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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親愛的鄉親:  

    又是一個新年度的來臨，首先代表全體理事向各位鄉親拜年

大家新年快樂，年年健康、如意

    今年將為鄉親服務的理事團隊第一次達

繼續幫忙，也注入了多位新血，

副會長由年輕有魄力的楊博堯接任

任祕書、卡拉 OK 組代表理事換

李毓儒。今年活動的電話連絡將由

延攬特別貢獻她之所長，擔任工作繁瑣的鄉訊季刊總編緝

    能為鄉親服務是理事們的榮幸

鼓勵、扶助及支持。如有任何疑問或

一頁) 或傳信至 taa.ebta@gmail.com

    今年第一季的主要台美人社團活動

時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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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代表全體理事向各位鄉親拜年，敬祝

如意！ 

今年將為鄉親服務的理事團隊第一次達到 11 位的上限，不止有老將

，為理事團隊帶來活力、新思維及新方向。

接任、財務由徐進聰掌管、陳碧雲留下擔

組代表理事換徐瑞萬、登山組換楊國雄及青少年代表換

今年活動的電話連絡將由蔡麗君全權負貴。另外，感謝賴惠玫雖已卸任理事

擔任工作繁瑣的鄉訊季刊總編緝。 

理事們的榮幸，但是會務要辦得好，還是要靠各位鄉親的參與

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聯絡任何一位理事 (電話及 email 

taa.ebta@gmail.com (EBTA 的 email) 。 

社團活動，請參閱本刊第五頁”近期活動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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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卸任理事，仍被

還是要靠各位鄉親的參與，給我們

email 請見本刊第

近期活動總覽”，希望鄉親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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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活動剪活動剪活動剪輯輯輯輯    

                                                                                                        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    

 

    今年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第10次與其他大約110個美國主流社會團體一同在聖荷西市

市中心遊行，慶祝美國退伍軍人節。這次退伍軍人節適逢星期五，大部分公司都沒放假， 而

且一星期來的天氣預測，不是說會傾盆大雨就是會偶陣雨，害得主辦參與遊行的理幹事們緊

張擔心了好幾天，未雨綢繆，雨衣、塑膠布都出籠，大鼓不敢帶，而只敲大鑼，卻反而更大

聲，引人注目。 

    大概因為天氣預測不晴朗的原因，聖荷西

市主辦遊行的部分負責人員也沒有像往年一

樣地早到，讓我們9點半剛到時還找不到隊伍

集合的地點。還好，老天也算蠻憐憫參加遊行

的人，大家在等隊伍上陣出發時，都得穿上輕

便的雨衣，躲在屋簷下防毛毛細雨。真正走上

一英哩之遊行路程時，旗桿被風吹歪，辛苦了

撐旗的鄉親。但風吹得國旗大勢飄揚，畫面更

加完美，毛雨也暫且停頓，全部遊行隊伍都無

中斷地邁向司令台，表示對美國退伍軍人的尊

敬及感激。聯合會的隊伍由鍾振乾會長領隊，兩次被介紹“Taiwanes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的團體成員、成立歷史及宗旨，充份展現台僑們參與美國主流活動的熱

誠。 

     聯合會今年超過 60 人參與遊行，也是上百個團體中人數最多的隊伍之一。卡車左

右側有”Taiwanese Americans Salute Veterans＂的大標語，車上有美國的大國旗隨風飄揚。 

車前車後都掛大型綠色台灣地圖，讓群眾認識台灣的存在。今年聯合會的遊行隊伍大多數

是青年和少年，非常有活力地扛著迎新娘的轎車，大群的迎親隊飄著長長的彩帶扇，加上小

喇叭及大鑼助陣，一路喜氣洋洋，陣容壯觀熱鬧。藉此機會介紹台灣迎親習俗，沿途得

到不停的肯定掌聲及認同，一步一腳印地提昇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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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溫馨音北加州溫馨音北加州溫馨音北加州溫馨音樂樂樂樂會會會會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於 11 月 12 日

在 San Leandro 的灣區臺灣基督教會舉辦一

場溫馨的募款音樂會。節目內容非常豐富精

彩，鄉親的人潮及熱情洋溢整個教堂，座無

虛席。 

    重要表演者之一的蔡維德先生是著名的

職業小提琴家，也是前聯合會會長陳碧雲博

士的公子。他畢業於 Oberlin，取得小提琴演

奏與電腦的雙學位。獲得 Rice University 的

小提琴演奏碩士後，再去南加大拜名師 

Robert Lipsett 進修。他目前是 San Francisco 

Symphony 與 San Francisco Ballet Orchestra 的小提琴手，曾多次在台美人社區做慈善演奏，

如二二八音樂會及東灣台灣同鄉會年會。募款會當天他演奏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Jean 

Sibelius, Frederic Chopin, Jules Massenet 及 Pablo de Sarasate 作的小提琴曲目，由在日本長大、

受鋼琴訓練，並去 Russian 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鋼琴家 Mutsuko Dohi 伴奏。身為第二代台美

人的小提琴家，願意在聯合會經濟結据之時，挺身而出，免費為聯合會作一場高水準的演奏，

感動全場聽眾，人人站起，為他拍著不停的掌聲。 

    當天並有由現任聯合會副會長陳義志先

生領隊的東南灣男聲四重唱，演唱雨夜花、

天黑黑 及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陳義

志之兄陳義悊先生，已患末期胰臟癌，仍勇

敢地上台，分享他的歌聲，講出他的心底話，

讓大家眼裏含著快掉下的淚珠為他鼓勵、加

油及祈福。灣區台灣基督教會唱詩班，由

Cindy Chung 以鋼琴伴奏，演唱 Sharing the 

Love、我欲櫸目向山(排灣族調)，及天總是

攏會光，具有特別意義。黃文勇牧師說得好，

台灣燦爛的明天即將來臨，前途一定會是更

光亮。 

    這場音樂會帶來滿心的溫情和愛，一年多

來罩在聯合會上的烏雲，已雲消霧散，天亮後

的陽光帶來了希望和能量，將會使聯合會更加

永續堅固成長。聯合會真誠感謝鄉親的熱心參

與及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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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精彩精彩精彩歡歡歡歡慶慶慶慶東灣東灣東灣東灣年會年會年會年會    

    

    又是楓葉染紅遍地的季節，今年北加州舊金山灣區的氣候，真是秋高氣爽，跟往年有別，竟也

有以華氏七十度以上的溫度在迎接十二月天。東灣台灣同鄉會就在此天時、地利、人和俱佳的情況

下歡迎會員鄉親朋友們一起同慶 2011 年年會。  

    十二月三日傍晚剛日落，鄉親們就陸續到東灣台灣基督教會的交誼廳報到。不到六點鐘，大約

一百八十位鄉親，朋友們就擠爆有五彩氣球裝

飾、喜氣洋洋、熱情盈溢滿堂的會場。大家相

聚拜早年，話家常，品嚐特別訂做的便當。菜

色有道地的台灣香腸、香噴噴的滷雞腿及豬肉

排骨，另有象徵吉利的香桔。 

    年會典禮及餘興節目在莊嚴華麗的教堂

內舉行，除了例行會務報告，鼓勵台美年青人

推動台灣文化認知及當好公民的$500 獎學金

頒給成績優秀又熱誠服務社區的 Judy Lu。 陳

碧雲博士去年意外地第二次接任東灣台灣同

鄉會會長重任，能順利地推動並執行各種大小會務

及活動，她歸功於理事團隊的團結服務，鄉親熱誠

的支持及參與。今年七位理事卸任，大會中通過選

出新理事，包括三位任期二年及五位任期一年，加

上三位連任理事，達到最高上限。總共 11 位理事

的新團隊將由新任會長吳淳雅女士帶領，繼續為東

灣台灣鄉親服務。  

    除了處理鄉會事務，精彩的是餘興表演及令人

興奮的抽獎。表演節目由中學生、大學生、 壯年、

中年、及年長者各顯所長。有年青隊的熱舞，有用鋼琴、小提琴、吉他、鑼、鼓等不同樂器及卡拉 OK

方式，表演出不同年代的古典音樂及台語歌，讓大家聽看得心曠神怡。郭敏俊先生以三種不同樂器，

彈唱台灣歌、唸台灣古早民間詩詞，別有獨創風味，頗受觀眾歡迎，嬴得滿堂笑聲。理事團隊的台

灣山地舞，以亮麗的服飾及頭飾取勝， 加上鈴鐺，炒熱氣氛，即使跳得不夠完美，卻得到最響亮的

笑聲及掌聲。節目進行直到近晚間十點，都沒

人提早離場。抽獎的禮物，大包小包一字排開

在舞台上，相當吸引人注目。近十件的$50 現

金獎，更是抽獎的最高潮。總共送出五十餘件

禮物，幾乎家家有獎，非常盡興，又一次讓大

家帶回永恆的甜蜜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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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總覽近期活動總覽近期活動總覽近期活動總覽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定期活動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定期活動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定期活動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定期活動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健康生活講座 

Healthy Living Academy 

1:45-3:30 pm 
Sundays 

特別邀請主題專家 任何星期日 

生活智慧分享 

Life Wisdom Sharing 

1:45 – 3:30PM 
Sundays 

特別邀請主題專家 任何星期日 

園藝分享 

Gardening Seminars 

12:00 – 3:00PM or 
4:00 - 7:00PM, Saturdays 

特別邀請園藝家庭 
任何星期六地點在

Host 家庭 

活動地點 (Location): 1755 Sunnyvale Ave., Walnut Creek, CA 94597; Tel: 925-943-1925. 

詳細情形請洽: 賴惠玫 (Amy) at 925-829-9763 or vernna_lai@hotmail.com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2/11/12 (星期六) 

10:00 – 3:00 pm 

歡慶春節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王朝海鮮酒家 

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 
10123 N. Wolfe Road 
Cupertino, CA 95014 

TAFNC 

2/25/12 (星期六) 

2:00 – 4:00 PM 

228 紀念音樂會 

228 Memorial Concert 

灣區台灣基督教會 

788 Lewelling Blvd. 
San Leandro, CA 

TAFNC 

EBTA:東灣台灣同鄉會; EBFUMC:東灣臺灣基督教會; TAFNC: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青少年廣場青少年廣場青少年廣場青少年廣場    (The Quad)    

 

 

 

                                                   

       ( Answer is hidden in this newsletter. ) 

    

歡迎新會員歡迎新會員歡迎新會員歡迎新會員    

黃呈嘉 Cherng Jia Hwang  郭文毅 Wendell Kuo  潘克明 Keh-Ming Pan 

   

史慶璞 Ching-Pou Shih 徐進聰 Richard Hsu 楊博堯 Henry Yang 

What do a chicken 

and a band have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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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捐款謝謝捐款謝謝捐款謝謝捐款    

    EBTA 感謝並歡迎同鄉的關心及免稅的捐款贊助。鄉親們除了直接捐給 EBTA 外(通訊

住址 P.O. Box 1335, Danville, CA 94526)，也可以經過您們服務機構的 United Way 捐錢給

EBTA。只需在認捐單上寫上 EBTA 及其 Agency No.(925718-0)和 Tax ID (68-0266165)就可。

去年最後一季捐款的同鄉芳名如下。若有遺漏，請同鄉原諒，並請通知徐進聰及吳淳雅。 

蔡念任 陳綺天 Tsai, Nick & Chi 100.00 

蔡連理 郭知惠 Tsai, Henry & Grace 100.00 

廖啟榮 林齡圭 Liao, Chi-Jun & Lin Kuai 55.00 

郭正信 林  敏 Kuo, Cheng-Hsin 100.00 

 
吳珀英 Chern, Chii-Yuh & Po-Ying 100.00 

洪國松 洪悅子 Hong, K. S. & Joyce 200.00 

周友鄰 杜瑪瑱 Chou, Yuo-Ling & Ma-Chen 55.00 

張金榮 阮幸子 Chang, Chin-Yung & Ruth 100.00 

蔡振瑞 陳碧雲 Tsai, Chen & Pam 200.00 

李慶秋 林雪玉 
 

50.00 

Unknown though United Way 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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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灣台灣同鄉會會員資料表 
EBTA Membership and Information Form 

 
Please check one:        □ New Member                      □ Current Member 

 
 

Annual Membership Fee: $25/family; $15/single person  
 

EBTA needs your financial support and appreciates your generous donations. 
Donation:         $10       $20       $25       $50       $100     other 

(Donation of $50 and more is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fee waiver for the year.)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EBTA 

And mail check and form to:  
EBTA 

P.O. Box 1335 
Danville, CA 94526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if you are a new member or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e. you have moved, changed phone numbers, etc.). Please fill in your e-mail address if you 
have one. 
 
Family Member                      Taiwanese Name                                       English Name 
 
M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s./M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ork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ion/Occup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aiver 
I and my family members are joining the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EBTA) to support EBTA and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EBTA.  Participation in any EBTA sponsored or co-sponsored 
activities are strictly on a voluntarily basis. I hereby agree that EBTA, its officers, directors, volunteers, or 
administrator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illness or injury sustained resulting from attending the ev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r traveling to and from the events that are sponsored or co-sponsored by 
EBTA.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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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灣台灣同鄉會 EBTA 

East Bay Taiwanese Association 
P. O. Box 1335 
Danville, CA 94526 
 

Address Correction Requested 
 

 

 

 

 

 

 

 

 

 

 

 

 

 

                                                 

Answer: They all have drumsti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