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ar all, 

 

I am sharing a special historical day with you. 

228 紀念日 2/28 Taiwan Peace Day, 8 minutes 17 seconds 

https://youtu.be/V5h_42m9bl0 

 

北美年輕人在規劃和台灣吧聯手活動 定案後再做說明  - by Taiwan Bar  

https://youtu.be/UxSq7tDEAYw 

 

希望台灣同鄉保持健康的身體，樂觀的心，防止被中

國製造出來的 Coronavirus 2019-nCoV 疫疾打倒。 

 

1)  ******* Subject: Fwd: 高承楷醫師 特別演講-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和預

防 

 

Dear 賴會長：這是湯銘倫.正值武漢肺炎流傳全球之際，邀請貴會及 FAPA 所有

台灣鄉親及會員，來參加 3/1星期日的演講.免費有茶點招待.謝謝妳的幫忙. 銘

倫敬上 

 

 

由台大校友會及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籌備,校友會會長吳慕雲醫師主持的醫學講

座,將於星期日 (三月一日) 下午二時起, 在僑教中心中庭舉行 。講題為「武漢新

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感染和預防.  

主講者高承楷醫師 (Cheng-Kai Kao, MD, FACP) 台大醫學院畢業,現任職於芝

加哥大學醫學院。高醫師將講解新型冠狀病毒的來龍去脈,演變,擴散和引發的肺

炎；以及如何預防。 

演講之後,高醫師會偕同許春菊藥劑師回答問題。 

 

會後有茶點招待，歡迎各位踴躍參加。詳細說明請看以下通知  

 

吳永吉 

   

2)  ******  Subject: 敬邀：苗栗市和巴勒特市姐妹市十週年音樂慶典 

 

https://youtu.be/V5h_42m9bl0
https://youtu.be/UxSq7tDEAYw


To;  親愛的中西部客家同鄉會鄉親們，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在三月五日晚 7:00pm 在巴勒特市高中音樂廰擧辦苗栗市

和巴勒特市姐妹市十週年慶典， 

請您邀請您的家人和朋友們一起來聆聽這一埸別開生面的音樂饗宴！免費入場！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會長 

林俊志敬邀 

 

 

3)  ******* Attached is March Newsletter of T. A. Archives 2020 for your 

review. 
T. A. Archives 台美史料中心 

Website: 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Email: taarchivescenter@gmail.com 

 

4)  ******  島嶼新綠 

因為愛，島嶼萌生新綠的希望 

 

和平紀念日 

分享《島嶼新綠》演唱版 

 

歡迎您一起來唱 

唱出島嶼的愛、和平與希望 

………………………………… 

島嶼新綠 

作詞/林央敏 

作曲/簡雅子 

 

彷彿浩劫後，文明如煙 

一排枯萎的遠山 

連袂隔開大海與長天 

隱身山後的大地曾被霧霾遮掩 

冉冉紅塵已經千年沉澱 

藍色天空逐漸露臉 

並灑落白光，解凍時間 

 

而水是生命之源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mailto:ta.museum.org@gmail.com


生命從島嶼出發再漫延 

甦醒的春天渡向腥臊海邊 

紛紛爬上山坡，縱然步伐維艱 

也要把美麗風景 重建 

 

youtube 連結 

https://youtu.be/03LmU1UmTXQ 

 

 

5)  ******* 台灣新樂團-美秀集團寫的歌,故事背景跟 228 有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aQY4oj24Y 

 

(6)  Heart warming reminder: 

*************************** 

台灣人民的 228 和平日。   請大家預留時間來參與這項紀念活動： 

 

日期：2020 March 7th Saturday 01:00 PM to 04:00 PM  

             三月七日 (星期六) 中午一時至下午四時 

地點：芝加哥 TAIWAN 台灣僑教中心  TEL. 630-323-2440 

           55 East 63rd Street, Westmont, IL 60559 

 

時間及程序：下午一時入座，一時半開場， 

 

- 欣賞電影：超級大國民 Super Citizen Ko 導演：萬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PXrE07yPLZ3qOQMIorVHKMxUC

NYKTVA/view?usp=sharing 

 

- 「紀念 228； 盼望將來」    王文隆 教授 台灣老子恒道文教學

會理事長 

 

- 同鄉作献花紀念儀式。 

 

*活動之間，請同鄉享用由熱心公益的李勳墉台灣同鄉，數年來捐贈的

（義美 228 紀念糕）及茶水。 

*加上從去年 2019 年開始，請呷魷魚糜。 

 

 

https://youtu.be/03LmU1UmT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aQY4oj24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PXrE07yPLZ3qOQMIorVHKMxUCNYKTV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PXrE07yPLZ3qOQMIorVHKMxUCNYKTVA/view?usp=sharing


228 二二八紀念綠豆潤糕 

台灣同鄉會已經連續好幾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都有發放義美代工的二二八紀念

綠豆潤糕， 

今天要再一次跟大家分享這個創意背後的故事。希望我們在享用家鄉味的同時，

紀念這個台灣人苦難的日子， 

同時用愛連結彼此，串起我們對台灣自由民主獨立的向望。 

 

#沒有真相沒有和解 

#可以原諒不能忘記 

 

二二八綠豆潤緣起：https://goo.gl/hhdfM5 

~~~~~~~~~~~~~~~~~~~~~~~~~~~~~~~~~~~~~~~~~~~~~ 

紀念綠豆潤糕上面有一個 228 紀念標記，綠豆潤糕除了家鄕美味甜品之外，主

要是在於推廣 228 紀念標記，希望在每年的二、三月時分，在台灣到處都可以

看到 228 紀念標記。 

 

228紀念標記是採自連續的＝＝8＝＝8＝＝8裡面的＝8＝來做為228紀念標記。

主要是取其簡單對稱，容易使用，容易將標記應用到各種食物或物品上。 

2004 年，台灣有了 228 手牽手䕶台灣的震撼活動。228 紀念標記正好也可以展

示出手牽手的圖形，把＝8＝裡的「8」畫成一個頭和一個身體，兩邊的兩橫可

以成為一手一腳。幾個 228 紀念標記畫在一起，不就是手牽手了嗎！ 

 

為什麼要每年都來紀念 228？有人說，李登輝不是有代表政府做了道歉？也立了

碑、建了館，現在還放了一天假，「你們還要什麼呢？這些人知不知道政府道了

什麼歉嗎？隨便找個政府公務人員來問問，看看他知道政府道歉的內容嗎？還有

是立了什麼碑？什麼館？放的是什麼假？他們忽略了 228 及「紀念」兩個字。

個人之所以思考 228 紀念標記就是為了回答這些人一再提出的問題。紀念就是

要常常念，不要忘記。不要忘記，當然是先要記得。228 紀念標記就是要大家記

得 228，不只是 228 事件，還有接著的白色恐怖，高雄事件，林義雄的母親與女

兒被殺害，陳文成被害，鄭南榕的自焚等等，加上很多人都有參與的 228 手牽

手䕶台灣。228 事件只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犧牲奮鬥的開端。228 紀念標

記只是希望大家處在這個資訊發達公開的時代，能多去記得自己住的地方所發生

的種種事端。只有記得，才能防止悲劇再度發生。 

Attachments area 

*PS 美國人口普查表格裏沒有印 "Taiwanese" 這一項選擇, 所以需要選擇 

"Other Asian-Print Race" ，然後在下面填寫 "Taiwanese "(台灣人)! 這很重要，台

灣人在美國應有一百萬，美政府會依据統計作各方面的分配，十年前台美人有

https://goo.gl/hhdfM5


50 萬，但只二三十萬登記。我們這次加把勁，看看是不是能破百萬的一半，為

自己爭取權益。請廣傳！ 

十年一次的美國人口普查（US census 2020) ,你將於 三月十二至二十日 收到通

知,  是以 四月一日, 每個地址為準.  因為表格裏沒有印 "Taiwanese" 這一項選

擇, 所以需要選擇 "Other Asian-Print Race" ，然後在下面填寫 "Taiwanese "(台

灣人). 

如果你 選擇  “Chinese” , 在美國政府的統計裡, 你的那一分就會算入‘ 中國’

內,   ‘台灣’ 就少了你這一分.  從而影響了該有的訊息或福利. 

在'US census 2020' 希望我們由台灣出來的人有足夠的人數填寫 "Taiwanese "，

才能在下一次  'US census 2030' 把 "Taiwanese" 印在族裔的選擇裏, 

才能不必麻煩地去填寫 "Taiwanese". 也請您轉告您住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嬰兒, 

沒身分(undocumented status)的都要算在內. 

 

 

*同鄕會會費照舊，家庭$25 / 個人$15/ 學生$10  check payable 

to:  TAAGCC 

 歡迎來領取新的通訊錄   mailing address:    1153 W TERN Dr., PALATINE, IL 60067 

 

報名請聯絡理事，please contact :   

Catherine Lai   賴琦亮  847-312-8188 email:  catherinelcl@gmail.com 

Ada Lin          林源容 630-750-0618 

Daniel Hong     洪聰明  630-802-7304 email:  formosan4@yahoo.com 

John Liu         劉國平  liujohn@sbcglobal.net 

Wayne Wang    王文隆  wayne.wang@hotmail.com 

TzuYi Huang    黃芝宜  t50008@mail.tut.edu.tw 

Kuen-Yih         黃堃義  Kuenyihhwang@qqfund.com 

 

Sincerely yours, 

Catherine Lai 琦亮 

芝加哥台灣同鄉會 TAA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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