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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週四) 晚上 6 點，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蔡明憲前國防部長蒞臨紐約台灣會館舉

行餐宴，並發表演講。兩位針對台灣的前途發展為主題，分別發表「和平 中立 新台灣」和「中

國對台統戰及台灣全民國防」。活動當天也開桌與鄉親們共享餐宴，近 200 位僑胞出席參加。

40 年前台灣關係法草案 23 位共同提案議員之一的 Lester L. Wolff 也出席，高齡 100 歲的

Mr. Wolff 與呂秀蓮有多年交情，當晚呂秀蓮贈與親自設計、繡有台灣圖樣的領帶。沃爾夫

稱呂秀蓮為「我在台灣最好的朋友」，並說兩人共同維護台灣自由與獨立，呂秀蓮甚至為此

坐牢（指美麗島事件），為了台灣，呂秀蓮有如毫不畏懼的鬥士。 

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蔡明憲前國防部長蒞臨台灣會館舉行記者會。一排左至右：陳春蘭、方秀蓉、呂秀蓮、
蔡明憲；二排左至右：黃小芳、鄭衣彩、施永強、施安妮、陳隆豐、蔡明峰、黃滿玉、謝己。 

台灣會館編輯 

攝影： Ronald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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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表示，呂秀蓮前副總統非常親民，每次訪美便會來到會館與鄉親們見

面，分享她的政治理念。感謝呂前副總統從學生時代起一直為台灣的未來不遺餘力地付出，

並認為她是台灣最偉大的女性。蔡明憲前國防部長於近幾年為台灣入聯活動的推動人，對台

灣國防有深入的理解與觀點，也感謝他在與會上不吝嗇分享。 

 呂秀蓮前副總統表示，台灣不應變成第二個香港，並主張台灣的第一步應先成為中立

國，才能在國際衝突中發揮和平穩定的力量。呂秀蓮不久前向台灣中選會遞交「台灣和平中

立公投」萬人連署書，希望讓台灣通過公民投票成為中立國家，以「中立國」身分加入聯合

國；她將在第二階段六個月內提交 28 萬 2000 份，希望明年 1 月在台灣進行和平中立的公

投。  

 蔡明憲前國防部長指出，他與呂秀蓮主張和平中立，但前提是中華民國或台灣，都已

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即使和平中立，仍要負起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責任，因此要「武

裝中立」。除了憑藉自衛能量，也要聯合美國、日本等國家集體防禦，確保台海和平穩定。 

北美洲臺灣婦女會會長鍾艾霖說，呂前副總統於哈佛大學法律碩士畢業，更是北美洲

台灣婦女會創始人之一，因她大力倡導婦女運動，目前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共有 17 個分會。

呂前副總統如同戰士般投入政壇位台灣奮鬥，相信她在餐會上所論述的觀點具有啟發價值及

前瞻性。 

圖二、圖三 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蔡明憲前國防部長分別於記者會說明他們的政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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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呂秀蓮前副總統及蔡明憲前國防部長於座談中回答民眾問題。 

圖五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約分會 30 多位成員到場支持。 
一排左至右：黃司晶、林榮峰、王盈蓉、鍾艾霖；二排左至右：蔡明峰、黃滿玉、施安妮、 

蔡淑惠、方秀蓉、王寶蓮、黃玉桂、鄭明珠、賴富美、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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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館近期活動 

日期 活動 主辦單位 

2/5/2019 台灣會館新春團拜 台灣會館 

2/20/2019 1 月、2 月 慶生會 老人中心 

2/24/2019 228 紀念會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大紐約台灣同鄉會、台灣會館 

3/6/2019 桃園市長鄭文燦紐約晚宴 美東民進黨主辦、台灣會館協辦 

3/9/2019 基隆市長林右昌演講 台灣會館、大紐約區台灣人社團聯合會 

3/17/2019 基進黨美國巡迴演講 主講：陳柏惟、李宗霖  台獨聯盟主辦、台灣會館協辦 

3/28/2019 前副總統呂秀蓮及前國防部長蔡明憲 餐宴演講 台灣會館 

3/30/2019 師生才藝演奏會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 

5/18/2019 台灣會館音樂會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 

5/26/2019 Passport to Taiwan 大紐約台灣同鄉會主辦、台灣會館協辦 

6/16/2019 台灣會館 33 週年慶餐會 台灣會館 

圖六 呂秀蓮前副總統贈與親自設計、繡有
台灣圖樣的領帶給前國會議員 Lester 
Wolff。 

圖七 台灣會館理事長(左一)贈花給 
蔡明憲前國防部長(中)。 
(右一)主持人莊振輝。 

圖六 

圖七 



 

 

  台灣會館於 2 月 5 日大年初一舉行金豬年新春團拜，現場嘉賓雲集，近百位鄉親們湧

入，互相拜年道喜，氣氛喜慶又熱鬧。 

 活動序幕由紐約台灣商會前會長呂明森擊鼓，陳俊賢老師與 Edward Yeh 舞獅送上新

年祝福。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表示：「感謝各位鄉親來到台灣會館過新年，很高興看到今

年參與新春團拜的民眾比往年增加許多，代表新的一年台灣會館人氣旺旺旺。並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恭喜發財、萬事如意！」會館也發放紅包給民眾，為新年祈福討個好彩頭！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儷文處長表示，新年的第一站便是到台灣會館向大家拜

年，這裡對台灣人來說就像個溫暖的家。台灣會館如今經營的有聲有色，全靠理事們和志工

們無私地奉獻，也希望未來能與大家一起打拼，讓更多人知道台灣，認識台灣。今年也是台

灣和美國簽署《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 40 週年，僑胞們讓美國的朋友看

見台灣是個堅守自由、民主、人權的地方，雙邊的情誼友好深厚，感謝各位僑胞的付出。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正杰致詞：「最近國際局勢多變，近日看到台灣寺廟為

台灣國運抽出『上上籤』，代表國泰民安，萬事大吉。」市議員顧雅明祝福祝大家新年快樂，

並說道台灣是個友善美麗的地方，並認為臺美雙方要持續友好關係。市議員郭登琪（Barry 

Grodenchik）表示，很高興能與大家一同歡度農曆新年，他也非常期待 9 日的法拉盛新年遊

行。 

Feb 5    金豬年新春團拜 

圖一 台灣商會前會長呂明森擊鼓、陳俊賢老師與 Edward Yeh 舞獅，熱鬧慶新春。 

台灣會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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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9-2020 台灣會館新任理事會及幹部就職典禮: (左至右)理事蔡明峰、理事黃滿玉、理事尤瑞香、 
理事陳隆豐、副理事長暨秘書長彭良治、理事長方秀蓉、副理事長暨財務長蘇春槐、理事陳春蘭、 

理事李光瑤、理事林瑞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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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徐儷文大使 
圖五 台灣會館創館理事長 

陳隆豐 

圖四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黃正杰 

 當天也舉辦 2019-2020 台灣會館理事會及幹部就職典禮，連任及新上任的名單為：理

事長方秀蓉；副理事長彭良治、蘇春槐、李光瑤；財務長蘇春槐；秘書長彭良治；理事尤瑞

香、王旭昭、王政卿、林百立、林烱冠、林瑞葉、陳春蘭、陳秋貴、陳隆豐、莊振輝、黃文

局、黃滿玉、蔡明峰、賴弘典、蕭忠正、蘇振龍，一同為台灣會館盡心盡力。 

 會館也準備好吃的炒米粉、油飯、油雞，義工羅秀英及林雅玲還親自下廚煮紅豆湯圓、

長年菜雞湯等年節美食來招待所有來賓，祝福鄉親們在新的一年甜甜蜜蜜，平平安安。  



 

 

台灣會館  編輯 

一排左至右: 經文處黃耀良組長、王宇莉、台灣會館副理事彭良治、同鄉會會長劉佩芸、 
同鄉會董事長蕭忠正、經文處大使徐儷文、李正三、文教中心主任黃正杰、台大教授何明修、 

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僑務委員謝己。 

Feb 24     二二八事件 72 周年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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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會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以及大紐約台灣同鄉會，於 24 日下午共同舉辦「二

二八事件」72 周年紀念會，邀請多位政府官員、學者、音樂家及多位台灣新生代參加，並通

過熟悉的台灣民謠、專題演講等活動，讓民眾了解歷史及其紀念意義。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大使徐儷文表示，二二八事件自一開始被禁止談論，到現

今民眾能公開討論、舉辦紀念活動等，一路走來民主實現的過程並不簡單，希望海外僑胞能

攜手守護民主、自由及人權的共同價值，一同為台灣這片土地團結努力 。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演講「從悲情到共生：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意義」，二二八

事件是台灣人的共同沉重負擔，但經歷民主化，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也不應該只是定位於悲情

與冤屈。從悲情到共生，從怨恨到和解，讓悲劇不再重演，也成為一個政治社群對於青年理

想主義的共同肯定。並認為二二八是個有意義的日子，人民應互相理解與支持共同珍惜目前

享有的民主與自由。此外，威斯康辛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學生王宇莉也以主題「台灣人，一個

未竟的追尋：在跨國的情境中思考二二八歷史記憶之流轉與台灣人之（再）形構，1947-

2017」發表演講，讓民眾可以用寬廣的角度，換位思考看待不同的觀點。 



 

 Taiwan Center                                                                                               Spring   2019 

 活動中，紐約台灣同鄉會合唱團演唱《台灣翠青》與《Formosa》，台灣的新生代音

樂家林明學、蕭又維、戴于真，以及美國男高音倪誠志（Chase W. Nelson）共同演出《綠

島小夜曲》、《生命的頌歌》第四樂章和《四月望雨組曲》，其中的《四月望雨組曲》是由 

林明學將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及雨夜花四首台灣民謠所改編，曲目充滿巧思，也希望民

眾能藉由音樂的力量走出傷痛。 

 今年與美國烹飪學院（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的台灣學生黃軍諺、曾楷軒及

吳澔合作，烹煮紀念李氏兄弟的魷魚粥，還有旅英台僑李勳墉博士特地委託義美食品製作台

灣形狀的 228 綠豆潤。本次活動有許多年輕的同鄉會幹部，和主動參與的年輕人，期許今年

的紀念會，能夠展現出台灣人的韌性，傳承給其他旅居紐約的台灣青年。 

圖二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演講 圖三 威斯康辛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學生王宇莉演講 

圖四 新生代音樂家林明學、蕭又維、戴于真以及
美國男高音倪誠志共同演出台灣民謠 

圖五 紐約台灣同鄉會合唱團演出 
指揮：黃瑞鳳／鋼琴：林雅玲 



 

 

Mar 6     桃園市長鄭文燦餐宴演講 照片花絮 
台灣會館編輯 

攝影： Alic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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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桃園市長鄭文燦於 6 日晚蒞臨紐約法拉盛，逾百名僑胞為鄭文燦市長設宴款待。 圖中為鄭文燦市
長與各僑團領袖及地方代表合照。左至右: 蔡明峰、江明信、李正三、蕭忠正、樊豐忠、黃再添、陳隆豐、
彭良治、鄭文燦、徐儷文、方秀蓉、賴弘典、蘇春槐、顧雅明、江文輝、李金標、黃正杰、莊振輝、 
陳國鐘。 

(圖二) 鄭文燦市長表示，此次訪美的主要目的是為
促進台美雙方城市外交和企業交流。 

(圖三) 鄭文燦市長贈與僑界代表禮品。 
左至右: 彭良治、鄭文燦、賴弘典、方秀蓉。 

(圖四) 台僑特別設宴歡迎鄭文燦市長到來， 
現場互動熱絡。 

(圖五) 鄭文燦市長與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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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9     基隆市長林右昌紐約演講 照片花絮 
台灣會館編輯 

攝影： Alice      

(圖一) 基隆市長林右昌於 9 日蒞臨台灣會館，以「台灣政情分析與展望」發表演講，現場近 200 名僑胞
參與。左至右: 楊毓淑、陳國鐘、黃正杰、方秀蓉、林右昌、徐儷文、王金智、王燕燕、林慧綺、楊光彬。 

(圖二) 林右昌市長在演講中表示，台灣未來需加強
海外力量發展，除鞏固在美僑團外，也需要連結相

同價值觀的人一起支持台灣。  

(圖三) 活動當天適逢林右昌市長生日，台僑們準
備生日蛋糕為市長慶祝 49 歲生日。 

(圖四) 蘇春槐、黃再添、徐儷文及方秀蓉於 
JFK 機場迎接林右昌夫婦。 

(圖五) 徐儷文大使與 4 位基隆市議員童子瑋、 
林旻勳、張秉鈞、張顥瀚以及黃正杰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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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意 琪 眼 科 中 心 
哈佛大學 

生物學學士 

哥倫比亞大學 
醫學博士 

樊意琪眼科醫學博士 
Nancy Fan-Paul, MD MPH FACS 

 全新最先進眼科儀器 

 成人和兒童各種眼科保健和治療 

 精細全面眼科檢查 

 青光眼、眼乾、流淚水、各種角膜

病、過敏性和細菌性結膜炎、糖尿病和

高血壓眼疾，診斷精準。 

 隱形眼鏡併發症 

18 年眼科經驗 
2009 年起，年年榮列 

紐約時報超級眼科醫生 

136-40 39th Ave ., #403,  

Flushing , NY 11354 

GNYeyecare@gmail.com  www.nancyfanpaulmd.com 

718-353-8460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美國眼科學院特考文憑 

美國眼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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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AM-11AM 健康保健操 

(陳金蓮) 

太極拳 

(施涼沼) 

乒乓球 

(會員練習) 

外丹功 

(牟老師) 
長輩會 

11AM-12PM 
排舞 

(林和子) 

元極舞 

健康操 

(羅盈洋) 

讚美操 

(黃蘭馨) 

社交舞 

(倪安琪) 
講道 

12PM-1PM 午餐 

1PM-2PM 元極舞 

伸展操 

太極扇 

(羅盈洋) 

團體舞 

(孫愛華) 

合唱團 

(王惠津) 

水墨畫 

(林上) 

卡拉 OK 

BINGO 

大家談 

團體舞 

2PM-3PM 
瑜珈 

(孫愛華) 

合唱團 

指揮(王怡筑) 

伴奏(林雅玲) 

現代舞 

(莊富美) 

手語 

(陳金英) 

乒乓球 

(會員練習)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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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0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舉行 1、２月慶生會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於 2 月 20 日為 1、２月份壽星舉行慶生會，陳國鐘會長也為 50 多

位 80 歲以上的耆老們，準備壓歲紅包。現場活動豐富，有元宵猜謎、卡啦 Ok、抽獎等活動，

還有美味蛋糕為壽星們添福添壽。此外，陳國鐘會長宣布今年老人中心的旅遊行程和參與活

動，像是四月的百慕達遊輪旅行、五月的 Passport to Taiwan，以及十月的雙十國慶等活動，

並歡迎鄉親們多多參與。駐紐約臺北經文處行政組長張必強、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

正杰、台灣會館創館理事陳隆豐、理事長方秀蓉、前理事長陳春蘭、僑務委員胡慶祥、美華

環保協會會長曾令寧等貴賓，祝福耆老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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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多位貴賓蒞臨 1、2 月份慶生會，為壽星們添福添壽。 

圖二、圖三 活動現場備有美食、卡啦 Ok、元宵猜謎等活動，與耆老們一同慶生。  

圖二 圖三 

台灣會館編輯 

攝影：陳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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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2     台灣會館於泛太平洋和東南亞婦女協會年會演出  

 泛太平洋和東南亞婦女協會邀請台灣會館

老人中心陳國鐘會長、手語班及台灣會館兒童韻

律操舞蹈班於 2019 年新年晚會演出。當晚， 陳

國鐘會長表演太極，身段柔中帶勁動作行雲流

水；陳金英老師帶領 7 位手語班的成員演出《細

妹按靓》及《愛拚才會贏》；兒童韻律操舞蹈班

的演出也讓觀眾目不轉睛拍手叫好。 
圖一 台灣會館老人會長陳國鐘表演太極拳法    

圖三 台灣會館兒童韻律操舞蹈班演出 圖二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手語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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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Service Requested 

敬請參加台灣會館會員，以實際行動繼續支持台灣人的公厝-台灣會館 
您的熱心支持奉獻，會館才能永久屹立紐約。 

 
理事長：方秀蓉；副理事長：彭良治、蘇春槐、李光瑤；財務長：蘇春槐；秘書長：彭良治； 

理事：尤瑞香、王旭昭、王政卿、林百立、林烱冠、林瑞葉、陳春蘭、陳秋貴、陳隆豐、 
莊振輝、黃文局、黃滿玉、蔡明峰、賴弘典、蕭忠正、蘇振龍。  

137-44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台灣會館季刊 

TAIWAN   CENTER 

2 月 5 日大年初一舉行「金豬年新春團拜」，近百位鄉親與貴賓出席，互相拜年道喜，氣氛喜慶又熱鬧。 

一排左至右：紐約市議員高登棋、紐約市議員顧雅明、 台灣會館理事陳春蘭、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正杰、

徐朱留弟董事長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張俊裕、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徐儷文大使、李東一牧師、 台灣會館創館理事長陳隆豐、Church of God 教友、僑務委員胡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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