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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送 2018 年和迎接 2019 年的冬季，也是本人擔任會館理事長任期將滿兩年的時

刻，非常感謝各位鄉親的熱情支持。這兩年來，舉辦和參加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對內有台

灣會館理事會、老人會、長輩會，對外有社區商家，以及非營利組織，我非常享受每次的經

驗並深感受益。兩屆年會和兩次感恩募款餐會，會館得到許多團體和個人的捐贈，演講者的

不吝嗇分享，職員及義工們孜孜不倦地服務，使每次活動都圓滿成功，也令會館營運順利。 

我們追悼台灣會館第二任館長的簡如詳先生，其任期由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9 月。

簡前館長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仙逝，特此向其夫人簡彭淑媛及家人致最高敬意和慰問，並

由本館編輯組撰寫一篇關於簡前館長的事蹟，讓鄉親了解曾對會館奉獻的前輩。 

 與鄉親分享兩項好消息：新澤西州名心臟科專家蘇承邦醫師，出生於台南市，台大醫

學院畢業，並於 1964 年留美。蘇醫師於去年底捐贈一台史坦威七呎 B 型的三角鋼琴入住會

館，12 月 9 日的感恩餐會中，蘇醫師告知賓客，他及夫人城紫雲博士為何捐贈其愛琴予會館，

當鋼琴要送離家時他的心情猶如女兒出嫁之不捨。晚會上，蕭忠正理事獨唱《千風之歌》，

林雅玲老師彈奏蘇醫師的愛琴，此琴外型高雅亮麗，音色優美動聽，令鄉親聽了感動至極。 

另一好消息為某位會館及商會創會元老兼法拉盛開發商，於 12 月 21 日捐贈

$213,175 ，此筆捐贈為會館近 33 年有始以來最大筆的單項捐款。匿名贊助者更親自將支票

送到會館，當時在場為彭良治副理事長，莊振輝理事和本人接受捐贈，我們都欣悅歡喜。它

是會館準備重建的第一筆種子基金，會館重建的理想，需要鄉親們的支持與努力。我們萬分

高興地向未來邁進。 

理事長的話   方秀蓉 



 

 

《前言》 

接獲彭良治副理事長通知，第二任紐約台灣會館館長

簡如詳先生，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晚間辭世。編輯

小組於是走訪幾位三十年前曾經在簡前館長手下打

工的高中、大學生，以及共事過的理事，藉著本文回

顧會館早期起步維艱的歷史，同時審視簡前館長為紐

約台灣會館所付出的貢獻。 

 凡是走過八十年代末期的紐約台美人，都應該

清楚記得紐約地鐵畫滿車廂內外的塗鴉創作。這種情

境，屢屢在電影情節出現。最為經典的，當屬艾迪·墨

菲 1988 年的電影：《來去美國》(Coming to 

America)中，長達三分四十五秒阿金王子向皇后區出

身的麗莎姑娘求婚未遂的場景。 

 紐約的地標－時報廣場(Times Square)，曾經

被視為危險與敗壞的象徵。當時非尖峰時段常常見到

的紅扁帽、紅夾克守護天使(Guardian Angels) ，就是在維護地鐵安全的呼聲中應運而生。

整個紐約市警員約在兩萬人出頭，權責涵蓋五大區七百多萬人口，種族矛盾、幫派械鬥屢見

不鮮，捉襟見肘的警力也就不再是市民可期盼的公信了。當時，走出百老匯與 42 街交口的

時報廣場地鐵站，迎賓的氣息，不是鳥語花香，而盡是汗臭與尿酸味。 

 七號地鐵的另外一端，紐約台美移民首選的法拉盛地鐵，也堪與時報廣場相比。從緬

街 (Main Street) 右轉進北方大道(Northern Boulevard )，到 Union Street 角落之間的一百

多公尺，紐約台灣會館，就矗立在這段荒蕪長路的中間，右側不到十公尺，就是街友收容中

心。這裡，曾經充斥著街友、流浪漢、酒鬼、伸手要錢的乞丐。當時流行的忠告，就是身上

至少要帶著二十元美鈔，遇上搶劫就乖乖奉上這一點點的孝敬，以保住性命。不良少年衝入

店舖，隨手取走貨品的街坊小道消息，更是時有所聞。這一段曾經是漫長、灰暗、混濁、充

滿驚恐的街景，與今日的醫學影像中心、畫院、餐館，有著天壤之別。 

 一九八六年甫上任的簡如詳館長，就曾經在這一段路被搶劫過。也許那個時候，這位

慈祥謙和緊抿上唇的智者，已經下定了決心，要在這個很黑暗的時期，為紐約台灣會館點上

一盞明燈。 

 會館當時的主要變革，在於提高租借使用率。除了偶發性大廳的租借之外，簡館長與

理事會配合，引用社區教室的模式，開始尋找老師開班授課，接受民眾報名。每週二或週三

夜晚，甚至租借 Blockbuster 錄影帶，免費放映電影。即使只有少數一兩名觀眾，也堅持播

放，寧可晚歸也不畏懼風險，願意嘗試開放式社區中心的概念。如此的心胸與意念，無非是

承續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出自聖經馬太福音

廿章 28 節) YMCA 會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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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第二任台灣會館館長—簡如詳 台灣會館  編輯        



 

 

 台美社區的聚會晚宴，時而在會館舉行。簡館長除了找專業人士料理之外，也都不忘

召喚學生從旁幫忙，一方面讓他們打工賺取額外收入，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他們社會歷練，結

識台美社區菁英。直至今日，仍有多人感懷他提攜後進之恩。 

 鄰近的幾所高中，正是幫派地盤交疊衝突的溫床，學期結束或者跨年的舞會，曾經發

生過數樁打架滋事的事件。有鑑於此，簡館長不僅僅嚴格警告主辦人員約束其成員，並且聘

用保安警衛，使用金屬探測器搜尋過後才能入場。他酌量的，是這群陌生孩子的安全，與會

館的信譽。多年後，讓許多晚輩懷念的印象，有著他彪悍橄欖球的體格，也有他那謙沖溫和

的微笑，更甚的，則是那一份潛藏的、凜然正氣式的堅毅。 

 回首往年，紐約台灣會館挺過惡劣八十年代後期風雨的代表作，便是簡前館長三年兩

個月任期裡點起來的，迷霧中的燈火。 

《後記》 

本文在初稿後，送給簡如詳館長的家屬校對史實。以下是遺族的簡函： 

感謝紐約台灣會館極為迅速、有效率的，依據家屬所提供的有限線索，採訪昔日故友，並彙

集整編如此感人的篇章。遺族無限感激。寄望這一段軼史，能夠激發後人為紐約台灣會館，

貢獻出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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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主辦單位 

9/14/2018 台灣入聯系列造勢活動 台灣會館 

9/20/2018 中秋節聯誼會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 

10/24/2018 9 月、10 月 慶生會 老人中心 

10/27/2018 喂台灣慈善音樂會 亞洲人在紐約/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協辦: 台灣會館 

12/4/2018 楊安澤法拉盛辦政見交流會 楊安澤競選團隊 

12/9/2018 感恩募款餐會 台灣會館 

12/12/2018 11 月、12 月 慶生會 老人中心 

12/20/2018 亞細亞合唱團報佳音 亞細亞合唱團 

1/12/2019 美國宜蘭同鄉會年會 宜蘭同鄉會 

1/19/2019 老人中心年度聚會 老人中心 

1/27/2019 50 周年大紐約台灣同鄉會年會 大紐約台灣同鄉會 

2/5/2019 台灣會館新春團拜 台灣會館 

6/16/2019 台灣會館周年慶募款餐會 台灣會館 

台灣會館近期活動 



 

 

  第九屆「喂台灣」慈善音樂會暨萬聖節慶祝活動，於 27 日(周六)在台灣會館舉行，其

旨在縮短每個世代的距離，讓年輕族群踏入台灣會館並認識社區。此外，慈善音樂會當日的

收入也全數捐贈給大紐約區紅十字會計畫項目，同時教育孩子了解「給予」的意義和「慈善」

的重要性。 

今年主辦單位有：亞洲人在紐約（AsianInNY）、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紐約台灣商會、

紐約台灣青商會，以及紐約台灣會館協辦。「喂台灣」慈善活動曾助珊迪颶風、海燕颱風，

以及去年的波多黎各颶風的災後重建，今年活動共募得 10,500 元，並捐助紅十字會的「麻

疹及德國麻疹防治計畫」、「颶風麥可援助計畫」。 

當天活動熱鬧滾滾，當天出席的貴賓有駐紐約台北經文處組長黃耀良、紐約華僑文教

中心主任黃正杰、紐約州眾議員金兌錫、紐約州參議員民主黨提名人劉醇逸、台灣會館理事

長方秀蓉、莊振輝等貴賓。 

 台下有各式台灣小吃還有多種有趣好玩的活動，例如：香腸、豬血糕、蚵仔麵線、珍

奶、粿仔製作、套圈圈、身體彩繪等。台上的演出也不遑多讓，除了有年輕搖滾樂團的演出，

還有多達 100 多位小朋友參加的萬聖節服裝大賽。獲得萬聖節服裝大賽的小朋友分別有吸血

鬼皇后裝扮的魏 Nicole，打扮成星際戰警搭配發光武器的曾霆威，以及引起現場觀眾直呼可

愛的寶寶組由李翌琦與其 14 個月大的女兒 Brooklyn 裝扮成為參加比賽打扮成動畫片「魔女

宅急便」中的琪琪與黑貓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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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7     「喂台灣」慈善音樂會 

圖一 同鄉會會長吳丞竣、台灣商會江明信、僑務促進委員   

         江俊霖、李孟璇、許伯丞以及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 

圖二 當天現場參與活動的民眾  

台灣會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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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許伯丞(左一)、紐約台灣商會會長江明信(左五)、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右五)、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黃正杰 (右三)等人與貴賓參與捐款儀式。 

圖五 李翌琦與女兒 Brooklyn 打扮成「魔女宅急便」 圖四 萬聖節服裝大賽 

圖六 魏 Nicole 裝扮成吸血鬼皇后 圖七 曾霆威打扮成星際戰警搭配發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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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歲華裔企業家暨作者楊安澤(Andrew Yang) ，於台灣會館舉辦政見交流會，讓法拉

盛地區的民眾互相交流，了解他參選總統的原因以及政見等。楊安澤為首位華裔競選 2020

年民主黨籍總統參選人，他認為亞裔需要勇敢的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展示自己，讓更

多人了解我們。 

 楊安澤的政見為「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s)，每月向每名成年人發放 1000 元，

來緩解現今多數民眾薪資偏低的經濟壓力，並因應未來的人工智能機器，取代更多人民工作

所造成的另一波工業大革命。「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將民眾的目標與價值為前提的經濟，投資

到民眾身上，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的經濟體系。」 楊安澤的雙親均是來自台灣到美國的移民 ，

亞裔第二代出來競選美國最高公職，為亞裔發聲是很難能可貴的， 值得民眾積極關注。  

台灣會館  編輯 

左至右: 連品文、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黃麗英、黃滿玉、王劭文、 

楊安澤、蔡宜芳、林映君、林秀麗、鍾艾霖、黃玉桂、蔡璧徽 

Dec 4     楊安澤法拉盛辦政見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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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9     2018 感恩募款餐會 

 紐約法拉盛台灣會館於 12 月 9 日(週日) 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募款餐會，也邀請到紐約

地鐵台灣彩繪列車的設計師江孟芝為特別來賓，分享她的設計理念和追夢路程。活動當天嘉

賓雲集，約有 250 位台灣僑胞一同共襄盛舉，本餐會為感謝長時間一直為台美社區服務和付

出的人士，也希望社區民眾們也繼續支持台灣會館，募款金額也將用於支持台灣會館舉辦更

多的活動，使其成為紐約台美人思鄉和文化交流的好地方。 

 「台灣會館成立 32 年，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讓會館渡過重重難關，讓有『天下第一館』

之稱的台灣會館永續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女士表示：「也特別感謝蘇承邦醫

師捐贈一台史坦威 B 型平台三角鋼琴，其外型高尚典雅，音色優美，今後會館可將舉辦更多

高水平的藝文活動。」此外，方理事長也為這次活動慷慨的捐贈 2 萬，以行動支持台灣會館。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儷文處長以臺語親切地致詞表示，非常開心能與台灣鄉親們一

起在紐約打拼，今年 10 月與設計師江孟芝合作，設計紐約地鐵台灣彩繪列車，讓穿梭在

Times Square 的 S 線列車換上桃紅色衣裳，讓世界認識台灣多元的文化及美麗的自然風光 

。 

 今年感恩餐會的主講者為橫掃國際大獎的設計師江孟芝，土生土長台灣屏東人，現為

旅美設計師、研究所講師與專欄作家；作品曾獲得德國紅點視覺傳達設計大獎、義大利 A’ 

國際設計大獎的資訊設計類銅獎，以及美國 Adobe 卓越設計獎等多項國際大獎的肯定 。江

孟芝介紹紐約地鐵台灣彩繪列車的設計概念，S 線列車穿梭於曼哈頓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和時報廣場(Times Square)之間，是紐約兩個最繁忙的觀光景點，她利用台灣婚宴

喜慶上都會出現的「台灣紅」來代表祝福、喜慶、吉祥之意，也在冰冷繁忙的紐約地鐵站中

出現熱情搶眼的列車。外車廂則是放上台灣當代原住民畫家優席夫的原住民圖騰與人像油

畫，呈現台灣人友善好客的形象；車廂內部以閩南、客家文化設計為主，再放上台灣各縣市

的獨有風情；車廂座椅更是打造成古早藤椅，有趣的是，藤椅上特別印上宜蘭的三星蔥，讓

人誤以為座椅上有放東西的錯覺。希望紐約乘客搭乘紐約地鐵台灣彩繪列車可以感受到台灣 

 

台灣會館編輯 

攝影： Ronald Ji        



 

 

獨有的美。  

 餐會的演出節目也非常精采，有台灣同鄉會合唱團演唱《送給你這對翅膀》、《 Can’

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點心擔》；音樂家林季靜、崔翰率及 Kristin Samadi 

帶來《打擊與鋼琴三重奏》；台灣會館理事蕭忠正獨唱《千風之歌》；歌唱家李佳玲演唱歌

劇名曲《O Mio Babbino Caro》；還有台灣會館獨有的兒童韻律操舞蹈班演出節目，以及

近期本會館新開班的擊劍課程展示。節目尾聲的摸彩活動，是每位民眾最期待的部分，感謝

許多單位熱情贊助與支持，讓摸彩獎品非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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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灣會館理事們合照 圖二 節目指導老師、志工們頒獎 

圖三 紐約州參議員史塔文斯基(右二) 為蘇承
邦醫師(左二) 和江孟芝設計師(左一) 頒發感
謝狀。 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右一)。  

圖四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成員抽中最大獎-
中華航空公司台北-紐約來回機票，此獎由
台灣會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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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徐儷文大使 

圖七 歌唱家李佳玲演唱 圖六 台灣會館創館 

         理事長陳隆豐 

圖八 台灣會館兒童韻律操舞蹈班演出 圖九 台灣會館西洋劍課展示 

圖十 音樂家林季靜、崔翰率及 Kristin Samadi    

        演出打擊與鋼琴三重奏 

圖十一 台灣同鄉會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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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Lin Joseph Kuo 
台灣會館 

老人中心 
林聰源/黃馨儀 游琇玲 蔡仁泰 

Au Realty, LLC 

Senior Citizen As-

sociation Christians 

Greater NY 

台灣會館長輩會- 

林芳枝 
林榮峰/李清澤 莊振輝 蔡明峰 

Chung Yuan Lin 
Shun Ten Tong Co 

Inc. 

北美洲台灣 

婦女會紐約分會 

交通部觀光局駐 

紐約辦事處 
許登龍 蔡宜芳 

Chunying Chen Shiow Jen G You 艾亨建 席望霓 黃文進 賴弘典/林吟珍 

Chhai C Tsai Peichen Lin 江明信 
美東台藝大校友會  

游琇玲會長 
黃玉桂 蕭忠正 

Crystal Window & 

Door Systems, Ltd. 

The Neal Group, 

LLC. 王劭文 
李光瑤 郭正昭 黃再添/楊淑卿 鍾艾霖 

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New York 
Thomas T Liao 

李銘正 Lees  

Accounting CPA  
郭靜子/張清志 黃金利/陳素蘭 蘇承邦 

Diana Y Chen Tina Chou 李賢治/林宣儀 
胡慶祥  

DIT Cleaners Inc. 
黃春英 蘇春槐 

Dr. David T.K. Chen WeiSheng Wang 鍾仁賢/周清芬 翁長茹 黃滿玉 蘇振龍 

Edwina Wong 大紐約客家會 孟淳仁 翁雅琳 黃雪鳳 戴明宜 

Engross Trading 

Inc. 

大紐約區台灣大專 

院校校友會聯合會 
周秀蘭 紐約第一銀行 鄭明珠  

Goode Realty Co. 方秀蓉 
松柏愛心會  

王玉英會長 

紐約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 
劉大明   

Helen H. Wang 方秀晴/陳燦世 
宜蘭同鄉會  

林振成會長 
陳秋貴 劉元芬   

Huimei Chang 尤瑞香 林百立 陳廷楷/王寶蓮 彭良治   

Li Pin Hu 王玉英 林旭民 陳彩雲 湘水山莊   

Jen Chin Wang 王旭昭 林希頂/林麗月 陳彰/郭惠美 
萬家香- 

Michael Wu 
  

Jing Cheong Asia 

Inc. 
王政卿 林秀麗 陳隆豐 楊彰興   

Jui Feng Hsu 
王康陸博士紀念 

基金會 
林佩縝 梁小玲 楊毓淑   

Juei-Hsiang Yu 台灣同鄉會合唱團 林烱冠 游秀貞/范增昌 
駐美投資貿易 

服務處 
  

2018 感恩募款餐會 捐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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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為 9、10 月份壽星舉行慶生會。 

12 月 12 日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為 11、12 月份壽星舉行慶生會。攝影：羅憲弘 

感謝 陳樹波先生與林映君女士 

捐贈木板打亮保養漆 5 桶 

讓台灣會館禮堂地板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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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     亞細亞合唱團報佳音 

 12 月 20 日 (週四) 傍晚亞細亞合唱團在地鐵 7 號線緬街站，舉行地鐵聖誕報佳音。亞

細亞合唱團沿襲 33 年的傳統，每年聖誕節都是風雨無阻到街頭巷尾報佳音。今年由團長林

振成與總指揮陳春蘭帶領合唱團，以電子琴伴奏，獻唱多首膾炙人口的聖誕歌曲，像是《祝

你們聖誕快樂》、《平安夜》等。當天傍晚下著大雨，正值下班的尖峰時段，人潮來來往往，

民眾聽到而熟能詳的聖誕歌曲，便駐足停下腳步欣賞。陳春蘭老師表示：「我們用歌聲將耶

穌誕生的喜樂消息，通過音樂傳播到社區各角落，讓大家在這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溫暖、喜樂、

平安。」 

攝影：黃明義 

Jan 12     王康厚賢伉儷會見紐約鄉親  

左至右: 許伯丞、廖宏亮、方惠音、王康德、方秀蓉、黃再添、王康厚、方恭子、張阿雪、 

              李正三、莊振輝、 蘇春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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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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 

(王怡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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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台灣會館于 2 月 5 日 上午 10 點 30 分 大年初一舉辦 2019 新春

團拜。此次團拜有祥獅獻瑞、發放紅包，還有臺灣道地美食。歡迎您

新年的頭一天來會館，沾沾喜氣，開個好頭討個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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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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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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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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感恩募款餐會現場貴賓雲集-台灣會館老人中心會長陳國鐘(一排左六)、紐約市議員顧雅明(一排左七)、 紐約州參議

員史塔文斯基(一排左八)、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儷文大使(一排左九)、 台灣會館理事長方秀蓉(一排左十)、 台灣

會館創館理事長陳隆豐(一排左十一)、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正杰(一排左十二)、專題演講嘉賓江孟芝設計師，以

及各位嘉賓。感謝您的蒞臨，讓餐會更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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