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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北加州東灣台灣同鄉會 2019 年會 

陳天令 

節目安排 

東灣台灣同鄉會(EBTA) 理事會規劃，今年兮年會照往例有娛樂表演節目，理事們

想盡可能佮過去幾冬有無仝款兮口味。十月上旬台美長樂會(TASS)兮墨西哥遊輪之旅，

十四戶廿八位鄉親共享同遊之樂[誌一；含 hyperlink 超連結佮 QR二維碼，以便上網] ，

佇船頂就有人咧討論今年年會兮節目安排。 

月底無閒著「聖荷西台南姊妹市協會」兮年度計劃，接待來自故鄉台南兮藝術家李

欣芫小姐，佇聖荷西作一個月兮駐村新媒體創作「水蔓延 Water Spread」。她十月初來，

拜訪「聖市會議中心」、「南灣廢水處理廠」、「矽谷靜水廠」等單位，採集水處理兮音素；

比較佇「台南科學園區」所集，安排、點顯聖南兩市人們佮水互動兮異同。十月底佇台

灣會館，佮聖荷西市政府有二場發表會；呈獻新媒體創作兮多元、可塑性[誌二] 。佇

市政府兮發表會，邀請聖市議員、單位主管多人，姊妹市協會會員出力協助，成就了一

次有意義兮城市外交。 

遮進前幾日，接著台南一中同窗至友陳幸世醫師兮電話，講伊目前佇聖荷西，係來

參加四十冬好朋友陳清志醫師夫人劉玲玲醫師兮告別式。陳、劉醫師夫婦攏是足優秀兮

眼科醫師，一冬前退休由密西西比搬來聖荷西，子女也是醫師、教授，足優秀。台灣會

館理事洪美和女士二個月前邀請清志醫師佇會館演講[誌三]。本底劉醫師有痾治療中，

不料療程反作用，十月底遽逝，非常可惜、嘸咁。 

幸世醫師 係男高音聲樂家，醫學院期間曾考慮休學去義大利學聲樂；常再佇芝加哥

附近社團、教會演唱。阮牽手正美理事為 EBTA邀請伊來咱年會獻唱，伊算時日欲使，

就阿沙里答應。伊先挑選三曲：「遊子回鄉-蕭泰然曲/鄭兒玉詞」、「”Vaghissima 

Sembianza”by Stefano Donaudy」、佮「杯底嘸通飼金魚-呂泉生曲/居然詞」。伊擱講

第二曲有需要專業兮鋼琴伴奏，年會演唱進前有需要佮伴奏合音。正美佇理事會提出遮

件節目佮條件，佳哉前會長陳碧雲講伊兮后生 Elbert Tsai有專業兮鋼琴伴奏師，伊係

台灣來兮音樂博士楊嘉琳小姐，可能欲肯佇 Elbert兮小提琴獨奏進前為陳醫師伴奏，

就按呢約訂落來。其他娛樂節目由理事會安排了真好勢：包括合唱、廣播電台、佮卡拉

OK。 

東灣同鄉會 2019年會于十二月十四日拜六，佇東灣台灣基督教會[EBTAUMC]舉行；

前一日仝所在排演。幸世醫師佮夫人素純女士提早一日飛來灣區，佇阮兜暫住幾日；阮

先安排會面幾戶朋友，佮遮五冬內由外地搬遷來東灣兮鄉親，分享怹選擇東灣作退休住

所兮經驗，鼓舞伊搬過來。過轉日，阮照約束駛車去 Sunnyvale 鋼琴伴奏師楊博士兮住

所，佮她合音；倆人誠緊就發展出唱奏默契。 

溫馨兮年會 

http://ebta.tafnc.org/en/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lin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R_code
http://sanjose-tainan.org/
https://www.sanjose.org/convention-center
https://www.sanjoseca.gov/your-government/environment/water-utilities/regional-wastewater-facility
https://www.purewater4u.or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83%A8%E7%A7%91%E5%AD%B8%E5%9C%92%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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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大好天，逐傢先佇教會交誼廳報到、領取便當、找位、佮平時無常見

兮朋友作陣食便當、開講、撥荳；昼

食了後，逐傢移師教堂去開年會。 

今年理事會團隊[相→]佇劉惠

麗會長領隊下，理事們盡心為會員服

務，足感心。理事正美替我志願錄

影，會長邀約；我遂樂意尊辦，錄製

節目、上傳 YouTube、收集成播放列

表[誌四]，供分享、回味[誌五~十]。 

 

前半場會務 

年會節目前半場係會務：會長、來賓致詞、財務報告、新理事選舉、紹介新會長、

新舊會長交接、新會長致詞。會長劉惠麗致詞感謝會員，過去一冬互她機會佮理事會替

逐傢服務，也感謝副會長陳文雄代表東灣出席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理事會，佮聯合會

會長江詩怡 Cleo 來參加咱兮年會。聯合會會長肯定柬灣佇聯合會節目兮參與佮支持。

財務理事正美報告 EBTA年度收支。新理事選舉，三位候選人辜嘉勇、李枝美、張良瑞

順利當選。其中辜係舊年春由紐約 Albany 州政府退休搬來 Bay Point，接近女兒，曾任

歐城台灣同鄉會會長，新年度接任 EBTA 副會

長；李、張二人回鍋服務，感心。 

新年度會長由陳文雄接任，伊講：「逐傢

呣通問鄉會欲當為會員做什物，噯問家己欲

當為社區做什物。」伊計劃建立東灣台灣同

鄉會網站，通好進一步連絡、服務會員。新

舊會長交接，由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會長

江詩怡監交[相→]。[誌五]  

 

後半場娛樂 

紲落去，年會節目後半場

係精彩兮娛樂(節目表頂印「餘

興」?) ，由李俐芳 MC主持。

她熟練控場，穿插摸彩，全無

冷場。 

頭一節目由東灣教會聖歌

隊佮同鄉合唱：「榮耀兮日光

（王明哲詞/曲）」，呂弘婷指揮

[相→]。劉會長講有會友傳遮

https://www.facebook.com/tafnc.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any,_New_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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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歌兮 YouTube 視頻互伊，並建議用彼做合唱歌曲；伊足欣賞舊年熱天台灣民族音樂家

王明哲來咱灣區兮演唱，遂透過管道取得合唱歌譜佮版權許可，特別選擇伊兮作品來合

唱。[誌六]  

第二節目男高音獨唱，由陳幸世主唱、楊嘉琳

鋼琴伴奏；歌聲宏亮，琴藝精湛，倆人配合了足好。

曲目順序佮節目表無仝；「遊子回鄉」開場、紲落

去義大利情歌「Vaghissima」、上尾「杯底嘸通飼

金魚」壓軸。 [誌七]   

第三節目廣播電台：「黃昏兮故鄉」，由灣區才

子郭敏俊主持，拍拳賣膏藥，會講、會唱、會彈，

風趣無比。最後兮「Besame…Besame Mucho…」佮

我佇墨西哥旅遊第一站普渡巴拉塔港 Puerto 

Vallarta，上尾參觀酒廠，借酒裝痟所唱仝款[誌一

頁 5]。 [誌八]  

第四節目小提琴獨奏，由前舊金山歌劇院首席

小提琴手 Elbert Tsai 佮楊嘉琳搭配；曲目有二條

Saint Saens兮作品：「Danse Macabre死亡之舞」、

「奏嗚曲 No.1-快板」，另一條 Astor Piazzolla

兮「探戈歷史-Cafe1930」；難得兮響晏。[誌九]  

上尾節目係卡拉 OK，由東灣卡拉 OK Club老

牌歌星演出：「大船入港」王淑坤、「相逢兮酒」簡

慶生彭月光夫婦、「裏町酒場」葉敏珠、「愛情探戈」劉玲霞、「愛拚即會贏」大合唱。

五位歌手儘情演唱，聼眾投入，感受誠好；上尾兮大眾合唱將年會帶到高潮，完滿結束

2019年會。 [誌十] 

                                                

誌 誌目 連結 QR碼 

 

[誌一] 

 

太平洋時報兮鳳凰花：君蘭公主號遊輪

2019 墨西哥之旅/府城 天令

(2020-01-06)] 

http://pacific-times.

com/Default.aspx?RC=2

&nid=dd7fa0f0-0e0b-43

dd-88b8-95b314be1e4b   

 

[誌二

a] 

TAC41 

「水蔓延 Water Spread」佇   

台灣會館 by Taiwan Artist 

Cia Hsinyuan Lee 李欣芜 

https://youtu.be/Ditj

urSUMh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C3%A9same_Much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erto_Vallart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erto_Vallart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6%8B%9A%E6%89%8D%E6%9C%83%E8%B4%8F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dd7fa0f0-0e0b-43dd-88b8-95b314be1e4b
https://youtu.be/DitjurSUM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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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二

b] 
TAC42 

「水蔓延 Water Spread」 佇   

San Jose City Hall  by Taiwan 

Artist Cia Hsinyuan Lee 李欣

芜 

https://youtu.be/fo7M

kPxl-_E   

 

[誌三] TAC39 眼保健的新領域-陳清志醫師 

 

https://youtu.be/BXhC

vdU5lck 
 

 

 

[誌四] 

播放列

表 

2019 EBTA北加州東灣台灣同鄉

會年會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15

3vlMgY28RJqXTa9tJi19Y

MVkqb4JvO 
 

 

[誌五] 

 

EB19.1 

 

2019 EBTA年會節目一會務 

 

https://youtu.be/BcEX

In5q8UQ  

 

[誌六] 

 

EB19.２ 

 

2019 EBTA年會娛樂節目 2合唱 

 

 

https://youtu.be/FnMe

jlk7e_Q  

 

[誌七] 

 

EB19.３ 

 

2019 EBTA年會娛樂節目 3男高

音獨唱 

 

 

https://youtu.be/PVzZ

Rp1uTt8  

 

[誌八] 

 

EB19.４ 
2019 EBTA年會娛樂節目 4廣播

電台：黃昏的故鄉 

https://youtu.be/QvyR2

mHNZ38 

 

 

[誌九] 

 

EB19.５ 

 

2019 EBTA年會娛樂節目 5小提

琴獨奏 

https://youtu.be/KBRq

XLKewv8 

 

 

[誌十] 

 

EB19.６ 
2019 EBTA年會娛樂節目 6 

Karaoke 

https://youtu.be/m_eP

n818juk 

 

 

https://youtu.be/fo7MkPxl-_E
https://youtu.be/BXhCvdU5lc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3vlMgY28RJqXTa9tJi19YMVkqb4Jv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53vlMgY28RJqXTa9tJi19YMVkqb4JvO
https://youtu.be/BcEXIn5q8UQ
https://youtu.be/BcEXIn5q8UQ
https://youtu.be/BcEXIn5q8UQ
https://youtu.be/FnMejlk7e_Q
https://youtu.be/FnMejlk7e_Q
https://youtu.be/FnMejlk7e_Q
https://youtu.be/PVzZRp1uTt8
https://youtu.be/PVzZRp1uTt8
https://youtu.be/QvyR2mHNZ38
https://youtu.be/QvyR2mHNZ38
https://youtu.be/KBRqXLKewv8
https://youtu.be/KBRqXLKewv8
https://youtu.be/m_ePn818juk
https://youtu.be/m_ePn818juk
https://youtu.be/m_ePn818juk
https://youtu.be/m_ePn818j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