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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reface 

台灣人從 1950 年代開始以各種的方式來到美國。開始時最大部分是大學畢業生，因為台灣就業機會有限，又

如要進一步深造因為當時台灣的研究所還不普遍，只好往國外發展。當時的美國理工科研究所外國學生容易

申請到獎學金，因此許多大學生很熱衷申請來美國深造。美國還有一段時間醫療人員不足，積極向國外招募

醫生、護士等人才，加上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都很不樂觀，所以很多醫護人才響應這機會，紛紛來到

美國。這些留學生及醫護人員大部分都留在美國生根立業，成為美國公民，這是形成台美族群最初的兩大主

力。 

1980 年後國際社會減弱對台灣的支持及台灣本身經濟的起飛，很多台灣人依美國公民的親屬及商業投資的移

民方法來到美國，這是第三種構成台美社區的力量。 

經過 70 年的時光，台美人口有百萬以上，已經有四、五代，已形成一特殊及優秀的少數族群，台美族群的歷

史也成為美國近代移民史重要的一環。  很可惜台美人尚未把咱的歷史好好整理與保留，為了我們族群的永續

發展，保存咱的歷史已是迫切的需要，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已逐漸凋零，所以我們很希望台美人能來共同擔

負這歷史的使命。 

2013 年，有一小群台美人及公益團體決定開始保存我們 70 年來的歷史，成立台美史料中心及設立一個網站

來收集及展示我們的歷史文件及文物。我們現在的網站分很多項目；如「我們的故事」-收集個人故事、「我

們走過的路」-收集團體歷史，「台美人的著作」-收集台美人及團體出版的書籍、雜誌和文物。經過四年來

的努力及很多台美人的幫助，已收集到上萬件的歷史資料及文物，存放於台美史料中心的網站及在加州爾灣

市設立的史料中心。 

因為現在網站上收集的資料只依照收集到的時間前後次序排列，我們認為要達到更好的效果，有必要把網站

上的資料再分類整理，這也是我們要編印一套史書的動機之一。「我們走過的路」是我們要出版的第一本以

漢文為主，將來希望有英文版，內容分四個部分：1. 台美團體的簡介 2. 台美團體的活動 3. 「顧台美人」有關

的活動 4. 「顧台灣」有關的活動。 

我們設法要把所有收集到的資料放在此書內，但因爲篇幅有限及時間上的考慮，無法包括所有相關的文章，

遺漏之處，只好等待下次出版的機會。我們也儘可能聯絡作者，取得他們的同意、修改或補充文章的內容。

因爲有些文章著作時間已久遠，無法聯絡到一些作者，希望被遺漏的作者能諒解。 

在此要向這四年來所有幫忙的台美人及作者們道謝，因為有太多人的幫忙，不能一一列舉，敬請原諒。最後

要向現任及前任台美史料中心的文章委員會委員們感謝，因為有你們這幾年來的努力和支持，才有現在出版

此書的可能。 

 

台美史料中心敬啟 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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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Club / Taiwanese Association American 

No. State English Name Hajji Name Starting Status Website/Facebook 

1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AA) 全美台灣同鄉會 
1970 Active 

http://www.taa-usa.org/ 

2 AK Alaska Chapter 阿拉斯加同鄉會 1991 Stop   

3 AL 
Alabama Central 

Chapter 
阿拉巴馬中部同鄉會 

 
Stop http://www.taa-alc.org/ 

4 AL 
Huntsvill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蕃薯味同鄉會 

 
A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HuntsvilleT

AA/ 

5 AZ Arizona Chapter 亞利桑那州同鄉會 1989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 

American-Association-of-Arizona- 

1455311151348337/ 

6 CA Bakersfield  貝城台灣同鄉會 1996     

7 CA Cerritos 喜瑞都同鄉會   Stop   

8 CA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EBTA) 
北加州東灣同鄉會   Active   

9 CA 
East Los Angeles 

Chapter 
東洛杉磯同鄉會   Stop   

10 CA Laguna Woods Village LWV同鄉會 2004 Active   

11 CA Long Beach Chapter 長堤同鄉會 
 

Stop   

12 CA 
Los An geles 一 East 

San Gabriel Valley 
洛杉磯聖東同鄉會 

 
Active   

13 CA Los Angeles Chapter 洛杉磯同鄉會 
 

Stop   

14 CA 

Mid-Peninsula 

Taiwanese Association 

(MPTA) 

北加州中半島同鄉會 
 

Active   

15 CA 

Orange County 

Taiwanese Association 

(OCTA) 

柑縣同鄉會 1987 Active   

16 CA 

Sacramento Area 

Formosan Association 

(SAFA) 

沙加緬度同鄉會   Active http://www.safausa.org/ 

17 CA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SDTCA) 

聖地牙哥同鄉會 1975 Active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 

18 CA 

San Francisco 

Taiwanese Association 

(SFTA) 

舊金山同鄉會 
 

Active   

19 CA San Gabriel Chapter 聖蓋博同鄉會 
 

Active   

20 CA SC South Bay Chap 南加州南灣同鄉會 
 

    

21 CA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SVTAA) 

矽谷同鄉會 
 

Active   

22 CA 
South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北加州南灣同鄉會 1971 Active http://www.helptaiwan.org/ 

23 CA 
South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北加州東南灣同鄉會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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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TA) 

24 CA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台灣協志會（北加

州） 
1973 Active   

25 CA 

TAIWANES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AFNC) 

北加州同鄉聯合會 1973 Active http://ta fn c.org/e n/ 

26 C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洛杉磯西北區同鄉會 1990 Active http://www.tanla.org/ 

27 CA 
West Los Angeles 

Chapter 
西洛杉磯同鄉會 

 
Stop   

28 CA West Orange Chapter 西柑縣同鄉會 
 

Stop   

29 CO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同鄉會 1976 Active   

30 CT Connecticut 康州同鄉會 
 

Stop   

31 DC 
Greater Washington, 

DC 華府同鄉會 
1967 Active 

http://www.taagwc.org/ 

32 DL Delaware Chapter 德拉瓦同鄉會 
 

Active   

33 DL 
Greater Wilmington 

Formosan Club 大威明頓同鄉會   

  

34 FL 
Greater Orlando 

Chapter 大奧蘭多同鄉會  
Active 

http://orlandoformosans.blogspot.com/ 

35 FL South Florida Chapter 南佛州同鄉會 
 

Active   

36 FL   北佛羅里達同鄉會 
 

Active   

37 FL   中佛羅里達同鄉會 1986 Active   

38 FL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Tampa Bay, FL 佛州天霸市同鄉會  
Active 

  

39 GA 
Atlant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TAA) 亞特蘭大同鄉會 
 

Active 

http://ataa.us/portal111/index.php 

40 HI Hawaii Chapter 夏威夷同鄉會 2010 Active   

41 IL 
Greater Chicago 

Chapter 芝加哥同鄉會 
1954 Active 

http://taagcc.blogspot.com/ 

42 IO 
Iowa City, Iowa 

Chapter 
愛荷華同鄉會 

 
Stop 

  

43 KS Manhattan, KS Chapter 曼哈頓同鄉會       

44 KS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Kansas City 

(TAKC) 

大堪薩斯市同鄉會   Activ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kcus/ 

45 KS Wichita Chapter 威奇塔市同鄉會       

46 KY 
Kentucky-Central 

Chapter 肯德基中部同鄉會   

  

47 LA 
Baton Rouge, LA 

Chapter 巴頓魯治同鄉會  
Active 

  

48 L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ew Orleans 紐奧良同鄉會  
Activ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olataiwa n 

ese 



3 

 

49 MA 
Boston Chapter 波士頓同鄉會  

Activ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aboston 

org/ 

50 MD 
Baltimore & Columbia 

Chapter 巴爾的摩同鄉會  
Active 

  

51 MI Ann Arb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AATA) 安娜堡同鄉會  
Active 

  

52 MI Detroit Chapter 底特律同鄉會 1970 Active   

53 MI Greater Lansing 

Michigan 

密西根蘭莘地區同鄉

會 
1964 Active 

  

54 MN Minnesota Chapter 明州同鄉會 1966 Active http://www.taamn.org/ 

55 MO Greater St. Louis 聖路易同鄉會 
 

Active http://taa-stl.org/ 

56 NC 

Charlott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NC (CTAA) 

北卡夏洛特市同鄉 

會  
Active http://www.charlottetaiwan.org/ 

57 NC Northern Carolina 北卡同鄉會 
 

Active http://www.taa-nc.org/ 

58 NC Raleigh, NC Chapter 羅里同鄉會 
 

Active   

59 NJ New Jersey Chapter 紐澤西同鄉會 1973 Active http://www.taa-nj.org/ 

60 NJ 
Northern New Jersey 

Chapter 
北澤西同鄉會 

 
Active   

61 NJ South Jersey Chapter 南澤西同鄉會 
 

Stop   

62 NJ 

Windsor Area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溫莎區同鄉會 1993 Stop   

63 NV Las Vegas Chapter 拉斯維加斯同鄉會 2007 Active http://sekiong.net/taalv/index.htm 

64 NY Buffalo Chapter 
法羅（水牛城）同鄉

會 
1985     

65 NY 
Capital District, New 

York 
紐約州首府區同鄉會 1971 Active   

66 NY Central New York 紐約上州同鄉會 
 

Active http://www.cnytaiwanese.com/ 

67 NY Long Island 長島同鄉會 
 

A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

American-Association-on-Long-Island-

116874368329914/ 

68 NY New York 大紐約區同鄉會 
 

Active http://www.taany.org/ 

69 NY Syracuse Chapter 雪城同鄉會 1969 Active   

70 NY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Rochester (TAR) 
羅徹斯特同鄉會 1976 Active 

http://taiwaneserochester.wix.com/tai 

wan eserochester#! 

71 NY Westchester, NY 威徹斯特同鄉會       

72 OH Cincinnati, Ohio 辛城同鄉會 
 

Active   

73 OH Cleveland Chapter 克里夫蘭同鄉會 
 

Active   

74 OH Columbus, Ohio 哥倫布同鄉會 
 

Active   

75 OH Dayton, Ohio 戴頓同鄉會 
 

Active   

76 OK 
Oklahoma Chapter 奧克拉荷馬州同鄉會 

1968 Activ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aoklaho 

ma/ 

77 OR Portland, OR Chapter 波特蘭同鄉會 
 

Active http://tagp.org/index.html 

78 P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大費城同鄉會 
1960 Active 

http://www.taagp.org/ 

79 PA 
Pittsburgh Chapter 

匹玆堡同鄉會 
 

A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TAAPITTSB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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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80 SC South Carolina Chapter 南卡同鄉會 
 

Active   

81 TN 
East Tennessee Chapter 東田納西同鄉會  

Active 
http://web.utk.edu/~changhui/taaet200 6 

82 TN 
Knoxville, E.Tenn 

Chapter 諾克斯維爾同鄉會  
Active 

  

83 TX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奧斯汀同鄉會 1970 Active 

https://austintaiwanese.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usti

nTaiwanese/ 

84 TX Clear Lake, TX Chapter 明湖城同鄉會 1980 ???   

85 TX 
College Station, TX 

Chapter 
卡城同鄉會 

 
Active   

86 TX 
Dallas/Fort Worth 

Chapter 
達拉斯同鄉會 

 
Active http://www.taadfw.org/ 

87 TX Houston Chapter 休士頓同鄉會 1970 Active 

http://www.taahouston.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AHousto

n/ 

88 TX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同鄉會 
 

Active http://taiwanesesanantonio.org/ 

89 UT Greater Salt Lake 大鹽湖區同鄉會 
 

Active http://www.tagsl.org/ 

90 VA Richmond, VA Chapter 里奇蒙同鄉會 
 

???   

91 WA GREATER SEATTLE 大西雅圖區同鄉會 
 

Active http://www.tagseattle.org/ 

92 WI Madison 麥城同鄉會 
 

A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

Association-of-Madison-349348545134309/ 

93 WI Milwaukee Chapter 密爾沃基市同鄉會 
 

Active   

94 
 

The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 

  

 
Stop 

  

95 
 

The West Coast 

Formosan Club 

  

 
Stop 

  

96 
 

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FTA)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

會世台會） 

1974 Active 

 https://www.facebook.com/WFTA-世界

台灣同鄉會聯合會-114435838671537/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全美台灣同鄉會)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爲匯集全美各地同鄉會的力量，以謀求同鄉更大的福祉，美

東同鄉會（鄭義和）、洛杉磯同鄉會（許和瑞）與芝加哥同鄉會（林錦弘）聯名行文，

向各地方同鄉會倡議成立全美台灣同鄉會。經過所有地方同鄉會之熱烈支持，全美台灣

同鄉會於是年七月一日成立於紐約，鄭義和當選第一任會長，同時發行會刊，由范振聲任主編。 

全美會的創始分會有下列二十八個（括弧內的是會長）：Ann Arbor（吳裕昭）、Austin（吳木盛）、

Baltimore（鄭敏雄）、Binghamton（李豐明）、Boston（郭淸江）、Greater Chicago（林錦弘）、Cincinnati

（林哲也）、Cleveland（翁讀龍）、College Station（摩大林）、East Lansing（林榮長）、Ithaca（蔡武

雄）、Lincoln（李孔昭）、Los Angeles（許和瑞）、Madison（黃禮源）、Manhattan（王康陸）、New 

Heaven（陳清俊）、Greater New York（鄭義和）、Norman（吳瑞信）、Philadelphia（李儒英）、Portland

（林宗民）、Provo（陳江柳）、St. Louis（羅應聰）、Raleigh（張振盛）、Seattle（黃信一）、Storrs（徐兆

松）、Washington D.C.（陳哲仁）。 

https://austintaiwanese.org/
http://www.taa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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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一）敦睦鄕誼；（二）加強各地同鄉會的協調及合作；（三）解決同鄉之社會、經濟、文化、法

律及人權問題；（四）促進同鄉與美國人相互間的瞭解與往來；（五）增進島內外台灣人的合作。 

全美會並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正式以 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Inc.向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登記。在申請書上簽名的是：黃際鑫（Maryland），鄭義和（New York），陳隆豐（New York）

與律師蔡文雄（Washington D.C.）。登記有限期間十年。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鄭義和會長卸任，在他任內加入全美會的分會有 Minneapolis（張淑美）、Baton 

Rouge（蔡文郁）、Dallas（黃錫儀）、Lawrence（雷淇祥）、Buffalo（王俊雄）及 Rochester（吳正曉）。 

洛杉磯的許和瑞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當第二任會長，他開始以「望春風」爲會刊。（「望春風」此後一直

是全美會會刊，至停刊爲止。） 

在許和瑞任期內加入全美會的有：At-lanta（林富文）、Pittsburgh（黃東昇）、Purdue（林正義）、San 

Francisco（張正銲）、Syracuse（郭勝義）、Urbana（張倚名）、N.Y.Capital（楊肇福）、New Jersey（鄭寶

鼎）與 Athens（林心智）。 

由於沒有會長候選人，許和瑞不得不延至一九七四年的八月卅一日（正式下任是六月卅一日）才下任，繼任

會長是中西部的吳木盛。吳木盛上任不久，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在奧國首都維也納

成立，全美會是五個創始會員之一。（其他的是：巴西、日本、加拿大與全歐台灣同鄉會。） 

在吳木盛任內（七四年九月一日至七六年八月卅一日）繼續加入全美會的有：Morgantown（郭佳輝）、

Columbus（幹事張逸勢代表）、Columbia, Mo（楊文傑）、Kansas City（蔡慶壽）、Detroit（陳友珍）、

South San Francisco Bay Area（楊肇福）、Stony Brook（呂平長）、Michiana（劉文義）、Milwaukee（張玉

華）。 

由於美國國土廣闊，全美會與地方分會的連繫，變成早期經營全美會最大的困難，使全美會在實際操作上常

是事倍而功半。與台灣的連絡亦因時值「白色恐怖時期」，處處受阻，幾個重要工作計劃均被迫「胎死腹

中」。雖然如此，早期全美會仍成功地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團結旅美台灣人」的使命。 

 

Alaska Chapter (阿拉斯加同鄉會) 

阿拉斯加台灣同鄉會自 1991 年由台灣畫家李永貴等幾位熱心的鄉親基於熱愛故鄉及關懷的心情發起成立，歷

經第一、二屆會長李重明及第三屆會長王文毅熱心經營，雖然在北極只有少數的鄉親，每次聚會平均仍有 50

名左右參加。大家相聚互相關懷並參入美國社會主流或文化交流，爲國民外交並教育第二代認識故郷等和睦

相處。 

近來故鄉無論政治、經濟、社會丕變，同鄉有感大家身在海外不能只限於地域活動，應提昇層次並團結全美

國，甚至全世界的同鄉關懷故鄉，以期能有所回饋並認識台灣鄉親在海外的定位及應爲的目標，以及提高故

郷的國格。因此畫家李永貴建議本會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在 1994 年選出的新會長張仁和主持下，由全体理事會議再經大會多數表決通過自 1994 年起加入全美台灣同

鄉會，使阿拉斯加成爲全美會最北的新會員。 

 

Alabama Central Chapter (阿拉巴馬中部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Huntsvill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HTAA) ((亨茲維爾)蕃薯味台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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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hville Taiwanese Associ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on August 11, 2001. Besides our local members, there are 

Taiwanese friends from Huntsville Alabama, Miami Florida and Knoxville Tennesse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wonderful 

event. We welcome all the Taiwanese friends in great Nashville area to come and join u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bserve or join our activities, please contact Mr. Sun-Yi Lien at telephone number: … 

 

 

Arizona Chapter (亞利桑那州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Bakersfield (貝城同鄉會) 

在四十位熱心同鄉的努力、贊助下，千呼萬喚的台灣同鄉會終於 1996 年二月三日在貝城(Bakersfield)成立。

貝城同鄉會的宗旨在促進鄉親聯誼，並關懷故鄉台灣。 

 

Cerritos (喜瑞都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EBTA) (北加州東

灣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ast Los Angeles Chapter (東洛杉磯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Laguna Woods Village (LWV 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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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V 臺灣同鄉會會員是在台灣住過一段時間，而現在住在 Laguna Woods Village 的一

群人。我們雖然有不同的母語或族群的歸屬，但我們接納認同台灣是我們家鄉，是一

個自主的民主國家。 

簡短歷史：March 2004 開始聚會，當時有同鄉十戶。October 2005 訂定會章，由會員選

出理事七人，由理事推舉會長、副會長。Nov 2005 Club House7，每月第三個星期二。

Dec 2005 PCM 接納為正式登記社團之一。 

 

Long Beach Chapter (長堤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Los An geles 一 East San Gabriel Valley (洛杉磯聖

東同鄉會) 

1980年左右台灣人移民湧入洛杉磯東區，同鄉咸感有必要成立台灣同鄉會，由許永華、邱

勝宗、陳立夫、郭漢甫等經過劉富吉辛苦籌備，於 1987年秋天成立聖東台灣同鄉會，劉富

吉擔任首任會長。聖東台灣同鄉會成立以後，凝聚鄉親力量、互助合力、厚植實力，支持

台灣。 

 

Los Angeles Chapter (洛杉磯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Mid-Peninsula Taiwanese Association (MPTA) (北

加州中半島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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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County Taiwanese Associat (OCTA)(柑縣

台灣同鄉會(南加州))  

柑縣台灣同鄉會 (Orange County Taiwanese Association, 簡稱 OCTA)位於南加州，她是

一個來自台灣，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及悍衞台灣,定居在柑縣的鄉親們以服務鄉親、

增進情誼，維護台灣人權福祉與提升台美人的地位及權益所組成的社團，她是一個讓

鄉親分享經驗、互訴心路歷程、彼此溝通的優質平台。 柑縣台灣同鄉會成立於 1987

年，在這二十八年來我們凝聚了一群滿懷熱情的鄉親和不棄不捨的志工理事們努力的

經營,進行推廣文化,教育及社團多方面的服務同時也舉辦了很多有意義的活動，我們參與了桃園、爾灣姊妹市

的締結，也為了鼓勵海外第二代青年們設立的獎學金制度,我們又參與爾灣市主流社會的大型活動～地球村～

在每年的九月下旬舉辦、根據統計約有兩萬人潮在當天進出、逢年過節我們也舉辦台灣民俗的一些活動,如元

宵猜燈謎、端午包粽子、中秋賞明月等～讓鄉親們有機會能在一起懷舊敘情，我們也有健行、旅遊的陽光活

動,當然我們也邀請專業人士舉辦健康醫學講座,政治關懷與評論,交換意見.我們也成立了 “金桔仔會”至今也有

十二年了，讓我們黃金鑽石歲月的長青長輩們，享有特別的歡樂時光, 我們共同緊繫海外的鄉親遊子，心聯心

的讓我們的文化和精神能在海外傳承，這也是我們每一位共有的義務,如今本會已有二百多家庭會員參與,也就

是已超過四百位鄉親屬於我們這個社團～柑縣台灣同鄉會. 柑縣台灣同鄉會歡迎您，一起來分享生活經驗及酸

甜苦辣,歡迎您一起來關心故鄉舊事，探討人生真惕,評論政治理念,歡迎您一起來回味共有的往事舊夢，歡迎

您一起來聆聽台灣動人的歌謠、品嘗台灣阿嬤的菜香、圍爐敘舊，你我兄弟姊妹海外一家人. 

 

Sacramento Area Formosan Association (SAFA) 

(沙加緬度地區台灣同鄉會) 
                                   No informat i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本會全名為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簡稱 TANLA，位於洛

杉磯西北部而得名包括 405 高速公路以西, 沿 101 高速公路一直到萬縣(Ventura County)。於 1989 年 9 月 9 日

假聖谷福音教會中秋晚會成立臨時理事會。1990 年同鄉會正式成立，選出理事七人及首任會長李豐明，至今

﹝2010 年﹞屆滿二十週年。二十年來，經歷屆會長及理事們的接棒努力經營，倍受同鄉的肯定與支持，使本

會不斷成長。 

本會信守會章的宗旨與立場，服務鄉親，會員人數也由創會初期的百餘人，增至今日的近五百人。每年舉辦

三次的大型活動﹝春節年會、端午野餐、和中秋晚會﹞和發行通訊錄已成慣例，另有春秋兩季旅遊，不定期

的生活座談會和卡啦 OK，亦甚受同鄉喜愛。每年五月的台灣傳統週活動，舉辦台灣文物展，把台灣的地理

位置圖、風景照、文化書籍以及古物器皿等等，展示在當地美國公立圖書館，把母親台灣介紹給美國的普羅

大眾。本會多年來已成為洛杉磯區同鄉會中規模最大，最有活力，制度最健全的同鄉會。本會人才濟濟，會

員輪替當理事，認同關懷台灣，聯絡同鄉感情，不爭名利，團結合作是本會最大特色。許多會員更活躍於南

加州各大社團，爭取台美人在當地的地位和權益，以及推展台灣的政治，文化，外交做出貢獻。健全的工作

團隊，熱誠的服務精神，鄉親的積極參與，是我們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得以繼續發展的三大基本原動

力。 



9 

 

本會同鄉愛台表現，以 1999 年九二一地震，賑災募得三萬多美元，桃芝風災捐款萬餘，及 2009 年八八水災

(莫拉克颱風﹞，為災民發起賑災捐款，鄉親們積極參與共募得近三萬六千美元，發揮愛鄉護土、人飢己飢的

同胞情懷，最具代表性。1994 年 1 月 17 日北嶺﹝Northridge﹞的大地震，不少同鄉的住宅受到嚴重的損壞。

本會積極協助同鄉爭取台灣政府撥款 30 萬美元慰問金的補助，盡一些力量幫助受災害的同鄉得到較公平的補

助款。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SDTCA) 

(聖地牙哥同鄉會) 

創始於 1975 年，屬於非營利社團。同鄉會主要成員為臺灣學生，移民，及臺美人。同鄉會成立的宗

旨在提昇同鄉福利，增進瞭解及提倡臺灣文化、藝術、音樂、 文學、歷史與語言。同鄉會之行政由

五至九位理事負責擔任，任期兩年，會長與副會長由理事中推選，任期一年。理事候選人由會員推

荐，票選。同鄉會之主要財源 為每戶每年三十元的會員會費，以及「鄉訊」中刊載之廣告費。主要

支出則為「鄉訊」之印刷和郵寄費 (請參見同鄉會在「鄉訊」中之帳目收支報告)。同鄉會目前向臺

灣中心借用一辦公室作為會址，每年舉辦三項主要活動：春節聯歡晚會，五月臺灣文化傳統週園遊 

會，和中秋晚會；同鄉會也常與其他社團合作舉辦各種演講或活動，幾乎所有同鄉會活動都在中心

舉行。「鄉訊」是由一群熱心同鄉所編輯的月刊，為一扮演同鄉們 交流信息的重要刊物；「鄉訊」

中的文章和報導，也常被北美臺美人報紙引用轉載。 

San Francisco Taiwanese Association (SFTA) (舊金

山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San Gabriel Chapter(聖蓋博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SC South Bay Chapter(南加州南灣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SVTAA) (矽谷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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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nformation 

 

South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北加州南灣同鄉

會) 

北加州南灣台灣同鄉會成立於 1971 年﹐主要幅員地域位處於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舊金山彎區的南端﹐即美國

電腦心臟地帶 矽谷的聖塔克拉縣。北加州南灣台灣同鄉會現有 300 多個家庭﹐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組成。專

業方面的人才濟濟﹐包括機體電路﹑半導體領域﹑電腦網路和工商經政等方面。 

 

South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SEBTA) 

(北加州東南灣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N.California) 

(台灣協志會 (北加州))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這一天，在四十三位台灣同鄉熱烈的掌聲和虔誠的祝福中，獨立自主的新台灣人社團

一「台灣協志會」在舊金山南灣正式成立了。 

成立當天，召開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通過組織章程，隨後會員推舉黃仲義、陳都、石清正、莊東榮、何

文 亮、郭清江、陳宏明等七人為第一屆董事會董事。再由董事互相推選正副會長，選舉結果創會會長由黃仲

義敎授膺任，副會長由陳都博士出任。新任董事們和聘請的總幹事曾照雄及各組負責人即遵循章程宗旨，針

對會員的共同需要，協心協力，志堅志誠推展各項會務，建立了本會長遠堅實的基礎。 

「台灣協志會」英文全銜定為: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簡稱為 TAI（台）。從這個匠心獨具的英文

簡稱，能夠心知肚明，「台灣協志會」絕不數典忘祖，對母國懷有情牽義連的關愛。 

 

TAIWANES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AFNC) (北加州同

鄉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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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AFNC was founded in 1973 with the mission to promot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a spirit of peace and harmony, our organization hopes to establish an 

informed and involved Taiwanese community that interacts and co-exists with other diverse 

groups in California. We strive to be model citizens and contribute to the “Melting Pot” of this 

great country so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be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TAFNC consists of eight major Nor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EBTA), 

South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SEBTA), 

Mid-Peninsula Taiwanese Association (MPTA), 

San Francisco Taiwanese Association (SFTA), 

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TAI),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 Cal. Chapter (NATWA, N. Cal)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STANC),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SVTAA). 

TAFNC has close ties to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such as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 (NATEA),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Taiwanese American Center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San Francisco Bay Area, Northern California School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s of Taiwan (NCSALT),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AITA-SV), Taiwan Forum of North America,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and Taiwanese Collegiate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CAA-NC). 

The Purpose of TAFNC is to: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ng function for the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ctively provide help 

to their members, 

To help elevate the status of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strive for their entitled benefits in the U.S., and 

To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enhance the inter-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and contribute to 

American society. 

TAFNC Annual Events includes: 

Lunar New Year’s Celebration. 

228 Memorial Service – Commemorating the 228 Incident (February 28, 1947) the worst massacre in Taiwan history. 

Taiwanese Heritage Week including the Taiwanese Cultural Festival, a public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for Taiwanese American Youth Leadership (TAYL). 

Veteran’s Day Parade. 

July 4th Parade. 

Prof. Chen Wen-Chen’s Memorial Fundation Tennis Tournament.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 

Seminars to discuss everyday issues on health, education, and finances.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clubs. 

Fundraising for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lief such as the Taiwan 9/21 Earthquake, major typhoons, the 9/11 attack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Hurricane Katrina. 

Local community service including food bank drives and volunteering for var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KTEH/KQED. 

Supporting need-based scholarships.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aiwan.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簡介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創立於 1973 年，本會成立的宗旨為： 

加強北加州台美人的聯繫，並對鄉親提供必要的服務。 

宣揚故鄉 / 台灣文化，以促進台美文化之交流。 

提昇台美人在主流社會的知名度，以加強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力。 

本會每年定期舉辦的大型活動有： 

台灣傳統週 – 台灣文化節、促進台美的文化交流。 

春節聯歡晚會 – 聯絡鄉友之間的感情。 本會已主辦或協辦的多種活動包括 : 

座談會 – 如醫學講座，教育講座 ，政治演講等，以充實會員的生活品質 

賑災募款活動：為台灣九二八及颱風受災區重建，美國九一一事件救援遇難家屬，及國際社會重大災難等舉

辦救濟募款工作。 

加入主流社會舉辦的公益活動、如食物捐贈、流浪漢照顧、為防癌協會及慈善機構當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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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低收入家庭學生獎學金，來回饋社會。 

台裔青少年的才能培訓，積極為國家儲備人才。 

為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舉行各種遊行，演講活動。 

TAFNC 共有八個團體會員： 

東灣台灣同鄉會、東南灣台灣同鄉會、舊金山台灣同鄉會、中半島台灣同鄉會、台灣協志會、 北美州台灣婦

女會北加分會、 北加州台灣長輩會、矽谷台灣同鄉會。 

— 各團體會長為當然理事，由理事會推薦並選出聯合會的正副會長。 

本會的其他協助會員: 

FAPA 北加分會、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分會、北加台灣客家會、 台灣教授協會北加分會、民進黨矽谷支

黨部等。 

TAFNC 期望能以『團隊、和諧、快樂』的精神，在美國的土地上建立一 個祥和美好的社區，協助建設穩定

的美國社會，努力促進台美文化的雙向交流， 並與主流社會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使我們的後代子孫都成為

驕傲的台美人。 

http://tafnc.org/en/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洛杉磯西北區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West Los Angeles Chapter(西洛杉磯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West Orange Chapter (西柑縣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Colorado (科羅拉多州同鄉會) 
緣起於 1976 年，由吳錫圭教授摧生下成立；經歷多仼會長的辛勤耕耘，在丹佛市逐漸茁壯。 

 

Connecticut (康州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http://tafnc.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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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Washington, DC (華府同鄉會) 
1967 年，巴爾地摩與首都華盛頓地區台灣同鄉會創立，首屆會長為巴城的陳淮崇 Norman Chen，第二屆 1968

年會長為華府的楊基焜 Kenneth C. Yang。到了 1969 年舉辦年會前，巴城與華府兩地決定分開辦活動，從此

各自獨立，華府在那年年會中選出首屆會長王穎裕 Frederic Wang。根據楊基焜會長回憶，1969 年正月的年會

在馬州銀泉市 Randolph Road 附近一所教堂舉行，請到中餐館蔡師傅準備豐盛的餐點，還邀請台灣女婿 CBS

電視台主播 Bob Dalton(蔡富美夫婿)主持節目，當時共有 150 多人參加，其中有許多年輕家庭。楊會長並特別

請攝影師到場拍攝團體照，留下這張非常珍貴的歷史照片，也成為華府台灣同鄉會 1969 年創會史料。 

 

Delaware Chapter (德拉瓦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Wilmington Formosan Club (大威明頓同

鄉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Orlando Chapter (大奧蘭多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South Florida Chapter (南佛州同鄉會分會) 
No information 

 

(北佛羅里達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中佛羅里達同鄉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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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Tampa Bay(佛州天

霸市台灣同鄉會) 

宗旨: 1、 促進鄉誼，互助合作，並維護在美台灣人之福利。2、宣揚台灣文化並促進台美文化交流。3、關心

並促進台灣之民主、自由與人權。 

 

 

Atlant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TAA) 

(亞特蘭大同鄉會) 
ATAA is to foster cultural awareness, community service, and to develop social networks among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the greater Atlanta area. 

 

          Hawaii Chapter(夏威夷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awaii Chapter was founded in 2010.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awaii Chapter specializes in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 Nec.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awaii Chapter has 2 employees and estimated revenues 

of $110,000.00. 

 

Greater Chicago Chapter(芝加哥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Iowa City, Iowa Chapter (愛荷華同鄉會分會) 
No information 

 

Manhattan, KS Chapter (曼哈頓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Kansas 

City (TAKC) (大堪薩斯市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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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促進同鄉間之友誼，互助合作，以謀求同鄉之福利，促進臺美文化交流之非政治團體 

 

Wichita Chapter (威奇塔市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Kentucky-Central Chapter (肯德基中部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Baton Rouge, LA Chapter (巴頓魯治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ew Orleans (紐奧良同

鄉會)  
No information 

 

             Boston Chapter (波士頓同鄉會) 
陳文雄、蕭欣義和何汝諧於 1965 年共同招集波士頓地區的台灣留學生、教授及就業人士

成立 Formosa Club，提供大家一交誼的機會，選出連華圻擔任第一任會長，下列是從

1965 到 2017 的歷任會長及幹事名單。 

 

Baltimore & Columbia Chapter (巴爾的摩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Ann Arb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AATA) (安娜堡

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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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roit Chapter (底特律同鄉會) 
底特律台灣同鄉會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成立。由於底特律市區的偉恩州立大學及底特律大學兩校的台灣留學

生較少，因此同鄉會員以就業同鄉為主。而就業同鄉也很保守。所以，創立之初，同鄉會的正式活動的推動

較為困難。不過，在七十年代末期，此地同鄉政治水平有顯著提高，有錢出錢者不少。底特律兩所大學的台

灣學生也活耀起來。連帶的，同鄉會的活動也漸生動活潑。同鄉會於一九八三年制定會章，設理事會及幹事

會。實施兩年後，於一九八五年修改，只設理事會。在這幾年中，隨著第二代的成長，在同鄉會的支持下，

本地有青少年弦樂團的成立。一九八四年同鄉會與教授會合辦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這是底特律地區台灣人

首次舉辦的大規模活動。 

 

Greater Lansing Michigan (密西根蘭莘地區同鄉

會)  
1964 年,密西根州立大學電機系新聘任的陳坤木教授夫婦來到蘭莘城,當初約有十多位台灣來的研究生,台灣鄉

情開始有了依歸。陳教授夫婦的真誠與付出,帶給這一群異鄕遊子無限的溫情。陳家總是週末聚會的好地方,很

多美好回憶也都在那兒昇起⋯。這就是蘭莘台灣同鄉會的緣起。這五十年來，延續著陳教授夫婦當初的那份

深深的關切,滋潤也茁壯著我們今日同鄉會組織。 

 

Minnesota Chapter (明州同鄉會) 
It is difficult to pinpoint exactly when the Taiwanese first arrived in the State of Minnesota. In 1960, about 32 students 

from Taiwan were studying in the Twin Cities. The Formosan American Club of Minnesota was founded six years 

later. With 114 members, it became the predecessor of the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innesota Chapter. 

The Taiwanese Found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in 1966. Since then,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has grown from about 

100 people some 35 years ago to several hundred people today. 

 

Greater St. Louis (聖路易同鄉會) 

TAA-STL is organized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s, more specifically 

1. to preserv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to advance the interest i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America, cultivating fellowship and harmony between and among the 

citizenry of the community. 

2. to thus further maintain its purpose and thereby attain its objective, TAA-STL shall at all times predicate its 

policies upon established principles that enrich human personality and group association through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ed activities and through policies that conduct forums, panels, lectures or other similar 

programs for the entire community in general and for all segments of Taiwanese and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3. to firmly establish TAA-STL as an American institution adhered to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welfare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Taiwanese heritage, TAA-STL shall as its further purpose and objective be 

perpetually committed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individual’s communal obligation, the advocacy of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and the protection, maintenance and retention of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ts creed 

and its philosophy; and be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human and civil rights secured by law; and to the 

elimination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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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NC 

(CTAA) (北卡夏洛特市同鄉會) 
The CTAA is a a non-profit (status pending) group supported by Charlotte’s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members and local business partners to preserve and celebrate the Taiwa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Northern Carolina (北卡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Raleigh, NC Chapter (羅里同鄉會)  

 

New Jersey Chapter (紐澤西同鄉會) 

TAA-NJ is a congreg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residing in the Central Jersey and the vicinity. The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73, and is a non-profit, non-partisan, and non-sectarian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Northern New Jersey Chapter (北澤西同鄉會) 

         TAA-NNJ was established in 1981. The first  president is Dr. Maurice Hsu (許盛男醫

師) Its current bylaws was adop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2005; in that same year TAA-

NNJ was certified as a 501(c)(3) 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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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Jersey Chapter (南澤西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Windsor Area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溫莎區同鄉會) 

西溫莎市, 一個人口约 27,000 人, 擁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小城鎮, 位於紐澤西州中部的普

林斯頓附近, 在纽约市和費城之間.  該市公立中小學,  被評為紐澤西州最佳學府之

一.  市政府在 1990 年代初期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國際文化節展覽會, 以促進公民對多元

文化的認同和喜愛. 

由於校區好, 交通方便, 又離求職較易的美東兩個大城市不遠,  許多台籍美國人(簡稱

台美人), 包括本人的家庭, 自 1980 年代以來,  逐漸定居在西溫莎和普林斯頓地區.  作

為社區的成員, 我們很想提升我們的能見度,  並和鄰居和平相處, 彼此尊重.  為了促進咱台美人之間的友誼, 加

强我們在美國地方上顯示我們的身份和文化,  在没有任何適當的正式社團名稱下, 我們僅用  ”一 群 溫莎區台

美人” 自稱的名義, 参加了 1990 年代初期的各種地方上社區活動. 

雖然開始两年我們都能参與社區活動, 但因為我們没有代表任何正式组織, 所以過程中, 曾經遭遇到了一些困

擾.  參與以往活動的鄉親中, 有些 人意識到,  為便於今後參與社區活動, 實在有必要成立一個代表西溫莎和普

林斯頓地區台美人的地區性小社團.   數位熱心同鄉, 經過幾次開會熱烈討論後, 達成共識,  決定要籌組一個地

方性非營利组織.  於是他們開始徵求組織標誌設計, 並從數件設計徵稿中,  選出一件代表性的標誌 (見圖 1 ), 草

擬組織章程, 選舉理事會理事和會長後,  終於在 1993 年 5 月 1 日, “溫莎區台美協會(WATAA)” 正式成立, 當時

共有 66 名 初期會員.  隨後在 5 月 30 日, 發佈了第一期的“WATAA 通訊”. 

1994 年 1 月 17 日, 我們向美國國稅局呈遞申請書,  請求登記 WATAA 為非營利社團.   經過數次修改組織章程

和長達將近一年的審核後,  國税局終於 1994 年 11 月 28 日批准 WATAA 為税收細則 501 (c）(3)中描述的免税

社團.  國税局的這項批准, 讓 WATAA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因為它有助於我們向會員和本地區台美工商界人士

募款, 增進資源, 讓我們更易於推動各項計劃和活動. 

依據前述組織章程和國税局 501（c）(3）細則的規定, WATAA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 繼續展開參與社區各項活

動.  消息逐漸傳開後, 越來越多居住在西溫莎和附近地區的台美人, 紛紛加入 WATAA.  幾年內, 會員增至高達

將近 170 人.  在會員的大力支持和各屆理事會和會長的共同合作努力下, WATAA 過去順利完成了下列各項地

區性活動: 

参加西溫莎市國際文化節展覽會, 提供和銷售台灣各項美食跟飲料，表演鄉土舞蹈，提供台灣旅遊觀光相關資

料,  展示手工藝作品, 示範抽籤卜卦 (台灣民俗之一) 等等. 

部分會員加入園丁志工團隊,  定期幫忙維護市政府辦公室地區環境 和清除野花雜草. 

每年夏天與 “台美公民協會- 紐澤西分會”合辦紐澤西青少年壘球賽, 每年均有數個由紐澤西州, 纽约州, 和賓

州,  球員多半是第二代台美人組成的球隊, 前來参加盛會. 

於 1992 年 舉辦西溫莎市市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為候選人提供平台, 介紹他們在各項社區問題上的立場, 讓台

美人選民進一步了解社區事務和投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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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辦, 或與 “普林斯頓大學台灣學生會”合辦聖誕節晚會, 除會員與家屬同樂外並邀請社區政要為貴賓, 分

享樂趣 和交流. 

每年夏天舉辦野餐, 並邀請專業人士講解有關遺產規劃, 營養與健康, 人壽保險等等切身問題. 

不定期舉辦研討會, 邀請附近警察, 中小學校校長, 和主流媒體記者前來講解有關治安, 種族和諧, 學校教學概

況,  和記者生涯之苦樂. 

設立獎學金, 經本會評審小組甄選結果, 每年頒與數名本地和附近數所高中, 品學兼優學生(見圖 2）. 

在 “台灣團隊” 橫條標誌下, 参加一年一度在紐澤西中部舉辦的 “ 防癌募款大遊行”(見圖 3）. 

舉辦數次以台灣音樂和民謠為主的免費音樂會. 

其他. 

如上所示, WATAA 成立以後的十幾年中, 實現了許多目標.  然而,  作為一個小型的地區性非營利組織, 我們在

後來幾年, 發現願當志工, 擔任理事的會員越來越少.  每屆理事會期滿前, 招募新人接棒時, 困難重重.  為了解决

這個問題, WATAA 在 2010 年 7 月 16 日召開了會員大會, 商討此事, 會中並勉強選出了五位新理事.  鑒於理事

會成員選舉的困境, 會中有人提議不如終止 WATAA 的運作.  因此在同年 10 月 9 日召開了後續會員大會,   討

論和決定 WATAA 的未來.  該次會議, 會員出席相當多, 發言非常踴躍, 經過激烈爭論後投票結果, 多數票决定

终止本組織,  而本會剩餘的資金, 將酌情捐與其他非營利組織.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 WATAA 逐漸縮減活動.  新

任的理事會於 2014 年初, 向紐澤西州 和聯邦政府相關單位, 辦理註銷手續.  可惜,  經過 21 年的歲月和多年的

順利運作,  WATAA 終於在 2014 年 10 月正式解散, 畫下句點. 

 

Las Vegas Chapter (拉斯維加斯同鄉會) 

維加斯台灣同鄉會於 2007 年 6 月初成立，同年即出刊鄉訊作為會員間溝通的橋樑,同鄉會以

服務台灣鄉親，連絡台灣同鄉感情，協助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同時關懷台灣的前途及國

際地位。 

 

Buffalo Chapter (法羅（水牛城）同鄉會) 

法羅(水牛城)台灣同鄉會 1985 年成立 

 

Capital District, New York (紐約州首府區同鄉會) 

Established since 1971,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TAA) of Capital District, New York, is a non-politi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ts purposes are to foster, encourage, and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its people,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economy, gover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friendship among its memb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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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A person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may apply for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1. Born in Taiwan; 

2. Grew up in Taiwan and will recognize Taiwan as his (or her) first or second homeland; 

3. Ever stayed, studied, or worked in Taiwan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being friendly to Taiwanese people; 

4. Having an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of the Taiwanese ethnic culture. 

All dependents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re automatically recognized as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by the 

Association or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Adopted by the TAA Board of Directors on January 6, 1984) 

紐約州首府區台灣同鄉會之目的與會員資格說明 

紐約州首府區台灣同鄕會是一個非政治的社團.它的宗旨是為了加強，鼓勵，和促進對台灣的 住民，歷史，文

化，社會，經濟，政府,和自然環境的了解;促進會員間的友誼和同鄉會與其它 社團間的互相溝通.合於以下任

何條件的人都有資格申請為台灣同鄉會的會員： 

1. 在台灣出生長大的； – 

2. 在台灣長大而且認台灣為他(她)的第一或第二故鄉； 

3. 在台灣短期居留，念書，或做事,對台灣人表示親善； 

4. 愛慕和尊重台灣的風格文化. 

凡是同鄉會員的家屬，都是同鄉會的當然成員.如經會員或家屬的邀請，非會員也受歡迎參 加同鄉會和其他關

係團體所舉辦的各種活動. 

(1984年 1月 6日台灣同鄉會埋事會通過) 

 

        Central New York (紐約上州同鄉會)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is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whose 

mission is to build stronger US-Taiwan connection in the Central New York region.  We seek to 

raise awar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Central New York, promote Taiwanese 

businesses, and provide a place for all friend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build stronger 

relationships. 

 

Long Island (長島同鄉會)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Long Island, Inc. (TAALI)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d in 2006. 

TAALI’s mission is to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and citizenry harmony. Organization of TAALI consis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l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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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大紐約區同鄉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i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the Greater New York area. Our mission is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amongst and protect the welfare of Taiwanese Americans; to promote and further an 

appreciation of the culture and ethnic heritages of Taiwan; and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yracuse Chapter (雪城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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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Rochester (TAR) (羅徹

斯特同鄉會) 

The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Rochester (TAR) was established in 1976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the Greater Rochester area, with Dr. James Tzeng as its first president. The Association provides service to its 

members and promotes Taiwanese cult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Greater Rochester Area. In addition to 

scheduled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on major American and Taiwanese holidays, TAR and its subgroups, the 

Evergreen Club and the Taiwanese Choral Society, also offer periodic entertaining and social gatherings. TAR was 

incorporated under Section 402 of the U.S.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Law in 2001. We sincerely invite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Taiwanese culture to join us. 

羅徹斯特台灣同鄕會成立於 1976 年，由曾章先生擔任第一任會長。 2001 年本會正式變更為美國非營利公益

法人(Not-For-Profit Corporation)。同鄕會的宗旨在於提倡台灣文化，服務同鄕。三十多年來本會舉辦過無數

次聯誼和慶祝活動，並聯繫台灣文藝團體在羅徹斯特演出。本會附屬的常青會和愛鄕合唱團也經常舉辦社交

和文宣活動。歡迎對台灣認同的朋友參加本會。 

 

Westchester, NY (威徹斯特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Cincinnati, Ohio (辛城同鄉會) 

辛城台灣同鄉會於 1990 年 10 月 27 日於 8502 Market Place Lane 舉行辛城台灣同鄉會會館開幕典禮，此一會

館內設有台灣文化圖書館，此會館系同鄉鄭信傳魏妙圭夫婦捐獻租借，由同鄉會會館基金會籌募基金，與熱

心同鄉協力合作而成。 

 

Cleveland Chapter (克里夫蘭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Columbus, Ohio (哥倫布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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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nformation 

 

Dayton, Ohio (戴頓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Oklahoma Chapter (奧克拉荷馬州同鄉會) 

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是世界台灣同鄉會, 全美台灣同鄉會的一個分會. 

奧城最早有台灣人定居大概是在 1965 年時, 當時有為數甚少的留學生就讀於奧克拉荷馬大學, 之後才有較多的

台灣人在奧克拉荷馬成家立業. 1968 年正式名為「全美台灣同鄉會奧克拉荷馬分會」. 目前同鄉會擁有會員近

40 戶, 約 130 人. 

 

    Portland, OR Chapter (波特蘭同鄉會) 

波特蘭是美國西北區俄勒岡州的第一大城市，台灣人居住在這的人數與美國西岸的幾個

大城相比相對得較少。然而近幾年觀察到搬到波特蘭的台灣人越來越多，來參加活動的

人增加了不少，同鄉會今年的新年餐會就有快兩百人參加。也許是鄰近城市房價高漲，

就業機會增加，來波特蘭成家立業或是過退休生活的台灣人也逐年增加，讓同鄉的活動

都很熱鬧，場面很盛大。 

然而在張長喜前會長的敘述中，他當年 1974 年搬到波特蘭時根本沒有幾位台灣人，只有中華會館有華人的活

動，但是參加的人都是廣東人，沒有其他台灣或是講台灣話的社團。於是 1970 年前期幾位來波特蘭創業的台

灣人，思念台灣家鄉味，打算成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社團。考量當時台灣仍為戒嚴時期，雖然人在美國，如

果加入台灣同鄉會，立刻會被列入黑名單，也了解大家會不敢參加聚會活動，因此以台灣鄉友會之名成立台

灣社團。數年之後，一位波特蘭州立大學台灣教授當了鄉友會會長之後，修改了會章，讓自認為台灣之友的

人，包括中國和其他地區的人也能加入，此會大部分的會員開始以親國民黨居多。 

解嚴之後，幾次台灣事件的發生，野百合學運響起，民主意識強烈發起，居住在波特蘭的台美人再次聚在一

起，籌辦一個以關懷台灣政治為主，講台灣話的台灣社團，因此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ortland，簡稱 TAGP) 於 1992 年成立了。經過四次的會前會，同鄉們出錢出力，過程雖有遭到不

同政黨理念的台鄉多次阻擋，王福來先生與支持此會的台灣人在當時的 Holiday Inn 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創會活

動，發表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李瑤煌前會長敘述說當天約有 160 人參加，彭明敏教授也應邀參加

為此活動演講者，且有 40 多位自西雅圖的鄉親來捧場，連沒有被邀請的 TECO 也前來參加，場面很盛大榮

重。當天的簽到本上有簽名的就是第一屆會員。創會後王福來先生選為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首任會長，羅振

芳先生為副會長。然後是第 63 個加入全美同鄉會的支部，與其他州的同鄉會連上線，由其與鄰近的西雅圖同

鄉會的交流最為熱絡。同鄉會創會的理念以關懷台灣政治為主，支持台灣民主。不會跟台灣辦事處申請任何

活動經費，會員每人入會費十元，雖然第二年會員只有 40 到 50 位，大家盡力而為，舉辦募款餐會活動，以

讓社團順利經營，活動順利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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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彭明敏教授在海外時曾居住在林肯市，一個俄勒岡州的海岸小鎮，常被邀請至同鄉會的活動。他甚至是

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的榮譽會長，與理事們有積極密切的交流。1993 年當彭教授決定回台灣之前，同鄉會在

波特蘭市的湖南樓餐廳為他舉辦一場了歡送會。當年多數台美人聽聞彭教授要回台灣，大家紛紛準備一同回

台，並且與彭教授定在香港機場會面，從香港一同飛回台灣。1996 年彭教授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時，大波

特蘭同鄉會也舉辦募款餐會支持。 

同鄉會成立之後，除了提供鄉親們社交活動宣傳台灣文化之餘，也經常舉辦關懷台灣政治的活動。捍衛台灣

與台美人的尊嚴，支持台灣民主的推動。1996 年和 2000 年台灣總統大選支持民進黨候選人，同鄉會都會舉

辦餐會募款活動；1999 年接待高雄市代表團和謝長廷市長蒞臨波特蘭；2000 年低瀰五月份響應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的台美人傳統週第一次舉辦鄉音活動，宣傳台灣文化，之後每年的傳統週活動皆由同鄉會主辦。 

同鄉會的政治理念與波特蘭當地其他親中或親國民黨的社團時有摩擦。由其是與波特蘭與高雄市姐妹協會，

雖然說是與台灣高雄市當姐妹市，但委員組成以美國白人，一位親中台灣委員和廣東人為主，同鄉會對此組

成很不同意。每年六月波特蘭市玫瑰花節花車遊行，波特蘭與高雄市姐妹協會都邀請台灣嘉賓和表演團體來

參加，同鄉會也鮮少被邀請參加。 

創會後幾年，同鄉會也曾面臨會員數不足低潮期。1998 年理事會接手之後，為了提高鄉親的參與，做了問卷

調查，試圖改變同鄉會的運作，減少政治性的活動，專司於聯誼社交，以提高台灣意識，宣傳台灣文化為

主。於 2009 年由張哲豪前會長開始邀請年輕人加入同鄉會理事會。太陽花學運之後，更多年輕人開始參與同

鄉會的活動，有了年輕人的活力和創新，多次將同鄉會的活動與主流社會交流。2015 和 2016 兩年在波特蘭

市藝文中心舉辦台灣傳統週活動，人數超過 200 多人。2017 年大波特蘭同鄉會成立龍舟隊，招募 25 人首次

參加波特蘭市玫瑰花節龍舟賽活動。李學圖前會長說:為社區服務是我們的義務，如果社區需要我，我會立刻

跳進支援。至今感謝歷屆會長和理事為波特蘭台灣社區的服務，讓社區更加團結，成為朋友家人，彼此互相

扶持幫助。 

此內容記錄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由四位前大波特蘭臺灣同鄉會前會長們相聚敘述創會的事蹟，依會長任期

分別為 1994 年會長李瑤煌先生，1998 和 1999 年會長李學圖，2000 和 2001 年會長張長喜先生和 2004 年會長

翁菊枝女士。同時有 2015 年的會長蕭喬勻小姐與我現任會長邱貞雅在場一同記錄。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大費城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TAAGP) 

In the early1950s, a small number of young Taiwanese began to arrive in Philadelphia and its 

vicinity.  Most of them were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who came to pursue their graduate studi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me of them were medical professionals who came to receive 

advanced training at area hospitals.  As their number gradually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they 

sought each other out and formed close bonds and network among themselves.  Their strong sense 

of Taiwanese identity eventually led them to organize and establish the Formosan Club of Philadelphia in 1960, which 

was one of the first Formosan Club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TAAGP).  The founding president, 連華圻, w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uring the 1960s,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rapidly expanded.  Regular gatherings were held to celebrate the 

major Taiwanese and American holidays: such as Lunar New Year, Dragon Boat Festival, Mid Autumn Festival, 

Thanksgivings, Christmas, etc.  During the summer, picnics were held.  Seminars of various subjects were also 

presented.  The Taiwanese families residing in the neighboring states of Delaware and South Jersey were also invited 

to join.  Initially, most meetings and social events were held at the Tabernacle Presbyterian Church at 37th and 

Chestnut streets ne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y the early 1970s, however, the meeting place had to be moved to 

Houston Hall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o accommodate more than 400 participants at every gathe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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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participants continued to grow until the Formosan Club of Delaware and the Formosan Club of South 

Jerse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mid 1970s. 

In 1971, Taiwan lost its United Nations’ membership.  Many members, who had recently completed their graduate 

studies,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ecarious situation of their beloved homeland.  It was at the time when 

folks back home were living under one-party political system and martial law.  They had to think about their uncertain 

future, if they were to return to Taiwan.  Many of them were already attracted to the plentiful job opportunities and 

democratic lifestyle in the US.  In the end, the great majority cho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area or elsewhere in the 

US.  Once settled, this first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strived to contribute, i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fields, 

to the “Melting Pot” of this great nation. 

During late 1990s and thereafter, due to changes in the US job market and the immigration law,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TAAGP membership gradually shifted.  The number of new graduate students came from Taiwan declined.  Today, 

the TAAGP members are consisted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their descendants and newer 

Taiwanese immigrants, many of them pursuing primarily business interests. 

1950 年代初，己有少數年輕的台灣人開始來到費城及其附近地區。 他們大部分是剛從大學畢業，前來大學研

究院深造的留學生。 其中有些是醫生前來這地區的醫院追求高級專科訓練。  隨著人數逐漸增多，他們之間

互相尋找連絡，形成了密切的聯絡網。 由於他們強烈的台灣意識和認同、導致他們於 1960 年組織並建立了

費城台灣同郷會 (Formosan Club of Philadelphia)。這是美國最早台灣同郷會之一，也是全美台灣同郷會，大費

城分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TAAGP）的前身。 創會會長連華圻是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生。 

1960 年代、 同郷會的會員繼續增加。 定期舉行的集會 , 慶祝臺灣和美國主要節日 : 例如、農曆新年、端午

節、中秋節、感恩節、聖誕節等。夏季則舉行了野餐。  同郷會也舉行了各種議題的研討會。 居住在德拉瓦

州和南澤西州的臺灣家庭也應邀參加。  最初 , 所有的聚會都在賓州大學附近的 Tabernacle 長老教會舉行 。然

而、1970 年初、集會場所必須搬到可容納超過 400 名以上與會者的賓州大學休斯頓廳、以應付與會人數的繼

續增加。直到南澤西同郷會及德拉瓦同郷會在 70 年代中期各自成立、問題才解決。 

在 1971 年，臺灣失去了聯合國的會員席。 很多己經完成了學位的留學生，都深表關心他們所熱愛的故郷岌

岌可危的局勢。那時臺灣本土的鄉親都生活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戒嚴下。如果要回臺灣，他們必須考慮

自己不確定的未來。很多人都已經被美國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民主生活吸引了。歸根結底，絕大部分選擇在美

國歸化定居下來。一旦定居下來，這第一代臺美人都努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對這個多種族國家 “Melting Pot” 

作最大貢獻。 

1970 和 1980 年代是台灣的留學潮時代，同時來自台灣的大批新移民也湧進美國。然而，1990 年代後，由於

美國就業市場和移民法的改變，同郷會會員的結構逐漸變化。來自臺灣的留學生逐漸減少。現在同郷會的成

員均由第一代留學生“臺美人”、他們的後裔和較新的臺灣移民所構成。 

 

Pittsburgh Chapter (匹玆堡同鄉會) 

匹茲堡台灣同鄉會在 1969 年成立，一路運作下來，已近半世紀了。 

台灣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美國有一波士頓二費城 三匹茲堡；台北有三條河滙合成淡水

河，匹茲堡號稱三河之城；匹茲堡類似十九世紀台北的艋舺，都是內河航運的重鎮。

1758 年英國 Forbes 將軍趕走了在三河之地的法國人勢力，將法國 Fort Duquesne 改建成

Fort Pitt，是城市 Pittsburgh ( 匹茲堡 ) 命名 的由來。 

從 1770 年代開始，移民潮駕敝蓬馬車 (Conestoga Wagon) ，從美國東部翻過阿里藝尼山脈，來到造船中心的

匹茲堡，沿著歐海沃河往西部開拓，匹茲堡成為往西部的大門。路易與克拉克的美國西部山川大堪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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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路易先在匹茲堡造船，然後在 1803 年 8 月 31 日順著歐海沃河出航，10 月 14 日到肯達基州與克拉克滙

合，這樣開始的。靠天然水運之便，匹茲堡形成美國工業重鎮，特別是鋼鐵業，所以匹茲堡一度是眾多美國

公司的總部之城。後來，由烏煙遮天的黑鄉，轉型為電腦等高科技、先進醫療產業、宜居的城市；更有許許

多多的大學，諸如卡內基美隆、匹茲堡大學等等，自 1960 年代開始，吸引眾多的台灣學子來留學，學成在此

就業的也不少。 

離鄉背井是全美各地台灣人共有情境，緣由思鄉情懷、探索父祖之地的建國之夢，而紛紛成立台灣同鄉會，

用以凝聚實力。1968 年羅福全在費城賓州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那年 11 月來匹茲堡就業，1969 年他與

黃東昇、柯耀宗、柯炯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熱心照顧匹城的留學生。當時羅

福全在 Penn Avenue 買了一棟房子，一直到他 1973 年初離開匹茲堡去聯合國就職為止，他的房子及庭院就成

了台灣同鄉會的運作中心，包括作為留學生結婚場所。以後，同鄉會開始在各大學及周邊的教會、公園，借

用場地，辦中秋迎新會、春節聚餐，另有如水餃會、桌球賽、橋牌賽、生活座談會、秋來賞楓、台灣來訪名

人如黃信介、呂秀蓮、李喬、楊青矗、黃春明、高俊明……等等的演講 。當然更有關懷台灣的種種活動，譬

如，1979 年 12 月 10 號美麗島事件發生，15 號在匹大的 Lawrence Hall 舉辦座談會，吸引了同鄉及國共各路

人馬，座無虛席，連走道都擠滿了人；18 個月後，卡內基美隆教授陳文成被警總約談，警總放了座談會上有

他發言的錄音帶，隔日陳文成就被陳屍母校台大校園，引發了全美各地，包括本地在奧克蘭校園街區的示威

遊行，控訴校園特務的惡行。 

早年，匹茲堡同鄉會與各地同鄉會互動瀕繁，邀請各地同鄉會，甚至包括加拿大多倫多同鄉會，來野餐烤

肉；或者外訪，東至華盛頓特區，西抵中西部的克里夫蘭、哥倫布、密西根州，北達紐約州如水牛城、

Syracuse，每次聯誼必有壘球賽。匹茲堡同鄉會壘球隊頗負盛名，名將多，作過多次壘球隊長的蔡正隆就是

南征北討的大將之一。當年壘球大抵在 Schenley 公園或卡內基美隆校園分兩組比賽練習。 

雖然有時歷經促折，匹茲堡台灣同鄉會不屈不撓一路運作下來，已近半世紀了。 

 

South Carolina Chapter (南卡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ast Tennessee Chapter (東田納西同鄉會) 

整整三十年了，多少個聖誕、新年、端午、中秋及感恩佳節，鄉親們溫馨地一起渡過；

多少個週末和假日，同鄉們一起在球場上奔馳和歡笑；多少遊子，因同鄉會而獲友誼的

溫馨；多少新來的同鄉和學生，在同鄉會獲得家人般的親切照料。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

是溫暖的大家庭。這大家庭的三十歲生日，值得熱烈慶祝。值此大慶，也特別令人緬懷

過去，並感謝發起和創立同鄉會那些人的勇氣和努力、以及三十年來許多同鄉貢獻給同

鄉會的時間和心力。 

回想三十多年前，台灣還在專制獨裁政府的統治下，經濟也沒有目前進步。許多年輕人留學美國，追求較高

的學歷、較好和較自由的生活。那時，田納西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經常有兩三百人。雖然已來到自由民主的

美國，但是台灣留學生，仍無法擺脫蔣家的白色恐怖。他們在校園佈置特務，監視學生，還操縱同學會，再

由同學會控制留學生的言行。 



27 

 

隨著台灣人的覺醒，在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全美各地的留學生，掀起了籌組台灣同鄉會的熱潮。田大的台灣

學生，也不落人之後。大家相聚時，談起要籌組一個不受特務控制、能用母語交談、真正屬於大家的台灣同

鄉會。那時，擔任“中國”同學會的會長是林國雄。因為是台灣人，而且不是乖乖聽話的“忠貞”份子。那些特

務們，就對他加以抵制和刁難。這更激起了同學們創立台灣同鄉會的決心。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參與討

論和籌組同鄉會，最主要的是下列五位 UT 學生：高民環、汪雅煌、陳耀宗、林正惠、及李明輝。 

既然成立同鄉會是許多台灣留學生的願望，成立應不成問題。只是同鄉會要成立，必須推出籌備會負責人及

首任會長。在那時的白色恐怖氣氛下，要擔任這個重責並不容易。因為他會成為特務打壓的對象，護照可能

被吊銷，可能無法再回到自己的鄉土，或可能像陳文成一樣，突然暴斃。這是成立同鄉會的難題。那時，不

知是高民環還是汪雅煌，曾要我擔任創會會長。可是，因擔心無法回台看望老母和親友，我沒有答應。 

當時在 UT 唸 MBA 的陳耀宗，正在余金芳和陳悅開設的“ L & N Restaurant”打工。在那裏，他遇到了全家移

民來美的陳玉明先生〈陳悅的父親〉。陳耀宗提議，敦請陳先生當籌備會的負責人及首任會長。經由學生們

的接觸，陳老先生立即義不容辭地應允。陳先生非常努力，遍訪附近的同鄉，邀請大家來參加同鄉會的成立

大會。在陳先生的領導下，大家分頭籌劃。我去借用了 UT 的 Baptist Student Center。在 1975 年的感恩節那

天，舉行「諾城台灣同鄉會」的成立大會。〈由於附近其他市鎮同鄉的要求，後來改名為「東田納西台灣同

鄉會」〉。同鄉會於是誕生。記得參加成立大會的同鄉，有五、六十人。當時，剛搬來諾城的呂錦文，雖與

大家都不熟，就展現了對同鄉會的熱忱，因在會中發表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而獲選為副會長。 

隨後，同鄉會負責人一代傳一代。經過無數會長、副會長、幹事及會員們的努力、犧牲和奉獻，東田納西台

灣同鄉會，終於有了三十年的歷史，繼續做為此地台灣人的溫暖大家庭。值此歡祝同鄉會三十週年大慶之

際，我們在此要特別向籌組同鄉會的田大留學生和歷屆的會長與工作人員，致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慶祝同鄉會成立三十週年專文之一 / 張惠雄 

 

Knoxville, E.Tenn Chapter (諾克斯維爾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奧斯汀同鄉會)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ATA) {德州奧斯汀台灣同鄉會}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serve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Austin, TX metropolitan region.   All board members of the ATA are 

volunteers and are elected by the members. 

 

Clear Lake, TX Chapter (明湖城同鄉會) 

太空中心附近台灣同鄉會於一九七九年十二月由一群關懷台灣的同鄉，開始籌劃成立事宜。早期的同鄉有感

於參加休士頓同鄉會之活動路途遙遠，而明湖在地理上已形成一單獨小鎮，因此他們為了方便連絡鄉情，於

是就地於一九八○年二月成立了一個小型的同鄉會，眾推石朝棟任首屆同鄉會會長。定期聚會，互訴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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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同鄉會從未正式命名，有人稱 NASA 同鄉會，也有人稱為休士頓灣區同鄉會，直到一九八九年表決定

名為明湖城台灣同鄉會，並於一九九一年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目前明湖台灣同鄉會會員共有七十多戶，經常參加活動的同鄉有五、六十戶左右，大家感情非常融洽，互相

關照愛護，是個和樂的大家庭。另一個台灣人的社團──拿撒台福教會於一九八九年相繼成立。十多年來，同

鄉會經常與教會合辦活動，免得同鄉們疲於趕場，重要活動有舊曆年聚會，春季小型運動會或野餐郊遊，端

午節聚會、中秋聚餐和感恩節慈善餐會。此間還有不定期的各種座談會。 

明湖城同鄉會和休士頓同鄉會因地緣關係，彼此關係密切，每年明湖城總有十戶左右會向兩同鄉會繳費，同

時成為兩同鄉會會員。歡迎住在休士頓東南區、Galveston 及明湖城附近的同鄉加入本會。 

College Station, TX Chapter (卡城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Dallas/Fort Worth Chapter (達拉斯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Houston Chapter (休士頓同鄉會) 

我在美國度過三十二年漫長的時間，有歡樂，也有辛酸，有滿意的成就感，也有挫折沮喪

的時刻，不過最令我懷念的是參與台灣人社團的種種活動。我們來美國雖然各有不同的動

機，或求學，或創業，或尋求更如意的生活，但是畢竟我們是少數民族的第一代移民，在

異鄕更需要互助互愛，相扶相持，如果我們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社團就不能產生力量，在異

域的國度裡很難生存。 

組織台灣人社團是早期台獨聯盟最重要的事務之一，1969 年聖誕節，我在林榮長家第一

次碰到林振榮，那時他是台獨聯盟高級幹部，他告訴我張燦鍙交代他來休士頓之後找林榮長和我協助他把休

士頓的台灣人組織起來，其實休士頓的早期留學生經常相聚，只是沒有正式的組織，於是在過完年後不久我

們三人就召集老朋友莊勝義、黃和義、郭鐘樑、郭嘉明、余文貴、何通雲和陳懷崇等人商討成立休士頓台灣

同鄉會事宜，早期的台獨聯盟很得人氣，成員多數都是留學生，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不分盟員非盟員通力

合作，那時候台獨聯盟在催生台灣人的社團的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開始時我們把這個組織取名爲 Formosan Club，用 Formosan 爲名就是表示這是台灣人的社團，寓意反對國民

黨，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堅定立場到現在還維持不堕。憲章細則是由我起草，我還淸楚記得

其中有這麽一個條文即 Formosan Club 爲非政治性的聯誼組織，那時候白色恐怖還是非常盛行，大家不敢明

目張膽的參與政治活動，可是政治又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情，事實上也證明以後台灣同鄕會活動當中政治性的

活動最能夠吸引人參加，有了憲章細則，我們又遨請到徳高望重的闕文榮醫師擔任首任會長，一切準備就

緒，同鄕會就在二月舊曆年時正式成立運作，轉眼至今已二十五年，歷久不衰，休士頓台灣同鄕會的成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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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榮功不可沒，他來休士頓之後，便積極盼在推動這一件事情。1975 年莊承業當會長時，他提議改名爲”台

灣同鄕會”因爲”台灣”是比較廣爲接受的名稱，同年他創辦徳州台灣人信用合作社，相挺的休士頓台灣語文學

校，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誕生，奠定了休士頓台灣人社團宏厚的基礎，使以後的發展更是輝煌，終於擁有今

日的台灣人活動中心。 

源自 莊承業 08/2017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Salt Lake (大鹽湖區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Richmond, VA Chapter (里奇蒙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SEATTLE (大西雅圖區同鄉會) 

五十年代就已經有台灣人前來西雅圖地區定居。到了六十年代，來西雅圖工作和來此留學

的台灣人就越來越多。據蕭成美教授的回憶，西雅圖台灣同鄉會成立於 1970 年五月，第

一屆會長是蔡愛智牧師，當時的成員大都是華盛頓大學的教職員與留美學生。 

七十年代同鄉會的活動除了過年過節的團聚，吃些家鄉菜，聊一聊故鄉情外，同鄉會也辦

了野餐和郊遊的活動。1975 年華大台灣社(即今之台灣同學會)成立後，兩個社團合作無

間，共同舉辦很多活動，會員的成員也大都重覆，例如台灣同學會的合唱團也是同鄉會合

唱團。也是 1975 年左右，台灣黨外人士不怕被抓被關，突破國民黨的控制，此地台灣人的活動也增加許多政

治和文化的演講座談會。當時，同鄉會除了出版台灣人名錄及新聞信外，也曾出版過『鄉訊』和『亭仔腳』

兩刊物，報導美國西北區台灣人的活動。 

八十年代以後，同鄉會所辦的活動和七十年代的活動大同小異，只是會員人數大量增加，場所與聚會的準備

不得不改變。場所由租用教會而改租學校禮堂與餐廳。聚餐由同鄉各家庭準備的家鄉菜，改由比較專業的同

鄉專門負責，讓太太們在聚餐的日子不需要先忙一天。同鄉會的固定活動也在八十年代定型，亦即新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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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大會暨新年晚會，暑期的野餐，中秋節晚會與春季的音樂會。不定期的活動除了同鄉會自辦外，也和

本地的台灣人社團，例如台灣婦女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台美公民協會(TACL)，台灣文化促進會等

團體共同舉辦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九十年代由於歷屆會長，委員以及眾多的熱心同鄉苦心經營下，會員人數不斷增加，而每年除了出版一本精

美的台灣人名錄外，新聞信的品質和份量也提高甚多，在西雅圖地區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是西雅圖

地區台美人最大的組織。西雅圖區台灣同鄉會於 1979 年在西雅圖籌辦了世界台灣同鄉會(世台會)第六屆年

會，並於 1989 年與加拿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在西雅圖附近的奧林匹亞(華盛頓州首都)合辦過美西夏令營。 

2001 年開始，同鄉會也參與每年五月的台美人傳統週活動，藉由藝文、表演、文字等活動，介紹台灣的文化

歷史給主流社會，繼續做些回饋社區的活動與提高台灣能見度。目前同鄉會的活動，除了以往所辦的活動之

外，並關心美國社會的事務，尤其是與其他亞裔有關的事。期待大家能踴躍參加和贊助各項活動。 

台灣同鄉會至今已成立四十六年，感謝大家多年來對同鄉會的鼓勵與支持，也感謝歷任會長和委員們出錢出

力，為同鄉盡一份心力！ 

因為有您的參與和鼓勵，同鄉會才會存在！ 

 

Madison (麥城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Milwaukee Chapter (密爾沃基市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he East Coast Formosan Club 

No information 

 

The West Coast Formosan Club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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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FTA)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 

WFTA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世台會)  

1974 年 9 月 7 日，在奧國首都維也納成立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台會)這個涵蓋

全球各地台灣同鄉社團，走過 38 個春夏秋冬，經歷過故鄉臺灣由戒嚴獨裁到民主抗爭改

革, 成立之初是由在日台灣同鄉會、巴西台灣同鄉會 、全美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台灣同鄉

會及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五個成員組成。38 年來，世台會又增加了南非、澳洲、紐西

蘭、哥斯達黎加、阿根廷 ,菲律賓,厄瓜多, 巴拉圭等會員國. 

世台會成立的歷史背景   世台會的成立是由以下兩大因素促成的： 1. 自 1950 年代開始的台灣留學生潮與

移民潮，使各地台灣同鄉自然而然組成同鄉會 2. 1970 年代開始一波一波的台灣政局演變及政治事件，激發海

外台灣人覺悟必須有一個全世界性、具有草根性的社團或鄉會。 

一場風起雲湧，驚天動地的海外台灣人大運動，就在世界各地展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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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rganizations 

Alumni Association 

 

Chang Jung Girls’ High School 台南長榮女中南加

州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Chang Jung High School 台南長榮中學南加州校

友會 

No inform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台灣中國醫藥學院全美

國校友會總會 

於 2002年 8月 24日於南加州 Newport Beach的 Marriott Hotel召開全美國校友會成立大會。 

 

Chung-Shan Girl’s HS Alumni Assoc.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中山女高校友會 

南加中山女高校友會，也稱南加第三高女、北二女、中山女高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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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Shan/Bei-Er//Di San Girl’s HS Alumni 

Assoc. Greater Washington Chapter 大華府地區中

山女高/北二女/第三高女校友會 

本會成立於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０日。 

由當時住在加州的前二女中王亞權校長的提議。經校友賈志宏，潘芳雲，孫尹,吳雪芳，周琳，簡多惠等人熱

心推動和領導而完成王校長的心願。 

自本會成立以來，每年都舉辦年會以及其他各樣活動。現有會員一百多人，包括中山女高前身二女中和第三

女高校友。 

我們竭誠歡迎各屆校友踴躍報名加入成為會員。尤其期待年輕校友為本會灌注新血，共同為本會之繼續成長

壮大而努力。 

http://chungshan-dc-home.blogspot.com/ 

 

Hsinchu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新竹中學校友會 

Our alma mater, Hsinchu High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foot hill of the beautiful mountain – Dung-San. Our campus is 

very scenic. It is very close to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and neighbors t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ur alma mater was opened on April 1, 1922. From her, many students graduated. These include Professor Yuan T. 

Lee (Class 1955), a 1986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Since opening, there 

have been six Japanese and seven Chinese served as our school’s principals. Mr. T. C. Chang (Class 1966) is the 

current principal.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efforts and sacrifices. 

Hsinchu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2004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Franklin Y. H. Lee (Class 1956). The current president is Dr. Ming-Hsiung Wu (Class 1961) who is practicing 

medicine in Chicago.. 

Starting 2004, 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has held three biennial meetings in U.S. The 2004 inaugural 

conference was held in Cincinnati hosted by the Cincinnati-Dayton Chapter, the 2006 conference was in Chicago by 

the Chicago Chapter, and the recent one was in Foster City, California by HCHS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in August of 2008. 

Click the links below to learn about our organization including By-Laws approved in 2006, contact information of 

officers and local chapters across U.S. and Canada, and several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alumni association: 

北美新竹中學校友會啟事 

1 . 本會已於二 OO 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美國俄亥州辛辛那提市正式成立。 



34 

 

2. 已有南加州、芝加哥、克里夫蘭、辛辛那提、德頓、休士頓、新英格 蘭、費城、華府、溫哥華、多倫

多、安大略省等分會同意加入。 

3. 會中選出李彥輝( 原名彥慧 )為首屆會長，任期兩年 ( 如出缺時，由陳金福召集改選)。 

4. 無異議通過各分會會長為本會理事，依各分會章程改選遞補。 

5. 通過下次大會於二 OO 六年在芝加哥舉行，由張系國擔任召集人。 

6. 欲知本會情形﹐請瀏覽 http://www.geocities.com/nahchsaa。 

7. 請告訴您所知之竹中人(包括肄畢業、任職過竹中之教職員工)﹐就近加 入分會或以個人名義加入本會

是盼。  

http://www.geocities.ws/nahchsaa/index-2.html 

 

Joint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wan Teachers 

College and Normal University 南加州台灣師範院

校校友聯合會 

JTTAA創立於 1990年，由臺灣 15所師範院校的校友組成，在美國致力於傳道、授業、解惑等的文化傳承。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高雄醫學大學留美校友會 

1967 年，許日章校友與數位留美學長在美國東部成立了高醫留美校友會，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情況不穩定，

優秀的大型醫院不多，正軌的臨床和專科訓練更少，美國卻需要大量的醫護人員，所以全台灣醫學畢業生來

美眾多。高醫在第 5 至 10 屆有約一半的畢業生來美，為了追求一個將來更好的夢，校友們放下台灣舒適的環

境和小小的成就，離鄉背井，來到一個先進又陌生的國家，沒有可靠的經濟和語言能力，更沒有裙帶關係，

只能靠著吃苦耐勞，比別人強的成就來求生存，辛勤工作之餘，一旦他鄉遇故知，感情特別好。校友會成立

初期，主要是互通鄉音，重溫舊情，另一方面交換經驗，互相提攜，互通醫師訓練或開業工作機會，大家在

球場或公園相聚吃便當也是津津有味。經過歷年來各會長理事們的用心經營，寫下完善的組織章程，每年選

擇各州輪流舉辦聯誼大會，數十年來每次聚會人數眾多，大家攜家帶眷，敘舊旅遊，還有各班級同窗聚會，

熱鬧滾滾。近年電子郵件盛行，大家聯繫更方便了，目前有完整資訊的校友就有 600 人以上。最令大家感動

敬佩的是日章學長，創會至今 47 年來始終如一為大家服務，他不間斷的收集更新校友資訊，出版通訊錄，給

大家搭聯繫橋樑，他的伊媚兒，橫跨天文，地理，政治，娛樂和人生哲學。高醫校友會在眾多熱心校友的領

導下，在旅美各大學團體中，算是最活躍，最成功的。 

校友分佈於波士頓，紐約，紐澤西，芝加哥，聖路易，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大城市，目前以醫科校友最多，牙

科和藥科次之，護理校友逐漸增加。醫，牙科校友大多是成功的開業家庭醫師或專科醫師，有一些目前正在

醫學院或醫療中心當教授，主管的也都成就裴然，大家耳熟能詳的舊金山加大泌尿科呂福泰，德州心臟科陳

珠璜，康乃爾放射治療趙坤山，紐澤西大學放射線李惠仁，爾灣加大內分泌王秉訓，他們除了在著名學府擔

任要職，作育英材，常在校友會或當地醫學團體演講，更抽空返回母校和台灣各醫學院校服務。另外在學術

研究，藝術創作，政治參與，社會服務，慈善工作的校友也多不勝枚舉，如西北大學教授吳永吉傑出的雕

塑，繪畫，義肢設計，簡易導尿管的發明，對南美和非洲地雷受害者的貢獻，張健昌在非洲的史懷哲精神，

http://www.geocities.ws/nahchsaa/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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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林榮松的台灣社團服務，北加州陳榮良的社區服務等。藥科校友們在大藥廠，學術機構，甚至自己創

業，也有很大的成就，大家都知道的如周廷潮，盧志華，陳德福等，校友們都以他們為榮。 

適逢今年母校創校 60 週年，我們懷古惜今，大半世紀以來，大家有幸也有緣，一起經歷母校草創之期，捱過

了異鄉辛苦創業的酸甜苦辣，如今北美校友們已經或準備退休的不在少數，對故鄉和母校還是銘懷於心，透

過校友會，大家有機會聽到和看到母校的成長與改變，只是大家腦海裡還是當年學子們響往的高醫，往日的

驕傲，不甘願看到母校名氣下滑。北美校友在美國有強大的組織，有能力，有財力的校友眾多，如果董事會

能順應潮流，徹底改革，校友們當會全力支持，回饋母校，永續經營，這是我們北美校友們一致的心聲。 

一九六〇年代，高醫畢業生開始出籠，當年臺灣缺乏大型教學醫院，加以留美風潮正盛，臺灣的醫學院畢業

生開始報考 ECFMG(美國在外國招收醫師資格考試），考試及格就可應聘來美國醫院接受醫師訓練。高醫醫

科第五屆於一九六四年畢業五十五名，一九六六年後先後來到美國的就有三十五人。校友們來美東大紐約區

域最多，其次是美中西部大芝加哥區域，第三是美西加州。來到美國醫院接受訓練。每日接觸到的人都是白

人或黑人，東方人臉孔不多，遑論是臺灣人。俗語説人生有三大快樂事，其一是金榜題名日，其二是洞房花

燭夜，其三是他鄕遇故知時。工作之餘週末之間盡量找同鄕或同學們聚餐長談，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大紐約

的高醫校友就常常在紐約中餐館聚餐，尤其是有教授來訪諸如馬逸輝、何耀輝、施民生、謝獻臣、沈祖杰、

陳振武、林鴻德和杜聰明院長等等來美國時，一定召集校友款待一番。 

一九六七年校友許日章，吳幸雄、張俊雄等人在 Oaklawn, Illinois 創立留美高醫校友會。翌年在紐約州的

Peekskill 舉行校友大會（請看第二十二篇也憶錄），之後四年沒開校友大會；但美東一直有局部聚餐，校友

會總會也漸漸東移來大紐約區，尤其是自許日章學長來紐約州的 Port Jervis 開業骨科，他將校友會依美國醫

師公會章程，分設大會會長（對外公關）和理事長（由三十名理事推選，負責對內運作），並在紐約州登記

為非營利、非宗教、非政治性的社團，編輯校友名單地址電話通訊，以利校友們互相聯絡。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成功大

學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SCA/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 America 北美洲成功大學校友   

會聯合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ckuaa.com/na/Home.html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SCA/
http://www.ckuaa.com/na/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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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NCKUAANA/ 

 

National Hsinchu Senior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大費城區新竹

中學校友會 

 

 

 

 

 

 

 

 

 

 

 

 

 

https://www.facebook.com/NCKUA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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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lumni 

Association – S. California 台北工專/ 台北科技大

學美國南加州區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e Greater Philadelphia 大費城台灣大學校友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NTUAA-GP) is a non-

profit, non-political organization whose members a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umni living 

near Greater Philadelphia area. 

                         http://www.ntuaa-gp.org/main.php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北美台大醫

學院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ntumcaa-na.or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Alumni 

Association, New York (Ntuaaany) 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美東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東校友會-Ntuaaany-268607036552110/ 

 

http://www.ntuaa-gp.org/main.php
http://www.ntumcaa-na.org/
https://www.facebook.com/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東校友會-Ntuaaany-268607036552110/


38 

 

North America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NATMUAA) 北美洲台北醫學大學校

友會 

北美北醫校友會起源於 1977年 6月，由克里夫蘭校友林一盛、胡俊弘等醫師創立。校友會爲美國 IRS登記的

非營利組織，一切皆無根據原有章程（Constitution / Bylaw)進行工作。 IRS 登記爲 Section 501 (c)⑹，#34-

1224085, Sept. 22,1977。 

第一次年會於 May 27，1979在芝加哥 Marriott Hotel舉行，並通過 Constitution。特别基金會則於 Jan. 

4,1980，獲 IRS登記爲 501 (C)(3), #94-2612566。因母校是外國機構，Special Fund有很多的限制與規範。 

北美校友總會的籌備工作，自去年(2002)7月開始，積極鼓勵全美各地整頓校友會組織，成立各地分會或成立

連絡召隼人，目前已有 15 處。 

www.NATMUAA.org 

 

North American Chang Hua Girls’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北美彰化女中校友會 

北美彰女校友會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是一個非營利，非政治，非宗教，纯粹爲服務校友的组織。 

https://www.facebook.com/北美彰女校友會-478586252267250/ 

 

Providenc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East 

Coast 靜宜大學美東校友會 

http://puaa.pu.edu.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admin&mod_area=15&id=67 

 

http://www.natmuaa.org/
https://www.facebook.com/北美彰女校友會-478586252267250/
http://puaa.pu.edu.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admin&mod_area=15&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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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 Chie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實踐大學南加州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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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nan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ainan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台南一中台南女中南加州校友會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nan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ainan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AATFHSSCA) has entered its 28th yea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goal of AATFHSSCA is to unite 

overseas alumni and strengthen links with his alma mater.  AATFHSSCA has more than 400 alumni and held Annual 

Meeting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Yearbook yearly. 

https://www.facebook.com/aatfhssca/ 

 

Tainan High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America 北美台南市校友暨同鄉會(台南

同鄉同學會) 

1. Mei Sing Huang invited a group of alumni of Tainan First 

High and Tainan Girls' High for dinner party at a restaurant 

in Mid-town Manhattan, New York May 1983 to form the 

preliminary Tainan High Alumni Association. Consequently, 

she was elected at the site as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2. The following year, Tom C.H. Su took over the position commencing the job of compiling name list, printing name 

booklets. Invited Dr. Tsing-Fang Chen serving 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the first annual banquet lecturing the 

modern art. 

3. Michael Yeun, 5th President expanded alumni to include all high schools in Tainan. As a result, members increased 

from a small group to over 100 members. 

4. Philip Chang, 7th - 8th President legalized the organization and registered the name as Tainan High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America, Inc. in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in 1989. Authorized Catherine T.L. Hwang, CPA 

as the Accountant representing this organization engaging in legalization of IRS recognized none-profit organization. 

Raised reserved fund from $240 to $1,700. Published the premiere THSAA Directory 1992-1993. Held the annual 

banquet conference at newly opened Sheraton Tara banquet hall in Parsippany NJ that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 

format of annual conference for THSAA. 

5. Marian Tsai, 9th President carried on the expanding alumni policy that encouraged all high school alumnus of 

Tainan joining THSAA. Suggested computerizing data process and communication that paved the way in advanced 

handling later days. Detailed also updated members' name list including business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6. Shou-Shan Hwang, 10th President completed final procedure that IRS ratified this organization as a none-profit 

status in 1993. Received Exempt Organization Permit from the state of NJ and NY in the same year. Established 

scholarship awards rules and conditions. 

7. Thomas H.C. Lee, 12th President, the first time distributed two THSAA scholarship awards $500 each to two 

distinguished high school seniors. (1994) 

8. H. L. Liao, 14th President designed and custom made a flag for this organization. Reserved fund increased to over 

$5,000. 

9. Thomas T. Lin, 17th President registered domain to launch web site. Invested $8,000 in stock market in 1999. 

10. Doris Ku, 18th President, organized a group of 30 traveling to meet Taiwan President, A-Bian who was an alumnus 

of Tainan 1st High School. 

https://www.facebook.com/aatfh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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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om C.H. Su, 20th President setup investment fund and committee. Installed an addendum, which was for the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to By-Laws. Organized a group visiting Tong-Pi Chen, Taiwan representative in 

Canada. For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annual banquet, he invited Tain-Tsai Hsu, Tainan Mayor in 2003 and John Liu, 

Assembly Representative of NY City in 2004. He also personally visited several high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nan. 

12. Richard C.S. Lee, 22nd - 23rd President boosted the annual banquet conference in 2006 that number of attendants 

the first time ever exceeded 200. Invited Dr. Lung Chu Chen as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annual banquet in 2006 and 

Dr. Edward Chen in 2007 when retired from President that promoted alumni’s enthusiastic over Taiwan 

sovereignty. He also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Friend of A-Bian in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during THSAA 

President tenure that encouraged members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Taiwan election. 

13. Ah-Lan Huang, 24th - 25th President, took over the accountant job from Catherine Hwang, CPA who was retiring, 

effective the tax return 2007. 

http://www.tainanhighschool.com 

 

Taiwanese Collegiate Alumni Association, N. 

California (TCAA-NC) 北加州台灣大專校友會 

北加州台灣大專校友會，於 7 月 28 日在庫柏蒂諾市的台灣故鄉飯店舉行記者會，宣佈成

立。 

會長林彩鳳表示，成立該會的目地是希望能作為一個橋樑，與年輕的大學生一起交流，幫助

來自台灣的大專校友能在美國主流社會成長。 

理事兼發言人余舜華表示，校友會接受所有在台灣大專畢業，或在美國大專畢業之人士。於

8 月 27 日，校友會將在費利蒙 (Fremont) 的 Central Park 舉辦聚餐會，開始正式接受會員報名。校友會會員組

理事鐘振乾則表示，希望會員們將不分彼此。 

出席記者會的還有台灣前國大代表洪順五、台灣工程師協會會長黃振源博士、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副會長

林正男、理事沈令儀等。另外，還有目前就讀史坦福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 ，同時也是 ITASA 

(Intercollegiate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e) 的會長黃信傑和理事鄭育昇等。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caanc/ 

 

Tunghai Alumni in the greater Los Angeles area 南

加州洛杉磯地區東海大學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http://tunghai.org/world/LosAngeles/index.htm 

 

UCSD United Taiwanese Association 台灣學友會 

http://www.tainanhighschoo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caanc/
http://tunghai.org/world/LosAngel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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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Taiwanese Association is an Asian-interest student organiz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open to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Taiwanese culture. Everyone is welcome to join! 

As a predominantly social-oriented club, we provide many events for people to meet others and establish friendships. 

We also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ty service, as well as chances to participate in other activities like intramural 

sports and talent competitions. 

Membership is not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events, but joining UTA as an official member will save you lots of 

money and earn you discounts at 40+ restaurants and tea houses throughout San Diego, such as Tapioca Express, 

Golden City, Tea N More, Yogurt World, Shanghai City, Tea Garden, and Spot KTV, just to name a few! 

UTA Membership costs only $10, and you can join anytime. Contact any one of our offic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join one of the largest Asian-interest social clubs on campus! 

台灣學生會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是一個以亞洲為主體所創立的學生組織。對外開放給所有對台灣文化有

興趣的學生，誠摯期盼所有人能夠一同參與。 

以社交目的為社團方針，台灣學生會為同學們舉辦多項活動由此建立同儕之情誼。不只提供社區服務的機會

與管道，為促進大學的生活娛樂，我們也時常舉行各類運動及才藝競賽。 

台灣學生會的活動並不需要會員身分才可參加，但台灣學生會的正式會員將獨家享有多達四十多家聖地牙哥

當地知名餐廳的打折優惠。 

台灣學生會的會員年費是十元美金，任何時候都可以入會！如果您有興趣與台灣學生會一同體驗台灣文化及

建立一生無法取代的回憶和友情，請洽台灣學生會的學生幹部，我們將樂意協助您！ 

https://ucsduta.wordpress.com/ 

 

Yanping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USA 

美加延平校友會 

https://ucsduta.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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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淡江中學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https://cht.tw/x/ri9b7 

 

南加州雄中雄女聯合校友會 

籌辦多時的高雄中學和高雄女中聯合校友會，在 2013年 3月 17日舉行成立大會，當天有近 60名會員齊集一

堂，由于明章老師給 予鼓勵，並完成理事選舉，會員大會之後，由理事會推選黃哲陽校友為創 會會長。 黃

哲陽表示，高雄中學和高雄女中都是高雄市的「明星高中」，一直以 來，這兩所學校招收了大高高屏地區一

流學生，作育英才，是南部地區的 教育重鎮。學生資質聰穎，加上校風開明，逐漸成為南部學界發聲的重要 

指標，該校師生對於社會公共議題關心，許多台灣重大轉變事件，雄中雄 女的校友也從不落人後。過往，雄

中及雄女也都保持密切聯繫，所以此次 在海外南加舉辦兩校聯合校友會，意義深遠，歡迎校友能歸隊。 當天

除了校友之間敘舊問暖，由王俊雄校友放映雄中、雄女的學生活動及 歷史回顧，也讓大家再度回味輕狂年少

的青澀的往事，並有安排精彩節 目，包括校友歐瑞民演講「骨骼關節的保健」，以及校友的口琴演奏「愛 拼

才會贏」等。 首屆理事當選名單包括黃及時、王俊雄、林永雅、林美景、柯清隆、黃哲 陽、張簡慶美、歐瑞

民、歐瑞蓉、邱俊杰。 

 

南加嘉中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美東區台北醫學院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師大美東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旅美高雄中學校友會 

https://cht.tw/x/ri9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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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4 月 28 日於紐約成立。 

為使校友們能夠建立聯絡網，以便互相照顧提攜，重溫當年在校友情。 

 

紐約台大校友會 

紐約台大校友會 1985年 11月 16日假紐約 Penta Hotel正式成立台大校友會, 選出黃錦堂為第一任會長. 

 

國立中興大學南加校友會 

南加州國立中興大學校友會成立於 1972年 

 

華府台灣師範大學校友會 

旅居華府地區的台灣師範大學校友,於 1984年 8月 22日舉辦野餐活動,同時宣佈成立”華府台灣師範大學校友

會”,近四十名師大校友參加,推選楊基定為首屆會長. 

 

聖地牙哥台大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聖地牙哥師大校友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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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Associations 

 

全美台灣客家聯誼會 

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紐約成立，由美東、休士頓、旅美加美濃、加州灣區、佛羅里達、和洛杉磯地

區等六個客家組織聯合組成。 

 

Arkansas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阿肯色斯

台灣客家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Austin Hakka Association 德州奧斯汀客家會 

1986 年的初夏傍晚，夕陽西照，約 20 人旅居德州奧斯汀客家鄉親，相約聚集在市立公園(Zilker Garden) 的一

座涼亭內，每家每戶將精心調製的道地客家菜，排滿整個桌面，每個人臉露笑容，心情愉快。這是第一次奧

斯汀客家鄉親，有史以來，有機會能在異鄉異地，充分享受精製的客家菜餚，有機會認親結緣，有機會用客

語交通聯誼－這就是奧斯汀客家鄉會當日成立的情景。經過數小時的餐敘，交談人生的經歷，大家多有相見

恨晚之感。畢竟，許多素不相識的鄉親，因為這次的聚會，相互認識，這是機緣。與會者也多能感受到身為

客家人的獨特性質，也會引以客家人為榮。大家因而決定成立客家會的共同理念。這項共識，慰藉了當初幾

位發起人的苦心籌備成果。多日來，這些鄉親，奔走相告，終於實現了客家會成立的構想，成功延續客家會

的生命，迄今已有 28 年之久。 

當初成立客家會的目的，主要是聯誼性質，儘量避免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鄉親們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的

政治觀點有別，意識形態有異。談起政治，免不了傷感情。感謝鄉親們多年來的克制努力，遵守此項戒條，

所以鄉親們能相安無事，和諧相處。大家都能珍惜這種緣份，在奧斯汀的客家會認識，相互慰勉，伴隨著客

家會的成長。 

本地客家會的定期聯聯誼活動，主要是選定節日慶祝，包括春節過年，端午及中秋三大節日。每次舉行慶祝

活動，都伴隨節慶特色食品供應。這些都是鄉親太太們親手調製。所以每逢聚會之後，每人都有口齒留香的

回憶。至於聚餐方式，除了過年，大多選在室外。偶爾也會跑到附近公園烤肉。我們會選擇場所幽靜，停車

方便，設備良善，乾淨利落的地點，提供客家會歡聚的所在地。記得有一次﹐廖文寧會長還特別選擇到市郊

奧斯汀湖，租船遊湖觀光。其他，在春天風和日麗之際，鄉親們也會相約前往附近名勝賞花、踏青、爬山等

活動。 

按奧斯汀是德州首府，也是德州的政治、文化、教育、醫學及科技中心。因之客家會的成員主要是科技及公

務人員為主幹，加上來自台灣在德州大學的留學生。我們成員都是受薪階級，沒有富商大賈，一切活動支

出，主要還是靠客家鄉親會費的收取。也正因為我們只是單純的聯誼性團體，我們沒有大筆捐獻的財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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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我們客家會的誕生，只是小家碧玉型的家庭，沒有規章的制訂，或者理監事的設立，一切會務的運

作，靠著是鄉親們的自動自發的合作－我們有默契，我們有團結。 

發揮客家人的勤儉美德，就是我們度過 28 年歲月的成長基礎。每次聚會，平均也有 40-60 的鄉親們參與。在

德州此地，也只有在客家會上，能聽到客家山歌的歡唱，吃到傳統客家菜，分享鄉情文物，說說久別的家鄉

客家話。也有機會聽到來自台灣南北不同調的客家語言。我們有時也會參與休斯頓客家會的鄉親活動。 

最後，我們也感謝現任陳會長兆香帶領今年的客家會。她是典型客家小姐 — 年青、有創意、充滿活力。她的

用心構思，篤定能再度點燃客家會的昔日光彩。 

源自 2015 年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會刊 

https://www.facebook.com/Austin-Hakka-Association-德州奧斯汀客家會-806333362862693/ 

 

Colorado Hakka Association 科羅拉多州客家會 

科羅拉多州的華人不多, 客家人更少. 此地的 14 戶客家鄉親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客家會, 讓大家有機會藉著客

家會的聯繫和活動, 讓大家有機會互相認識和聯誼. 因此, 我, 劉義芳, 就義不容辭的當召集人和負責人(會長), 

於 2007 年正式成立科羅拉多州客家會. 

我們每年有兩次固定的聚會. 我們最近的一次聚會在 2015 年 4 月 4 日. 仍然是 14 戶客家人. 很榮幸, 承蒙會員

的信任, 再度推舉我繼續當會長. 我們人數雖然不多, 但因為每年有兩次聚會, 使我們的情誼非常親密, 團結. 有

事也可互相照顧, 互相幫忙. 使我們更感到成立客家會的重要性. 

因為科羅拉多州客家會的會員不多, 無法舉辦大型的活動, 我們加入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參與美洲台灣客家聯

合會電話線上的開會和參加總會的活動如大會和懇親會, 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和了解美洲各地和台灣客家人的資

訊. 更可以讓客家文化繼續發揚光大. 

源自 2015 年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會刊 

 

Dallas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達拉斯台灣客

家同鄉會 

達拉斯台灣客家會創立於 1980年，目前活動會員大約 200名。本會提供達拉斯社客家社

區取得及分享當地活動資訊、組織相關消息以及取得全世界其他客家相關的資訊。大多數

會員離開客家家園以及朋友有一段時間，因此希望本組織可以充當第二個客家家園。本網

站把焦點集中於與當地客家社區相關的事務及活動的資訊，可是本網站會報導引人注目的

客家新聞並且會存取及保留會員及投稿人有關客家的文件及文章。本會無意審查任何相關

的客家資料。因此我們獎勵或貶低任何政治意見和問題。所有關聯和只是乃是他們自己的

意見。記住，客家文化和客家人的確是一個大社團。 

https://global.hakka.gov.tw/6/Defaul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Austin-Hakka-Association-德州奧斯汀客家會-806333362862693/
https://global.hakka.gov.tw/6/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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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roit Hakka Association 底特律台灣客家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Hakka Association in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 

由創會會長李彥輝及副會長彭森明與其他客家先進於 1984 年成立，英文名為 Hakka Association in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HAWMA)。現任會長為林伯睿，副會長管士彥，劉文琤。本會目前會員成員將近五百人，

主要成員來自大華府區及附近各州，包括華盛頓特區、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西維吉尼亞州、德拉瓦州之

客家鄉親。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每年均舉辦端午節，中秋節以及天穿日新年慶祝活動與客家鄉親們聯絡感

情，在年中亦舉辦客家文化演講，以及邀請台灣文化藝術團體來華府進行參訪演出，包括榮興客家劇團以及

新竹交響管樂團等。華府客家同鄉會因地域關係位居華盛頓，是美國東岸重要的經濟及文化樞紐，對於美國

主流社會活動也積極參與，特別是在每年五月中旬之亞洲文化節，在華盛頓特區與亞洲各國的社團交流並推

廣客家文化。 

客家同鄉會與台北駐美國經濟辦事處亦是聯繫活絡，每年均協辦諸多僑務委員會以及客家委員會辦之海外活

動，例如在九月份之客委會好客文化列車以及接待來美國參訪之客家築夢計畫執行人等。 

華府客家同鄉會也與華府客家桐花合唱團以及全美臺灣客家文化基金會緊密結合，彼此協助各社團的活動，

進而增進當地客家文化的深耕及發展。本次華府之三個客家社團共同捐贈美金 600 元整來表達對 2015 泛美客

家懇親會活動的支持。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積極吸收年輕一代的會員加入，持續成長茁壯，展望 2015 年與世

界客家鄉親攜手一起合作推廣客家活動，永續客家文化。 

源自 2015 年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會刊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AWMA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Hakka/ 

 

Hakka Association of Atlanta 亞特蘭大客家同鄉會 

亞特蘭大(Atlanta)是美國最長河流密士西比河以東最大州喬治亞州的首府，也是美國東南各

州的交通、運輸、及分配中心。擁有全世界最大最繁忙的國際機場，1996 年奧運舉辦地。

它也是世界知名多國公司可口可樂、達美航空、 CNN 及 Home Depot 的總部所在地。人口

約五百卅萬，是美國第九大城市。目前各地來的華裔約近十萬人。 

亞城算是美國華人移居較晚的大城市。除了早期少數的老僑外，台灣來的留學生及新移民

開始在此地成家立業，落地生根應逐漸從 1960 年代末期才開始。隨著台灣移民日漸增加，

當時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現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終於在 1970 年中期建館，服務包括美東南七州的僑民。 

亞城早期客家鄉親先進包括其後擔任多年僑務委員的何智達醫師(新竹芎林人)，過敏科名醫曾義良醫師(桃園

中壢人)及服務於美商顧問工程公司的曾榮豐(高雄美濃人)倡議成立客家同鄉會，招集了數十位鄉親，還包括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AWMA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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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幾位來自東南亞的客家，於 1990 年正式成立，並推舉曾榮豐為創會會長。英文名稱訂為 Hakka Association 

of Atlanta。主要宗旨為：以亞特蘭大為會址，發揚客家文化，進而推展社區服務，擁護我國政府，維護民主

自由。本同鄉會自成立以來，秉承該宗旨競競業業，成為亞特蘭大最活躍的模範社團之一。 

https://global.hakka.gov.tw/101/Default.aspx 

 

Hakka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大紐約客

家會 

本會為發揚客家文化, 提倡刻苦奮鬥, 團結互助的客家精神, 服務鄉親, 促進鄉誼, 維護全體 

會員之權益為目的. 大紐約客家會自 1998 年創立, 創會會長范揚盛, 前會長楊毓淑,詹煌君, 

彭吉蒲, 及現任第九屆會長黄開榮等, 秉持客家精神,結合鄉親共同推廣客家優良文化, 目 

前有一千多名會員,來自四百多戶家庭,九成左右是來自台灣的客家。 

http://www.hakkany.com/ 

 

Hakka Association of Houston 休士頓客家會 

休士頓客家會在熱心事務的鄉親推動之下於一九八四年正式成立。大會宗旨為發揚崇尚

自由，剛樸堅毅，冒險患難及刻苦奮鬥的客家精神，聯絡鄉誼，互攜互拔，並積極爭取

及維護全體會員之權益。休士頓客家會成立三十二年來，在歷屆理事會及婦女會熱心的

鄉親精心耕耘之下，已成長為美南地區深受僑界肯定的社團。在推動海外宣揚客家文化

活動方面，休士頓客家會亦 為全美客家社團之中最活躍的社團之一。 

休士頓客家會現有會員二百餘戶，大會設有章程，會旗及會歌，理事會嚴守章程規章推

動內外會務。多項定期活動包括發行通訊錄，分由各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工作小組計有編輯，烹飪，韻律

操，民謠班，慰問及圖書音樂管理等小組。本會每年舉行會員大會並舉辦理事選舉，及舉行春節聯歡會，踏

青會，美南重陽敬老聯歡會，與當地僑民聯誼 。尤其是美南重陽敬老聯歡會，經常邀請國內客家文化訪問

團，在全球規摸最大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為休士頓地區前輩提供娛樂節目共度佳節，同時 宣

揚客家文化，發揚敬老尊賢傳統美德。 

本會並輔導成立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及客家青年會。文教基金會每年徵選並頒發高中青年獎學金數名，籌

設客語學校，推行民謠研習及其他文化工作。青年會則提供中學青年培養領導才能及認識客家文化的機會。 

休士頓客家會於一九九六年在全美台灣客家會鼓勵之下創辦第一屆全美客家文化夏令營，本來全美台灣客家

會在公元奇數年每兩年召開懇親會，如今在公元雙數年由各地區客家會輪流舉行夏令營，每年均有交流機

會，對全美台灣客家會推行會務助益菲淺。 

https://global.hakka.gov.tw/101/Default.aspx
http://www.hakk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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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每年都積極參與僑界活動，每年參加愛心活動回饋社區，歷年來分別動員大批鄉親擔任休士頓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祕書、公關及許多其他重要工作。主導國慶活動籌備事宜與僑學界其他

社團代表合作無間，充份發揮本會的組織力及活動力，獲得僑界普遍的肯定，為客家族群爭取榮譽。 

休士頓客家會藉舉辦各種大小型活動，培養鄉親團隊精神及團體的活動力。大會隨時能發動大批工作人員籌

備大型活動，端賴這些小組工作人員平時經常保持聯誼及工作關係，必要時均能得心應手發揮團隊力量，完

成使命。本會在繼續推動海外客家文化復興運動之餘，希望各地客屬社團多多聯絡，交流，鼓勵和指教。 

源自 2015 年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會刊 

https://www.facebook.com/houston4hakka/ 

 

Hakka Association of Iowa 愛荷華客家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https://global.hakka.gov.tw/109/Default.aspx 

 

Indiana Hakka Association 印弟安納客家會 

Indiana Hakka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by Dr. Feng C. Zhou (周豐嶠）in 1989. Our members came from Taiwan, 

Kuantu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any of them came here as students or business persons, or workers. They have 

been here for long and settled. They are now scattered in academia, industry, US government, business, restaurant, and 

trading company. 

For major activities, our IHA has been holding two gatherings every year. We usually invite guest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n various topics during our gathering. And, as part of MHA-Chicago (Midwest Hakka Association), 

our members have participated MHA-sponsored gatherings frequently, including the 2013 World Hakka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and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the World held in Chicago. For 

Hakka culture exchanges, MHA well-known song member group provided two outstanding concerts (or performances) 

to our IHA and local community audience. 

源自 2015 年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會刊 

 

Midwest Hakka Association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1991 年，林敬賢創會會長聯合了大芝加哥地區以及鄰州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美國中西

部客家同鄉會”。我們的宗旨是“聯絡鄉親，發揚客家文化和精神，促進客家鄉親們之

間的團結與合作”。同鄉會經過了 24 年的發展，目前大約有 300 位會員，會員的分布以

芝加哥地區為主，印地安納州&Michigan 的許多客家家庭，也參加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客家山歌隊要介紹中西部客家同鄉會，一定要介紹附屬在客家會下的客家山歌隊。客

https://www.facebook.com/houston4hakka/
https://global.hakka.gov.tw/109/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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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歌隊成立於 1994 年，由幾位愛唱歌的客家細妹，每個星期日利用小孩上中文學校的時間，在中文學校裡

的音樂教室裡哼唱起客家歌。2000 那年聘請專業的音樂老師來教四部合唱，從此以後客家山歌隊在老師的調

教下，山歌越唱越好，為客家會在僑界與美國社會裡打開知名度。 

24 年來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對這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就由附屬在同鄉會的客家山歌隊，宣揚客家文化，

除了將客家文化介紹給其他中國人的社團外，更將宣揚客家文化的觸角，延伸到美國主流社會裡，讓美國人

體驗客家文化。2010 年 3 月客家山歌隊與巴勒特市(Bartlett)合唱團的美國朋友，在當時的會長邱美純的帶領

下，組成台美客家文化交流訪問團，一行 28 人完成了苗栗市與美國巴勒特市的姊妹市簽約儀式，建立雙方以

後經濟、貿易、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文化合作的關係。此外每年的八月巴勒特市還將它訂為”客家月”，在市

政府行政大樓展出客家文物與畫作，也代表著巴勒特市對客家朋友的重視。在去年 8/6/2014 於美國巴勒特

市，協助駐芝加哥辦事處籌辦台灣攝影展{光影敘事}台灣女性攝影家作品展。2011 年千禧公園戶外音樂廳表

演；時間：2011 年 8 月在 2013 年 8 月中西部客家同鄉會主辦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共聚集了 400 多位世界各地

與當地的客家鄉親來參加。 

在 2014 年的年會中，接待來訪的伊利諾州副州長席拉.賽蒙，賓主盡歡，更成功的為我們台灣及客家文化做

好國際外交及交流。一直是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員最感到驕傲之地方。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的會員不一定是客家

人,我們對不同的族群，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文化的人，全部來歡迎他們。只要您對客家文化有興趣，喜歡客

家美食，愛唱客家山歌的人，我們都很歡迎。在海外要將客家文化推廣出去非常的不容易，說來容易，做起

來其實並不簡。我們利用客家山歌，客家美食，各種人際關係等等，找機會顯現客家的魅力，將我們的客家

會名聲，深植在僑社與美國人的心中，甚至有非客家朋友，主動來參加客家會，成為客家會員。 

https://www.facebook.com/MidwestHakka/ 

 

NEW ENGLAND HAKKA ASSOCIATION 紐英

倫客家鄉親會 

紐英倫客家鄉親會成立於二零一零年，在歷任會長林岱、曾秀梅、張桂英及陳裕逢的努力下，(現任會長是周

一男) 已有一百多個家庭會員。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活動及鄉親聯誼會，其中客家「天穿日」（農曆元月

二十日）慶祝活動更是最具客家文化特色的民俗節慶，因感念女媧補天，拯救天下蒼生，每逢天「穿」之

日，便祭祀感恩，是為「天穿日」。傳統中，這天客家人會放下工作，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共唱山歌來慶

祝。一方面忙裡偷閒，也讓大地休養生息，俱有客家文化獨特性的「天穿日」更被定為全國客家日，以彰顯

客家族群對台灣多元文化的貢獻！ 

曾前會長深感海外客家鄉親對自己族群認識的重要性，特別編輯了一本「認識客家」的特刊供大眾閱覽及子

孫保存。其中介紹了台灣客家的起源、分佈，文化百科、諺語，客家擂茶、菜餚、米食及實用食譜等等。客

家民族在歷經無數遷徙及環境影響下，醞釀出客家菜獨特的食材、沾醬，及鹹、香、油的特殊風味。而這首

「客家本色」正是客家人胼手胝足、勤儉傳家、堅毅不屈、擇善惡惡的寫照. （詞曲：涂敏恆） 

https://www.facebook.com/NEHakka/ 

 

North Carolina Hakka Association 北卡客家同鄉

會 

https://www.facebook.com/MidwestHakka/
https://www.facebook.com/NE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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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客家同鄉會成立時間：1990 年 

北卡客家同鄉會（NCHA）由鄉親蘇燕次、鐘添耀等人在北卡首府洛麗創辦，是一

家非贏利性組織。目前此組織的會員約為 200 餘人，是北卡三角地區主要華人社團

之一。 

協會的宗旨是：促進客家文化、語言的傳承；積極參與社區公益活動；聯絡相親促進合作；爭取維護在美客

家鄉親之福利；增進客家人的生活品質；服務鄉親，提供交流平台。 

協會活動豐富，每逢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協會都會定期舉辦晚會，同時還會不定期舉辦

專業講座、客家美食教學、客家民謠教唱等活動。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akkanc/home 

 

Seattle Hakkanese Association 西雅圖客家人同鄉

會 

西雅圖台灣客家同鄉會于 2005 年正式成立。會員人數約為 60 人，成員組成大都從

台灣而來的客家鄉親。西雅圖客家人同鄉會是個非營利、非政治、非宗教組織。歡

迎客家人及對客家傳統文化有興趣的人參加與支持。 

西雅圖客家人同鄉會成立宗旨其為加強會員間之聯繫，增進全體會員之情感交流，

增進認識客家人的傳統精神與文化，承先啟後，團結合作，守望相助，發揚光大，

融合會員力量以提升、促進、支持各項客家文化活動，增加客家聯誼會及當地社區福祉，並竭力協助會員融

入美國主流文化。對會員、會員家庭或任何其他需要支援者所遭受的困境，提供援助及安慰。社團現況方

面，會長蘇元安表示，每年舉辦三大傳統節日，包括端午節、中秋節、農曆新年等大型活動，藉以加強會員

之間的互動並增進鄉親情誼，以及交流資訊及分享當地活動等資訊。 

社團位於西雅圖是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它位於華盛頓州普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間的金縣，距離

加美邊境約 174 公里。西雅圖也是金縣的縣治所在。 

西雅圖地區最早的和最主要的白人移民於 1851 年 11 月 13 日到達這裡。1852 年 4 月他們將他們的居民點移到

依利雅特灣 （Elliott Bay）。城市的第一幅地圖是 1853 年 5 月 23 日繪製成的。從 1865 年到 1867 年它是一個

鎮，從 1869 年開始它正式成為一個市。西雅圖的名稱來源於一個度瓦米許和索瓜米希部落的首領（Chief 

Sealth）。 

而尊重、和諧一直是美國政府努力營造多元文化社會的大方向，而客家文化在此地的提倡與重視，除了為客

家族群創造更多樣的發展與機會外，更因此增加了美國社會多元思考的可能性、豐富了文化多元競爭後的開

創性。因此，本會透過相關活動的舉行，希望從語言維護、文化保存、國際交流等多方面向出發，願與所有

的客家鄉親以及關心族群文化的鄉親，一起為海外的客家族群延續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打開新的契機。 

社團成立目的，在於希望能有更多人走出來，共同關心客家文化、硬頸精神、語言的延續。 吸引年輕人參加

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客家會等於是一個園地，讓海外的客家人都能表有講客語的能力，未來的一年會舉辦活

動，凝聚客家鄉親的心。 

https://global.hakka.gov.tw/103/cp.aspx?n=601A39FA5F7FFAAD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akkanc/home
https://global.hakka.gov.tw/103/cp.aspx?n=601A39FA5F7FF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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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南

加州台灣客家會 

從 1968 年起南加州的客家人，本同鄉之誼，就常聚一起話家常，談論故鄉事，非正式溝

通，一起聚餐，各地客屬人士均參與，當時成員約有一仟人。1985 年一群來自台灣的客

家人，正式成立組織南加州台灣客家會(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大都會成員複雜，來自四方，龍蛇雜處，各懷鬼胎，自成立以來，互相認

識不深，多人堅持己見，山頭林立，始終未能和平相處，分分合合，有人另立門戶。以

本會歷史最悠久，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南加州台灣客家會是，美洲台灣客家會〈前身為

全美台灣客家會〉原始成員。 

1991 年在加州註冊登記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客家會) ，正式成為非

營利組織。主要的宗旨，是讓台灣來的客家人，能夠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分享故鄉事，有困難能夠互相幫

助，做一點發揚客家文化工作。近年來，會員開始關心台灣的局勢的變化，本會參與主要的台灣人的社區活

動。 

1999 年主辦全美客家懇親大會；其時適值千囍年及 2000 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前夕，台灣政要及世界各地

客家鄉親，冠蓋雲集，賓從雜遢，實數要津。熱鬧非凡，是一大盛事。 

https://global.hakka.gov.tw/35/Default.aspx 

 

St. Louis Hakka Association 聖路易客家台灣同鄉

會 

聖路易台灣客家同鄉會於 1995 年正式成立。會員人數約為 40~50 人，成員組成大都從台

灣而來的客家鄉親。現任會長為朱真一先生。歡迎客家人及對客家傳統文化有興趣的人

參加與支持。聖路易客家同鄉會位於聖路易斯（Saint Louis），以法王路易九世的名稱

命名，是美國密蘇里州最大都會區，位於密蘇里河和密西西比河匯合處，是美國中西部

交通樞紐。 

聖路易客家同鄉成立宗旨其為加強會員間之聯繫，增進全體會員之情感交流，增進認識

客家人的傳統精神與文化，承先啟後，團結合作，守望相助，發揚光大，融合會員力量以提升、促進、支持

各項客家文化活動，增加客家聯誼會及當地社區福祉，並竭力協助會員融入美國主流文化。對會員、會員家

庭或任何其他需要支援者所遭受的困境，提供援助及安慰。 

尊重、和諧一直是美國政府努力營造多元文化社會的大方向，而客家文化在此地的提倡與重視，除了為客家

族群創造更多樣的發展與機會外，更因此增加了美國社會多元思考的可能性、豐富了文化多元競爭後的開創

性。因此，本會透過相關活動的舉行，希望從語言維護、文化保存、國際交流等多方面向出發，願與所有的

客家鄉親以及關心族群文化的鄉親，一起為海外的客家族群延續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打開新的契機。 

https://global.hakka.gov.tw/102/ 

 

https://global.hakka.gov.tw/35/Default.aspx
https://global.hakka.gov.tw/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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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 

North America 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除了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是台美客家鄉親最感驕傲的另一

個客家社團。它是一群關心台灣和客家的台美客家人為響應 1990 年十二月一日在台灣成

立的「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簡稱「台灣客協」，於 1991 年七月參加美東台灣人夏

令會時成立籌備會，由陳秋鴻擔任召集人，在同年台灣客協成立週年的前一個月，十一

月一日，正式成立。簡稱「北美台灣客協」，英文名稱「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 North America」，簡稱 「HAPA-NA」。 

北美台灣客協以結合北美台灣客家人，協助台灣的客家人運動，爭取客家權益，延續客家語言，文化，推展

公共事務，及為臺灣前途努力為宗旨。 

http://hapa-na.blogspot.com/ 

https://global.hakka.gov.tw/75/Default.aspx 

 

Taiwanese Hakka Assoc.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大費城台灣客家同鄉會 

大費城台灣客家同鄉會成立於一九九七年，成員約有四十人會員，來自費城及近郊，

也包括南新澤西州(NJ)及德拉瓦州(DE)附近，會長由會員選出任期一年，每年有三至四

次活動來聯絡鄉親感情，會中以客家話為主做交流，有四縣海陸十分熱，也藉此提高

我們的母語能力。 

                                https://global.hakka.gov.tw/36/cp.aspx?n=D8AF6DA49227182F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East Coast 美東台

灣客家會 

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係由美東台灣客家人夏令會的客家鄉親發起組成，社團宗旨

以聯誼鄉情，發揚客家文化，希望能有更多人走出來，共同關心客家文化、硬頸

精神、語言的延續關心，吸引年輕人參加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客家會等於是一個

園地，讓海外的客家人都能表有講客語的能力，未來的一年會舉辦活動，凝聚客

家鄉親的心並支持台灣權益為宗旨，會址設於會長所在地。 

https://global.hakka.gov.tw/104/cp.aspx?n=2E187B816E7469DF 

 

http://hapa-na.blogspot.com/
https://global.hakka.gov.tw/75/Default.aspx
https://global.hakka.gov.tw/36/cp.aspx?n=D8AF6DA49227182F
https://global.hakka.gov.tw/104/cp.aspx?n=2E187B816E7469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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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北加州臺灣客家會 

北加州台灣客家會成立於 90 年代，宗旨為本會以聯絡北加州臺灣客家鄉親，發揚客家文

化，推展客家語言，提高客家主意議識與尊嚴，爭取應有權利，增進共同福址為目的。定

期舉辦客家文化活動、新春團拜、中秋聯歡，以及烤肉、座談會、台美人每年舉行 5 月台

美人傳統週活動、每個月理監事都會聚會，以及參與客委會所舉行海外客家研習營活動等

相關活動。 

美國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乃是融合各種不同文化的其獨特性，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寬容，而客家

文化在此地的提倡與重視，除了為客家族群創造更多樣的發展與機會外，更因此增加了美國社會多元思考的

可能性以及豐富了文化多元的開創性。而北加州台灣客家會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的一個城市--聖荷西。

位處於舊金山灣區南部、聖塔克拉拉縣和非正式地理名稱矽谷境內。隨著高科技公司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

代創立於或移入聖荷西，聖荷西也逐漸成為矽谷的商業和研發中心，各式族群與各種文化的相關活動，在此

地蓬勃發展，因此，本會更為積極推動客家文化的相關活動，希望從語言維護、文化保存、國際交流等多方

面向出發，願與所有的客家鄉親以及關心族群文化的美國人，一起為海外的客家族群延續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打開新的契機。 

https://global.hakka.gov.tw/152/Default.aspx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the World 

(THAW) 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 

1997 年 7 月 「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正式成立【世台客聯】的全名是【世界台灣客家

聯合會】它的英文全名是：【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of the World 】簡稱為：

【THAW 】。 

提到【世台客聯】可能鮮為人知，其實它在 1997 年 11 月范振宗當新竹縣長訪美，在

美國達拉斯召開【全美洲台灣客家懇親大會】時，會中凡台灣有客家人縣、市都共派有 30 人代表參加以及

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巴西、泰國共有 29 人代表參加，共同推選出楊貴運教授為第一任會長，范振

宗縣長為副會長，其間經過有第二任會長劉永斌，第三任會長陳明真，第四任會長徐新宏，第五任會長羅能

平，第六任會長梨萬棠，第七任會長張錦輝，第八任的會長林敬賢；新任 2015－ 2016 的會長為陳石山。 

 

http://www.hakkaworld.com.tw/THAW/main.html 

 

https://global.hakka.gov.tw/152/Default.aspx
http://www.hakkaworld.com.tw/THAW/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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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美洲台

灣客家聯合會 (Taiwanese Haaka Association of 

U.S.A. 全美臺灣客家會) 

本會全名為美洲台灣客家聯合會，簡稱美台客聯，英文名稱為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s of America ，簡稱 THAA。八十年代末 1988年 9月在加州洛杉磯，由 10多

位志同道合的客家菁英聯合發起組成「全美台灣客家會」 

 

 

Taiwanese Hakka Culture Foundation of America 

全美臺灣客家文化基金會 

全美臺灣客家文化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 成立於 1989 年, 每年頒發客家青少年

奬學金, 鼓勵客家子弟對客家母語及文化的認識, 另外也頒發臺灣客家文化獎, 獎勵對

客家語文,音樂,或藝術保存或發揚有貢獻的人士. 基金會也主辦或協辦客家藝術文化

活動, 推廣優良的客家文化, 讓客家文化進入主流社會。 

https://global.hakka.gov.tw/86/Defaul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hakkaculturefoundation/ 

 

北美客家台灣語言文化基金 (St.Louis, MO) 

No Information 

 

美國客家婦女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hakkaculture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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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Taiwanese Associations 

 

Ghee-Lan Association of USA 美國宜蘭台灣同鄉

會 

No Information 

https://gheelanusa.wordpress.com/ 

https://www.facebook.com/GheelanUSA/ 

 

North America Chang Hua Association 北美彰化

同鄉會 

在前彰化縣長黃石城不斷鼓勵及催生下，創會會長楊信會同創會理事於 2008年 7月在北

美成立了彰化同鄉會。近四年來，會員家庭人數持續增加，在大洛杉磯地區就已有一百

七十七戶、近四百人的會員。 同鄉會 2009年會以「送愛心回台灣」為主題，楊總會長

夫婦即以北美彰化同鄉會名義，開始定期認捐員林「螢光慈善會」，作急難助困基金。

2010 年會以「重陽敬老、四代同堂」為主題、並表揚傑出二代子弟。2011年會以「彰化

之光」為主題，宣佈設立北美彰化同鄉會獎學金及辦法。2012年會以「關懷與回饋」為

主題，頒發第一屆「楊信獎學金」。 創會會長楊信指出，早期台灣有很多的留學生來美

國就讀深造，近年來減少許多。他一直認為美國是一個好地方，是一個有優良的民主、自由的國度，希望藉

設立獎學金嘉惠、鼓勵彰化子弟來美國留學深造，回饋社區。同鄉會在 2011年的年會中正式宣佈成立獎學

金、並公佈了詳細辦法。2012開始接受申請，由彰化師範大學辦理、審核、推薦，將於 2012年 8月 19日年

會中頒發第一屆獎學金。 北美彰化同鄉會每年於夏季舉行年會外，並於農暦年前後舉辦新春活動，包括：

2012「鹿港燈會響噹噹、鐵路便當情正夯」、2011「元宵團圓、彰化情」博「狀元餅」、2010「隨意潤餅

捲」餐會、以及 2009「認親結緣好過年」歲末「台灣小吃十全十美」聚餐。四年來同鄉會也積極參與、贊助

台美社區的各種文化、慈善活動，包括每年的台美人傳統週及園遊會、救災活動、Team Taiwan、彰化賴和

文敎基金會「鬥鬧熱走唱隊」洛杉磯演出、美國鷹社徵文漫畫創作比赛、璀璨一百精彩共享演唱會、台灣之

夜「衆聲讚台灣」等。此外，同鄉會也鼓勵、帶動與主流社會的互動，並積極支持、表揚傑出二代。 理事會

歡迎認同北美彰化同鄉會宗旨的彰化鄉親加入同鄉會。 

https://www.facebook.com/NACHA-北美彰化同鄉會-630178320473394/ 

 

 

https://gheelanusa.wordpress.com/
https://www.facebook.com/GheelanUSA/
https://www.facebook.com/NACHA-北美彰化同鄉會-630178320473394/


58 

 

Southern California Taitonese Association 南加州

台東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ainan High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America 北美台南市校友暨同鄉會(台南

同鄉同學會) 

1. Mei Sing Huang invited a group of alumni of Tainan First High and 

Tainan Girls’ High for dinner party at a restaurant in Mid-town 

Manhattan, New York May 1983 to form the preliminary Tainan High 

Alumni Association. Consequently, she was elected at the site as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2. The following year, Tom C.H. Su took over the position commencing the job of compiling name list, printing 

name booklets. Invited Dr. Tsing-Fang Chen serving 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the first annual banquet 

lecturing the modern art. 

3. Michael Yeun, 5th President expanded alumni to include all high schools in Tainan. As a result, members 

increased from a small group to over 100 members. 

4. Philip Chang, 7th – 8th President legalized the organization and registered the name as Tainan High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America, Inc. in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in 1989. Authorized Catherine T.L. 

Hwang, CPA as the Accountant representing this organization engaging in legalization of IRS recognized 

none-profit organization. Raised reserved fund from $240 to $1,700. Published the premiere THSAA 

Directory 1992-1993. Held the annual banquet conference at newly opened Sheraton Tara banquet hall in 

Parsippany NJ that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 format of annual conference for THSAA. 

5. Marian Tsai, 9th President carried on the expanding alumni policy that encouraged all high school alumnus of 

Tainan joining THSAA. Suggested computerizing data process and communication that paved the way in 

advanced handling later days. Detailed also updated members’ name list including business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6. Shou-Shan Hwang, 10th President completed final procedure that IRS ratified this organization as a none-

profit status in 1993. Received Exempt Organization Permit from the state of NJ and NY in the same year. 

Established scholarship awards rules and conditions. 

7. Thomas H.C. Lee, 12th President, the first time distributed two THSAA scholarship awards $500 each to two 

distinguished high school seniors. (1994) 

8. H. L. Liao, 14th President designed and custom made a flag for this organization. Reserved fund increased to 

over $5,000. 

9. Thomas T. Lin, 17th President registered domain to launch web site. Invested $8,000 in stock market in 1999. 

10. Doris Ku, 18th President, organized a group of 30 traveling to meet Taiwan President, A-Bian who was an 

alumnus of Tainan 1st High School. 

11. Tom C.H. Su, 20th President setup investment fund and committee. Installed an addendum, which was for the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to By-Laws. Organized a group visiting Tong-Pi Chen, Taiwan representative in 

Canada. For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annual banquet, he invited Tain-Tsai Hsu, Tainan Mayor in 2003 and 

John Liu, Assembly Representative of NY City in 2004. He also personally visited several high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nan. 

12. Richard C.S. Lee, 22nd – 23rd President boosted the annual banquet conference in 2006 that number of 

attendants the first time ever exceeded 200. Invited Dr. Lung Chu Chen as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annual 

banquet in 2006 and Dr. Edward Chen in 2007 when retired from President that promoted alumni’s 

enthusiastic over Taiwan sovereignty. He also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Friend of A-Bian in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during THSAA President tenure that encouraged members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Taiwan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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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h-Lan Huang, 24th – 25th President, took over the accountant job from Catherine Hwang, CPA who was 

retiring, effective the tax return 2007. 

 

TAINANESE SOCIETY OF AMERICA 美國台南

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 Pingtu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nc. 北美

台灣屏東鄉親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北美台灣屏東鄉親會- Taiwan-Pingtung-Association-of-America-Inc-176467679120374/ 

 

美東南區彰化同鄉會 

美東南區彰化同鄉會成立大會於 2010年 3月 6日中午在亞特蘭大涂常雄府邸舉行。大會議程由司儀李秀敏老

師主持。 

 

 

 

 

 

 

https://www.facebook.com/北美台灣屏東鄉親會-%20Taiwan-Pingtung-Association-of-America-Inc-17646767912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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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旅美學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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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總會)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ATWA) was founded in Los Angeles in 

1988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簡稱 NATWA（揶 

大），係一非營利性的團體，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在洛杉磯創會。 

http://www.natwa.com/ 

 

Arizona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亞

利桑那分會 

No Information 

 

Boston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波士

頓分會 

波士頓地區的姊妹們，終於在 1992年 11月 7日成立分會。第一任會長是廖幸英，副會長林幼。 

 

Detroit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底特

律分會 

1993年 3月 13日成立大會 

http://www.nat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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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San Diego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

婦女會聖地牙哥分會 

大聖地牙哥分會的成立，始由 NATWA前會長林郁子在 2006年十月召換幾位聖地牙哥附近的 NATWA成

員，以及關心婦女權益的年輕台灣姊妹們，在她家聚集商議而成。王金碧、劉美龄、王璨瑾、林珠薏等姊妹

們都投入許多時間與心神來番備辦理此次的第一届年會。 

 

Hawaii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夏威

夷分會 

No Information 

 

Kansas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堪薩

斯分會 

堪薩斯分會於 2005年成立 

 

Louisiana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路

易西安那分會 

路易西安那分會一九九二年六月成立 

 

NATWA II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第二代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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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Jersey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紐澤西分會 

紐澤西分會在 2002年 1月 26日正式成立 

 

New York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

約分會 

1999年時 NATWA在 NY NJ地區已有八十多人，但分會直到 1999年 6月 27日時才成立。這分會最大的

功能就是負責籌備 2000年在 Parsippany舉辦的第十二屆年會，在大家齊心協力下 2000 的年會可說相當成

功。當時剛好碰到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內心滿是喜悅，都想來到這個姊妹的大家庭談助選樂，分享

拉票經驗。那年參加年會的有四百多人，可說是相當盛況。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

灣婦女會北加分會 

NATWA 創會 1988 年起始於加州，第一任會長張富美亦出身北加的矽谷，所以 1991 年 10 月幾位當地臺灣

婦女興起成立「北加州分會」的主意，亦屬自然的趨勢。 

當時參照總會章程組織，選出會長及委員，開始推動會務。除了例行舉辦會員活動之外，主要有下列兩項較

長期的工作，兩項皆與「臺美公民協會」合作。 

 

Ohio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俄亥俄

分會 

俄亥俄分會於 2001年 7月 21日在 Columbus成立。當時總會會長程韻如主持成立大會，當天有 21人參

加，其中五名當場加入成爲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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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South West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

婦女會俄勒岡/西南華盛頓分會 

No Inform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

灣婦女會南加分會 

南加州分會於 1992年 5月 30成立 

 

St. Louis Chapter /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聖

路易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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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gWa Society 生活座談會 

 

中區生活座談會 

中區生活座談會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成立。開始的會員是蘇育德、林洪權、陳真慈、蔡滄波、彭振益、簡長

明、江順庭、後來先後加入的有黃俊德、陳淑慧、張文正、黃宇田、陳睿璋、陳睿祥、陳堅、洪禎澤、黃

炎、張晉作、蔡慶賢、顔明格、陳英傑、李政一等。此區有一時是分二區在運作，會員年輕，回台的人也不

少。目前是一區運作會友在台灣人社會內的奉獻是在報紙、公民協會、同鄉會、台文通訊、台美基金會及生

活座談會的推廣。 

 

生活座談會理事會 

生活座談會理事會雖然是在一九九三年九月才正式成立。其實，一二十年來，就有幾位熱心的朋友在後壁得

參詳、計劃。遮人包括黃森元、陳慶霖、李成奎、許清煌、周實及劉天良。尤其是黃森元、黃森榮兄弟，十

幾年來，提供他們的厝做開會場所，提供飲料水果。後來，黃森元也整理出生活座談會章程，並且擔起第一

任理事會會長的職務。最近，參加策劃生活座談會的將來成長的理事有柯清隆、廖鴻業、陳睿瑋、林洪權、

林富文、黃宇田、何壽美及劉天良。 

生活座談會是以謙卑作出發點，認識著阮在知識、時間、金錢、讀書上的有限，用演講、生活經驗交換，及

會務的方式，分擔責任，來提昇阮在語言溝通及領導這方面的能力，同時也培養阮的民主素養。定期作伙，

不斷得求進步。我以上簡單報告，漏勾的所在請予我知。這嘛提醒每一個分會，記錄不但需要，猶也愛詳

細。希望咱大家不斷學習，無外久的將來閣再相見。 

 

西區生活座談會 

一九七八年一月，西區生活座談會在劉天良厝成立。開始的成員是陳惠亭、陳居、李木通、郭勝也、林正

德、顔樹洋、余哲明、楊省道、黃森元，及劉天良。後來繼續加入的有黃森榮、潘子自、許清煌、胡維剛、

張英明、吳仲輝、王瑾瑾、賴雅美、陳正吉、黃武雄、黃茂清、廖聰明、黃榮貳、馬莉莉、張國添、郭俊

明。因為有幾位熱心的會友的經營，已經有十七年的歷史了。會友在台灣人社會的奉獻包括商會、旅館公

會、FAPA、公民協會、醫師公會等重要職務。太平洋時報發生危機時，會友黃森源、陳惠亭、李木通先後

出來擔任發行人、社長的職務，實在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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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蘭生活座談會 

No Information 

 

南區生活座談會 

以柑縣為中心的南區生活座談會是在一九七四年在劉天良厝成立。開始的會員是李成奎、郭清江、周實、林

勝井、許清煌、蔡永基及劉天良。後來繼續參加的有蘇國雄、郭博安、林正雄、陳正一、蔡萬傳、何汝蟄、

吘辰昭、王秋森、沈英忠、陳明昭、王廷宜、蔡明憲、謝清志、陳憲治、林心智、張雲彦等。南區經營十幾

年的中間，南加州同鄉會的會長職位，差不多攏是此區的會友包辦。其他會友也在公民協會、人權會、報

紙、獨立運動上奉獻。這個時辰，李成奎也開始起稿章程草案及翻譯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課程供作參考資料。 

 

南灣生活座談會 

南灣生活座談會的創會會員是陳惠亭、黃森元、陳立宗、林正善、許清煌、廖政秀、林本晃、游銘泉、蔡銘

祿、王秋森、江昭儀。後來加入的有鄭良光、吳爾融、柯清隆、呂俊宇、蕭華銓、許善惠、李博仁、游高

常、黃月葉、許文宏、林麥玲、王洪政。此區會友在台灣人社會的奉獻是同鄉會，辦台美學校、公民協會、

醫師協會、報紙。到今仔日，也有十一年卡加的歷史了。 

 

洛杉磯生活座談會 

洛杉磯的生活座談會，是在一九七一年誕生。當時有一陣台灣留學生，一方面在被監視，被打報告的陰影內

推動台灣同鄉會，一方面猶也感覺，大家攏學有專長，那勿將每一個人所學所知的智慧提出來互相教育求進

步。同時，阮嘛有認識著語言交通及領導這方面的教育的重要性。就按昵，阮大家同意定期開會討論同鄉會

的時，用一半的時間，輪流作演講、評論，主持開會。同時，大家也決議用「生活座談會」此五字來代表這

個會。經營三四年，主辦各種同鄉會活動及演講會，包括美西頭一擺的民眾大會，然後，香火傳予南區生活

座談會。雖然大家鬥陣無真久，這寡人的影響是已經留落去仔。遮人是許和瑞、陳慶霖、李英男、李隆吉、

黃根深、陳明章、陳松貞（故）、周隨土、蘇哲（故）、黃森元、胡占星、李哲夫、劉天慶、朱啓吉及我本

人。這寡人，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發展，在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的影響實在不小。 

 

聖地牙哥台灣人生活座談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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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東生活座談會 

聖東生活座談會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林富文夫婦受著輕鬆生活座談會的影響及沈富雄立委的口才的刺激，

邀請孫嘉璘、郭漢甫、賴淑遠、許貞華共同成立。後來繼續加入的有陳秀真、林碧玉、許寬正、賴慧娜、黃

瑞祥。此區的特色是婦女佔大多數。在台灣人社會內的奉獻是在北美州婦女會，陳文成基金會、同鄉會、

FAPA、公民協會及生活座談會的推廣。 

 

輕鬆生活座談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輕鬆生活座談會及南灣生活座談會同時成立。輕鬆區是由李成奎、王志成、洪正吉、許新

民、陳光耀，劉天良在劉天良厝成立。真緊的發展，繼續來參加的有黃書憲、干政宏、鍾茂智、施益夫、林

財添、曾清蚨、廖鴻業、歐陽美麗、蔡慶邦、高亮星、林逸朗、高奇士、何乃智、何壽美。目前已經客滿，

會員決議暫時無欲閣收新會員。此區的特色是絶對準時開會，日期也不隨便改，會友互相叫名叫姓。會友在

台灣人社會的奉獻包括體育界、航太、教育、長輩、台文通訊及生活座談會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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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AP) 台美菁英

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AP) 台美菁英

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AP) was founded in 1991 in Los 

Angeles as a program of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Citizens League (TACL) 

with a mission to enhance and empower the Taiwanese &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Greater Los Angeles through network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Atlanta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亞特蘭大分

會 

TAP-ATL於 2013年由在亞城出生、成長的律師鄒昶偉(Wellington Tzou)成立，

他現在同時也是台美菁英協會全美副會長。TAP-ATL現任共同會長詹靖剛

(Oliver Jan)和邵康(David Shau)指出，目前該會聯絡名單上的成員有 500多人，會

員年齡介於 22歲到 40歲之間。而與青商會不同的是，TAP-ATL成員背景更為廣泛，有律師、醫師、會計

師、工程師、房地產經紀人等專業領域 

https://www.tap-atl.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P.atl/ 

 

Austin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奧斯丁(德州)

分會 

TAP-Austin is a chapter of TACL National,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un entirely 

by volunteers. 

                                        http://tap-atx.org/ 

https://www.tap-atl.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P.atl/
http://tap-a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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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波士頓分會 

Founded in 2012,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AP)-Boston is a chapter of the largest 

network of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tap-boston.org/ 

 

 

D.C.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華府分會 

TAP-DC enhance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by networking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professi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TAP-DC provides resources and programs that inspire and empower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support professionals to become community-oriented leaders. Focuses on Leadership, Identity, 

Networking, and Community (LINC). 

TAP-DC is an affiliate chapter of TACL National,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un 

entirely by volunteers. 

  https://www.tap-dc.org/ 

 

Los Angeles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洛杉磯分

會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Los Angeles (TAP-LA) enhances the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by networking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professi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preservation of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TAP-LA provides resources and 

programs that inspire and empower; develop and support professionals to become community-

oriented leaders. 

                        https://tapla.org/ 

 

 

New York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紐約分會 

TAP-NY is a chapter of TACL National,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un entirely by 

volunteers. Our mission is to connect, develop, and represent the Taiwanese American 

http://www.tap-boston.org/
http://tacl.org/
https://www.tap-dc.org/
http://www.tacl.org/about
https://tapla.org/
http://tac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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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 the greater NYC area by providing programming and 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 and by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the evolving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everywhere. 

https://www.tap-ny.org/ 

 

Orange County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橙縣

分會 

Founded in January 2018, TAP-OC became one of ten official TAP chapters across the nation 

under TACL. The vision of TAP-OC is to cultivate a community that not only connects like-

minded individuals who are looking to contribute to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 by 

giving back to society, but also build lifelong friendships that will grow beyond the 

organization while pursuing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growth. 

http://tap-oc.org/ 

 

Philadelphia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費城分

會 

No Information 

 

San Diego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聖地牙哥

分會 

TAP-San Diego was created in 2008 to serve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younger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residing in San Diego. Our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ill serve to unify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ssist professionals in their professional and career 

enhancement, and empower our members to re-engage Taiwanese-America as community-

oriented leaders. 

TAP-SD i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rough its parent organiz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CL). 

http://www.tap-sd.org/ 

 

https://www.tap-ny.org/
http://tap-oc.org/
http://www.tap-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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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舊金山                 

分會 

TAP-SF is a chapter of TACL National,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ttps://www.tap-sf.org/ 

 

 

Seattle Chapter / TAP 台美菁英協會西雅圖分會 

In March 2004, a group of energetic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in the Greater Seattle 

area formed an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young Taiwanese and Asian 

Americans to network and support each other. 

                                     http://tap-seattle.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PSinSeattle 

 

 

 

 

 

 

 

 

 

 

http://tacl.org/
https://www.tap-sf.org/
http://tap-seattle.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PSin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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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a Taiwan Center 亞特蘭大台灣會館 

No Information 

http://www.taiwaneseschoolofatlanta.com/Taiwan%20Center%20Openning.htm 

 

Hawaii Taiwanese Center 夏威夷台灣人中心 

Hawaii Taiwanese Center provide various services to Taiwanese who live in Hawaii and also anyone who love to 

connect with Taiwanese culture. Our goal is mainly to promote Taiwan to Hawaii and also introduce Hawaii to 

Taiwan. All kinds of services. 

https://www.facebook.com/HawaiiTaiwan/ 

 

Houston Taiwan Community Center 休士頓台灣人

活動中心 

一、籌建的經過 

活動中心籌建的過程可以分四個階段來説明： 

1. 一九八七年二月至一九九一年三月 

年初同鄉會設立會館基金，以義賣和樂捐的方式向同鄉和廠商募款。 

2. —九九一年三月至一九九一年五月 

三月底，代表同鄉會、信用合作社和台灣語文學校的二十幾位同鄉對一棟破舊的托兒所進行評估，包括社區

的適用性、地點、經费和未來的收支平衡等等。經過幾次的協調和討論，一致認為是適當的建築物。 

3. —九九一年六月至一九九一年十月 

一九八九年以台語文學校爲主體所設立的台灣人傳统基金會，經過二年的努力，二月初得到國税局批准爲非

營利免税的社團。六月一日舉行會員大會，改選新理事時購買活動中心的方案得到大會多數會員的贊成，委

託新理事極積進行交涉和募款。十月二十八日活動中心正式完成過戶手續。 

4.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二年七月 

這段期間募款和修建同時進行。一月十一日基金會在新完成的大廳舉辦一次非常盛況的募款餐會，有三百位

同鄉參加。募款工作一直到四月底結束。合作社和台灣語文學校先後在二月和四月搬入活動中心。基金會選

擇七月十一日舉行落成典禮。新的活動中心正式開放。 

二、資金的來源 

http://www.taiwaneseschoolofatlanta.com/Taiwan%20Center%20Openning.htm
https://www.facebook.com/HawaiiTaiwan/


73 

 

活動中心的成交是十九萬五千元。修建十萬元，雜費一萬元，基金會總共募款三十一萬元，包括會館基金四

萬元，同鄉會無息貸款三萬元，以及二百六十户同鄉的慷慨樂捐。值得驕傲的是有十二位同鄉各捐出一萬

元。 

三、活動中心的設施 

活動中心位於西南區，離頂好市場開車只要三分鐘，地點適中，主要設施如下： 

三千平方呎的大聽，可以容納三百人。 

八百四十平方呎的舞蹈室，可以舉辦五、六十人的演講會。 

八間四百平方呎的敎室、圖書室、會議室和廚房各一間。後庭院是兒童遊樂場所，附加一千坪呎的涼亭。 

停車場可以停四十部車。中心的地坪是四萬五千平方呎，建坪是一萬二千平方呎。 

四、管理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派一位理事擔任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其他六位委員是由各 社團派代表擔任。管委

負責管理活動中心和保持收支平衡。活動中心開放四個月都有盈餘。主要原因是有三位好房客：德州台灣信

用合作社、台灣語文學校和同鄉會。 

五、合作的成果 

休士頓地區的同鄉，經過長期的努力，先後成立同鄉會（一九七〇年）、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一九七五

年）、台灣語文學校（一九八五年）和台灣商會（一九八七年）。透過社團的協詷和合作，熱心同鄉的支

持，籌建一個新的活動中心。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New York Taiwan Center 紐約台灣會館 

台灣會館由大紐約地區的台美人捐獻所設立。座落於紐約市皇后區的法拉盛市區，成立於 1987年，為向美國

政府登記之非營利組織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也是在美台灣人自資設立的第一座社區中心。過去

幾年來，台灣會館已拓展為提供來自各族裔的社區居民多元活動與節目的綜合性社區心。同時也積極地扮演

台美文化與教育交流的橋梁，並且是大紐约區台灣人社團聯合會的所在地，聯繫著紐約和紐澤西地區近三十

個台美人社團。 

https://www.nytaiwancenter.us/about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https://www.nytaiwancenter.u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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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Diego Taiwan Community Center 聖地牙哥台

灣中心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於 1996 年，由一群來自台灣鄉親們齊心協力共同籌備組成的。基

金會在加州正式立案登記，是一個非營利公益性社團，捐款依法可以免稅。基金會下

設有台灣中心，負責基金會運作及各項活動的籌畫及執行。凡是熱愛台灣或欣賞台灣

文化的人士都是台灣中心的服務對象，竭誠歡迎您的支持與參予。 

                              https://taiwancenter.com/ch-h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insanduego/ 

 

Seattle Taiwan Center 西雅圖台灣會館 

No Information 

 

Seattle Taiwanese United Service Center 西雅圖台

灣人聯合服務中心 

No Information 

 

Seifu Garden 清風園 

No Information 

 

TAA / Cincinnati Taiwanese Center 辛辛那提台灣

會館 

No Information 

 

https://taiwancenter.com/ch-h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insandu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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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enter of Greater Los Angeles 大洛杉磯台

灣會館 

The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February 1998, the family of 

Ken John Wang donated the property at the corner of Garvey Avenue and Walnut Grove Avenue in the city of 

Rosemead to the foundation to to become the future home of the Taiwan Center. Later that year, responding to Mr. Li-

Pei Wu's ardent call for ac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Americans held a million dollar fund-raising event to 

raise mone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Center. Mr. Li-Pei Wu was then elected to be the first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the Foundation. 

在海外聚集最多台灣移民的南加州，有許多熱愛關心台灣的鄉親。1998 年，僑務委員王桂榮先生慷慨捐出位

於洛杉磯郡柔斯蜜市的產業；萬通銀行總裁吳澧培先生為募款召集人，四十多個台灣社團及千位鄉親共同籌

款達美金一百萬，於 1998 年六月十二日成立「南加州台灣會館基金會」，是一非營利機構，擁有「南加州台

灣會館」主權，專責營運管理「南加州台灣會館」。透過台灣會館的運作，以宣揚台灣文化與傳統，促進台

美人與外族裔相互間之溝通與了解為宗旨。2001 年更名為「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http://www.taiwancenter.org/main.aspx?locale=zh-TW 

 

Taiwan Culture Center Greater Washington, DC 

華府台灣文化中心 

Taiwan Culture Center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is a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since 1994 promoting the art and culture of Taiwanese American. 

        http://www.taiwanculturectr.org/ne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CultureCenterDC/ 

 

Taiwanese American Center in Northern 

California 北加州台灣會館 

歷史沿革：  

1. 台美人在北加州三十年間夢想 「擁有自已的家」，但都沒落實。 

2. 2002 年底，這聲音再次興起，並得到積極回響。2003 年初台灣同鄉年會，會長張祿生宣佈這構想，立刻得

到同鄉肯定並踴躍捐款贊助。 

3. 2003 年 2 月 16 日北加州台灣會館籌備會正式成立，邱俊邦、陳德輝、石清正、林典謨、施天墩、翁嘉

盛、陳光博、李華林、及張祿生為籌備委員，積極進行會館成立事宜。 

4. 2003 年 4 日 1 日得到同鄉吳怡明醫師之協助，租其擁有的辨公大樓之一樓，位於 4988 Paseo Padre Parkway, 

Fremont, CA 94555.。 

5. 2003 年 5 月 1 日會館各項課程正式展開，初期提供十項，之後增加至二十多項，會館全由義工、老師、職

員負責所有事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A1%82%E6%A6%AE
http://www.taiwancenter.org/main.aspx?locale=zh-TW
http://www.taiwanculturectr.org/ne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CultureCenter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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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3 年 9 月 27 日舉行台灣會館開幕慶祝大會，得台灣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及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贈送匾額祝賀，同時並得舊金山經文處廖偉平副處長及南灣文教中心呂元榮主任親臨祝

賀。 

7. 2004 年 8 月 20 日在余伯泉教授協助下，台灣會館成立「台灣學校」教授華語、台語及客語,由黃美星校長

與黃秋蘭教務主任負責所有學校運作事宜。 

8. 2005 年開始，台灣會館已成為台美人非常頻繁之社區聚集場所，同時，台灣學校學生成長迅速，原會館

2,800 平方呎已感不敷使用。因此，理事會積極另覓適當場所。 

9. 2008 年 9 月台灣迦南基督教會購得一辦公大樓，位於矽谷金三角區，其中有二 樓約 8,600 平方呎可供會館

租用。由於三年來理事會到處尋找均沒有合適地點及大小適中又可供非營利組織使用之中型大樓。因此，理

事會決定以租代買，訂立十年長期租約，以擴大會館的功能。 

10. 2009 年 5 月 2 日台灣會館正式喬遷至 4413 Fortran Ct., San Jose, CA 95134 

11. 2010 年 10 月，會館內部整修改裝完成，正式全新啟用。 

12. 2012 年 4 月，李華林卸任理事，劉文彬醫師及陳柳江醫師加入理事團隊。 

13. 2012 年 10 月 28 日，會館成立 10 週年首次的繁榮、永續、感恩募款餐會，邀請蔡英文博士 主講。 

14. 2013 年 3 月，由劉文彬理事負責會館章程條文的修訂，並在同年 5 月的會員大會表決通過。 

15. 2014 年 12 月 6 日 舉行成立 12 週年募款餐會，主講者為當時政論節目的主持人鄭弘儀 先生。 

16. 2016 年 1 月，黃美星、方禎鋒醫師加入理事團隊。 

17. 2016 年 12 月 10 日舉行成立 14 週年募款餐會，主講者為政經看民視的主持人彭文正 教授。 

18. 2017 年 9 月 北加州台灣會館 6 個人接受僑委會安排的北美洲台灣中心回台訪問團，為期一週。 拜訪了總

統府、行政院、及台中、台南、高雄市政府。 

http://www.taiwanacenter.org/ 

TAIWANESE CULTURE CENTER OF 

AMERICA, Cincinnati, OH 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

心 

 

 

 

 

 

 

 

http://www.taiwanacenter.org/


77 

 

American Citizens of Taiwan Origin (ACTO) 美台

公民協會 

merican Citizens of Taiwan Origin (ACTO) is a non-profit 501(C)(3) organization.  ACTO was founded in 1988 with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 to pro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merican citizens of Taiwan origin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process 

Community Service –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and welfare of American society in general; to serve the public 

with educational and other community services 

Cultural Heritage –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merican citizens of Taiwan origin;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heritage of its members; to work with other Asi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celebra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Equal opportunity – to be an advocate for justice and fairness toward American citizens of Taiwan origin; to oppos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ttp://www.actous.org/ 

 

Atlanta Taiwanese American Social Service 

Committee, TASSC 亞特蘭大台美人社會服務會 

 

 

 

 

 

 

 

http://www.acto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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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Taiwanese Cuisine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芝加哥台灣美食文化交流協會 

本社團將以教授台灣傳統和現代美食， 宣揚台灣美食和台灣傳統文化， 

與當地僑民和市民做文化交流為宗旨。每一期上課八堂， 陳老師秉著宣

揚和傳承台灣美食文化，每堂課不收學費只酌材料費$15，每堂課上完

後，大家會一起享用當天的成品當中餐，用完餐後大多還有額外的成

品，可以讓上課的同學帶回去分享給家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ooking168/ 

 

Concerned Taiwanese 休士頓關切台灣會 

No Information 

 

Fri. Philo 哲學星期五 

2010 年 8 月 13 日開始，每週五晚上的公民論壇，早期為青平台計畫之一，2012 年起以小額募款，獨立運

作。同年 8 月起設「哲學『非』星期五」，以更機動開發公民性、想像力的「非」主流議題。 

「哲學星期五志工團」與青平台、慕哲咖啡館等不同團體合作，辦理定期、不定期的公民論壇，目前東華大

學、雲科大都有不定期的「哲學星期五」或「哲學『非』星期五」活動，2013 年並將於高雄、台南等城市與

在地團體合作。 

http://www.5philo.com/ 

匹茲堡 

https://www.facebook.com/pp5tw/ 
芝加哥 

https://www.facebook.com/CafePhiloChicago 
波士頓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02864643209257/ 
紐約 

https://www.facebook.com/cafephiloatNY 

 

Greater Seattle Taiwanese Women’s Club 大西雅   

圖台灣婦女會 

“80 年代以前, 海外台灣人社團幾乎清一色男性主導, 婦女都是在幕後默默地工作的一群. 婦

女會不是附 屬於教會就是同鄉會.… 1987 年全美會首次有一位女會長,楊黃美幸會長就邀

http://www.5philo.com/
https://www.facebook.com/pp5tw/
https://www.facebook.com/CafePhiloChicago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02864643209257/
https://www.facebook.com/cafephiloat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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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呂秀蓮(新女性主義的拓荒者)出面擔任籌劃婦女會的主導角色…於是 1988 年 3 月 13 日 NATWA 正式成

立。”– from www.natwa.com “NATWA 的歷史”. 又, NATWA 每年精心設計的“台灣人的月曆” 開始于 1990 年. 

http://www.gstwc.com/default.html 

 

Happy Club 精精俱樂部 

No Information 

 

Houston 怡宜社 

怡宜社為 Houston地區單身人士所組成之社團。 

 

K. T. Club 墾丁俱樂部(Philadelphia) 

No Information 

 

KO&TSAI RELATION’S ASSOCIATION 美西柯

蔡宗親會（美國洛杉磯市） 

No Information 

 

L.A. Study Group 大洛杉磯台灣讀書會 

偶然從網路上獲得柏林讀書會的消息，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曾經有想要從遠端連線參加，但是由於時差

還有個人 schedule關係，都沒有成功參加過，只有從 blog follow柏林讀書會的討論議題還有閱讀資料等等。

後來在洛杉磯有遇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於是決定以柏林讀書會為藍圖，成立一個適合洛杉磯的讀書會。

住在洛杉磯的我們其實很幸運，這裡的 FAPA時常都有舉辦很多演講，所以接收訊息其實對大部分的居民並

不會太困難，反而是沒有一個發表的場合。 

洛杉磯讀書會的出發點是希望來參與的朋友們都可以表達各自的意見和立場，藉此來強化每個人獨立思考的

能力，亦提供一個機會讓大家了解台灣目前正在發生的大小事，並且透過實際的行動來關心台灣的人與土

http://www.gstwc.com/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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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我們認為，每個朋友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專業，在看這些社會議題的時候就會有不同的出發點，而

這樣的不同正是我們最豐富的資源與力量，經由不同的出發點才能夠交織出最縝密的網絡，讓我們在討論任

何議題時都能不偏頗，兼顧各方的想法與看法。 

https://plus.google.com/communities/101940685575687242884 

 

Minnesota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明州台

灣婦女會 

No Information 

 

North Shore Club 北濱會 

北濱會 (North Shore Club) 是我們一群住在芝加哥北濱台美人的標會組織。 這個組織開始於二十多年前 (大約

是 1978年), 那時住在芝加哥北濱的台美人大約有十幾家左右, 小孩也都在上幼稚園或小學的年齡。平時大家

都為工作及事業忙錄，難得有見面相聚的機會, 因此有人發起每月聚餐及標會的組織。 這個組織以交誼及聚

餐為主要的目的, 標會為其次。我們這個組織不像台灣的標會有會頭, 我們的會沒有會頭只有會員而已。剛開

始時每月的聚餐都是在得標者的家裏以自助餐 (pot  luck) 的方式舉行。大家聚在一起談天說地, 通常是先生男

士們聚一堆大談政治，尤其是有關當時臺灣正在生氣蓬勃的黨外民主運動, 太太女士們則另一堆談家務及孩

子、同時也發發一些牢騷、互相吐露心聲。每次聚會大家都非常盡興, 通常聚到半夜才散。孩子們之間也都因

年紀相仿而玩得非常融洽，他們從小在一起長大, 情同手足。 

 

Orange County Taiwanese Club, OCTW 橙縣台灣

人俱樂部 

No Information 

 

Philadelphia Taiwanese Women’s Club 費城婦女

會 

No Information 

https://plus.google.com/communities/101940685575687242884


81 

 

TACL Toastmaster Club 議會學社(乾杯俱樂部) 

TACL TOASTMASTERS CLUB 於一九九二年九月。由當時台美公民協會熱心的理事們和會員組成的。主要的目的

是提供會員一個機會訓練英語的表達能力。因為英語不是我們的母語，使表達多加一層困難。 

一､TI 成立的經過 

一九九四年剛好是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簡稱 TI）慶祝七十歲的生日。一九二四年秋天，住在洛

杉磯的 Dr. Ralph C. Smedley 創辦了第一個 TOASTMASTERS CLUB，八年後，改名為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目前 TI 分布全世界，台灣地區就有二十個 TI 俱樂部。 

二､宗旨 

有人翻譯 Toastmasters Club 為「健談社」、「勵學社」。我們是用「議會學社」，為了通俗化，也稱呼「乾

杯俱樂部」。這個俱樂部的重點訓練是下列三項： 

１､增進溝通表達的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s) 

２､透過會議的運作，培養領導能力。(Leadership Skills) 

３､增加自信心及幫助自我成長。(Selfconfidence and personal growth)) 

三､聚會 

每次聚會包括議案的討論，瞬間回答，正式演講，鑑賞和評價和分享笑話等等，經常有十六、七人參加，歡

迎來參加我們的聚會，相信會讓你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共同來分享「自我成長」後的美醇乾杯。聚會的時間

是每禮拜一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地點是台灣人活動中心的 203 室。學社的幹部每半年選一次。 

 

Taiwanese American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大紐約區台灣人社團聯合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guidestar.org/profile/37-1549859 

 

Taiwanese American Council 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

團聯合會 

許盛男醫師在 1982年首創協調各社團活動的「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由他出任首任會長。強化

社團間的聯繫和互助。創會的成員社團有大紐約區台灣同鄕會、紐澤西台灣同鄕會、陳文成敎授紀念基金

會、台灣人權協會紐約分會、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紐約分會、台灣硏究會。 

 

 

 

https://www.guidestar.org/profile/37-154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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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of the 

Capital District 紐約州首府區台美文化促進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of the Capital 

District, Inc. (TACS) was established in May 2004 as a 

501(c)(3) not-for-profit charitable corporation with tax-

exempt status. The mission of TACS is to promote 

Taiwanese arts, history, and culture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exhibits, lectures, musical and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and youth scholarships. Among the 

numerous cultural events it sponsors each year i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Celebration, which 

is a performing arts extravaganza typically held at The 

Egg in the Empire State Plaza in the month of May. 
http://www.tacscd.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CSCD/ 

 

Taiwanese American husband and wife Society 西

雅圖台美夫妻協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Ma Ma Class (DC) 大華府區

台美人媽媽教室 

2007 年四月二十八日成立 

台美人媽媽教室 台式飲食文化推手 

一群來自台灣的媽媽們，讓台灣美味深入華府社區。「台美人媽媽教室」今天在華府僑教中心舉辦成立 10 週

年會，未來更打算以多種文化活動，向美國大眾推廣台灣形象。 

台美人媽媽教室每個月聚會、舉行烹飪或烘焙教學活動，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支持下，每年也定期邀請來

自台灣的名廚示範教學，可說是「以食會友兼懷鄉」，而下午在華府僑教中心舉行 10 週年年會，也特別準備

茶葉蛋、涼麵，讓上百人共享美味。 

台美人媽媽教室會長林麗莉受訪時表示，成立 10 年來，最讓她高興的是，從早期第一代移民、到越來越多第

二代也願意學習傳統料理方式，今年最年輕的學員才 26 歲，藉由親手製作增進家人間情感，也讓下一代在融

入美國社會時、不忘自己的文化。 

她說，每年會員維持約 100 人，在教學時較能照顧周全，除烹飪外，今年還規劃增加毛線編織、醫學講座活

動。 

中華民國駐美副代表洪慧珠也特別頒獎給今年全勤獎的 5 名得主，她致詞時說，美食就像是軟實力，最能藉

此交朋友，她期盼像這樣的活動能越辦越盛大，讓台灣飲食及各種文化，在美國發揚光大。 

http://www.tacscd.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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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馬里蘭州州長霍根（Larry Hogan）也都發賀函祝賀。1040524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MaMaClass/ 

 

Taiwanese American Outreach Association 台美人

交流協會 

TAOA is a volunteer-driven, not-for-profit Taiwanese American (TA)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in the State of Maryland 
on 10/29/2004 and committed to the following missions: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As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To further encourage TA's volunteerism and generosity in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To foster the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te interest in the TA's Taiwanese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nd to solidify the 
friendship of TAs and other ethnic Americans. 
To further advance and raise the visibility, standing, and unique identity of TAs and Taiwan as a sovereign n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U.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http://taoa1.tripod.com/index.html 

 

Taiwanese American Team 台美工作室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areer Women’s Association (TCWA) 

北美洲台灣職業婦女協會 

一九八五年於紐約創會。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MaMaClass/
http://taoa1.tripod.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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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ollegian  台灣學生社 

 

 

 

 

 

 

 

 

 

 

 

Taiwanese Help Association 台灣社區協助會 

Taiwanese Community Help Association TCHelp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helping the Taiwanese 

and Chinese seniors of the Tri-City area. 

http://www.tchelpa.com/ 
 

Taiwanese Sporting Association, New Jersey 紐澤

西台灣人運動協會 

紐澤西台灣人運動協會是一個以運動會友的團體，該會每周均舉辦各式各樣的運動比賽，包括: 桌球、壘球、

網球、游泳、瑜珈術等等，還經常舉辦專題演講和郊遊等活動。該會一般在夏天的活動項目較多，冬天則少

些。 

http://www.tchel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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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SA ) 華大台灣學生會 

The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TSA) is a student organiz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edicated to improving Taiwanese cultural awareness on campus and the 

Greater Seattle area.  

Taiwan means many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Whether you've been to Taiwan before 

or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aiwanese culture, come check us out and find out 

what Taiwan is really all about! 

華大台灣學生會的宗旨在於宣揚台灣文化與傳承台灣傳統，我們的對象不只是台灣人，更包含了台灣僑生，

外國人，或任何對台灣有興趣預熱誠的人。每一年，我們會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讓不了解台灣的人能更認

識台灣，讓思念台灣的人也能感受到一份溫暖。 

https://www.tsauw.com/ 

 

Taiwanese Volunteer Group 台灣志工社 

 

https://www.facebook.com/Tvg2010.org 

 

 

Taiwnanese Overseas Students Association (TOSA) 

華大海外同學會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 Association (TOSA) is a non profit, student run organiz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Our primary goal is to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 serve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very year, we host events that 

are cultural, community-based, and social-based in hopes of enhancing awar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oviding a medium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 

Throughout the year, TOSA often collaborates with other non-profit student organizations to 

increase our diversity. TOSA encourages and welcomes students of all ethnic backgrounds to 

participate in our events as well as being part of our big TOSA family!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 Association (TOSA) aim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provide a 

medium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learn about Taiwan, and most importantly, serve as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ttp://www.tosauw.com/ 

 

 

https://www.tsauw.com/
https://www.facebook.com/Tvg2010.org
http://www.tosau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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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Formosa Fishing Association 德州台灣釣魚

協會 

本會名稱改為德州台灣釣魚協會，其英文名為 TEXAS FORMOSA FISHING ASSOCIATION，於 JANUARY 

29, 1994 年會通過修訂之。本會會址設於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THE BOARD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S – WEST COAST (TAC-WC)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 2017 年 3 月 14 日正式宣布成立美西台灣人夏令會(TAC-WC)的

公司組織。該組織的使命為：a) 在不同年紀與世代的台灣人中，尤其美國西海岸地區，

增加情誼、分享經驗及促進交往。b) 鼓勵美國台灣人社團間的互動與合作。c) 促進台灣

人以最大的努力貢獻於美國的社區。d) 保存台灣的文化、傳統及優質。 

 

 

The Life Enrichment Club 暢樂人生社 

Since quite a few people became interested in my talks about life, death,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some 

of us decided to organize a discussion group, called the Life Enrichment Club (暢樂人生社), on June 22, 2009.  I 

served as its coordinator to the end of 2014.  Through the club activities, I expanded my interests, deepened my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found my learning in my earlier life more relevant. 

The subjects covered in the Life Enrichment Club discussions include philosophies of life, conception of time, chaos 

theory, humor and wisdom, genetics, fate and destiny, DNA and human migrations, genetic diversities in Taiwan, 

Mahayana Buddhism, photography, painting, establishment of human values, evolution, human brain, astronomy, 

geology, etc.  

by Sung-Peng Hsu (徐頌鵬) 

http://www.worldreligionsjourney.com/senior-society/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TSA-NA) 北美台灣學生協會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The NATSA)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1983 and was 

legally registered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in North Carolina.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active for many years. Upon an agreement with the founder, and the efforts of several enthusiastic establishers 

http://www.worldreligionsjourney.com/senior-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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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fellow Taiwanese, 

The NATSA council has been reestablished this year, and hereby we joyfully announced that the NATSA organization 

is now re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8.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has been vo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members, through Chung-ping 

Wang from UNC MBA to serve for the new 

term. 

北美台灣學生協會為創立於一九八三年合法登記於北卡羅萊納的台灣學生非營利組織，然已許多年無正式活

動。在經過創辦人同意，以及幾位有熱誠的創辦同學及本地熱心台灣同胞的討論及努力之下，理事會已於今

年重新創建，並有幸在此向各位公告，北美台灣學生協會於西元 2008 正式再次運作。新任理事長由理事會投

票通過，由 UNC MBA 王眾平同學擔任。 

 

TSA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Raleigh, NC 

北卡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2140549830619/ 

 

U.S.-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美、台友誼協

會 

總部設於科羅拉多丹佛市。 

 

Westchester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WTWA）威郡台灣婦女會 

本會在 1974 年秋天由數位來自台灣的婦女, 陳芳玉發起人, 林許世真 (已故）召集人所創, 迄今 40 年。 

Westchester 位於紐約 Manhattan 之東北部約 30 哩。 WTWA 為一非營利, 非政治性的團體。 

 

水牛城台灣人婦女會 

於一九八六年成立。 

主要任務在於: 

一、促進文化交流 

二、使外國人了解台灣文化 

三、鼓勵第二代了解台灣文化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21405498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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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台灣學生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台灣朋友會 

No Information 

 

伊利諾大學台灣同鄉會 

成立時間於 2002年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台灣同學會的宗旨在於推廣台灣文化並希望能讓給在香檳的台灣同學們有家的感覺。每

一年，我們透過舉辦活動，讓更多更多的人認識美麗的台灣，也讓思念台灣的人能感受到一份溫暖。我們的

對象不只是台灣人，更包含了台灣僑生，外國人，或任何熱愛台灣的同學朋友們。 

https://uiuctsa.org/ 

https://www.facebook.com/UIUCTSA/ 

 

艾俄華州立大學台灣人社 

No Information 

 

沙龍生活座談 by Kobi chen 

No Information 

 

 

https://uiuctsa.org/
https://www.facebook.com/UIUC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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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台灣人協進會 

No Information 

 

南加州台灣人單身會 

設立於 1986 年五月，每月都有活動。單身會希望能將洛杉磯區的單身朋友歡聚一起，增進友誼。 

 

南加州台灣社會服務中心 

No Information 

 

洛麗台灣婦女會 Raleigh, North Carolina 

於一九八七年成立。 

 

紐約單身俱樂部”日月社” 

No Information 

 

密西根台灣人協進會 

密西根地區台灣人協進會經過半年餘的籌備,在密西根大學裡成立.該會成立的宗旨有三: 

1. 研討台灣問題, 培養台灣人意識,促成台灣人自主自決. 

2. 推進台灣人的合作與團結. 

3.充實會員的生活內容. 

為有效運用旅居密西根台灣人的資源去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密州三地區,底特律,安那堡及蘭辛同鄉乃決定成立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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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大學台灣同鄉會 

普渡大學大學部台灣同學會是經由外交部芝加哥辦事處和普渡大學官方登記的服務性學生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urdue.tsa/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互助會 

No Information 

 

讀書研討會 by 紐約區台灣人筆會、北美洲台灣婦

女會紐澤西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urdue.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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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Organizations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台

灣人公共事務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台

灣人公共事務會(總會)  

Established in 1982 in Los Angeles,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is 

a world-wide, Washington headquarter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s set up: 

(1)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To promote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4) To promote peace and security for Taiwan; and 

(5) To advan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iwan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APA’s mission is educational. The organization provides US policy makers, the media, schola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information on issues related to Taiwan. FAPA informs and updates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their staff 

on Taiwanese issues. FAPA seeks to articulate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http://fapa.org/new/ 

 

 

Alabam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阿拉

巴馬州分會 

Huntsville and Birmingham, Alabama 

 

Arizo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亞利桑

那州分會 

http://fapa.org/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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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nformation 

California Central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中加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加州洛杉磯分會 

Founding date:1982 

LA metropolitan Area, CA 

https://www.facebook.com/FAPA-The-Formosan-Association-for-Public-Affairs-Los-Angeles-Chapter-

374715459371014/?fref=ts 

 

California Norther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北加州分會 

S.F. and the Bay Area, CA 

https://www.facebook.com/FAPAYPGSF/?fref=ts 

 

California Orange County Chapter / FAPA 台灣人

公共事務會加州柑縣分會 

Orange County Area, CA 

https://www.facebook.com/fapaoc/ 

 

https://www.facebook.com/FAPA-The-Formosan-Association-for-Public-Affairs-Los-Angeles-Chapter-374715459371014/?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FAPA-The-Formosan-Association-for-Public-Affairs-Los-Angeles-Chapter-374715459371014/?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FAPAYPGSF/?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fapaoc/


93 

 

California Young Professionals Group Los Angeles 

& Orange County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加州

青年團分會 

YPG(Young Professionals Group) Los Angeles & Orange County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085939954/ 

 

California Sacramento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加州沙加緬度分會 

CA-SAC Sacramento Area, CA 

 

California San Diego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聖地牙哥分會 

No Information 

 

Colorado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克羅

拉多分會 

No Information 

 

Connecticut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康

乃狄克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08593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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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ware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德拉

瓦分會 

No Information 

 

Florida Central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佛羅里達中部分會 

FL-C Orlando area, Florida 

 

Florida Eastern Central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佛羅里達中東部分會 

FL-EC Melbourne area, Florida 

 

Florida Norther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佛羅里達北部分會 

FL-N Gainesville area, Florida 

 

Florida Souther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佛羅里達南部分會 

FL-S Miami Area,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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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 Tamp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佛羅里達坦帕分會 

FL-TAMPA Tampa Area, Florida 

 

Georgi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喬治亞

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Washington, DC Chapter / FAPA 台灣人

公共事務會大華盛頓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fapa.dc.chapter/ 

 

Hawaii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夏威夷

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Illinois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伊利諾

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fapa.dc.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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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第安

納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Kansas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堪薩斯

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Kentucky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肯塔

基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Louisia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路易

斯安那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Massachusetts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麻薩諸塞州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fapamassachusetts/?fref=ts 

 

Maryland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馬里

蘭州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fapamassachusetts/?fref=ts


97 

 

MD Baltimore area, Maryland 

 

Michiga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密西

根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Michigan Central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密西根州中部分會 

MI-Central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nnesot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明尼

蘇達州中部分會 

No Information 

 

Missouri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密蘇

里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Jersey Norther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紐澤西州北部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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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Jersey Souther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紐澤西州南部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York Albany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紐約州奧本尼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York Manhatta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紐約州曼哈頓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York Mid Hudso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紐約州中哈德遜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York Roches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羅徹斯特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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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Syracuse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紐約州雪城分會 

No Information 

 

North Caroli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北卡羅萊納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Ohio Columbus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

公共事務會俄亥俄州哥倫布分會 

No Information 

 

Ohio Cincinnati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

公共事務會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分會 

No Information 

 

 Oklahoma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奧克拉荷馬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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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on – SourthWestern Washingto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奧勒岡州和華盛頓州西南

分會 

No Information 

 

Pennsylvania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賓夕法尼亞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Tennessee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

務會田納西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Texas Central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德克薩斯州中部分會 

No Information 

 

Texas Northern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德克薩斯州北部分會 

TX-N Dallas Area,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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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Southern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德克薩斯州南部分會 

TX-S Houston Area,Texa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fapatxsouth/ 

 

Utah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猶他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Virginia Chapter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維吉尼亞州分會 

Richmond Area Virginia 

 

Washingto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華

盛頓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Wisconsin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威斯

康辛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fapatx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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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Virgini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西維吉尼亞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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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CL) 台美

公民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CL) 台美            

公民協會 (總會)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CL)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July 13, 1985, with 

the mission to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aiwanese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tacl.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cl.org 

 

Houston Chapter / TACL 台美公民協會休士頓分

會 

No Information 

 

New Jersey Chapter / TACL 台美公民協會紐澤西

分會 

No Information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TACL 台美公民協

會北加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tacl.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cl.org


104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總會)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ing & Science Association (NATEA), a US non-

profit and tax-deductibl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on March 2, 1991 in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USA. Since then, NATEA has 

grown into twelve (12) Regional Chapters and seven (7) Regional Liaison Offices 

throughout the U.S. and Canada with more than 2,200 members and 10 corporate sponsors. 

The Association is headquartered in the regional chapter where the HQ president is elected, 

currently in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Its 12 regional chapters are in Silicon Valley, 

Southern California, Saint Louis, Greater New York City, Ottawa & Toronto, Canada, 

Greater Chicago Area, Austin, Dallas, Seattle, Up New York and North Carolina. The NATEA’s seven Regional 

Offices are located in Denver, Washington D. C., Phoenix, San Diego, Detroit, Las Vegas, and Vancouver for 

promoting NATEA activities. 

http://natea.org/ 

 

Austin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奧

斯汀分會 

No Information 

 

Chigaco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芝

加哥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nat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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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達

拉斯分會 

http://natea.taadfw.org/ 

 

Greater New York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

程師協會紐約分會 

No Information 

 

Florida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佛

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Illinois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伊

利諾分會 

No Information 

 

North Carolina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

協會北卡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natea.taadf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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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tle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西

雅圖分會 

No Information 

 

Silicon Valley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

協會矽谷分會 

NATEA-SV is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ing & Science Association, Silicon Valley Chapter”, a non-profit 

and tax deductibl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1991 and headquartered in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USA. 

Its missions are to organize and co-sponsor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lobally. Since 1991 

NATEA-SV has presented numerous technological seminars, workshops, and symposiums in US and Taiwan which 

are open to general public. 

NATEA-SV has established excellent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stream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EEE and Silicon Valley Engineering Council (SVEC) and organizes two main annual events: UTHF and New 

Frontiers in Computing (NFIC) with IEEE Computer Society Santa Clara Valley and IEEE Stanford University 

Chapter. 

http://www.natea.org/sv/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

程師協會南加分會 

No Information 

 

St. Louis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聖路易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natea.org/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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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State New York Chapter / NATEA 北美台灣

工程師協會紐約上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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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 

NATMA was founded in Year 1984 at the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in Ypsilanti, 

Michigan. It wa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comprised of a group of Taiwanese immigrant 

physicians and dentists. NATMA encouraged interaction among its members and with the 

Taiwanese-American and local mainstream communities. 

NATMA now consists of 16 regional chapters and over 1400 memb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NATMA membership has grown to include 2nd-genera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 

families and US-born Taiwanese- Americans educated in America and work in various medical fields. During 2007 

Annual Convention, members voted to officially change the bylaws to expand membership to include all health care 

professions.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 是 1984 年創立於 Michigan Ypsilanti 的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它是

由台裔美國人醫師 及牙醫師所組成的專業團體。NATMA 的宗旨之一是增進會員與其他台美人社團以及主流

社會的交流與互 動。NATMA 現有十六個分會，一千四百位會員，分佈在全美各地。NATMA 的成員近年來

增加了不少台 美人第二代以及在美國出生背景的醫師及牙醫師。2007 年的年會，會員大會同意接受醫師以外

的醫護專 業人員加入會員的行列 

http://www.natma.org/ 

 

Baltimore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巴爾地摩分會 

No Information 

 

Cleveland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克里夫蘭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nat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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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芝加哥分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New York Chapter / NATMA 北美台灣人

醫師協會紐約分會(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 

https://www.natma.org/local-chapter-new-york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 NATMA 北美台灣

人醫師協會費城分會 

https://www.natma.org/local-chapter-philadelphia 

 

Hawaii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夏威夷分會 

No Information 

 

Kansas City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協會堪薩斯市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natma.org/local-chapter-new-york
https://www.natma.org/local-chapter-philadel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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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gan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密西根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England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

師協會新英格蘭分會 

https://www.natma.org/new-england-chapter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

灣人醫師協會北加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NW Chapter / NATMA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西北

(西雅圖)分會 

No Information 

 

Pittsburgh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協會匹茲堡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natma.org/new-england-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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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 NATMA 北美台灣

人醫師協會南加州分會 

https://www.natma.org/southern-california-chapter 

 

St. Louis Chapter / NATMA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

聖路易分會 

https://www.natma.org/about-us/natma/local-chapters/st-louis-chapter 

 

Washington D.C. Chapter /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

醫師協會華府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natma.org/southern-california-chapter
https://www.natma.org/about-us/natma/local-chapters/st-louis-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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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總會)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1980 年 4 月 24 日成立，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

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當時 40 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

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

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創會會長廖述宗一直積極於台灣的民主與獨立運動，1981 年陳文成事件發生，他

奔走聯繫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更組成促成美方

派人來台 調查，證實陳文成係被政治謀殺。而廖述宗於 2014 年辭世，從 2015 開始，北美教授協會每年都會

頒發廖述宗紀念獎。 

http://www.natpa.org/ 

 

 

Baltimore/DC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

授協會巴爾的摩/華府分會 

No Information 

 

Cleveland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

會克里夫蘭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nat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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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Plains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協會 Great Plains 分會 

No Information 

 

Houston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休士頓分會 

休士頓分會成立於一九八四年，現有會員約三十人。會員的專長包括各學科，如醫學、生物科技、物理、航

空、數學、法律等等。 

教授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宗旨有三： 

（一） 感情與學術交流：會員定期聚會，交換彼此學術及生活各方面的心得，增進友情及專業知識的聯繫。 

（二） 社區服務：定期及不定期舉辦學術演講，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所學與社區鄉親分享交流。 

（三） 回饋台灣：結合相關人才，以科學方法研究台灣問題；如核能、環境、經濟、文化、生物科技等。並

將研究心得提供有關單位參考。此外教授會也積極參與關心故鄉的各項活動。 

基於以上宗旨，教授會歡迎各行業的人才加入行列，凡是曾在大專院校或公私立研究機構任教或從事研究而

曾經發表過學術論文者，皆可經由推薦而成為新會員，不管是來自台灣或在本地出生的台灣子弟學者，皆在

歡迎之列。 

教授會多年來準備的專題著重於台灣語言的探討，生物及醫藥科學的介紹，以及投資常識的分享。除此以

外，教授會也積極參與社區及同鄉會活動，並樂於協助留學生解決學業及生活上的問題。 

http://natpa.org/index.php/about-natpa/chapters 

 

Michigan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

會密西根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natpa.org/index.php/about-natpa/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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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gland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

授協會新英格蘭分會 

No Information 

 

New York/New Jersey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

灣人教授協會紐約/紐澤西分會 

No Information 

 

North California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

教授協會北加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North Central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

授協會北中區分會 

No Information 

 

South California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

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在 Washington Post 頭版第二頁嚇然出現一則佔該頁三分之一的顯著大廣告，標題

是：MASS ARREST IN TAIWAN，敘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之眞相，並且呼

籲美國政府公開譴責霸道又違反人權的國民政府。這篇有史以來首次在美洲報章上爲台灣人民伸冤、抗議的

廣告，是由一百三十七名服務於北美洲六十多間大學及硏究機構的台灣人敎授、學者，集體出資並具名而刊

出。五天後，亦即二月十六日，這群專業台灣人的代表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集合，決定正式成立「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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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敎授協會」。値得慶幸的是這批無畏於高舉正義的 NATPA「元老」中，有九名現今的「南加州分

會」會員，他們是：陳玲津、朱耀源、何汝諧、李成奎、李英偉、林心智、孫昱、王秋森，和游正博。 

南加州一向是台灣人在北美洲最密集的地方，同時，也是「台美人」在美洲內最錯綜複雜的海外新生地。在

八十年代初，僅僅 Greater Los Angeles 就有四十幾個台灣人社團。一九八五年我擔任 NATPA 理事時深深感

到，總會在 Chicago，離南加州那麼遠，而且有事才聯絡，無事就不聞也不問，「槍子打到洛杉磯嗎冷去

啊」，怎麼能夠在「台美人」最密集的地方發揮 NATPA 的創會精神？於是，決心設立「南加州分會」。 

一九八五年在南加州才有二十五名 NATPA 的會員。顯然有許多服務於南加州諸大學或硏究機構的台灣人學

者還不是會員；不過在缺乏 Visibility 之下，到底還是不容易勸導這些同仁來參加 NATPA。於是，創設分會

的決心就更加堅強了。同年十月初我開始著手籌備，首先約四位會友：陳昭俊、簡錦標、謝淸志和王秋森，

到我家來討論。結論是：大家一致認爲應當儘早設立南加州分會。經過兩次會商後，我們五人連署，於十月

中旬發出第一號通知給全體南加州會友，報告籌備設立分會的消息；同時也與 NATPA 會長林宗光聯絡，邀

請他來參加分會的創設慶典。當一切準備事項就序後，籌備會於十一月八日發出第二號通知，邀請全體南加

州會員，攜眷參加訂於十二月十四日在 Monterey Park 的 Lincoln Plaza Hotel 舉行之分會成立大會。 

作者 何汝譜 

 

St. Louis Chapter /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聖路易分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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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波士

頓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 

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BTBA) was founded in 2012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postdoc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Our goals are to enhanc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to foster individual career development, to facilitate interactions and to strengthen networking 
among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bioscience commun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We hold annual symposiums that 
attract more than 350 young Taiwanese professionals from biology-related fields across the US. 

http://btbatw.org/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btbatw/ 

 

Chicago Taiwanese Architecture Institute, CTAI 芝

加哥台灣建築學會 

因著 2001 年開始的芝加哥建築之旅，集結許多愛好芝加哥建築的講師朋友們。2015

年，芝加哥台灣建築學會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台灣商會的鼓勵與支持下正式成

立，致力於城市國際交流與推廣芝加哥建築文化，藝術美學相關之活動。歡迎有興趣

的朋友一同加入。 

芝加哥台灣建築學會 (Chicago Taiwanese Architecture Institute, CTAI) 是一個美國伊利諾

州合法登記的非營利性組織，致力於推廣建築, 美學及文化相關之教育活動 ，同時也

是華裔建築業界及各方專業人士的交流平台。其中許多成員是芝加哥建築師及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年才俊。 

CTAI is an Illinois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ased in Chicago. 

Our mission is to build up a networking platform for Mandarin-speaking professionals and architects worldwide 

through providing architecture, art, and design related educational events/lectures/workshops for the public. 

https://ctai.co/ 

https://www.facebook.com/ctaidotco/ 

 

Family Keepers International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緣起：回應家庭面臨危機的世代 在資訊科技突飛猛進，生活快速化的廿一世紀，人的物質財富不斷累積，但

心 靈卻日益貧乏孤寂，家庭價值更遭遇空前嚴峻的挑戰。 我們認為在人的一生中，「沒有任何成功，可以彌

補家庭的失敗；沒有任何成 就，可以比美家庭的幸福」，每個家庭惟有透過虛心的尋求協助和不斷的學習，

方 能持續更新與成長。為此，本會創辦人暨會長葉高芳博士夫婦於 2001 年積極徵召、 培育、動員肯委身的

愛家人士，一齊在洛杉磯成立「國際真愛家庭協會」(Family Keepers International)，並向美國聯邦政府登記立

案為非營利社會公益機構。(核准 文號 95-4852173) 

https://www.familykeeperss.org/ 

http://btbatw.org/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btbatw/
https://ctai.co/
https://www.facebook.com/ctaidotco/
https://www.familykeeper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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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aiwanes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HTPA) 休士頓台灣人專業協會 

旅居德州休士頓地區從事各種專業的台灣同鄉，為了交換在專業上的知識與經驗，增進彼此間認識交誼機

會。於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成立。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IEPA) 國際環境保護協會 (環保會) 

宗旨: 

一、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二、致力防止或減少空氣、水、化學、輻射、疫症等汙染 

三、透過技術、研究的交流、區域的協調來保護環境 

協會設有空氣汙染、水汙染、輻射汙染、化學汙染、固體(垃圾)廢料汙染、土壤保育、疫症汙染及流行病防

止、工作安全健康、政治法規研討及環境評估等十一個工作小組，會員可依個人專長及興趣參加。 

 

Nor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CTMA)北加州台灣醫師會 

北加州台灣醫師會(NCTMA)是一個非營利的公益組織。此恊會由兩位舊金山的美藉台

灣醫師宋瑞珍醫師與陳啟義醫師以及位於北加州從事醫療工作的專業人員於 1986 年創

立。此醫師學會的初宗是要提供僑居國外的台灣醫療專家們一個互相交換意見分享專業

知識的平台以及為當地社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於公元 2000 年,上述醫師學會的南，北

分會合併成現今的北加州台灣醫師學會。會員成員有醫師,牙醫師和其他從亊醫學研究

工作的專家。目前會員中包括了從剛出校門的年輕醫療精英到資深醫師等等。北加州台

灣醫師學會舉辦各種有益會員的社交及專業性活動, 這些定期活動促使其學會𣎴斷地成

長。 

http://www.nctma.us/index-zh_tw.php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ern-California-Taiwanese-Medical-Association-NCTMA-187576211260454/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矽谷台美產業科技協會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AITA-SV) was 

founded on January 3, 2003 in Santa Clara, California, USA with a vision to promote the 

http://www.nctma.us/index-zh_tw.php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ern-California-Taiwanese-Medical-Association-NCTMA-18757621126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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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Silicon Valley, and Taiwan in the areas of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https://www.taita.org/ 

 

SoCal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SoCal 

TBA) 南加台灣生物科技協會 

SoCal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SoCal TB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2016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professionals in Bio-related area. Our members include those from San Diego, Orange County 

and Los Angeles areas.  

 

SoCal TBA is serving not only to connect all the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in 

academia as well as in industry, but providing bridges between the biotech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in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aims to hold annual symposiums and 

workshops to promote the local biotech communities, to provide networking opportunity and exposure for small 

to medium start-ups, and to foster connections between large firms and small start-ups. 

The organization also maintain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ist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Bost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BTBA) and 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TTBA) to promote 

interaction among professionals with bio-related specialties among these areas. 

  
http://www.socaltba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oCalTBA/ 

 

 

Taiwan Environmental Action Network (TEAN) 台

灣環境行動網 

台灣環境行動網 TEAN，到底要算是國際？或國內組織，其實有點給他難分！他們是一群以台灣留學生為主

的團體，成員主要都聚集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但是在東岸也有多位留學生。持續的活動，也逐漸串聯出在美

各地留學生的支持。 

由名字也可以看出來，TEAN 是一個極富行動力的組織，這也是因為在海外的留學生，深感『台灣因受制於

國際現實與自我孤立，環保外交工作始終無法拓展，使得台灣環境議題的世界參與相當落後。…對企圖邁向

二十一世紀永續經營的台灣無疑是一大打擊：除了無法取得全球環境議題與環保工作新趨勢的第一手資料，

從而造成台灣環境政策上的行政怠惰外，台灣環境問題亦無法得到世界的關心與援助，而台灣在環境保護上

的成就亦無法回饋國際社會。…』因此，更是不斷的思考著，怎樣子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上，為台灣做些事。 

Tean 所關心的議題，層面相當廣泛，從實際的運動，如黑面琵鷺、反核/核廢料/輻射屋、海洋/海岸溼地、河

流/水壩、二氧化碳/能源，到社會的自我反省，如環境正義、動物權…等，都有涉獵。部份成員，甚至還遠從

國外回到台灣，藉著研究之名，實際加入環境運動之中。例如黑面琵鷺的保育，美濃反水庫，都可以看到他

們的影子！TEAN 的成員分為七個小組『包括研究、對外聯絡、溝通、網路設計與網路系統、財務、出版以

及活動安排設計。成員持續招募中…』在海外的環境組織中，已小有名氣，也成為國內許多社團委任的海外

代表。 

https://www.taita.org/
http://btbatw.org/index.html
http://btbatw.org/index.html
http://www.ttbatw.org/
http://www.socaltbatw.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oCal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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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Aeronautics and Space 

Association 台美航太協會 

http://www.taasa-web.org/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s 

台美藥劑協會 

TAAP is a nonprofi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biological medicine 

TAAP member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aiwan.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has an advance degree in life science-related field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members are academic researchers, senior scientists or in managerial positions in various 

fields of bio-pharmaceutical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http://www.taap-us.org/h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apusorg/ 

 

Taiwanese American Compute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台美人電腦協會 

 

http://tacpa.org/ 

 

 

Taiwanese American CPA Association, TACPA 台

美會計師協會 

The TACPA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in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USA. 

It was founded by Mr. Charles Chiang, CPA, and a group of 

Taiwanese American CPAs. The TACPA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hat encourages CPAs to share their professional tax 

knowledge and provide cross-state tax services to their mutual clients. 

http://www.taasa-web.org/
http://www.taap-us.org/h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apusorg/
http://tac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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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our ongoing online tax discussions, the TACPA also holds at least one tax forum annually. The TACPA 

also holds less frequent interactive tax forums in Taiwan with the Taiwan CPA Association and Taiwan Government. 

We offer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tax systems during these forums. 

In 2011, the Taiwanese Canadian CPAs also joined the TACPA and expanded our membership to cover North 

America. Our members can now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ross border tax issues between the USA and Canada. 

The TACPA currently has about 60 active members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provinces. 

http://tacpas.org/ 

 

Taiwanese Americ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AITA—East Coast) 台美產業科技協

會美東分會 

甫創會六週年的台美產業科技協會美東分會(TAITA—East Coast)於十月十一日在紐澤西北部的 Saddle Brook 

Hotel 舉辦一次隆重的演講會，由北澤西甚活躍的專業人士敦誼團体精精俱樂部(Happy Club)共同主辦。於上

午十一時半開場，備有豐盛的自助西餐。下午一點活動移至隔壁演講廳，共有六十餘位來賓參與，氣氛胡當

熱烈。 

 

Taiwanese American Lawyers Association (TALA) 

台美律師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Lawyers Association (TALA). As a community-service based legal organization, we strive to 

provide necessary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to our members in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ommunity. 

1994 年，黃茂清號召十餘名台灣人律師成立 

http://www.tala-ca.org/ 

http://talalawyers.blogspot.com/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Society (TAPS) 

西雅圖台美專業協會 

No Information 

http://tacpas.org/
http://www.tala-ca.org/
http://talalawyer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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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ASTA) 華府台灣產業科技協會 

TASTA, a civi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May 2002 by a group of dedicated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in the Greater Washington, D.C. area. The main mission is to 

promot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Americans and the people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D.C. 

metropolitan reg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ields via sponsoring and supporting 

activities in edu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Currently our member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tech companies, entrepreneuers, government research labs and institutions, 

defense research labs,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professionals. Most of them with advanced degrees 

i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fields with strong interest to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ASTA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Taiwanese Medical & Dental Association of 

Orange County (TMDAOC) 柑縣台灣醫師及牙醫

師公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Scholar Association in St. Louis (TSA-

STL) 聖路易台灣學者協會 

聖路易台灣學者協會創立於 2013 年，旨在促進聖路易地區學者專家進行交流，每月定期邀請學者專家發表演

講，講題涵蓋生醫科技新知、生涯規劃、新創產業發展等，有興趣參加者可參考臉書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33943866712758/ 

 

Taiwanese-American Elite Foundation 台美智庫基

金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3394386671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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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德州台

灣生物科技協會 

Despite a large Taiwanese population working in biology-related fields in Texas, there is a lack 

of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o address this need, we established the 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Association (TTBA),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2014.  

Through TTBA, we seek to unite Texas Taiwanese working in biology-related fields, including 

students, postdocs and professionals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We aim to develop an 

organization that can serve and represent the Texas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munity, build 

new connections, and share scientific advances and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addition, we strive to build a network that 

will connect established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with early career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foster exchange of idea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e further hope to promote new collaborations by bridging the gaps within academic fields 

and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ttps://www.ttbatw.org/ 

 

U.S. Taiwan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美台環境研

究中心 

負責人為林俊義博士，1987 年發行美台環境研究中心專刊，主題是: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大堪薩斯針灸及東方醫學學會 

2014 年 7 月 4 日下午四點，堪城中醫及針灸協會在張錫青先生的家舉辦了由楊理典醫師講授的中醫基本理念

和返老還童修煉功法，有三十位來賓出席了講座。張錫青和太太高文麗歡迎大家的到來，張先生介紹說協會

成立了二十多年，每年活動兩次，旨在弘揚東方醫學，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識。 

楊理典醫師出生於醫生世家，台灣出生長大，在遼寧醫大獲得了中醫博士學位，1985 年就獲得美國針灸醫師

執照。近三十年來，他堅持用中國博大精深的針灸和先進的激光技術治愈和幫助了無計其數的病人，其中最

讓他興奮和值得自豪的是，Jack Sock，曾獲 2011 年美國網球公開賽混合雙打冠軍的男子網球明星曾是他的病

人。 

楊醫師說：今日不養生，明日養醫生。中華醫療的是用陰陽五行的辯證理論，通過簡單治療手段來幫助調整

人體的機體平衡，以增強內在的抗病能力。 

楊醫師的講座受到了在座的全體人員的高度讚揚。之後，楊醫師演示了簡單易做的動氣功暖身運動十二式修

煉功。希望大家堅持鍛煉，增強體質。 

 

 

https://www.ttba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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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工學會(TESS) 

No Information 

 

休士頓台灣化工協會 

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成立。宗旨在增進化工專業人員交誼並交換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 

PREVIOUS ARTICLE 

紐澤西合訊電腦協會 

No Information 

 

聖地牙哥台美人醫事人員協會 

No Information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328-%e5%91%a8%e6%ad%a3%e7%83%9c-%e4%b8%80%e8%b7%af%e8%b5%b0%e4%be%86%e6%94%af%e6%8c%81%e5%bc%b1%e5%8b%a2-%e6%9c%b1%e4%b9%99%e7%9c%9f-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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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s 

 

Brooklyn Artists Studio 布魯克林藝站 

原始的名稱是台灣人藝術家中心(Taiwanese Artists Center)，從 2003 年開始提供訪問紐約的台灣藝術家免費短

期住宿。2007 年暑假經黃明川導演建議改名為布魯克林藝站。硬體設備由黃再添楊淑卿夫婦提供，硬體設備

由黃再添楊淑卿夫婦提供，軟體經費由王美津女士黃翠英女士余純真女士楊黃美幸女士張迪善先生蕭家勇先

生葉建台先生等創辦的「綠洲基金會」（The Oasis Foundation）自 2009 年起每年贊助、由鄭文輝教授陶藝家

董淑娩夫婦所設立的「鄭胤成紀念基金」自 2012 年起每年贊助。 

BAS 是棟有後院的兩層樓透天厝，建於 1919 年。一樓後面的延伸建於 1938 年。黃再添(台南市、台大社會系

1971)、楊淑卿(台北市、台大動物系 1974)夫婦感於紐約物價昂貴，台灣藝術家訪問紐約時如有免費短期落腳

之處或許不無小補，乃於 2003 年向一位德裔老太太買下此樓。她的先生在此開鐵工廠(machine shop)，之後

她從商的兒子用來存貨。此地居民以拉丁美洲的新移民為主。白人多半是意大利、東歐人。中國人新移民不

少，台灣人則是稀有動物，有來此置產但另住別處。 

二樓供住宿，有廚浴、起居傢俱、碗盤炊具、大中小三間睡房。一樓也有浴室，並有樓中樓睡袋區。一樓和

後院是活動空間。活動空間也開放給紐約的台灣藝術家使用。BAS 的設備包括有線電視(Cable TV)、無線網

絡(Wireless Internet)、Skype、音響(Radio、Tape、CD、VHS、DVD)、圖書、簽名簿、熱水壺、冰箱、微波

爐、腳踏車、工具、睡袋等，請自由使用、歸回原位。也請自己打掃保持整潔共同維護 BAS 的形象。 

住宿原則是 DIY 自給自足自住自治。目的是為了不打擾訪客，讓訪客有充分自由。但有需要幫忙之處請隨時

賜知，不要見外。黃再添夫婦主張台獨(台灣中國成為兄弟之邦)，戒嚴時期曾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 18 年

不能回台灣，現為民進黨海外黨員。但不會也無意去干涉訪客的政治和信仰自由。請您安心寬心放心 

http://bas-ny.org/index.html 

 

Chhong-bi Memorial Fund 聰美姐紀念基會 

聰美姊紀念基金會的美景 

1993 年 4 月黃聲宏醫師的老爸佇紐約衛鄉教會過身後，阮設立聰美姊紀念基金會，

目的是繼承聰美姊一生無私疼故鄉台灣的精神。伊是台南女性，對東京醫學大學畢

業，及對京都醫學大學出身的伊藤結婚。二位正牌的醫生夫婦結婚了後，相招去希

馬拉雅山頂的國家尼泊爾(Nepal)，參加日本海外醫療團，服務散赤人十外冬，完全

toé-tioh Albert Schweitzer 的腳步。 

佇尼泊爾生 6 個囝以後，因為囡仔的教育，搬轉來日本九州，伊藤先生開始開業做醫生。對彼日開始，聰美

姐及先生決定，每月日寄日票 3 萬圓，用一個假名「井上」，寄互東京台獨聯盟，做發行「台灣青年」的路

用。按呢連續十外冬，一直到聰美過身為止攏無停止。聰美給伊的先生講，我護照頂的國籍雖然是日本，但

是我的心肝內的國籍是台灣。這種默默無出名，一盡奉獻的台灣女性，變做咱拍拚建國的典範。這就是咱二

十幾年來，遵循聰美的腳步，運作基金會的精神及原則。 

基金會的主要事工：接辦 12 年（1993 Nov. -2006 Jan.） 的「台文通訊」（25-142 期）; 將 500 期的「台灣青

年」雜誌全部上網，並且出版「台灣青年精選台語翻譯」，包括有關 228 事件真相的報導。 

http://bas-ny.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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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繼續推廣台語文，本基金會成立「聰美姊紀念基金會網站」。總共有 4 大單元：台文通訊，台灣青年，

懷念台灣論壇，台語生活座談。歡迎上網參觀，指教。 

 新的台灣文化的軟体及核心，在佇「文字」。有「文字」「化」以後，一個社會及民族，才有「文化」。南

洋的無文字的民族，一年一年，一百年一千年經過，世間人嘛毋捌因是啥物民族或國家，因為無文字流傳。

台灣文化文字化，需要細心培養、灌沃、落實的困難及膨大的工程，著抵抗強勢霸權文化的壓迫的意志及信

念。二十外年以來，阮這群同志，攏無喪心失志，顛倒愈拚愈勇，生活愈有意義。 

初期的工人除了我，有黃聲宏兄、黃圭如姐、鄭良光兄、賴柏年兄、李政雄兄、黃真救兄、陳雷醫師、蘇正

玄兄、黃耀勳兄、蘇芝萌兄、賴芳雄兄。現任的有志工人除了本人以外，賴柏年兄是基金會總幹事、黃宮元

兄負責所有電腦及資料編輯、黃耀勳兄是監帳委員。 

 阮欲將台灣融合入去東方及西方的世界，將台灣人的地方信仰融合基督教及其他世界的主流宗教，將保守碇

化的教條心態及現代開明自由的思想結合，將男人的霸權心態及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的信念結合。阮欲徛佇

台灣文化戰場的前線，永無退縮。 

 咱經過真長白色恐怖的國民黨統治時代，咱台灣的天已經漸漸光，天公上帝保庇台灣美麗島。 

陳柏壽  敬致 

http://tbc.chhongbi.org/ 

 

Chicago Taiwanese Cultural Society 芝加哥台灣文

化促進會 

No Information 

 

Chicago WhoToo Artist Group 胡塗畫會 

糊塗畫會由芝加哥地區 5 位醫師畫家創立，並由畫家蔡烈輝擔任指導老師，多年來定期在僑教中心授課，受

到愛好藝術的僑胞歡迎。 

http://www.dynamictao.com/whotoo/index.html 

 

Christine’s Creative Performing Arts Studio 創意

表演藝術工作室 

No Information 

http://tbc.chhongbi.org/
http://www.dynamictao.com/whoto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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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Promotion 

Committee 達福台美人傳統文化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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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ong-Yen Hsu Memorial Fine Arts Center 許

鴻源博士紀念美術館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G.M.T. 

CULTURE 台灣人牛罵頭文史拹會 

2016 年 5 月 20 日，來自台灣清水地區的洛衫磯同鄉，成立了［台灣牛罵頭文史協會］。 

英文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G.M.T. CULTURE。 

清水昔稱「牛罵頭」。原為平埔族拍瀑拉族（Papora）牛罵社（Gomach）之社域，地名「牛罵頭」的「牛

罵」即是 Gomach 的音譯。大正九年 （1920），因鰲峰山麓下有湧泉「埤仔口水」，清澈可鑑，而改名為

「清水」。 清水所在的海岸平原和東邊的大肚山緩坡一帶，在漢移民入墾之前，早在 4500~3400 年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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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在此為，過著農業及漁獵的生活，形成牛罵頭文化。這些原住民有的可能就是後來的拍瀑拉族

（Papora）的牛罵社人。 

為了讓世界認識清水文化及歷史，並宣導清水的觀光旅遊維新，我們於今年五月二十日成立［台灣人牛罵頭

文史協會］。 

G.M.T.為：Good Mar Town。音譯牛罵頭三字的縮寫。其中，Mar 字是［水］的意思。Good Mar Town 是指有

好水的聚落。 

自古，水就是聚落、財富、興旺、文化的發源地。 

清水，早年有地方仕紳楊澄若等，開發牛罵頭地帶埤子潭。及掘建五福圳，引領大甲溪水，創建豐腴水利。

因此，清水農事發達。加上塭子寮海事通航方便，形成人口聚集、文化發達的社區。以觀音亭、媽祖間寺廟

為中心的南、北管子弟戲，教育與藝術學風興盛。及至１９６０年代，我們這一群清水人，仍然以台灣文化

重鎮自許。加上民主思潮啟蒙較早，牛罵頭地區留下許多美麗，與可歌可泣的故事。讓我們不盡回味。 

６０年代以後，時代思想丕變，地方主政者許多政策失誤。如賣掉埤子口水源、放棄梧棲港開發商機、假都

市計畫之名，把楊肇嘉祖宅切半，開出一段一百多公尺沒有意義的路、或無意識的污染水源。都是缺乏在地

意識，令清水政經交通建設跟不上時代，令人扼腕的事情。 

歷史是一面後視鏡，雖然我們不是要回頭走。但有了後視鏡，可以讓我們對將來的城鄉方向更清楚、減少誤

判、抉擇更肯定。 

［台灣人牛碼頭文史拹會］對故鄉，將扮演後視境的角色。我們將提示本土意識。 

在地意識將使故鄉人自信、團結。 

清水人才濟濟，許多精英人才，在世界各地發展多有成就。我們將開始推動返鄉聯誼、鼓勵與協助故鄉原有

的社團。我們將舉辦論壇、培養下一代在地關懷、研究故鄉文物及發掘地方早被遺忘的歷史。（如義渡碑、

五福圳、各族姓發展史、越戰油管史跡、宗教師、民間信仰等）。並將成果结集發表，向海外公佈推展。 

台灣現在，在地產業意識抬頭。牛罵頭文史協會的成立，剛好可以起拋磚引玉的示範作用，希望南加以及世

界鄉親，也為自己的故鄉盡一份心力。以促進台灣社會維新。 

 

Formosan Society for Performing Arts Inc. 

(FOSPA) 福爾摩沙表演藝術協會 

Formosan Society for Performing Arts Inc. (FOSPA) is a non-profit, non-religious cultural organization. It was 

founded in 2006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share a love for music and a love for their homeland 

Taiwan. The miss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i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o provide a new stage for the young 

musician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Formosan Society established the New York Formosa Chorus (NYFC). The chorus 

practices every Thursday evening at Union Church in Queens. Despite being only recently founded, the chorus has 

made several well received public performances in Queens, Long Island, Manhattan, New Jersey and Connecticut as 

well as a Lincoln Center Alice Tully performance on July 11, last year for the celebration of Glory Star. The chorus 

conductor, Chiyi Chen, is on the faculty in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Princeton seminary. A graduate of Westminster 

college where she studied conducting, she is devoted in promoting Taiwanese and Asian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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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表演藝術協會為非營利性,非宗教性的文化組織. 成立於 2006 年,我們共同的理念是”愛音樂,愛台灣”.

我們成立的宗旨是提昇台美人的音樂素養,促進文化交流, 同時為年輕一代音樂家提供發揮才藝的新天地.  基於

此, 福爾摩沙協會設立紐約福爾摩沙合唱團. 合唱團每週四晚上在皇后區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練習. 雖然成立不久,

己在皇后區數次登場, 也曾經在長島,曼哈頓,新澤西及康州演出,頗獲好評;去年七月並應邀在林肯中心的榮星音

樂會中演唱. 指揮陳志宜任職普林斯頓神學院音樂系.她對台灣及亞洲的音樂有深入研究,也極力推廣.     

Shug-Hong Young, MD, President, FOSPA 

福爾摩沙表演藝術協會會長, 楊士宏醫師 

 

Harvard Taiwanese Cultural Society 哈佛大學台

灣文化學會 

哈佛台灣文化學會由就讀哈佛大學的旅美台灣人子弟組成。他們兼具台美雙方的文化素

養，精通英文又懷抱對台灣的熱忱。 

Harvard Taiwanese Cultural Society is a student-run organization at Harvard Colleg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Americans. From cultural 

events like making dumplings (from scratch!) to social events like karaoke to special events like 

our annual Nightmarket, TCS explores the Taiwanese culture from a variety aspects! Our goal 

is to enhance awarenes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a plac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aiwan to further develop 

their understanding. 

Vision: To foster a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of all backgrounds can share, explore, and further develop an interest 

in Taiwanese culture. 

Mission: We are a student-run organization at Harvard Colleg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Americans. One primary quality you’ll notice about TCS is our tight knit family-like structure.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organizations on campus, TCS puts on many events each semester, sharing the joys and 

wonders of Taiwanese culture. 

http://www.hcs.harvard.edu/taiwan/ 

 

LAPC Music Foundation 洛杉磯樂音音樂基金會 

樂音合唱團 2006 年 9 月成立「樂音音樂基金會」，推動更多元化的音樂活動，回饋社區與僑胞。還曾應邀參

加六桂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台灣歌樂經典」音樂會，並參加每年海華文藝季合唱聯合演出，表現頗獲好評。

此外，每年參與主流社區合唱團聯合舉辦聖誕音樂會，除演唱外文歌曲外，更將中文及台灣本土音樂作品介

紹給主流社會，達到以音樂傳播文化交流的目的。 

 

Modern Taiwa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台語現

代文協會 

http://www.hcs.harvard.edu/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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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LA was founded in 2003 by teachers, scholars, doctors, and 

engineers. Along with Washington D.C. Taiwanese School, and 

Taiwanese Youth Arts Foundation, 

MTLA engaged in promoting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 welcome anyone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MTL, and would like to be a contributor to preserve 

Taiwanese culture. 

關於我們 

本站是 台語現代文協會，為了推廣現代文而設立的網站。現代文是一套用羅馬字來寫福台語的文字系統。本

站的主要宗旨有三﹕一，提供資料給參訪者能用自我學習方式來學現代文；二，提供一個園地，讓現代文朋

友，交換學習經驗與心得，以及發表現代文作品；三，報導有關現代文之各種消息。 

http://learntaiwanese.org 

Neo Art League 加州新藝畫會 

 

 

 

 

 

 

 

 

 

 

http://learntaiwa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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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RLD ART CENTER 紐約市陳錦芳文化

館 – 新世界藝術中心 

1980 年年代設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新世界畫廊。 

1984 年，新世界畫廊由華府搬至紐約國際現代藝術中心蘇荷區。 

The New World Art Center (NWAC) is an international art gallery and management company based in SoHo, NYC 

with branches in the Beijing 798 art district and Taipei. It engages in exhibition, publishing, licensing, print production, 

collecting and art investment consulting. As an art agency with keen business insight and a sense of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the NWAC is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art investment consulting agencies and art 

galleries in the world.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vision of Lucia Chen, the NWAC has mounted and organized 

approximately 200 exhibitions for Dr. T.F. Chen as well as other international artist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NWAC has also been been a continuous sponsor of the T.F. Chen Cultural Center and its programs, as well as a 

collaborator with other galleries and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The NWAC International aims to assist artists in 

realizing their ultimate goal of entering the narrative of art history through careful, customized career planning and 

market strategy while achieving profitable business return for investors & collectors. 

http://www.tfchen.com/ 

 

North America Pastel Artist Association 北美粉彩

畫家協會 

〈北美粉彩畫家協會〉是由獲頒美國粉彩畫大師的張哲雄，及其好友在 1997 年成立於

紐約。當時在紐約的亞裔社區，對於粉彩藝術還鮮為人知，經過北美粉彩畫協會每年

舉辦畫展、技法示範、開班授課等活動，這十多年來，已使得眾多的藝術愛好者認識

了粉彩畫的藝術價值與魅力。不僅在美國的畫壇得到關注，遠在亞洲地區的台灣、中

國之粉彩畫家也熱烈的參與，由北美粉彩畫家協會所策劃的展覽活動。著名的藝術組

織如美國粉彩畫協會（Pastel Society of America) 、美國藝術家聯合會（Allied Artists of 

America）、美國專業藝術家聯盟（America Artists Professional League）、奧杜邦藝術

家（Audubon Artists Inc.） 、法國粉彩畫協會（ Art Du Pastel En France ）、皆與北美粉彩畫協會建立良好的

合作關係。另位於台北藝術園區之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近年來也積極地在台灣推廣粉彩藝術教育，該館之

館長吳祖勝先生，相當重視粉彩藝術的發展，2007 年曾與北美粉彩畫協會合辦『國際粉彩畫家邀請展』預定 

2010 年將再舉辦同一性質之第二屆邀請展。吳館長且策劃了『粉彩藝術教師研習會 』 每年一至兩次，預期

粉彩藝術在台生根、茁壯，成為台灣藝術創作的強項。欲知其他的訊息，請參看各欄的資料，並可以 EMail

聯絡：info@pastelartist.net 

North America Pastel Artists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by Master Patelist Jason Chang and his friends in 1997. 

NAPAA has been holding its annual exhibition since then. It also sponsor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uch as Taiwan 

Center First and Second Annual International Pastel Open Juried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in 2005 and 2006. Recently, 

NAPAA also sponsored an International Patel Artists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in Taipei, Taiwan at the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in 2007. It’s a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owns a museum that looks like an gallery. The 

Second annual exhibition will be held in May 2010. Pastel medium exhibitions sponsored by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will continue to take place every few years. This i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s effort to promote Pastel 

medium in the art field for its citizens. NAPPA had also held additional exhibitions that were co-sponsored with other 

art organizations such as Paste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Art du Pastel en France.  

http://www.tf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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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PAA provides pastel classes in Flushing Queens New York City. Please check o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site. Email Contact：info@pastelartist.net 

http://www.napaa.net/ 

 

North American Artists Alliance 北美藝術家聯合

會 

No Information 

 

Oversea Taiwanese Pen Club 海外台灣人筆會 

名譽會長資政彭明敏教授，會長李泰雄，筆名南鄉泰，1940 年出生於日本九州熊本，台大醫學院與沈富雄同

學七年，作品有「李登輝，我受不了」，「非異鄉人」。林景福醫師為美東分會負責人。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aiwanese Art Gallery 

http://www.sfba-twart.com/ 

 

Shee Highland Musée in IL 施哲三海嵐美術舘 

Artist Shee is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with a specialty in oil painting and sculpture. His work of art is created in three 

distinctive cultural geographic locations of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Paris, Chicago and Taipei. 

His talent for creation shines in all forms and styles of art. His emotions resonate with many art enthusiasts all over the 

world as his faithful and patronage followers. That is truly a driving force behind his passion in art. 

Dr. Gloria Groom, David and Mary Winton Green Curator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for Europe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says “His art is about communicating the joy he has found in painting with the colors that convey his 

dreams to others. 

His shapes and colors reflect his rich personal life and most of all by his deep appreciation of the human body and by 

his spiritual center.” One can appreciate this point more from his three dimensional work of sculptures. 

Visual art as part of the basic culture affects the kind of society we live in and leads the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along 

the way. The culture is equally as important, if not greater than, as the economy for human existence. With a good or 

superior culture, a country and its people will survive even without a good economy. 

http://www.artistshee.com/ 

http://www.napaa.net/
http://www.sfba-twart.com/
http://www.artistsh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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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etsu BuxMont Study Group 

We are a group of Sogetsu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are dedica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Ikebana in the Great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S.A. Most of our members reside either in Bucks County or Montgomery County of 

Pennsylvania. Hence we name our group Sogetsu BuxMont Study Group (Bux= Bucks County; Mont=Montgomery 

County.) 

The Sogetsu BuxMont Study Group was established by Ms. Meei-huey Lin on May 2016. Ms. Lin, a native of Taiwan, 

whose interest in the Ikebana was influenced by her mother. She has been teaching Ikebana classes since 2004 and 

eventually applied to lead a study group along with her enthusiastic students. 

The Group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many flower arrangement exhibitions in the area, including Philadelphia 

Flower Show, the exhibits at a local church and Taiwanese-American East Coast Conference. The exhibitions 

demonstrated the creativity and talents of the Group and were well received. 

http://sogetsubuxmont.org/home 

 

Sun Ten Museum 順天美術館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許鴻源博士過逝前仍惦念著的理想，歷經五年的漫長歲月，許多沉重的擔當和困

難，在許夫人林碖女士秉持著一份對台灣的愛心和完成先夫遺願的信念下一一克服。許夫人林碖女士一心存

著利益世人，榮耀歸主的宗教信仰，勉勵許氏子女照信、照義、純真承繼許博士對台灣的愛心，完成父志，

大力支持雕塑家陳飛龍推動完成這個許鴻源博士生前的理想、大家的美夢。 

一九九六年許鴻源博士紀念美術館(簡稱順天館)正式在爾灣成立。順天館佔地八千平方英呎，包括鴻源室、

簡介許鴻源博士生平，兩個展覽室；順天廳，主要展示「順天收藏」；林碖廳，為一多功能性質展覽室，另

闢思室(供資料參考和會客)。「順天收藏」收藏室，柜具展覽工作房和工作室、觀瀑亭、聽雨軒等二所；另

有一台灣民俗文物收藏保存在同一建築物館外倉庫。 

On January 22, 1991, Dr. Hong-yen Hsu departed from his beloved world and family, leaving behind his lifetime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art to be shared with his people.  Though his physical presence passed away, his dream and 

great vision never ceased. Ending five years of unyielding struggles to overcome numerous obstacles, Mrs. Lin-Run 

Hsu finally accomplished her husband’s dream of establishing a home for the Sun Ten Collection.  With her profound 

love of her homeland–Taiwan, of every individual soul, and moreover, her firm belief in God, Mrs. Hsu was 

determined to achieve her husband’s dream and continuously encouraged her children to uphold it.  With the 

enormous support of the Hsu family, sculptor and close family friend, Fay-long Chen, diligently worked to establish a 

home for this invaluable collection: the Sun Ten Museum. 

The Hong-yen Hsu Memorial Library, hereby known as the Sun Ten Museum,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96.  

With over 8,000 square feet, this museum contains a library introducing Dr. Hsu’s life and research and two exhibition 

rooms (the Sun Ten Hall which houses the main collection of the Taiwanese renowned masters and the Lin Run Hall 

which serves as a multi-functional space for all exhibitions).  There is also an information center, storage center for the 

artists’ work as well as for Taiwanese folk art, studios for various workshops, and two refined study rooms. 

http://www.suntenglobal.com/_en/index.php 

 

http://sogetsubuxmont.org/home
http://www.suntenglobal.com/_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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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 U.S.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台美文

化交流中心 

促進台灣與美國兩地人民間的了解為宗旨，已推行具有教育性、啟發性的活動為重點，為了使兩地的文化交

流暢通無阻。 

 

Taiwan Aborigine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台灣原住民協會 

Founded in 1995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http://www.taaus.org/Home_Page.php 

 

Taiwan Elite Alliance(TEA)優社 

A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July 2000 by Josephine Pan. Officially register with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2007. Have been granted the Tax Exempt Status 501.(c)(3)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with the following 

purposes: To promote Taiwanese, Taiwanese American arts and literature; To protect and enhance the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the people in Taiwan. 

http://taiwanelitealliance.blogspot.com/ 

 

Taiwan Online Library 台灣線上圖書館 

Taiwanese Assocation received the donated books from Taiwanese goverment. These books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to 

intend to cover the topics that most Taiwanese are interested in. The categories range from history, travel, literature, 

politics, to cooking, picture books and comics, etc. 

These books not only provide a remedy for our homesickness, but also enlarge our view of Taiwanese culture.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that we share these books wit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far, we don't have a physical 

library for Taiwanese in Minnesota (we hope we may build one in the future when financial support comes in.) 

Therefore, we set up the online library system to allow all members 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to review and request 

books for free. Our volunteers will manage the website and keep the books. 

Our goal is to bring more people to know about Taiwan through these books. Consequently, we hope to bind 

Taiwanese people in Minnesota together. 

http://tolib.org/lib/?locale=en_US&lib=1 

 

http://www.taaus.org/Home_Page.php
http://taiwanelitealliance.blogspot.com/
http://tolib.org/lib/?locale=en_US&li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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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hotography Association in Greater New 

York (TPAGNY) 大紐約區台灣攝影學會 (紐約台

灣攝影學會) 

在李清澤教授的領導下，一群愛好攝影的台裔美人，於 2005 年初成立大紐約區台灣攝影學會 (紐約台灣攝影

學會)。我們來自東方一個具有多種語言、多元文化的美麗島自由國度，因此我們要以道家與自然共舞的視野

來創作出天人合一的攝影藝術作品。 

我們認為「攝影即心影」，攝影本質上是拍攝與創造出我們心靈深 處的影相，因此，優質的攝影作品必能感

動人的情感、理智與靈魂。 

「鍾情台灣，環宇世界，以藝會友，善與人同」是我們的信念。任何認同我們願景的人都歡迎加入紐約台灣

攝影學會。 

The Taiwan Photography Association in Greater New York (TPAGNY) was founded in 2005 by a group of 

Taiwanese-American photography aficionado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fessor Ching-tse Lee. Its goal is to create 

photographic artwork with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ur philosophy is “Photography is Mindography.” In essence 

photography focuses on the art of taking images of the heart, soul and mind; and in turn, creating from these images 

photographic artworks which touch upon the whole being, affecting emotional,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realms. 

We strive to remember our homeland Taiwan, a beautiful island country with a rich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background through our images. In addition we seek more universal images, which fit with our philosophy. TPAGNY 

looks forward to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friendships with the mutual goal of sharing the art of photography. We 

welcome those who share our vision to join our Association.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https://tpagny.wordpress.com/ 

 

Taiwan Publishing Company 台灣出版社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Arts Association (TAAA) 台

美藝術協會 

台美藝術協會（Taiwanese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於 1994 年成立，創立時，由林顥

模、林保山、郭博修、蘇國慶、陳文石及陳獻堂等六位成員，在洛杉磯舉辦第一次畫

展，目前會員已成長至三，四十人。 該會成立的宗旨是 推廣藝術文化與美國、其他地

區進行藝術文化交流，展現台灣藝術家及創作的風貌。 

台美畫會會員都是具備相當美術、藝術學養，並有志、有心不斷創作。這些畫家包括有

科班出身的專業畫家以及業餘畫家，多位非科班出身畫家卻有相當資深的作畫經驗以及

https://tpagny.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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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個展及得獎的資歷; 有的是工程師、建築師，但大家有志一同、相互切磋。 大家以畫會友、激勵創作。

近來也日益吸引熱愛藝術創作的台美第二代參與。 

Taiwanese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is a privat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 is to promote and enrich the fine art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Taiwanese-American artists living in the US and Taiwan and to introduce and 

publicize the members’ art works to the Taiwanese-Americans as well as other communities.  This nonprofit 

Association shall be operated on a volunteer basis. 

1. Date of Formation of November 1, 1994;  

2. Official Languages:* The Official Languages shall be Taiwanese and English. 

3. Frequency of Art Biannual Group Art  Exhibition and Special shows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ART/ 

 

Taiwanese American Arts Council (TAAC) 台美文

藝協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rts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to carry forward the mission of 

the Taiwanese Art Endowment Fund which spurred the creation of a named Taiwan Gallery, by 

the Queens Museum of Art. Taiwanese community leaders Dr. Lung Fong Chen, Thomas Chen, 

and Patrick Huang, to realize the vision with Professional curator Luchia Meihua Lee, and the 

pioneer of Taiwan modern printmaking artist, Prof. Liao Shiou Ping, provided the expertise and 

art resources. The TAAC aims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aiwanese artists,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arts.  TAAC will support cultural and art leader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in all 

states in the US and all counties in Taiwan; it is expected to expand annually. 

台美文藝協會 TAAC 旨在透過文化藝術的合作交流，提供並支持台灣與國際的對話、了解、與尊重；連結並

資助在美國的台灣藝術創作者、專家、與學者；獎勵整合跨領域藝術創新概念；提升社區對於藝術創作的認

知與重視； 豐富社群間的藝術對話、鼓勵全球性的相互回應與瞭解。TAAC 將秉持跨越政治宗教，緊守中心

宗旨並適時調整以因應國際潮流與現實趨勢。 

TAAC 將年度性支持台灣在美的藝術活動；並協助美國的台裔藝術家、不同族群的台灣藝術之友、個人、機

構團體的展覽、表演及各類型藝術創作；協同藝術工作者擴展藝術觀眾群，組成聯繫網絡以分享訊息、 資源

及經費；支持跨領域各類型的藝術形式與展現；建立國際上對台灣藝術的認知了解；逐步與美國不同藝術機

構建立合作聯盟關係。 

http://www.taac-us.org/ 

 

Taiwanese American Charity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台美慈善教育協會 

成立於 2007 年的台美慈善教育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Charity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ART/
http://www.taac-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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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台美慈善教育協會-Taiwanese-American-Charity-and-Education-Association-

193332020751703/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TACA) 

美國台灣文化協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of California 

台美文化生活協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of California was founded in 2014 to provide a community for those with 

Taiwanese heritage living in the USA. 

緣起 台灣是我們的故鄉。  50,60,70 年代。鄕土樸實的年代, 是綿綿含蓄的風情。 

我們有濃濃的留戀。八零年代之後現代台灣文化，生活小品的精緻,  

101 的璀璨, 現代文藝的驚艷。 如磁鐵般地吸引我們  

美國是我們的新故鄉。五月花的冒險精神。西部的拓荒精神。民主大熔爐的 

包容精神。 熱情的拉丁文化。神秘的回教文化。經典的白人文化。 

美國文化的宏大。令我們驕傲。 

台灣心。美國情。 我的根在台灣。 我的枝葉在美國。 

我的親戚朋友在台灣。 我的孩子和孫子在美國。 我們要讓台灣的人 

看到美國的美好。 我也要讓美國的人看到台灣的美好。 

台美文化生活協會, 我們希望讓大家有機會透過這個平台， 

看見台灣。認識台灣。了解台灣。欣賞台灣。 

看見美國。認識美國。了解美國。欣賞美國。 

好奇的目光, 在此可以覓尋東西方文化迸發的火花。 

https://www.facebook.com/tacultural/ 

 

https://www.facebook.com/台美慈善教育協會-Taiwanese-American-Charity-and-Education-Association-193332020751703/
https://www.facebook.com/台美慈善教育協會-Taiwanese-American-Charity-and-Education-Association-193332020751703/
https://www.facebook.com/ta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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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Ikebana 台美池坊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Institute 台美學會 

成立於 2000 年 

成立的目的：關心美國及台灣的政治，研討台美人社區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促進社區和諧，提高台美人

社區地位。 

 

Taiwanese American Pen Club (LA) 台美人筆會 

台美人筆會「Taiwanese American Pen Club」是由一群熱愛文藝、勤於寫作的台美人於

1998 年所組成迄今成立 19 年。鄭炳全因事遲到而被選為創會會長。 

台美人筆會自 2004 年開始每年出版「台美文藝」，由於時間的緊迫性，改為雙年刊，至

2017 年共出版八冊，會長任期也改為二年，出刊時並同時為出書會員們舉辦新書發表

會。「台美文藝」涵蓋詩、散文、小說、論述及文學評論等，不乏傳世之作，深受愛藝

鄉親們的喜閱與肯定。 

在過去 19 年中，筆會曾經舉辦過三次徵文比賽，也協力出版過二期的「春醒文學雜誌」，歷屆會長：李泰

雄、林良彬、黃健造、李彥禎、林文政、陳東榮、及現任會長李淑櫻等，都認真稱職，不僅會員人數逐年增

加，也促進提高了台美人的文化水準。 

https://taiwaneseamericanpenclub.wordpress.com/ 

 

Taiwanese American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台

美攝影協會 

台美攝影協會辦有許多活動大受好評及歡迎，協會每週第一及第三個週六，下午 2

至 5 點，在大洛磯台灣會館有聚會及專題演講，每年並舉辦多次攝影旅遊，攝影同

好不妨一起加入團隊，一起來切搓攝影技術。台美攝影協會成立於 1998 年，會員來

自各行各業，每年舉辦兩次會員攝影展，並在台灣會館開有攝影入門班、

PHOTOSHOP 入門班，歡迎鄉親來報名。 

https://www.tapaphoto.org/ 

 

https://taiwaneseamericanpenclub.wordpress.com/
https://www.tapapho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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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rtists Center 台灣藝術家中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ultural and Sports Association 台灣文

化體育協會(北加州) 

TCS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Taiwa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inter-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untries. 

We also encourage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s to get involved in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ng function for Taiwanese communities with other communities. 

We will provide entertainment, educational and voluntary ev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culture exchanges such as festival 

and  sports events. 

Taiwanese Culture Promotion Society, Seattle, WA 西雅圖台灣文化促進會 

http://www.tcsa2015.org/ 

 

Taiwanese Music Society of Greater New York 大

紐約區台灣音樂社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Overseas Literature 台灣海外文藝社 

(Houston, TX) 

No Information 

 

 

http://www.tcsa20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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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of 

Greater Chicago 芝城台美文化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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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New York Region-Oversea Taiwanese 

Pen Club 大紐約區海外台灣人筆會 

大紐約區海外台灣人筆會由楊慶安,蔡榮聰,王淑芬,林淑麗,廖登豐等幾位愛好寫作的先生

女士發起, 參與者以紐澤西及紐約台灣鄉親為主.成立大會於 2003 年 11 月 29 日在佳壇台

語教會擧行,公推蔡榮聦醫師為創會暨第一任會長.最初繳納$300 會費的永久會員有 12 位,

每年繳納$20 會費的普通會員有 60 位。會章明確強調筆會成立的宗旨是在鼓勵會員提筆

寫作, 期待以筆來啟蒙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激發命運共同體精神,促使台美人以更積極進取

的態度,共同來關心社會公義, 與台灣全民的福祉. 

筆會在 2005 年元月 1 日擧辦第一屆年會, 2014 年元月 1 日擧辮第十屆年會及慶祝筆會十週年生日. 在短短十年

間筆會成長迅速, 永久會員現己增加到 97 位, 加上普通會員, 共有壹百多位會員。迄今筆會己有過三位會長,第

一任是蔡榮聰醫師,連任兩屆四年(2005-2008);第二任會長為林興隆博士,亦連任兩屆四年(2009-2012); 第三任會

長為郭正昭教授,堅持一任兩年(2013-2014);現任會長由李正三擔任。而執行祕書長柯金寅博士及財務長涂石連

女士連任十年,獻替良多.李惠仁醫師主持多次興致高昂的晚會; 繼任的祕書長黃翠瑩女士多次書寫報導,皆功不

可沒.創始以來,筆會總共舉辦了 56 場演講會,包括 10 場大型的年會,蒞臨筆會演講的專家與學著高達 100 人次,

如楊慶安教授,黃正雅醫師,曹長青先生, 林建中博士,袁紅冰教授,黃春明先生,城仲模大法官,張德謙牧師,李敏勇

先生,黃絹小說作家,吳錦發先生,李瑞圖博士,周鉅原教授,陳隆豐律師等都曾擔任過筆會主題演講貴賓. 

筆會講題涵蓋政治、經濟、文藝、音樂、寫作、環保、科技、電影等領域。譬如, 「李登輝學校的經驗」; 

「2008 年台灣總統選舉對台灣前途的影響」; 「文學的鑒賞與評論」; 「身心老化預防之道」; 「靈性、人

文、經濟、醫學及科學演化的認知」; 「台灣人的啟蒙運動」; 「台灣與國家」等等.筆會已成為服務台美人社

區的一個重要社團。筆會第一次活動是在 2004 年 3 月組成了 60 多人的總統助選團隊,回台灣為民進黨助選,在

桃園機場發表捍衛台灣主權的聲明。2012 年為配合台灣總統大選, 第八屆年會移師台北天母舉行,以「台灣在

呼喚」為訴求,吸引將近五百位人士的熱烈參與. 

過去十年來在每年年會前由祕書長柯博士主編一本年刊,業己累積十本,刊載筆會整年活動紀要及會員創作, 而

以筆會名義送出的開會報導及會員寫作在各大漢文報紙上及台灣海外網發表的文章先及己達 150 多篇。筆會

園地公開,不分地域,將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行,也歡迎更多鄉親加入我們的行列. 

 

White Heron Sign Language Dance Group 白鷺鷥

手語舞蹈教室 

No Information 

 

Youth Orchestra, CYCNY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

團 

The Youth Orchestra is a Queens-based youth orchestra since 1996, and has been a 501 (c) (3) organization since 

2002. Our mission is to provide orchestra training and performing opportunities for musical students age 10-18,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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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repertory that in eludes Classical, Popular, Jazz, Broadway, Film, and Asia n music. The orchestra premieres 

and commissions works by American and Asian composers and has organized eleven summer con cert tours to Asia, 

Europe and the East Coasts for global cultural experiences. 

New members are recruited through auditions in September and January. Weekly rehearsals take place at Middle 

School 158 in Bayside, New York from September to June. Our faculty members are: Chijen Christopher Chung 

(music director and strings teacher), Chi-Ching Grace Lin (percussion), Lovell Park Chang (winds & brass), Tony 

Huang (strings) and Hsinyi Huang (librarian). The orchestra presents two formal concerts annually: one Holiday 

Concert, free for the community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in Queens and an Annual Con cert at Lincoln Center in the 

spring. The Orchestra also serves the Queens community by performing con certs at senior centers, community centers, 

and nursing homes.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創立於 1996 年，1997 年正式向紐約州政府註冊為非營利機構，現任音樂總監為梁

兆豐博士, 指揮鍾啟仁, 同時聘請多位專業演奏家們共同協助指導六十多位之青少年團員，包括：郭強生博士/

弦樂 、賴政雯/木管、張若葳/銅管, 林季靜/打擊樂等。行政人員計有: 藝術總監方秀蓉，行政總監翁月燕、譜

務林郁芳等， 以及多位熱心家長們擔任義工, 自 2002 年起,獲得紐約市文化事務局基金贊助與肯定。 

本團一直秉持著「服務社區，教育英才」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成立以來，在社區中多次親善演

出，行跡遍及圖書館、公園、學校、耆老與復健中心、佛光山鹿野苑和台灣會館等。除每年定期聖誕演奏會

於皇后區，以及林肯中心年度音樂會之外, 曾舉辦六次美亞巡迴(1997、1999、2002、2005, 2007,  2010)，歐洲

(2006), 以及兩次美國西岸(1998 及 2000)演奏之旅等，共舉行數十場親善交流音樂會於舊金山、洛杉磯、聖地

牙哥、夏威夷、台北、台中、鹿港、高雄、金門, 香港、 廈門、 北京、上海、大阪、莎爾斯堡、維也納  、布

拉格等，不僅開拓了團員們的視野，也達到了東西方音樂學生交流的使命。 

www.youthorchestra.com 

https://www.facebook.com/CYCNY/ 

 

匹茲堡台灣文學社 

No Information 

 

北加州台灣民藝團 

以台灣鄉土為主題，民間藝術為前提的藝術團體。 

經半年的籌備，並由團員自己蒐集材料，編寫劇本，安排人選，目前已做妥各項排練的準備。 

為了堅強陣容，該團歡迎對台灣民簽的詩賦、歌謠、舞蹈、戲曲等有專長或興趣者，不論男女老少，踴躍加

入。 

北美洲台灣人文藝協會 

陳隆與蕭泰然，還有許丕龍等人籌組 

http://www.youthorchestra.com/
https://www.facebook.com/CY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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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臺灣文學研究會 

楊逵降臨洛杉磯 

促成「北美洲臺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 

1982 年 10 月 30 日，楊逵由愛荷華降臨洛杉磯，促成了北美洲臺灣作家的大結合，那一天是戰後海外臺灣人

第一個「北美洲臺灣文學研究會」，在洛杉磯希爾頓大飯店水牛廳成立了。在楊逵主持下，共有創始會員 14

人參加：許達然、洪銘水、杜國清、張富美、陳芳明、林衡哲、陳若曦、謝里法、葉芸芸、林克明、黃昭

陽、江百顯、鄭紹良以及榮譽會員楊逵，這一天楊逵演講會有二百多位來自全美各地的臺灣文學關心者參

加，聆聽他講述「從送報伕到壓不扁的玫瑰」的文學心路歷程，這場演講會揭開了洛杉磯臺灣文化活動的序

幕。1932 年，楊逵以《送報伕》躍登臺灣文壇，由賴和介紹發表於 1932 年 8 月的「臺灣新民報」，後來

《送報伕》擊敗 14 位日本作家，打入日本文壇，脫穎而出獲得「文學評論」第二獎，因為 1982 年剛好是

《送報伕》誕生 50 週年慶，因此我也很榮幸地發表：〈三讀送報伕〉的心得，這是我在 1979 年搬到南加州

後，第一場公開的文化演講。 

台灣文學研究會 

一九八二年十月卅日於洛杉磯正式成立。主要目的在肯定台灣文學地位並繼續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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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彥教授紀念文物館 

 

 

南加州中古歌劇團 

 

 

No Information 

 

南加州台灣音樂社 

No Information 

 

 

 

 

南加州番薯社 

1990 年 9 月 29 日創社 

秉著對故鄉台灣無私的奉獻，竭誠服務同鄉的熱忱，以極其有限的預算，自編劇本，自製道具，歡愉此間的

台灣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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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台文通訊讀者聯誼會 

 

 

紐約衛鄉文化社 

No Information 

 

舊金山灣區矽谷海外台灣人筆會 

No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