每個月舉辦兩次聚會〈每月第一週及第三週之星期二〉。聚會內容豐富多元，長樂會相當受到會

員及同鄉們的歡迎。目前有交會費的會員將近一百位。 

2.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TASS-EB〉 

本會針對東灣長輩鄉親服務，期待他們能過積極、健康、快樂、有趣的生活。每個人參與本會分享經驗，期

盼本會能成為學習新知，健身，養心，理財，及永續青春的台美人大家庭。更重要的是在此大家庭內，大家

能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希望能共同解決長輩面臨類似問題。節目多元、活潑、廣泛、學習新知。例如太極

拳、乒乓球、橋牌、醫學/健康、宗教、関心台灣、理財、旅遊、藝術、音樂、甚至包括人生永久安休籌備

事項等等。 

會員繳交會費以供會務活動及會場租金。年會會費每人每年$20，永久會費每人$200，會費以外，我們非常

歡迎捐款。聚會地點： 東灣台灣基督教會 1755 Sunnyvale Ave., Walnut Creek, CA 94597。 

長樂會會長  黃東昇 (Ed Huang),  edhuang_2001@yahoo.com 

黃東昇寫於 N. CA, 12/2015 

北加州臺灣長輩會於 1981年成立，本會會員以來自台灣的長輩為主，會員由當初的十幾人擴充至現在的五

百多人，區域遍及 Sacramento、San Francisco、Tracy、Concord、Livermore、 Danville…。 

3. 北加州台灣長輩會  

北加州臺灣長輩會是灣區目前節慶活動最多、會員人數最大的社團。長輩會以服務退休耆老，提供身、心、

靈的健康活動，一起歡樂過晚年為宗旨。每年於：年度大會、母親節、父親節及重陽節定期舉行大型活動；

此外還有懇親會、太極拳、卡拉 OK、登山、一日遊。同時配合其他社團的活動，參加二二八音樂會、協辦文

化節義賣蘭花、出席國慶日及聖荷西退伍軍人節遊行。與台灣各社團溝通感情，融入美國社會，為臺灣打出

知名度。 

我們定期發行月刊，編印年錄、出版長輩的生活智慧及養生保健專輯，提供精神糧食，藉此分享寶貴經驗，

促進健康，讓每位會員擁有高度的幸福。 

我們關懷老人，以尊敬長輩，服務長輩為榮。並以提供一個溫馨快樂的銀髮族樂園為期許。歡迎鄕親老友加

人我們的團隊。 

長輩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服務社團，經費主要靠會員會費及各界贊助。 



http://www.stanc.org/ 

北加州臺灣長青學院於 2002年 2月於福立蒙市(Fremont)成立，是一聯邦及州政府登記有案之非營利教育機

構。學院成立宗旨在為旅居灣區的臺灣鄉親、長輩提供一個可透過學習、交友、育樂、操練等活動，達到身

心靈健康，營造快樂退休生活的好去處。 

4. 北加州臺灣長青學院  

鑑於半島、南灣臺灣鄉親長輩的需要與來往交通的方便，特於 2006年 6月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成立北

加州臺灣長青學院山景城校區。2009 年 2月遷移至聖荷西，更名為「迦南校區」，新址：4405 Fortran Ct. 

San Jose，提供學員更寬敞、舒適的學習環境。 

學院除了安排實用英語、保健醫學、社會新知、認識人生及生活藝術等課程外，另有慶生會、卡拉 OK、健身

操、烹飪、攝影、電腦、手工藝和音樂欣賞；期中有休閒、輕鬆的旅遊活動；期末舉行結業禮與頒獎。 

課程與活動內容將配合實際需要，機動性調整，力求豐富、充實，動、靜兼備。期盼能夠不斷地成長與改進，

以達服務鄉親之目的。 

長青學院可幫助長輩學習、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培養或分享共同的興趣和嗜好，實在是長輩追求新知、廣

交朋友、欣賞人生燦爛晚霞的好所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gjinlong/evergreen 

四，五十年前台灣的青年人受到政治，經濟和學術環境的壓力，大批人不顧一切湧入這美麗的國度，為的是

一個美好的願景。大部份的人都流過大量的汗水， 經常熬夜，費盡心思，勞其筋骨而創造了一番亮麗的生

涯。這些人事業已達顛峰，兒孫也已成群，開始考慮下一程的人生旅途。很多人都有同感，退休以後能做什 

麼？ 在這個科枝日新月異的時代，不繼續跟進，就會落伍，社交場合就不知所云。靠子孫解決生活起居，

巳不是現代人的思想。那麼怎樣才能過着儘量不為老人症候所困 的快樂且滿足的生活？ 

5. 大華府台美人長樂會  

在華府地區，他們考慮當地環境，人才資源，成立了一個新的社團，針對台美人 55歲以上希望過著積極，

健康，快樂，有趣的生活以及結交新友，保持社會 人際闗係而設立的。二零零七年四月廾八曰創會時有 72

人參加，選出十三位理事，產生了一位會長。理事們分工合作，努力編製節目，本著創會宗旨 “學習新知，

健身，養心和永續青春＂的信念。TASS 開始提供每週一次的活動，其項目包羅萬象，有科技，學術，醫學

演講，生活經驗的傳授，手藝學習，經濟理財，法律常識，休閒與健身以及參觀旅遊等等。 

每週一早上十時到下午二時，在一個暫時租借的場所舉辦活動。節目大部份是活化大腦的學習新知，以及比

較輕鬆，養心，健身方面的活動，不但讓會員獲得 有用的資訊，也享受到健康快樂的生活，提供會員一個

建立友誼，互相闗心的机會，使大家能密切保持聯繫，維持身心平衡，達到永續青春的效果。顧慮到還沒有

退 休的會員，増辦了每月一次週六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者，貢獻精闢的節目。TASS 也舉辦了多次的旅遊，

大受會員們的歡迎及喜愛。現在毎月又添加了一次週四娛樂休閒的活動，包括橋牌，麻將，圍棋，照相技術

和電腦知識的傳授，電影欣賞以及 （Life Enrichment），增進生活情懷，討論的是人生哲學。會員口啤相

傳，他們覺得參加 TASS很感溫馨，會員及演講者常融合在一起，會員時常提出有 趣及實用的問題，會堂充

滿笑聲。不到一年的時間，會員人數增倍，以後數年更是直線上升，現在已達 200 多人。有一段時期因爲租

地停車的限制無法增收新會 員，也為了保持現有會員的融恰和慕，新會員需要二名會員的推薦，審查通過

才成會員，為了運作方便，只在年會前後兩個月才接受申請，理事會的組成除了會長， 副會 長外，有袐書，

財務，會籍，節目主持，公關及出版。每年改選一半，經驗可以留傳，新理事也有時間見習，會長主持會議，

計劃，協調，對外代表 TASS的工 作。理事會成員不容許用 TASS的名義作私人的交易，TASS的活動都須經

過理事會決定運作的。 

TASS 的經費除了會費，全靠捐助，其方式有義賣自創的藝術品，自種的疏菜以及將聚餐，旅遊剩餘的款項捐

出，集少成多，理事及演講者 都是奉獻性質的，TASS 最多只給一些紀念性的禮物，所以經費並不拮据 。 

展望未來，相信會員會越來越多，活動也會越頻繁，需要有一個固定的場所聚會。總有一天身體不能隨心所

欲，神智也開始失靈，需要照顧。考慮設，Day Care Center for the Seniors，供應午餐及交通車。經費

來源可申請政府補助，鼓勵子女捐款，給他們有回饋父母的機會，當然善心人士捐獻也是歡迎的。希望以後

各大都市都有 TASS的組織， 那麼我們走到那裡都能聼到那熟悉的鄉音，講我們的故事，談我們的心聲，讓

我們的金華歲月過得更充實，也更有意義。 

源自 游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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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會成立於 1981 年 4 月 1 日，由來自台灣各地不同背景的退休人員組成。至今年已屆滿 34 年。經過歷

任會長、理事及全體會員的努力經營，目前會員已有 300 餘人。大多數的會員子弟也是台灣同鄉會會員。這

個旅居休士頓台灣僑民的「長輩」組織，為接納更多同鄉參與活動，增進中、晚年生活領域，已於 2003 年

12 月修訂將會員入會資格訂為 55 歲（原先 60 歲）。 

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本會是個非營利、非政治性的團體，但也有少部份年輕人加入成為贊助會員。贊助會員除未具有選舉與被選

舉權之外，其他權利、義務、參加活動等，依本會會章規定與正式會員相同。而贊助會員于年滿 55歲起，

依章程規定自行成為正式會員。 

宗旨： 

1. 提倡有益身心的活動，培養健康、快樂的人生。 

2. 安排週活動、月會及大型聯歡活動。 

3. 關懷鄉親長輩。 

4. 與各社團聯繫，促進交誼。 

活動項目： 

1. 參加「台灣學苑」各種活動，如合唱團、美術班、健身班、電腦班、太極拳、有氧運動……等。 

2. 參加「台灣學苑」一日遊。 

3. 每月舉辦一次月會，2 月、5 月、9 月份辦聯歡活動。 

 1) 月會內容：包括請專家講解醫學、保健、社會福利、稅務、美容等專題演講，介紹新會員、 

慶生會，並有歌舞同樂。 

 2) 大型活動：春節（2 月）；母親節（5 月）；中秋節（9 月）辦聯歡活動。均免費招待會員及 

來賓，並有摸彩及歌舞節目助興。 

4. 6 月慶祝父親節，表揚模範父親，並舉辦美術展：包括油畫、水彩畫、素描、水墨畫及手工藝品等。 

源自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休士頓松年學院為特為高齡者提供「活到老，學到老」的優良學習場所和機會，並為德州政府立案非營利教

育機構，因此捐款可獲減稅。 

7.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學院的信念和宗旨是透過「活與學」的融合追求豐盛的生命。上課採用選課制度，課程包括益智的、興趣的

及實用的類別。 

啟發性多語(普通話、台語、英語等) 教學。一學年兩學期制，每星期一、二、三、四上課，師資優良。 

我們誠摯的歡迎凡認同本院宗旨不分族裔的長輩走出自己的巢穴、進入一個融洽活躍愛的大家庭。松年學院

歡迎您加入「學在樂中、活得好」的團隊和您行善捐贈嘉惠長輩的義舉。 

http://www.htisc.org/ 

本會為非營利、非政治、非宗教性的自主團體，一切活動本著「取之於會員，用之於會員」的原則，以造福

會員，增進會員聯誼為目的。於 1998 年 12 月 12 日成立。 

8.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樂部  

宗旨：為促進台灣同鄉共享活躍、康樂、充實與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地址：台灣人活動中心 

會員資格：凡年滿 50 歲以上，來自台灣的鄉親。 

年會費：夫婦$30 美元，個人$15 美元 

活動節目的內容：旅遊觀光、郊遊、體育活動，跳舞、音樂欣賞、卡拉○Ｋ、美食、園藝盆栽、醫藥、健康、

理財、電腦科技及其他各種講座。 

源自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樂部 

金鷹學院成立於 1991年。在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第三任會長廖上池長老的全力推動下，由台灣教

會聯誼會牧師、台灣人北美教授學會教授、北美台灣人醫師公會醫師、長輩會理事，成立金鷹學院董事會，

9. 金鷹學院 Golden Eagle Institute 

http://www.htisc.org/�


由謝敏川牧師擔任首任董事長，北美台灣教授協會紐約分會會長及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系系主任

李清澤教授擔任首任院長，蔡嵩陽長老為副院長，黃裕源先生為總幹事。 

學院的宗旨為「以基督愛人之心，提供文化、藝術課程，鼓勵進修研究，協助貢獻智慧，造就身、心、靈健

全的地球村公民」，招生對象為五十歳以上具備漢文基本閲讀能力者，男女兼收。 

金鷹學院第一學期共招收男女學員卅五名，學員年齡由五十一至八十七歳，平均年齡六十五歳，學員背景有

從實業界、金融界、敎育界退休。授課内容有英語、人生哲學、社會新知、台灣白話字、文藝欣賞、心理學

及保健醫學等科目，課外活動有插花、書法、太極拳、繪畫、電腦及髙爾夫球等。師資陣容包括來自紐約地

區的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上課地點前五年暫借 Bowne Street Community Church, 後來借用華僑文教中心

迄今。學院設立之後備受旅美僑胞關注，以及社區各機關團體、報界及社會賢達的熱心鼔勵，尤以九十五髙

齡長輩鄭德和長老熱心巨款捐助為最，並於開學典禮時，親自蒞臨吟詩祝賀。 

第一學期結業時，李清澤院長提示：金鷹學院係以台灣的經騐及東方文化之背景，加上美國本土文化，專為

旅美長輩僑胞而設，賦以雙重的意義; 第一、師生共同參于創造美國歷史，開創美國人長輩教育的先驅，第

二、開闢成為一個保存台灣文化菁華的場所。 

金鷹學院開辦迄今已有廾四年之久，院長一職由李清澤教授從 1991擔任至 2007 年, 2008至 2013年由陳彰

醫師擔任, 2014年再由李清澤教授接任迄今。副院長一職由蔡嵩陽長老於 1991 年擔任至 2001年退任。 

源自 李清澤 

分別具有十六﹑十五及十年歷史的大紐約地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長春會和松柏會為響應陳水扁政府團結

和諧共同創未來之呼籲﹐首度攜手合作共同舉辦 2003 年「台灣老人慶祝春節餐舞會活動」。一月十四日上

午三會會長張俊雄﹑何錦華﹑陳英隆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記者會﹐說明相關活動細節及三會整合計

劃。 

10. 紐約台灣老人聯合會  

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會長張俊雄表示﹐紐約法拉盛地區的台灣老人有數百人之多﹐但由于他們分散在長輩

會﹑長春會和松柏會等會﹐每週只能自付會費參加一次聚會。而不能享受美國政府(老人局)提供給退休老人

的每日營養午餐﹑醫療護理﹑活動中心等多種福利計劃。因此﹐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吳主任和孫副主任的提

議下﹐三會會長決議解散現有之三會﹐合併為一會﹐對外統稱為「大紐約地區台灣老人聯合會」(Taiwanese 

Senior Citizen Center) 。 

紐約台灣會館老人中心 Taiwanese Senior Center: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目前約有會員五百人，所提供的服務

包括體能健康活動、才藝與休閒課程、社會福利介紹、以及健康講座等。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的會員也成立

合唱團、台灣歌仔戲以及舞蹈團隊，經常於社區中演出。 

http://nytaiwancenter.us/about 

這是台美人社區中，一種 Fraternity組織，想探究老鷹 ”養生之道”，附和聖經，以賽亞書 40:31所記載

以及圖片。 

11. 台美人－Irvine老鷹兄弟姐妹會 

我們採用”老鷹”圖片，做 EBG之標誌，提醒我們會仰望主，等候著神之旨意與恩賜，就會像”老鷹”那樣

富有毅力，飛躍天空，眺望地上生物以及俯見人間滄桑。 

我們這一群 Irvine EBG老鷹伴，真是愛慕 Eagle之生態，學習牠養生之道，至少每兩個月禮拜五中餐

（11:30am－2:30pm）相聚在一起，提醒時事、家庭、子女之近況。 

卓甫良寫於 CA, 03/2016 

南加州台灣長輩會自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成立以來，會員由創會時的一百多人，增長到現在的一千多人。我

們的會員遍佈南加州各地，例會時借用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為會址，後來租用洛杉磯市區一舊樓房辦公室為

會址。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遷入艾爾蒙地市鶴園長輩會會館現址。本會會館及鶴圍公寓興建成功，美國政

府和台灣的政府並沒有分文的捐助，而是由本會賴髙安賜會長和蕭華銓副會長的號召，及各位理事的打拼，

社區領袖王桂榮先生、卓敏忠先生、張正宗先生等多人的鼎力支持，團結合作，共同建設完成的。這棟象徵

著台灣人移民美國的里程碑的大樓，提供老人居住、休閒和集會的場所。我們這一代台灣人，背井離鄉，橫

12.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http://nytaiwancenter.us/about�


渡太平洋，前來美國，有的是來留學，求學問；有的是來經商、做生意；有的是來求職服務，也有的是來依

親生活，為了生子抱孫。但是我們都抱持一個共同的理念——追求人生的幸福！我們台灣長輩會成立的目的

是要幫助同鄉長輩在美國享受幸福的生活，以促進南加州地區台灣長熱愛台灣，傳承台灣文化的使命輩之福

利為宗旨。 

Irvine 台灣長老教會(ITPC)主辨的長青教室是一種社區服務性質, 免費提供 Laguna Woods Village 及鄰近

的台美人學習研討,知識交換 及交朋會友的機會. 

13. 長青教室 by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Laguna Hills, CA 

南加州由于天氣溫和近年搬來此地定居的退休台美人急速增加.  ITPC 為了服務這群銀髮族, 於三年前在 

Laguna Woods Village退休村附近的 Geneva Church 設立長青教室.  除了寒暑假每週開課一堂, 定在星期

三由上午 10 至 12點兩小時. 中間有休息及最後的問答時間.  課程範圍包羅萬象有健康醫藥, 人文科技, 

宗教信仰, 生活藝術, 故鄉台灣, 旅遊觀光等有趣講題. 講員大部份是邀請就近的專業人員有醫生, 教授, 

學者等等, 用台灣母語與大家分享各人的專長及研究心得. 從 2009年 9月起到現在共開 200課. 目前每次

出席人數將近百人. 

愛恩長春大學(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是愛恩台福基督教會所設立的外展事工，成立緣起是為服務

爾灣地區的年長者，提供他們健康快樂生活，活到老學到老的機會，並期待將基督信仰永生的盼望帶給他們。

對象為 50歲以上者或<英英美代子>的社區朋友，語言以台語為主，視需要偶而參雜華語與英文。從 2014年

成立，至今已進入第三年，招生先後總計近 250 人。每年開課三季(1-3月，4-6月，7-9月) ，上課地點在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地址為 17422 Armstrong Ave., Irvine, CA 92614，上課時間為每週二上午 10 am -12 

pm。課程內容包括: Tâi-gí白話字、英文、日文會話、西班牙文、攝影、iPad、電腦、音樂、音樂賞欣、鋼

琴演奏、健康操、排舞、讚美操、美食烹飪、花道、繪畫素描等課程。 

14.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長春大學 

沒有考試、沒有作業、沒有升班壓力。每季除了十次上課，另外有應景節期慶祝會(如農曆新年、父親節，

母親節、端午節、中秋節) ，和免費專題生活講座，暢談相關生活、健康、生命等重要主題。每季的開學與

結業謝師、學生成果展，節期慶祝會與生活講座，都提供午餐，讓大家藉著用餐，有時間彼此多認識。本大

學不收學費，每季僅收註冊費$40。 

長春大學 第一任校長為楊旭絲博士，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專精老人痴呆與老人憂鬱研究，她婚後長期居住

在外州。現任校長為楊兆隆博士，他是應用語言學博士。所有教師都是義工，按自己所長，服事人群，回饋

社區。 

源自 楊兆隆 於 S. CA, 02/2016 

15. 金桔會 by 柑縣台灣同鄉會 OCTA 

東灣臺美人社區服務中心 (EAST BAY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簡稱之為  EBTACSC) 

成立於 2002 年，為一非營利機構。目的是為居住在舊金山東灣的台灣移民和社區提供多樣性的服務。 我有幸於

2008年起在該中心充當主任。因在東灣定居的台美人，大都是從各行各業各地退休下來，可說是人才濟濟。我

就運用現有資源，積極帶動社區發展。舉辦了醫學、保健、專長，和生活智慧等形式的分享講座 (見圖一)。還

開了日語班，人際關係技能訓練班，身心問題諮詢會。最感滿足的是日益旺盛的園藝分享 (見圖二)。我們平均

每月舉辦兩次活動，參加是免費，因為鄉親的自動捐獻，就足以涵蓋所需的費用。 

16.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EBTACSC) 

Source from 林天德, N. CA, 04/2016 

  



1. “Living Well Club” of New Jersey 

Living Well Club is an association with an interest in promot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ood-

fellowship among Taiwanese Americans in New Jersey. The current plan of the Living Well Club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and a centrally located, easily accessed plac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in New Jersey to get together once a week and participate in varieties of activitie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learning, playing, shar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volunteering in services participants can enrich lives by staying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ctive as well as being happier and healthier. The envision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are most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uch as sharing life experiences, 

chatting and discussing what’s happening this week 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playing games 

like bridge, chess, movies seeing, videos watching, karaoke singing, arts and crafts, physical 

exercises activities like Tai-Chi, Ping-Pong, as well as occas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lasses and seminars as well as field trip like museum or garden visit, etc. However,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each participant will be valued and considered as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is measured by the participation and enjoyment of each participant. 

The Living Well Club meets weekly on Wednesday from 10am to 3pm at Taiwanese 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TAFPC) building at 100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1. A simple lunch will be provided through cost sharing. 

Written by Mou Ching Lin, N.J., 12/2015 

2.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 East Bay〈TASS-EB〉 

 

3.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4. Taiwanese Evergreen Academy of Northern California 

 

5.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TASS)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The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TASS)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areas was officially 

found on April 28, 2007. The societ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are 55 of 

age or over. TASS offers many activities to serve its members: providing useful and practical 

daily living information, promoting healthy and happy life style, encourag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hobbies, maintaining good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opefully 

preventing or delaying the onset of dementia in the later life. The membership has grown fast 

initially and steadily, and reaches 214 members at the present time. 

Since June 4, 2007 TASS has been offering its programs on every Monday or Tuesday from 10:30 

AM to 2:30PM,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Taiwan Culture Center (TCC) in Rockville, Marylan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Wheaton, Maryland, an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Derwood, Maryland. Starting September 2007, TASS has conducted one Saturday program for each 

month to accommodate those members who are not yet retired. In December 2008, Entertainment 

for life enrichment as well as games or exercises was added on the third Thursday of each 

month. 

The programs cover four major categories: learning, health and fitness, leisure and travel, 

and lectures/seminars on information regarding medicine, technology or life. The morning 



program is mainly lecture/seminar on one of the focused topics and the afternoon program is 

more relaxed and fun, such as Taiwanese songs singing, line dance, movies, games, and life 

experience sharing etc. 

6. Hous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 

 

7.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8. Houston Taiwanese Golden Club 

 

9. Golden Eagle Institute 

 

10. Taiwanese Senior Citizen Center 

 

11. Taiwanese-American Irvine’s Eagle Brotherhood Group 

Founded on August 08, 2012 in Irvine, and hold Lunch & Forum Luncheon the second Friday of 

each month, also issued the monthly newsletter of members activities, and provided the 

enlightening thoughts and words. The main theme of Eagle Brotherhood is promoted the lasting 

bond of fraternity relations, so that the aged persons will lift up spirit and mind forever. 

For the further information, you may contact me at 949-654-1734 or emailing me, 

“toh.fuliong@gmail.com” 

12. Taiwanese-America Senio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ASA) 

 

13. 長青教室 by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Laguna Hills, CA 

 

14. 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 by Evangelical Formosa Church of Irvine 

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 is an outreach program of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Irvine 

(EFCI-ESU) which was established to serve primarily the senior community in the Irvine area; 

to help them live a happy, healthy and well balanced life; and to introduce them to the faith 

of eternal life in Jesus Christ. This program is also open to the community friends of all 

ages, and the classes are conducted in Taiwa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4, this program has enrolled and been participated by more than 250 people. ESU offers 

classes in three trimesters each year.  The classes meet every Tuesday from 10:00 AM to 2:00 

PM at EFCI located at 17422 Armstrong Ave, Irvine, CA 92614. 



Classes offered include: Romanized Taiwanese, English, Japanese Conversation, Spanish, 

Photography, iPad, Computer, Music, Music Appreciation, Piano Performance, Aerobics, Line 

Dance, Gourmet Cooking, Flower Arrangement, and drawing. 

There are no exams, no homework, and no pressures here. In addition to the ten week classes 

each quarter, we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cerebration of seasonal festivals like Lunar New Year, 

Mother’s Day, Father’s Day,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Moon Festival.  We also invite speakers 

to hold free workshops on topics of interest and relevant issues in healthy living and good 

and productive life in general.  We normally provided free lunch on these special occasions, 

as well as the opening day, and at the end, of each quarter, so the participa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socialize and make new friends.  All these are covered by the registration 

fee of $40 per trimester. 

The founding superintendent of ESU, Dr Frances Yang, was a Gerontology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specialized in study of Alzheimer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senior.  She currently 

lives in the East Coast.  The current superintendent of ESU, Dr David Yang, is a PhD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ll instructor of ESU are volunteers from EFCI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subjects they teach. 

Source from David Yan in S. CA, 02/2016 

15. 金桔會 by 柑縣台灣同鄉會 OCTA 

 

16. East Bay Taiwanese Americans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EBTACSC)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Organizations 

No. 
Name of Organization 

(Hajji) 

Name of Organization 

(English) 
Address 

Year 

Starte

d 

Status Contact Information 

23 北加州長樂會   N. CA   
Active 

Ed Huang 黃東昇 

edhuang_2001@yahoo.com 

22 芝加哥長輩會   Chicago, IL   Active   

21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 

East Bay Taiwanese 

Americans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EBTACSC) 

Walnut 

Creek, CA  2002 Active Tender Lin 林天德 

20 

金桔會 by 柑縣台灣同鄉

會 (OCTA)   Irvine, CA   Active 

Jian-Jnei Wang 王健椎 

huatarn@yahoo.com 

19 美國加州喜瑞都市松柏會   Cerritos, CA       

18 美國南加州蓬萊長青會  

Formosa Senior 

Association S. CA       

17 夏威夷台灣長青會   Hawaii   Active 

(808) 521 – 2746, 

955 – 5658 

16 紐約台灣會館老人中心 Taiwanese Senior Center 

Taiwan 

Center / NY 2003 Active 

http://nytaiwancenter.u

s/about 

15 愛恩長青學苑  

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 by Evangelical 

Formosa Church of Irvine Irvine, CA    Active 

http://efci.org/ 

電話. (949) 261 - 8007 

Email 

staff@efcirvine.org  

14 

長青教室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 

Evergreen Classroom by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Laguna 

Hills, CA 2009 Active www.irvinetpc.org 

13 金鷹學院 Golden Eagle Institute 

Flushing, 

New York 1991 Active 718-359-2989 

12 休士頓台灣清閒俱樂部  

Houston Taiwanese Golden 

Club Houston, TX 1998     

11   Bald Eagle Society S. CA 2014 Active   

10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Houston, TX 2003 Active TEL: (713) 272-8989 



9   

Taiwanese-American 

Irvine’s Eagle 

Brotherhood Group Irvine, CA 2012 Active 

949-654-1734, 

“toh.fuliong@gmail.com

” 

8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松年會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Seattle         

7 聖地牙哥台灣長青會           

6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Taiwanese-America Senio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ASA) El Monte, CA  1978 Active 

蔡漢成 

電話：626-755-5105 

網址：www.tasala.us    

電子信箱：

tasaca1979@yahoo.com 

5 大華府台美人長樂會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TASS)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2007 Active 

Manager:Chiayu Yang 楊

佳瑜 

tassdc168@gmail.com 

4 北加州臺灣長青學院  

Taiwanese Evergreen 

Academy San Jose, CA  2002   408-942-2822 ext. 101 

3 北加州台灣長輩會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San Jose, CA 1981 Active 

會長  莊麗華 

lihuachang911@gmail.com 

2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Hous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 Houston, TX 1981 Active 許碧珠 

1 

紐澤西州 ”生活充實俱樂

部”  

“Living Well Club” of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 

NJ   Active 

林茂清 Mou Ching Lin 

 living-well-

club@googlegroups.com 

   



Photos: 

 

“Living Well Club” of New Jersey : 2013 visit to Moravian Pottery and Tile Works in  Doylestown 

PA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35週年慶餐會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35週年慶餐會.jpg�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於 2015年 12月 1日邀請童振源教授演講，左起黃東昇、童教授、柯耀宗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分享講座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園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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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76-%e7%b4%90%e6%be%a4%e8%a5%bf%e7%94%9f%e6%b4%bb%e5%85%85%e5%af%a6%e4%bf%b1%e6%a8%82%e9%83%a8-new-jersey-living-well-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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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ous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 20th, 25th, 30th Anniversary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20

週年, 25週年, 30週年特刊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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