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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台灣人從 1950 年代開始以各種的方式來到美國。最大部分是大學畢業生，因為台灣就業機會有限，如要進一

步深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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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越戰期間醫療人員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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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身經濟也起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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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構成台美社區的第三種份子。 

經過 70 年的時光，台美人口已有百萬以上，有四、五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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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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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群台美人決定開始保存我們 70 年來的歷史，遂成立一台美史料中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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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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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要進一步達到較好的效果，有必要

把網站上的資料再分類整理成冊。我們也希望以大規模的方式，用一套有系統的書籍來介紹台美人的歷史給

社會大眾，所以有編印台美族歷史叢書的計畫。台美人組成的團體是其中的一本書。 

70 年的時間內台美人前後成立上千的各種各樣的團體，如在本書內收集到的團體，仍尚有未收到的團體，需

繼續努力收集。現在歸類為下列 11 種不同性質的團體:  

1. Formosa Club /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2. Social Organizations   

3.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4.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5. Art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s 

6. Music Organizations 

7. Senior Organizations 

8. Charity Organizations 

9. Religious 

10. Miscellaneous Organizations 

11. Second Plus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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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團體可以看出台美人有各方面的人才，所以有各種不同的團體，團體都以公司法組成，由會員選出

負責人，如主席、財務、活動..等。任期由一年到二年，可連任，所有的負責人都是以服務會員為主，是沒有

報酬的職位，大多數都沒有自己的場所，需向外租借場所做各種不同的活動。如上每年需要改換負責人，所

以每一個團體的活動紀錄就很難保留下來。一部分的團體有向當地政府立案註冊，有一些進一步向聯邦及地

方政府申請到公益機構的認許，可向外募集可抵稅的捐款以做經營的費用。 

因為大環境的變化及會員的老化且找不到年輕會員的加入，使一些團體不得不停止操作，現仍在操作的團

體，尋找年輕世代的接替是現在台美人團體維持繼續營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因為第一代台美人都已退休，較多台美人聚居的地方就成立相當活躍的老年團體，提供良好的各種適合退休

後的活動，如智慧醫療及保健資料的的交流、旅遊等，以充實老年的生活。 

 

Starting in 1950, Taiwanese fo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reasons traveled across the sea to start a new life in 

America. In the beginning,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were college graduates. Because job opportunities 

in Taiwan were lacking, and because they wanted to pursue an advanced education at a time when Taiwan did not 

have many graduate schools, these students chose to go abroad. At the time, a lot of Americ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programs were offering scholarship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as a result, many students applied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ir academic careers. Back then,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medical personnel 

in America, and thus foreign doctors, nurses, and other medical professionals were being recruited. At the same time,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was looking rather bleak. These conditions encouraged many native 

Taiwanese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lea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student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slowly 

began to put down roots, starting new lives and careers in this new country. Soon becoming American citizens, these 

two groups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rrent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1980, there was decreased political support for Taiwa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the 

Taiwanese economy was beginning to take off. Because of this, many Taiwanese had the means to come to the States 

as family-based immigrants or business investors. These people constituted the third wav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70 years after the very first immigrants arrived in the States, there are now over one million Taiwanese 

Americans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m fourth- or fifth-generation, constituting an extraordinarily 

unique and outstanding minority populatio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America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s 

immigration history, but unfortunately, Taiwanese Americans have yet to properly organize and preserve our own 

history. Recording our history is a pressing issue, one that must be done in order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grow. Especially important is the preservation of stori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before 

these memories slowly wither away. It is our hope that Taiwanese Americans will unite with the common goal of 

preserving our people’s legacy.  

In 2013, a small group of Taiwanese Americans decided to work together to preserve the past 70 years of 

Taiwanese American history. They establishe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 and created a website to collect and 

display articles and artifacts pertaining to our history. Our website currently host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ongoing 

archive projects; such as “My Stories” -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 stories, “Our Journeys” - the histories of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 a collection of books, magazines, and other cultural publications by 

Taiwanese America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fter 5 years of hard work and the help of many passionate 

Taiwanese Americans, we have accumulated over ten-thousand archive entries that are catalogued both online on our 

website, and at our Archives Center in Irvine, California.  

Because information on the Archives website is organized in the same order it was collected,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effective and useful produc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organize our existing information into 

different volumes. We hope that we can complete this project on a large scale, producing a systematic and well-

organized series of encyclopedic books to presen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American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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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st 70 years, Taiwanese Americans have established thousa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lthough many have been documented in this book, there are many that are still undocumented, 

thus the work of collecting and archiving this information is still an ongoing effort. At the moment, the organizations 

that we have documented are sorted into 11 categories: 

1. Formosa Club /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2. Social Organizations  

3.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4.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5. Art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s 

6. Music Organizations 

7. Senior Organizations 

8.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9.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10. Miscellaneous Organizations 

11. Second Plus Generations 

The above categories make apparent the variety of different talents and interests amo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se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with constitutions or bylaws, and allow members to elect 

officers (ie. the chairman, finance committee, activity planning team, etc.). The official term may be one or two years 

in length, and usually reelection is allowed. These officers work to serve the members of their organizations, not for 

any sort of compensation or reward. Many of the organizations don’t have their own location, so they must rent 

locations in order to hold their events. Since these organizations regularly change officers, it can be difficult to find 

and preserve records of their past activities. Some have register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others have applied to 

become recognized a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at can receive tax-deductible donations.  

Unfortunately,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external pressures, the ageing of the current members, and the lack 

of new members, especiall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have forced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to stop operations. For 

the remaining organizations, recruiting member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take over their operations continues to 

be on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most important tasks.  

Since memb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have all retired by now, many of the areas that have a large Taiwanese 

population have established senior activity groups, organiz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events geared 

towards retired seniors. These activities include: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and insurance, organizing 

opportunities to travel, and overall working to enrich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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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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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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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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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una Woods Village (LWV 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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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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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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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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SVTAA) (矽谷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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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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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TAFNC) (北加州同

鄉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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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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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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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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fnc.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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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cut (康州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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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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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羅里達同鄉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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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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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Kansas 

City (TAKC) (大堪薩斯市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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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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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Arb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AATA) (安娜堡

同鄉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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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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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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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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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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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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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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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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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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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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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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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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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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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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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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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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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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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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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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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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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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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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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1970-2004)             
 
The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ATA) was founded in 1970 by Mr. Mu-Sheng Wu (吳木盛) and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T). Initial members numbered around 40.  Since there was no 
previous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had to be built from the scratch, everything from setting up the bylaws and 
terms, organizing events, handling finances, and finding meeting spaces to rent.  
 
• ATA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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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at time, being a graduate student was pretty much the only way to leave Taiwan and immigrate to the US.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 had many natural ties to each other having no other family here in such a foreign world and a 
strong case of homesickness for Taiwan.   
  Since most were the first ones from each family to come to the US, they did not have any other relatives and 
by default became each other’s family. Holidays were spent at each other’s houses and family friends naturally 
expanded to become extended families. They looked to each other for advice on the difficulties of raising children in 
another world, celebrated events together and cooked traditional Taiwanese food to remind them of home. They 
were naturally frugal, humble, and hard-working, just doing what it took to build a new community for their growing 
families. Connecting them even deeper were their similar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beliefs.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at the time.  One group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Nationals”.  This group's parents fled from China to Taiwan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his Kuo-Ming-Tang 
(KMT) party after escaping from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1940's.  They usually attended the “UT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The other group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Native Taiwanese” and whose ancestors had already liv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Taiwan. They had many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language and political viewpoints with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majority of these immigrants in Austin came to be the initial members of the ATA. 
 
• Taiwan's Political Climate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in Taiwan soon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KMT in the 1940's. Through the 1970s, the Taiwan 
Government was controll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a system to brain wash all the native Taiwanese people to 
become Chinese was imposed. All traces of “Taiwan”, both as a country, a language and even a term were forbidden. 
They disapproved of any groups with even the word Taiwan in the title. For this reason when the ATA was first 
formed they tried to avoid attention of the Taiwanese Embassy.  The group was even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the 
“Formosan Club” at UT and only privately referred to as the ATA. 
 
• Black list: 

 
The ATA members all cared deeply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and were worried about what the oppressive KMT 
government was going to do to their homeland.  Even though they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ir new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allow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refore the opportunity to fight for their home country.  They 
used their voices from afar to defend the Taiwanese people’s human rights since the people of Taiwan could not do 
this for risk of persecution.  However, the same persecution applied to them even in the US.  Attending the ATA was 
almost not allow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The members risked being placed on the government black list and 
be forbidden from returning to Taiwan.  The founder, Dr. Mu-Sheng Wu (吳木盛), was one of those placed on the 

black list and he and his family were not allowed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Taiwan, for 17years.  Only after martial 
law was repealed in 1987 was he able to return to homeland. 
Dr. John Chieu (邱忠男) was also put on the black list in early 1970s for serving as President of the ATA and his 

outspoken support of Taiwanese democracy. At those times,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a member to serve as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ATA given the risks. 
 
• Advisers: 

  
According to UT rules, all students' activity needed to be sponsored by a UT   faculty member.  Finding a Taiwanese 
faculty member was difficult and the first adviser was a Caucasian professor.  When economics professor Paul Yu (游

伯龍) came to Austin in 1974, he became the first Taiwanese American adviser for the ATA.  After Dr. Yu left Austin, 

UT Asian Library director Kevin Lin (林發祥) stepped in.  These initial advisers were greatly appreciated given the 

trouble they risked from Taiwan's Embassy. 
 Both Dr. Yu and Mr. Lin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ATA activities.  They routinely invited Taiwanese students 
to their homes during holidays.  This really touched the member's hearts given that they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home. 
 
•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for Taiwan in the 1970s - 1990s: 

Taiwan had a very restrictive political climate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nd martial law was finally lifted in 1987.  
Even then, the only political party in existence was the KMT and they controlled the island through intim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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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cs.  Any statements considered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could result in financial penalties, loss of business, 
police beatings or even false imprisonment.  Most people were afraid of being targeted and tended to avoid those 
who were already affected.  This lead to further social isolation to those targeted. 
   The ATA knew they were blessed to be in a country that protect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wanted to extend 
their support to those brave enough to promote it in Taiwan.  The ATA tried to invite to the U.S. anybody that fell 
into trouble speaking against the KMT in Taiwan.  In 1980s and 1990s, they invited  several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such as Mr. Shay 謝聰明, Mr.Shih 施明德, Mr. Shi 史明, Mr. Chung 鐘逸人 and Mr. Yang(楊碧川).  Many others 

with KMT opposing viewpoints were invited over the years.  A few examples include the Taiwanese Farmers' Rights 
Movement organizers which included Mr. Hsu(許能通), Mr.Cen( 陳德秸) and 4 others,  Mr. Chen Shih-Meng(陳師

孟), Mr. Chu(邱垂真),  Mr.Chiang(江蓋世),  Mr. Hsu(許榮琪), andMs.Yeh 葉菊蘭.  Each time they were hosted at an 

ATA member's house such as Kevin Lin (林發祥)  and Peter Wu(吳宗憲) and were invited to give speeches to the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At the very least, the guests would know that there were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m and knew what they were enduring.  In addition, the U.S. was seen as a very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Taiwan 
government.   By letting these brave people become better known, it helped reduce pressure on them and also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lack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Taiwan. 
 Other political activities included an organized protest 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Houston regarding the violation of basic human rights and more than 40 years old martial law. 
When in 1993, the Taiwan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they we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oper rulers of China, the 
ATA took out an ad in the Daily Texan with an essay asking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say they are not a part of 
China.   
After 30 years of working hard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 Taiwan, the members of the ATA are quite 
happy to see today's Taiwan become a democratic, free country with human rights. 
 
• Social Activities: 

  
The members also wanted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 and would gather to celebrate important holidays in Taiwan such 
as th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Mid-Autumn Festival and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y would sing Taiwanese 
songs together during the gatherings. One of their favorites was “My Hometown in Sunset” (黃昏的故鄉).  Since 

at the time some members had not returned to Taiwan for a long time, tears were common with this song. 
 
• Host family programs in late 1970s and 1990s: 

 
 Host family programs have been organized by the ATA over two period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90s.  Some 
married ATA members volunteered to serve as a host famil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They would provide assistance 
such as providing rides to attend ATA activities and church activities and provided advice related to legal, medical, 
financial, child and educational topics. Some host families treated Taiwanese students over the holidays such as 
Thanksgivings or Christmas.     
 
• Separation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1981, UT Taiwanese students formed a separate Taiwa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Over time the original 
ATA members had graduated from UT and started working in the Austin community which naturally created 
different needs and goals from the current UT graduate students. 
 
• Reorganization of ATA in 1986: 

 
Before the reorganization,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ATA were elected by all ATA members at an 
annual meeting. There were no other positions and no official assistance to the two elected officers in performing 
the association’s regular operation.  With this problem in mind, the ATA president at that time, Dr. Kuan-Yu Fu (傅寬

裕), invited Francis Pan, Peter and Pearl Wu to draw preliminary new bylaws.  They devised a board of directors 

consisting of 5 executives, each elected by all members at an annual meeting.  Then the ATA’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now were elected by the five executive directors.  The new bylaws were passed at the ATA annual meeting 
in late 1986. 
The first group of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year 1987 was Mr. Chunshing Chen (陳春興),    Mrs. Pearl Wu(楊碧珠,), 

Mr. Ming-Yuan Yang(楊明源), Mr. Johnny Lieng ( 梁金源) and Mr. Lin(林錦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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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School in1987: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Austin, Taiwan is a very foreign and faraway place and they 
lacke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ir own culture. Pearl Wu (楊碧珠) created a Taiwanese 

Language School that ran for several years.  This was held in a borrowed a classroom in the UT Engineering building.  
Pastor Shen-Hung Hsu (許勝宏) of Austin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Dr. Kuan-Yu Fu (傅寬裕) served as our 

Taiwanese language teachers.  Later, the ATA even sponsored a “Taiwanese Speech Contest” with the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from 1996 to 1999.  Each winner received a monetary award. 
 
• ATA Mother's Day Concert in 1987-1999: 

       Practically all Taiwanese parents forced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o play a musical instrument.  Orchestral 
instruments were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The parents were very competitive, pushing their children to be the best 
even in this endeavor.  Giving these Taiwanese kids a chance to perform for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Pearl Wu (楊

碧珠) started the annual ATA Mother's Day Concert which ran from 1987 - 1999. 

•  Soft Ball Team in1991-1993: 

       In the 1970s, the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formed their own softball team and which played every. There 
was even a Texas state wide recreational tournament for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Houston but the Austin team 
was always in last place. When Peter Wu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ATA in 1991, he formed a second team 
composed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This was a much more organized team and even was equipped with 
official uniforms with the ATA logo. They were also more successful on the field than the 1970's team as they 
finished second to last place. 
In the picture, Team Representative(clockwise from standing) :Peter Wu 吳宗憲(coordinator), John Lin, Gorge Chen, 

Wile Ho, Dan Fu, Ryan Wu, Mr. Shou-fan Yang 楊壽芳(coach), Mr. Kuan-Yu Fu 傅寬裕(assistant coach), David Yu, 

Luke Fu, Everett Lee, Chris Lin, Mark Chen. 
• Taiwanese T-shirt in 2003, 2004: 

Peter and Pearl Wu designed for the ATA a T-Shirt promoting Taiwan with the words “A Country for Freedom & 
Democracy.” This shirt was presented to: 
Lamar Smith, US House Representative, during a town hall meeting at Westlake High School on  December 12,2003. 
Dr. Terrill, a scholar of Taiwan related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on August 14, 2004. 
Mr. Chuang (莊碩漢), Oversea Taiwanese affairs’ US deputy representative (later as a Taiwanese National 

Legislator), at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s Lunar New Year party. 

Mr. Tsai 蔡明憲 , Taiwan’s Deputy Representative to USA, at the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s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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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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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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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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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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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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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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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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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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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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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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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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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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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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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NCKUAANA/ 

http://cht1.endiva.net/Nckuaa_SCA/
http://www.ckuaa.com/na/H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NCKUA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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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Hsinchu Senior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大費城區新竹

中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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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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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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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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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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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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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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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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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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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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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ht.tw/x/ri9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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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高雄中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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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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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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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enter and Club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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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iwaneseschoolofatlanta.com/Taiwan%20Center%20Openning.htm
https://www.facebook.com/Hawaii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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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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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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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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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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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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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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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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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orldreligionsjourney.com/senior-society/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21405498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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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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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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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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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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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iuctsa.org/
https://www.facebook.com/UIUC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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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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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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urdue.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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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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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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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apa.org/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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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zo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亞利桑

那州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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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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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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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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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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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a Chapter /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第安

納州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fapa.dc.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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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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 Baltimore area, Maryland 

 

https://www.facebook.com/fapamassachusetts/?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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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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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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itizens for Taiwan 西雅圖美台會 

WHO WE ARE 

We ar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who care deeply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ideals it was founded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ile firstly supporting these ideals at home, we realize America 

cannot effectively stand alone as a democracy in this world; we must join hands with other 

peoples who hold fast and defend those same ideals. 

 

WHAT WE DO 

Taiwan’s democracy is important to United States’ own democracy, security, and economy, so 

ACT works to spur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fully supportive of Taiwan’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This right is 

under attack by those who would gain by weakening both America and Taiwan’s freedoms and security. 

 

HOW WE DO IT 

ACT monitor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Congressional actions regarding Taiwan. ACT keeps people informed 

via email,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posting. ACT then provides an easy to use online tool for people to tell their 

members of Congress to support or oppose the important legislation in the U.S. Congress. 

來自西雅圖的美台會（American Citizens for Taiwan），美台會是美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宣導台灣對美國的

重要性 

https://www.americancitizensfortaiwan.org/ 

 

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TIR 

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於 1988 年 12 月 15 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正式宣佈成立。 

 
其主旨：（一）研究並促進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獨立主權和平等關係；（二）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以及先進

國家的外交關係；（三）建立智庫（Think Tank），培養海內外台灣人的外交人才；及（四）協助台灣社會運

動團體與各國相關團體的交流。 

 

Coali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s 台灣建國聯合

陣線 

台灣建國聯合陣線 Coali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s(1979) 

 
1979 年 12 月 15 日，「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包括「台灣獨立聯盟」代表人：張仙、「美協會」代表

人：彭明敏、「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代表人：郭雨新、「台灣基督徒自覺運動」代表人：黃彰輝、「獨

立台灣會」代表人：史明、「美麗島雜誌社」代表人：許信良、「潮流雜誌社」代表人：陳婉真等都參加。

台灣民主運動到此擴大到 全世界的各地台灣人。 

 

https://www.americancitizensfor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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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ware Valley 台灣新國家促進會 

由 Delaware Valley 地區一群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同鄉，1989 年 12 月成立。 

 

DPP America-West Chapter Seattle Branch 

Chapter 民主進步黨美西黨部西雅圖分部 

No Information 

 

DPP Silicon Valley 民主進步黨矽谷支黨部 

https://www.facebook.com/svdpp/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FGTTI) 台灣外省子弟台灣獨立支

援會 

No Information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Bay 

Area) 灣區台灣人權協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sv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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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Michigan) 密西根台灣人權協會 

No Information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S.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人權協會 

No Information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全美台灣

人權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fahrusaorg/ 

 

Formosar Chriotion for Self Determination 臺灣人

民自決運動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黃彰輝牧師等四位以發起人的名義，遨請美國、加拿大各地的代表廿一名，齊集華

府，經一整日的世界局勢和運動方針的檢討，以及「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的硏議後，於次日(二十日)在

全國記者倶樂部擧行新聞記者招待會，隆重地宣讀該宣言，並公開宣稱將動員海外臺灣同胞來支持「臺灣人

民自決運動」(Formosar Chriotion for Self Determination)爭取臺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神聖權利和自由。 

 

Free Taiwan Party USA Support Club 自由台灣黨

美國後援會 

開始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 

使命: 響應自由台灣黨所提出的獨立建國理念 

https://www.facebook.com/FreeTaiwanPartyUSA/ 

https://www.facebook.com/fahrusaorg/
https://www.facebook.com/FreeTaiwanPart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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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of Taiwan 台灣之友會 

作者 余忠村 

自從中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順理成章也佔據了安全理事會的永久理事

席次。如虎添翼，中國在聯合國內，積極拉攏其他會員國與之建立邦交，要求承認 “一

中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變本加厲，在國際場

合蠻橫打壓台灣，孤立台灣，興風作浪，使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推展國際

外交也因此越來越艱難。 

鑒於台灣的國際困境，在王泰和博士的號召之下，於一九九七年，邀集在南加州地區關

心台灣的台美人，以西藏之友會的模式，集思廣益，籌組美國台灣人之友會，以團隊的

力量，透過友誼的連結，政經議題的討論，以及藝術文化的交流，讓美國主流社會更加了解台灣，進而認同

台灣，支持台灣。西藏之友會的成功例子，激勵所有創始理事，讓他們更熱忱，更有信心，促進台灣之友的

發展。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首先成立行動委員會，當時參與的人員有許作初、黃健三、林美里、王德明、王泰

和、楊惠喬、林榮松、賴淑媛、吳明勇、張東陽，劉明憲, 張文琪，Chris Chen, Richard Yeh, Jennifer Yang, 

and Clara Wu 等。一九九八年十月，行動委員會促成台灣之友會的創立，推選林美里為會長，張東榮為副會

長, 以理事會的方式，決議與執行一切事務與活動，不設會員制度。 

 

Friends of Taiwan—Greater St. Louis 聖路易台灣

之友會 

The Friends of Taiwan—Greater St. Loui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xclusively for 

charitable, educational, religious, or scientific purposes and specifically to promot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improve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Taiwanese and United States citizens. 

聖路易台灣之友會為非盈利組織， 致力提昇社會慈善、 學術研進、 誠信互勉與科

學激勵之使命， 積極推廣台美間教育及文化之草根交流， 促進台美人民之健康與福

祉。 

http://fotstl.org/index.html 

 

Friends of Tsai 海外蔡英文後援會 

No Information 

 

Global HAKKA UN NGO Applying Committee 世

界客家社團加入 UN NGO 協進會 

http://fotstl.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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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協進會〕由一群客家热心人士假 2014 年八月十六日【法國台灣客家會】在巴黎舉行【全球臺灣客家懇

親大會】時成立。為爭取客家文化永續發展及突破中共在國際社會上對台灣的打壓，積極推動客家社團申請

加入 UN NGO。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MISSION : 

Build a platform for policymakers, academics and the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for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events, and public outreach. 

Incubate progressive ideas informed by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to facilitate stronger US-Taiwan relations. 

Develop an inclusive community of emerging leaders and specialists engaged in public 

policy within think tanks, media, and NGO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Asia-Pacific. 

http://globaltaiwan.org/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S. California) 南加

州台灣研究院 

No Information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美國台灣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ITS) hosted a roundtable, featuring Dr. Ing-Wen Tsai (third from right, front row) 

in Los Angeles on January 16, 2006.  Currently, Dr. Tsai is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the Chairperson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aiwan).  ITS Chairman Wencheng Lin (first from left. front row), ITS President 

Adolf Huang (standing behind Dr. Tsai) and the scholars from USC, UCLA, UCI, Rand Corp., ITS and other invited 

guests attended the session. 

The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ITS) is a Taiwanese American think tank esta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stitute's researchers, working on a voluntary basis, engage in studies related to Taiwan's pas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will be made public as research reports or commentaries. 

 

台灣研究院是在美國成立的台美人智庫型組織,從事與台灣過去及未來發展相關的研究。研究人員以研究志工

身份從事不同領域之研究。研究心得將以研究報告及評論方式發表 

http://www.itsinst.org/Default.aspx 

http://globaltaiwan.org/
http://www.itsinst.or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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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gan Taiwanese Action Committee 密西根台

灣同鄉聯合行動會 

No Information 

 

New Taiwan Association 新台灣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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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Friends of A-Bien 海外陳水扁競選

總統後援會暨北美洲阿扁之友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北美臺灣研究學會 

Taiwan Studies became a booming research field, draw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during 1990s, an era when Taiwan 

was experiencing rapid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The expanded academic inter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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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demanded a regular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forum. To establish such a foru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was drafted and ratified at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at Yale University 

in June 1994, which mark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This constitution 

specified the goal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NATSA.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lanning committee are to be elected at every annual meeting. All committee 

members participate as volunteers,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Ph.D. students who share the goal to expand the scope 

and audience of Taiwan Studie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planning committee is to organiz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ing year. 

1990 年代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迅速變遷，使得台灣本身成為海內外學者高度重視的研究對

象。台灣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擴張與成長，使得催生一個能整合各類研究興趣的學術溝通平台成為當務之

急。為增進台灣及海外學者對台灣研究成果的分享對話，進而充實與提昇台灣研究的學術內涵，一群台灣留

美的研究生和學者於 1994 年草創了「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籌備委員會」，制定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章程。根據

章程，籌委會成員於每屆年會上選出，其主要任務是為來年的大會作準備。所有委員均為無給職，他們是為

了推動台灣研究而自願投入時間和精力的年輕學者和博士班學生。籌備委員會的主要目標是舉辦年度的北美

洲台灣研究年會，提供台灣研究生和學者之間的對話管道，擴展海內外學界對台灣的認識、進而提昇台灣、

北美、和其他地區學界的互動。 

https://www.na-tsa.org/ 

 

NY Taiwan Society 紐約台灣研究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成立。宗旨是以關懷、研究和了解台灣為基本精神，並將舉辦獲提供演講、座談、辯

論及討論等活動；其性質將為知識性、鄉土性及大眾性。 

 

Organization for Taiwan Nation-Building 台灣建

國運動組織 

No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老林」（林孝信，1944.4.3～2015.12.20）是一位留給人們無數智慧的思想者，更是一位積極推動科學普

及、保釣反帝、社區大學和通識教育的實踐者。 

1971 年老林被國民政府列入黑名單而失去護照與博士學籍，卻仍繼續參與推動保釣。一般認為，1972 年 7

月最後一場海外保釣示威遊行結束後，狹義的海外保釣運動就逐漸轉向統一運動；但實際上，還有一群以老

林為首、認為工作重點應在協助台灣社會改造的保釣青年們秉持著保釣精神，於 1979 年成立了「台灣民主運

動支援會」，在海外支援台灣各種民主運動、社會運動。除出版雜誌《民主台灣》，他們每年也在美國中西

https://www.na-t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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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東部舉辦夏令營和座談會，串聯美國各地關心台灣的留學生及華人，共同分析台灣及兩岸局勢、討論如

何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並且持續和臺灣社會保持連繫，關心台灣的社會發展。 

 發表刊物 : 民主台灣(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 

Outreach for Taiwan 

Outreach for Taiwan strives to educate and spark curiosity amongst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aiwan. 

https://oftaiwan.org/ 

 

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 NJ 海外台灣

青年陣線紐澤西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OTDNJUS/ 

 

 

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 海外台灣青年

陣線 

It was March 2014. Taiwanese student activists occupied the Parliament to prote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CSSTA) forced through legislative floor without 
proper screening. The occupation, commonly known a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witnessed a new phas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sharing the domestic sentiment, found their prompt alliance successful in captivating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f the event as well as the attention of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Their solidarity, spontaneous in appearance, draws from a long lineage of 
overseas activists who, though denied access to Taiwan, held fast to their ques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coali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ents saw its zenith on March 30th when Taiwanese students staged 
numerous protest rallies at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globe, echoing the five hundred thousand demonstrators at the 
Ketagalan Boulevard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aiwan. Together, they demand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lawful CSSTA.” Rather than an overnight outburst, the Sunflower Movement marked the culmination of a 
perennial pursuit of democracy, a centennial endeavor of anti-colo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fledgling democracy in Taiwan has endured and survived many challenges. The emergence of “the Sunflower 
Generation” was the direct response to the most prevalent of these: the neoliberal threat posed by Beijing’s 
relentless attempts to annex Taiwan. Since Lehman Brothers, China has been able to capitalize o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s compromise of democratic process and social justice for the sake of economic profit. Menace of this 
sort, easily overlooked when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recognize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s fairness,” (in the words of 
John Rawls), can only be countered with mature and accountable civic consciousness. 
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 is an alliance of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whose beliefs align with those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nd whose vision for Taiwan is rooted in the same determined devotion to democracy 

https://oftaiwan.org/
https://www.facebook.com/OTDN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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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s characterized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 is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the 
Sunflower Movement’s momentum, calling attention to local issues, and sustaining international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ivic societies, in the hopes of perpetuating continuous reform and enhancing Taiwanese 
democracy. We resolve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civic consciousness shall lead to equal society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that the emergence of a civic society shall cement the unshakable foundation of Taiwanese 
society; that Taiwan as a nation shall eventually ascend to sovereignty through comprehensive social justice. 
 
「海外台灣青年陣線」源於北美各地聲援太陽花運動的組織串連。青年陣線希望透過相互學習與合作，持續

關心台灣群、連結國際公民社會，並培養投人社會改革、獨立建國的人才。青年陣線認為，公民意識的培養

與深化是台灣成為一個更公平正義、多元包容的國家的第 一步。海外台灣青年陣線即以此自許，希望團結北

美台灣青年培力公民意識、形塑台灣認同，進而 推動獨立建國的目標。 

2014 年 3 月，臺灣「太陽花學運」掀起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浪潮。同時，海外臺灣留學生透過串連在世界各

地聲援學運，不僅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延續海外臺灣人推動民主化的薪火相傳。 

2014 年 3 月 30 日，50 萬人聚集在凱達格蘭大道，世界各大城市的臺灣人也時差接力遊行，齊聲呼喚島嶼天

光，這不只是運動能量迸放的高峰，更展現臺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熱情與決心。我們承繼百年來前仆後繼反

殖民的奮鬥，勇於面對島內外權貴集團反民主的威脅。臺灣的民主，雖是年輕的民主，也是經歷重重考驗、

愈挫愈勇的民主。… 

太陽花學運世代所抗衡的，是中國以經促統的併吞野心、是新自由主義下懸殊的貧富差距、是弱化的政府組

織、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社會正義。這些都是當前臺灣社會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面對這些問題，唯有長於思

辨與培力、勇於任事與承擔的公民社會能予以抗衡。 

「海外臺灣青年陣線」源自於各地聲援太陽花學運的組織串連，奠基於追求民主自由的傳統，我們認為學運

中公民關懷社會的動能，必須持續維繫與推廣。我們希望藉由持續關懷臺灣與在地社群，連結國際公民社

會，推動臺灣民主憲政的深化與改革。「海外臺灣青年陣線」相信，公民意識的持續培力不輟是達成臺灣作

為一個種族、性別、階級平等社會的必要途徑；而具有論述能力與責任承擔的成熟公民將會成為不可撼動的

基柱，捍衛臺灣作為公義為尚、主權獨立的國家。 

【核心目標】 

• 建立臺灣獨立新論述，推動國家正常化，化解主權危機 

• 捍衛臺灣民主，鞏固基本人權，落實公民參政，推動憲政改革 

• 抵抗中共對臺灣、亞洲友邦主權、民主、自由的侵略 

• 提升臺灣國際地位，連結國際公民社會 

• 追求公義、多元，推動臺灣成為族群、階級、性別平等的社會 

https://www.facebook.com/overseastaiwanesefordemocracy/ 

 

Taiwan Care Inc. 關懷台灣基金會 

要談「關懷台灣基金會」的歷史，多少得溯古追述一下過去美國台灣人社圑，尤其是台灣同鄉會及台灣留學

生的活動史。台灣學生大量出國留學大約始於一九五〇年 代末期，且以美國為主。羈旅外地，心懷故鄉是人

之常情。六〇年代初期，美國東部幾個大城市，包括紐约、費城、巴爾地摩、華府以及中西部堪薩斯的曼哈

頓，陸 續有台灣同鄉會的成立。同鄉會會員大部份是台籍留學生，大家有極其類似的社會、文化背景，但也

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趨向及認同。 

六〇年代末期及七〇年代初期，世界各地台灣同鄉會陸續成立，以 New Brunswick 為中心的紐澤西同鄉會也

是其中之一。會員有從附近大學完成學業、就地就業或創業者：也有來自全美各地在此就業定居的同鄉，其

中不乏長期 在各地學校或同鄉會活躍的人士 。為聯合各地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全美會）及世界台灣同

鄉聯合會（世台會）分別於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四年相繼成立。 

無異於其他同鄉會，紐澤西同鄉會每年舉辦晚會、郊遊、運動會、園遊會、露營等等，偶爾也主辦具有政治

性或非政治性的學術演講會或討論會。但是主要的功能是 提供同鄉一個紆解鄉思及聯絡感情的場所。 進入八

〇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洗禮而澎湃高漲起來，受害者家厲紛紛投入政治活動且受到廣大

群眾的肯定，經由全美會以及各地夏令會的安排， 島內外的聯繫也漸趨頻繁。紐澤西是島內民主鬥士北美巡

https://www.facebook.com/overseastaiwanesefor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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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主要落腳地之一，關心故鄉的同鄉非常踴躍且熱誠的招待來賓，樂於分享他（她）們的奮鬥經驗。這期 

間，同鄉們也常因應島內的要求提供經濟上的支援。當時台灣的國民所得尚未提高，台幣對美金匯率也在四

十比一左右，三、四仟元美金即足夠支助一位在台基層工 作人員或國會助理的一年薪水。然而，這些支助顯

得被動且無持續性。 

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 

North America 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於 1991 年 11 月 1 日，稱是 『Taiwan 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 North America』’簡稱 『HAPA-NA』。這是北美地區第一

個有政治訴求的客家臺灣人的組織。 

成立以來，國内的許多客家運動，諸如客家母語教學的推行、客語廣電媒體 權益的爭

取，支持真正肯為客家人做事的人參選公職，以及任何爭取客家權 益的事務，如支持響

應大埔事件，HAPA-NA 都熱心參與，一直努力在扮演 臺灣客家運動在北美的有力後援

的角色。 

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是以結合北美臺灣客家人、協助臺灣的客家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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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刊物：《台灣客協會訊》、《新個客家人》、《台灣客家人新論》等。 

http://hapa-na.blogspot.com/ 

 

Taiwan Studies Inc. 紐約台灣研究所 

No Information 

 

Taiwan Watch – Taiwan Affairs in U. S. Congress 

美國國會台灣觀測站 

https://www.facebook.com/ustaiwanwatch/ 

 

 

 

 

http://hapa-na.blogspot.com/
https://www.facebook.com/ustaiwan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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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Institute, Houston, TX 休士

頓 臺美學會 

 

 

Taiwanese American Perspectives 台美人論壇 

1998 年創立。每個月的第四周的周六早上十點，固定邀請專人演講，發表對於台美時勢、養生等最新資訊，

培養台美人論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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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台美政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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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ittee, TAPEC 台美人政治教育委員會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台灣公共事務學生會華大分會 

若說 1940 年代至上世紀末，是台灣在體制内追求民代，那麼從本世紀初到今日，可以說是台灣於體制外尋求

國際承認的時期。經過台灣前輩的犠牲與爭取，台灣終 於邁入民主國家之列。但在達到體制内已改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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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後，在體制外尋求國際承認 的難辛路程上，面臨更多且更嚴苛的風險及 挑戰，而這部分與台灣公共事

務學生會的產生有緊密的淵源。 

2003 年中國政府因顧慮到自己的聲譽，便隱瞒其國内難以撲滅的 SARS 疫情，以致於病毒流竄到包括台灣在

内的數個國家。當台灣處於病毒入侵，最需 國際援助之時，中國政府卻阻擾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醫療援助， 造

成台灣最终有五十多條人命犧牲於 SARS 之下。事實上，中國的那次打壓並非頭一遭。 在台灣的九二一大地

震後，不少國際救援組織便在這種人命關天的時刻收到中國的通知，規定其必須遵守所謂的「一中政策」的

規範：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若 要進入台灣進行救援任務，必先獲得北京中央政府的許可。SARS 疫情

在台灣爆發後，吳儀女士所率領的中國官方代表團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會上，否定美國和曰 本對台灣的支

持，進而封殺台灣參輿世界衛生組織的權利，會後中國官員對台灣特派記者的冷諷回應更讓台灣人感到心

寒。事後，首任會長賴其就立即決定，要成立 一個真正能為台灣發出聲音的學生組織 TSAPA，來為國家在

海外效力。 

之所以會說體制外的運動遠比體制内來得難辛，是因為國際各界對台灣的認知有一定刻板的印象。這種印象

若不是以北京做出 發點，便是透過國民黨專制時期的宣傳内容 來認識台灣(如國民黨說京劇為國劇，但真正 

收看京劇節目的台灣人少之又少）。有鑒於此，本社團想要提供外國人一個管道和機會，讓他們了解現今台

灣人真正的想法和對未來的希望。 

台灣公共事務學生會華大分會在 2003 年 的秋季成立，已有六位幹部因種種因素退出社團運作，其中包括副

社長的兩位男性幹部，在本社團舉辦二二八牽手活動後，疑似因受家人的關切而黯然離開；本社團 在未來的

生存，除了目前幹部與本人的心力之外，來自台灣同鄉的友情支持、和對母 國堅定的情感也是主要因素之

一。也許我和社團的成員們現在是『憨人做憨事』，但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追求平等看待的心意，絕不會因

一時的挫折而大打折扣！ 

 

Texas College Station Taiwan Study Club 德州卡城

台灣研究社 

 

本社成立宗旨在於認識台灣歷史文化，討論台灣政經社會，關心台灣民主人權，推廣台灣主體意識等等各項

議題。經由固定期間舉辦的研究會，相互聯絡感情，並互相討論以瞭解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之展望。 

http://taiwanstudyclubatcollegestation.blogspot.com/ 

 

The Eagle Club 美國鷹社 

 

http://eagleclub777.blogspot.com/ 

 

 

http://taiwanstudyclubatcollegestation.blogspot.com/
http://eagleclub777.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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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for Taiwan Action Committee 台灣加入聯合國

南加州行動委員會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UFI) 台獨聯

盟 

WUFI is dedic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Republic of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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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embodi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refore repudiate all forms of foreign 
dominance and interventions that run count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23-million Taiwanese people.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成立 

為了聯結海外獨立運動的力量，1970 年四個海外獨立運動團體：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 年成立）、加

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 年成立）、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 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

年成立）與島內台灣自由聯盟共同組成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1976 年在巴西設南美本部，並於 1987 年改名

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此後全世界各地只要有台灣人的角落，就有人在傳播獨立建國的信念。 

1987 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英文是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

稱 WUFI。盟旗的白色代表純潔，紅色代表熱情，地圖代表對台灣的認同。整個意義就是要用純潔熱情達成台

灣的獨立建國之意。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福祉、公義之台灣共和國為宗旨。 

台獨聯盟總部設在台灣，以台灣地區為直屬本部，另在國外設下列本部：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

部、歐洲本部、南美本部。 

 

UW iTAIWAN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西雅圖華大台灣研究生社 

Founding date: 2014 

UW iTaiwan Graduate Student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成立之宗旨在連結 UW 台灣研究生、畢業校友及在

西雅圖地區工作之台灣朋友。除了提供日常生活交流之平台，UW iTaiwan 也會不定期舉辦聚會、讀書會，讓

不同領域的台灣研究生有機會相互學習、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UWiTaiwan/ 

 

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世界台灣人大會 

世大會 (WTC) 於 2001 年 12 月 2 日由近六十位台美人團體組織負責人及代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以團結

海外台灣人力量，發揚台灣精神，維護台灣主權獨立為宗旨。 

 

加州大學聖地雅歌分校台灣研究中心 

由前世台會會長郭榮桔博士提供種子基金，並由此間加州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主任李瑞木教授負責籌

劃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articles/3-06/2.html 

 

 

https://www.facebook.com/UWiTaiwan/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articles/3-06/2.html


127 

 

加州台灣鄉情關懷會 

No Information 

 

北加保衛台灣主權大聯盟 

No Information 

 

北美時代力量之友 

我們所熱愛的台灣社會，在歷經馬政府近八年的執政、不僅向中國嚴重傾斜，人權、

環境權、司法權等皆節節敗退。相信身在海外的我們，也感到憂心忡忡。 所幸天佑台

灣，自 2013 年開始，台灣的公民運動蓬勃發展，洪仲丘事件喚醒對政治漠然的青年

朋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2014 年反黑箱服貿的 318 國會占領行動，更激起並匯聚了

台灣公民社會的能量。 無論是反黑箱服貿、反黑箱課綱、廢核等議題，均在國會代議

制度失靈的惡況下，造成人民必須共同奮力抵抗。國會的改造已是台灣目前最刻不容

緩的重要課題之一。因此，我們不能只設定國民黨在明年的選舉中不過半的目標，我們需要堅持台灣主體、

人民優先的第三政黨進入國會，成為捍衛台灣民主價值的關鍵力量。 

 

今(2015)年 1 月正式成立的「時代力量」黨，是由人權律師、法政社會學家、非政府機構工作者，一群關心

台灣前途的人，共同組成的新政黨。該黨主張：「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追求夢想、保護幸福的平等地位，

做為一個國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參與政治、自主決定的權利，追求一個人人都嚮往、引以為傲的台灣！」

時代力量在 2016 年打出「人民的立法院——人民作主的新政治、透明專業的新國會、實現正義的新司法、永

續的綠能環境、開放的多元文化、新生的轉型正義」的訴求；時代力量在立法院將會扮演監督民進黨的角

色，也同時會和民進黨在國會合作，以推動改革，促使台灣國會更進歩，憲法體制更民主，國家定位正常

化，以及讓台灣社會更國際化。 

 

我們是幾位在海外支持時代力量的區域負責人，需要更多疼惜台灣、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一同加入。因此，

在 2015 年 9 月 6 日美加地區組成「北美時代力量之友」，邀請也歡迎更多美加地區的台灣鄉親加入支持。 

https://www.facebook.com/北美時代力量之友-497920170374945/ 

 

台灣 1000 俱樂部 

發起人楊豐明, 1990 年初成立。 

設立的目的是要協助民進黨在一千日之內接替國民黨執政。 

 

https://www.facebook.com/%E5%8C%97%E7%BE%8E%E6%99%82%E4%BB%A3%E5%8A%9B%E9%87%8F%E4%B9%8B%E5%8F%8B-497920170374945/
https://www.facebook.com/%E5%8C%97%E7%BE%8E%E6%99%82%E4%BB%A3%E5%8A%9B%E9%87%8F%E4%B9%8B%E5%8F%8B-49792017037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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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美國 2000 年人口普查委員會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成立於 2014 年 01 月 24 日。本會為依法

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宣揚臺灣人權及文

化理念、捍衛並聯結第三民意、促進臺灣人權保障及實現

臺灣人權體制與保留優質完整臺灣文化為宗旨，堅守「臺

灣不屬於中國」原則，以建立臺灣人聯盟機制，促成住民自決，使臺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為最終目標。 

http://twhrca.org/ 

http://twhr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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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權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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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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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黨 

一九八六年成立。 

 

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 

No Information 

 

台灣建國委員會 

於 1987 年秋天，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許世楷博士，邀請各界人土參與而組成。 

此委員員主要功能在於扮演智囊團的角色，並促進各社團間的協調合作。 

1988 年委員長由張燦鍙博士擔任。 

 

台灣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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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安全基督徒促進會南加州分會 

 

 

民主進步黨美西黨部 

http://www.dppusw.net/ 

https://www.facebook.com/dppuswest/ 

 

 

http://www.dppusw.net/
https://www.facebook.com/dppus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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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美東黨部 

https://www.facebook.com/dppoverseaUSEast/ 

 

休士頓人權協會 

於 1986 年 9 月 20 日成立。其宗旨為關懷政治受難者和家屬，促成政治受難者釋放和廢除戒嚴體制。 

 

全美救扁聯盟 

阿扁執政八年間藍營的抗爭不斷。種種指控，法律動作及紅衫軍的冒進是阿扁下台前的台灣政治面相。在阿

扁下台前藍營所控制的司法便動作頻頻。首先是於阿扁下台後便限制其出境。接著羅織罪名，刪減｢卸任總統

副總統禮遇條例｣，未審先判，未判先關，做偽證，換法官，馬政權公然介入司法，最後以貪汙的罪名重判阿

扁。不只阿扁，許多綠營執政時期的官員及幕僚人員也都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司法迫害。國民黨的目的在

於置綠營於死地。綠營不但失去了 2008 年的大選，且在國民黨的一路追殺之下可說奄奄一息。 

思索對策 

海外的台灣人自然也受到台灣政治情勢演變的影響，尤其在阿扁入獄後, 海外情勢低迷。但許多人心有未甘，

覺得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在那一段時日｢建國促進會｣的成員每周聚會商討對策。一些阿扁的支持者如

Jenny 與 Tony 及 Friends of Taiwan 的主席 Ted R. Anderson 也參與研商。大家認為需要採取行動，不能只抱怨

嘆息。在那個背景下大家做出了示威的決議, 並成立了救扁聯盟。 

成軍 

示威決議之後，救扁聯盟的人開始分工合作。Jenny 在她的網站台灣 e 新聞做文宣及公共聯繫。救扁聯盟也通

知各報社召開記者會宣布示威的消息。參與反對運動多年的吳明勇也趕製遊行示威要用的招牌。救扁聯盟的

主要成員塗先生，Jenny 與 Tony 也開始招兵上陣。有人，如已退休的賴醫師是看了阿扁的著作後替阿扁打抱

不平來參加的。也有人如 Julie 與 John 及劉先生劉太太是由網路上得知而來參加的。Julie 認為台灣人不該對

扁案冷漠，不公不義的事該揭開。也有許多人礙於上班時間及事業而無法定期參加示威。但總的來說一群南

加州的救扁軍已儼然成行。 

行軍 

救扁聯盟召開記者會的第二周，在 2012 年的 4 月 20 日進行了在洛杉磯台北經文處前的第一次示威。示威後

救扁聯盟的人員決議要每個禮拜的星期五都要示威，直到阿扁被釋放為止。從那時起救扁聯盟的成員於每個

星期五的早上 11 點到 12 點半都於洛杉磯的台北經文處的大樓前進行示威遊行，要求釋放阿扁，也散發傳單

控訴國民黨的暴行及阿扁的受難情況。在這兩年來的一百場示威中，除了台灣的蔡丁貴及郭長豐、陳昭姿來

訪時人數較多外，每周的示威大都有二、三十人的參與。 

 

 

 

https://www.facebook.com/dppoverseaUS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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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雅堡台灣民主運動基金會 

 

 

南加州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 

 

美麗島週刊社 

 

海外水蓮會 

 

婦女台灣民主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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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台灣研究社 

No Information  

 

新台灣同志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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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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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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s-ny.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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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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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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bc.chhongbi.org/
http://www.dynamictao.com/whoto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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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s Creative Performing Arts Studio 創意

表演藝術工作室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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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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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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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Organizations 

 

Atlanta Taiwanese Philharmonic Chorus 亞特蘭大

台灣人愛樂合唱團 

亞特蘭大台灣人愛樂合唱團（Atlanta Taiwanese Philharmonic Chorus，ATPhC）是由亞特蘭大僑界裡，一群喜

愛唱歌的台灣同鄉，在 2011 年九月成立的。合唱團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提升鄉親朋友們對於唱歌的興趣， 

促進感情的交流以及服務社區團體。 

合唱的指揮陳炳衡老師，有超過半世紀指揮帶領合唱團的經驗。陳炳衡老師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後到日本

取得音樂教育博士學位，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任教。退休後移民來美，在紐約台灣會館擔任義工，指揮紐約

台灣會館合唱團多年，帶領他們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辦演唱多次，去年還獲得紐約市議會頒發傑出義工獎。陳

老師去年才搬到亞特蘭大，便熱心的為亞特蘭大的鄉親組織合唱團。合唱團也幸運的請到師範大學音樂系畢

業的楊季子老師擔任伴奏，堅強的領導陣容，已經為合唱團奠定好的開始。 

陳老師並沒有要求團員「會」唱歌，只要願意唱歌，都可以參加合唱團。目前合唱團將近有 50 名團員，包括

多位卸任的台灣同鄉會會長，前僑委會委員、商會會長，還有現任及退休的大學教授、會計師、精算師、商

界老闆、作家，快樂的退休銀髮族等等，各行各業的菁英，是ㄧ個背景多樣又人文豐富的團體。也因為團員

對唱歌的共同愛好，以及對母國台灣的濃密鄉情，因此大家相處愉快，彷彿一個甜蜜的大家庭。 

台灣人愛樂合唱團雖然才成立不久，但是已經在亞特蘭大以及鄰近地區，很多場合展現才藝。去年合唱團在

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初露啼聲，驚豔鄉親，接著又在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新年晚會精彩演唱，也應邀在彰化

同鄉會表演，並在台灣長老教會贊助演出多次，亦在最近幾個國際聚會中出席與演出，包括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uncil 和 Asian Cultural Experience Days。 

目前合唱團每週日下午 2-4 時，在石頭山的亞特蘭大台灣長老教會練唱，合唱團雖然以演唱台灣歌曲為主，

但是也唱古典名歌、各國民謠，因此不但是鄉音裊裊，也是世界之音縈繞。合唱團在陳老師及團員們盡心盡

力的經營下，期待不只在亞特蘭大娛樂鄉親，也要讓美妙的歌聲響遍地。 

About Atlanta Taiwanese Philharmonic Chorus (ATPhC) 

ATPhC is an amateur chorus group founded in September 2011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Americans. The main 

mission of ATPhC is to connect members of the local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through music. The chorus 

currently has some 50 members. 

The director/conductor of ATPhC is Dr. Ping Chen. While he was a music director at Taiwan Taichung Education 

University, Dr. Chen had earned many awards. Before his move to Atlanta, he helped to organize and conduct an 

amateur senior chorus group in Flushing, New York. The group had performed at New York’s Lincoln Center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and Dr. Chen also was honored by New York City Council as the Best Volunteer of 2010. 

The accompanist is Mrs. Jinnie Ho, who holds a B.A. in Music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he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eaching piano and accompanying chorus. 

The ATPhC members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including professors, business owners, teachers, writers, 

professionals and even young-at-heart retirees. 

Though ATPhC is a relatively new organization, it has cumulated an impressive list of performances. It has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at the SETAA summer conference, an ATAA annual meeting dinner party, Chan-hwa community 

conference and recently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uncil of Georgia Gala and received grea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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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ATPhC practices weekly at th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tone Mountain, GA.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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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ss and Wisdom Insightful Praises Choir 南加福

智讚頌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Chicago Musica Chorus Ensemble 芝音合唱團 

芝音合唱團成立於 2017 年六月，由一群愛音樂、愛美食的人所組成。 

我們期待藉由音樂來推廣台灣文化，並由演唱各國不同語言的合唱曲目和世界接軌。 

https://www.facebook.com/芝音合唱團-Chicago-Musica-Chorus-Ensemble-2100829690196423/ 

 

Chime-In Chorus 拾音合唱團 in New Jersey 

拾音合唱團成立於 1988 年，是由一群居住在新澤西州中部對台灣本土文化和音樂有興趣的台美人士所組成。

這是在美國東部第一個以演唱台灣歌曲為主所成立的合唱團，以演唱台灣民謠及蕭泰然教授及其他作曲家新

創作編寫的台語歌曲為主。現有團員三十外名，由陳玫麗女士擔任指揮，邱尚芬女士擔任伴奏。 

在過去的二十年内，合唱團經常應邀在美東夏令會的「台灣之夜」，二二八紀念會，及各種台灣人的社團集

會中演唱。曾參與 2004 年在林肯中心的「台灣心世界情」演唱會，康乃爾大學音樂廳所舉行的蕭泰然作品演

奏會，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理查森音樂廳所舉行的「台灣曲之夜」演出。 

1993 年並接受全歐洲同鄉會聯合會邀請前往德國漢堡市在其年會中演唱。1994 年並榮獲美東夏令會首屆全美

客家山歌比賽團體組冠軍。最近在 2009 年四月三日於費城的美國憲法中心大樓舉行的「為台灣而走」活動開

幕式，合唱團應邀在會中演唱“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合唱團指揮陳玫麗女士，台灣台南人，東海大學音樂系鋼琴學士，紐澤西普林斯頓西敏寺合唱學院碩士，專

攻合唱指揮及教會音樂，師事 Dr. Joseph Flummerfelt, Mrs. Frauke Haasemann 與 Mr. Allen Crowell。曾任教於

台南神學院音樂系，NJ 第一歸正教會音樂指導。目前擔任紐澤西州 South Plainfield 衛理公會聖歌隊指揮及管

風琴師，臺美團契長老教會管風琴師及手鐘團指揮。平時從事鋼琴教學，曾獲美國鋼琴教師協會 1998 優良教

師獎。自 1989 年起擔任拾音合唱團指揮迄今，致力於台灣音樂之推廣。 

鋼琴伴奏邱尚芬女士，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修音樂時，也為大學合唱團鋼琴伴奏。她曾在台灣的台東師範

學院教音樂四年，然後與她的丈夫到美國攻讀研究生課程。她在愛荷華大學主修計算機科學與鋼琴演奏。她

目前是紐澤西州政府勞工部的電子軟體工程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waneseaphc/home
https://www.facebook.com/芝音合唱團-Chicago-Musica-Chorus-Ensemble-210082969019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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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音合唱團網站（http://home.comcast.net/～chimein/）提供其成員從網站上面下載和練習唱歌的方便。該網站

收藏所有已經練習過的歌曲，並蒐集了很多有關台灣歌曲的資料。合唱團每兩至三個星期練習一次。在每次

集會時，台灣語文專家 Mr. Thengsen Liim 會利用 30 分鐘的時間傳授台語的閱讀和寫作方法。 

 

East Valley Children’s Choir 東安兒童合唱團  

東安兒童唱團於一九九零年在東安台福基督教會成立，是教會服務社區事工的一部份。宗旨乃在提供社區青

少年兒童有學習合唱音樂的機會，並藉此增進音樂素養、與享受合唱的樂趣。進而培養團員紀律、與團隊精

神，負責、與自信的氣質。 東安兒童合唱團現有團員一百三十餘位，依其年齡、程度分為小班、中班、代表

隊預備班、代表隊、及室內合唱隊五班。手鐘隊分為初、高級班、及手鈴隊三班。訓練內容包括基本發聲、

音感、節奏、樂理、和聲，視唱及音樂欣賞和歌曲詮釋等。 合唱團每年舉行年度公演，並經常為青少年舉辦

音樂營、演唱會、和知名的兒童合唱團交流學習。及藉著旅行演唱，增加學習動機與音樂觀摩機會。曾組團

至舊金山，紐約，華府和夏威夷旅行演唱訪問。曾數次接待來訪的國內外知名兒童合唱團﹐舉行聯合公演。

並經常應邀參加社區音樂會，如洛杉機縣聖誕音樂晚會、九一一紀念音樂晚會等。 本團每星期天下午三至六

時在核桃市的東安台福基督教會上課。現正招收六至十六歲新團員。歡迎對歌唱音樂有興趣的小朋友來加

入，藉著這些活動在童年生活，留下一頁美好而充實的記憶。 

http://www.evcc.org/ 

 

Elite Chorus 以立合唱團 

「以立合唱團」為由音樂界頗負盛名臺美指揮家楊子清號召成立，並擔任指揮。 

 

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Elder Choir 

洛杉磯第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詩班 

No Information 

 

Formosa Chamber Music Society 台灣室內樂社 

台灣室內樂社的董事長陳家榮醫師說，這些音樂會主要是給台灣人、或與台灣有關係的音樂界人士演出的機

會。通常春季音樂會，是發掘紐約的音樂新秀，秋季音樂會請的都是已有名聲的音樂家。陳家榮自己也是一

個頗有成就的業餘晝家，對於藝術家，他有一份惺惺相惜的疼惜之心 

陳家榮的太太黃春英女士，是台灣室內樂社社長，負責舉辦音樂會，並發掘以及聯絡音樂家。 

http://www.ev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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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Chorus of Dallas (TaiHsin) 達拉斯台心合

唱團 

TaiHsin’s Story 

Formosa Chorus of Dallas, also called TaiHsin (“Heart for Taiwan”) was formed in June 2001 with the primary 

purpose of singing Taiwanese folk songs.  Current membership is about 40, made up of many with silver 

hairs, who have developed their love for singing and staying connected.  Most members sang in the choru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fe, after becoming TaiHsin members.  Under the able tutelage of former and current conductors, the 

chorus has amassed a repertoire of over 100 songs and sang many of them in public concerts. 

TaiHsin members share common bonds through their love for their birthplace, Ilha Formosa, their native tongue, 

Taiwanese Hokkien (a variation of Chinese Min Nan dialect), and their strong family values.  Over the years, TaiHsin 

members have also developed a strong bond for each other and fondly named their rehearsal facility TaiHsin’s Home, 

where members share personal stories and le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behaving like an extended family. 

 
http://taihsin.taadfw.org/ 

 

Formosa Love Singers 福爾摩沙之愛合唱團, 

Irvine, CA 

No Information 

 

Formosa Quartet 福爾摩沙四重奏 

福爾摩沙四重奏創立於 2002 年,由兩位台灣土生土長後到美國受教育以及兩位台灣後裔的音樂家組成的, 在

2002 回到台灣巡迴演奏, 爾後 2006 年在倫敦的國際四重奏大賽獲得首獎, 是有史以來台灣第一組四重奏在倫

敦得獎, 為台灣爭了不少光。團員們一直長期住在美國, 但他們的夢想是有朝一日能回到台灣, 回饋這片土地, 

http://taihsin.taadf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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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下一代的音樂氣息及提升大家對市內樂的認識。他們觀察到台灣的音樂學生雖然很認真也很有天份, 但目

前台灣並沒有完整的室內樂的課程, 也沒有室內樂的音樂節, 他們相信若台灣的學生想達到國外音樂水準, 室內

樂的教育是不能缺乏的。 

因此在經過幾年的規劃後, 福爾摩沙四重奏的成員以及幾位老師們在去年暑假期間於花蓮的東華大學創辦了第

一屆的福爾摩沙室內樂音樂節, 活動為期兩個星期，並提供密集室內樂訓練。音樂節辦得很成功, 老師、學

生、及參加的聽眾都收獲許多！這也讓福爾摩沙四重的的團員們燃起了希望，讓這個音樂節能每年如期的在

台灣持續舉辦。 

然而這些學員們的能力有限, 去年每位學生的花費平均是台幣九萬元, 為了不把這負擔放在學生的身上, 四重奏

的成員們在台灣小額募款了兩年的時間, 並向政府申請了補助經費, 使得每位學生只必須繳台幣兩萬元, 可是今

年他們因為在美國的工作表演, 必須在美國做這幕款的活動, 才可以持續這個音樂節。去年三月他們於聖地牙

哥的台灣會館辦了一場類似的音樂會, 反應相當不錯, 今年紐約的台灣會館很幸運的有此機會主持這場不勉強

式的募款音樂會, 主要目的是讓更多在美國的台灣人瞭解並支持他們在音樂領域為台灣的努力及用心。 

 

Formosa Youth Orchestra 紐約長島台美青少年樂

團 

設立於 1991 年，由紐約長島台灣歸正基督教會贊助。 

 

Formosan Music Fund of Cleveland 克城心聲合唱

弦樂團 

俄亥奧州克里夫蘭新生合唱團及弦樂團，成立的宗旨有二: 

一、提高台灣人音樂水準。 

二、以音樂為媒介，促進文化交流。 

該團擬訂四大目標，做為今後之主要工作: 

一、定期舉辦公開音樂會。 

二、參加克城附近之音樂活動。 

三、到外地表演。 

四、設立獎學金，培養音樂人才。 

 

GloryStar Children’s Chorus in Potomac, MD 大

華府榮星兒童合唱團 

The Glorystar Children’s Chorus is a multicultural children’s chorus founded in 1996 by Enchin 
Chen and music director Cherie Jeng, with initially 25 children. Currently, Glorystar has more 
than 130 choristers aged 5 to 18, in five singing groups: Prima choir, Dolce choir, Cantabile 
choir, Concert choir and Chamber choir. The training and activities of Glorystar not only give 
children the experience and joy of singing together but also foster harmony, a sense of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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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f-confidence through teamwork, discipline, and responsibility. The Glorystar Children’s Chorus has performed 
at many venue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such as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the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Montgomery College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at 
Strathmore. They have toured all over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including Oregon, Colorado, Hawaii, Taiwan, Italy, 
Hungary and Austria. 
大華府榮星兒童合唱團於 1996 年由藝術總監陳淑卿所創辦，藉由愉悅的合唱藝術，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良好

的音樂教育。同時，透過豐富的東西方音樂曲目，增進大家對不同音樂的欣賞，以及為多元的社區搭建橋

樑。該團有 130 多位團員，年齡在 5 歲至 18 歲之間。該團共分四組，包括有 Beginning Choir(5 至 7 歲)、

Training Choir (7 歲以上)、Concert Choir(9 歲以上)及 Chamber Choir(13 歲以上)。該團曾在華府地區許多舞台上

表演，包括華盛頓國家天主教堂、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國家衛生總署、蒙郡社區學院及史翠斯摩爾表演藝

術中心。該團亦曾在全美各地及國外演出，包括奧勒岡、科羅拉多、夏威夷、台灣、義大利、匈牙利及奧地

利。 

榮星兒童合唱團所屬之榮星教育暨文化基金會係一非營利機構，所有捐款均可抵稅。 

http://www.glorystar.org/ 

 

Half Step Chorus 半音合唱團 

半音合唱團是由一群南加州地區的愛樂者所組成，以闡揚聖樂、鄉土音樂及藝術歌曲為目的。扶助並宣揚台

灣文化與合唱音樂，提供社團表演，提升台美人美台灣文化與合唱音樂的認知與了解。 

 

Laguna Woods Village Taiwanese Chorale, Laguna 

Woods, CA 春風合唱團 LAMIGO 洛城民歌樂團  

Conductor’s Footnote 

Elizabeth Shiu-Lee Chen 
Starting last Fall season, I suggested to our Choir that this year (2013) at the end of summer, we hope to have a formal 

musical performance. Surprisingly everyone unanimously agreed and no one disappeare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musical we will have in four years, and is very memorable! 

Our musical event’s goal is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and teamwork in the choir members. We want to be a multi-

cultural bridge and also introduce Taiwanese composers and young E-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performers to 

the community, so that people in our region will know better the Taiwanese Arts,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this 

cultural mission, we leap upon our stage today 

Life is filled with limitless pursuit of beautiful dreams and meaningful endeavors, as well as hopes to bless others. In 

the proper time if we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whether it is writing a letter or making a call, or learning a 

skill, these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joy and blessings. Today, because of our group’s optimism and joy, I was willing 

to invest four years of my life to learn humbly and be moved by this goal. 

Possessing an outgoing and passionate personality is the trademark of an optimistic person. Life is God’s abundant 

gift, and one day on this earth has great meaning. Though we don’t know the number of our days, and we can’t control 

our body’s slow deterioration, yet if we love life passionately and love others, then we will live to be light and salt. 

This is the heart of a giver, and today we are able to stand on stage and witness life’s beautiful songs.. 

We will introduce eight Taiwanese contemporary composers in this musical performance. They will use the words 

from the traditional folk songs to share our ancestor’s great love and moving words. These will bring forth childhood 

memories and Taiwan’s challenging history. I’m thankful that I could immigrate to a country so blessed by God. May 

it continue to shine fort God’s justice and lead this world to peace and justice. 

指揮的話-李秀麗 

去年秋季練唱開始，我向合唱團員們提議今年（2013)夏季結束時希望有個正式的音樂會，很驚喜的大家一致

通過而且沒有跑掉任何一位。這是四年來的首次音樂會，是值得紀念的一次。 

http://www.glorys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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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舉辧音樂會的目的是建立圑員的自信與合作；成為與 LWV 多樣族群的文化橋樑；還有，介紹目前台灣

代表性的作曲家與年輕 E 世代台美人的表演者，讓社區主流更多認識台灣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帶著這樣的文

化使命，我們雀躍地走上今天的舞台。 

人生是無止境美夢的追逐，快樂及有意義的人生來自實現心中所想，也造福別人的願望。只要在適當的時機

願意掌握機會，採取行動，那怕是舉手之勞，通個電話，寫一封信去安慰幫助別人，甚至決定去學習畢生從

未嘗試的技藝，都會是喜樂與福氣的開始。今天，我因這群樂觀進取的圑員們，願意投注四年的時光，每週

殷勤謙卑的受教而感動。 

擁有熱情與陽光般的性格經常是樂觀的人特性。生命是上蒼的厚禮，活著一天就有意義，雖不知我們的年限

有多長，也不能控制我們的五官不隨時光而退化，然而若能熱愛生命，珍惜關愛別人的苦難就會活出生命的

光輝。這是愛樂人的情懷，也是今天我們還能站在台前吼出生命之歌的見證。 

我們介紹 8 位台灣享有盛名的現代作曲家在這次音樂會，他們以親切優雅的故鄉母語來譜出祖先留傳下來血

脈相連之情。願劃過時空隧道，每首曲子都能引發您我的迴響；還有短瞬的序曲代表台灣崎嶇的歷史。多年

來心中不住感謝能移居到這個從開國以來就蒙神一意祝福的國家，願它繼續發出公義的光芒，引導世界走上

真實的和平。 

 

Los Angeles Formosan Master Chorale 洛杉磯福

爾摩莎聖樂團 

The “Los Angeles Formosan Master Chorale “(LAFMC) is a community ensemble comprised of talented singers and 

instrumentalists throughout the Los Angeles Metropolitan Area. Under the inspired guidance of Conductor Ms. Li-

Ying Shang, the Chorale has instilled a classical sacred music style with exceptional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orale in August, 2011, many concerts had been performed in the LA Metropolitan 

Area.  In addition, members of the Chorale had traveled to Taiwan and joined Tainan YMCA Choir to perform at 

Tainan Culture Center under the baton of Ms. Li-Ying Shang. 
 
『洛杉磯福爾摩莎聖樂團』自 2011 年 8 月，秉持「以提昇聖樂合唱的優良素質、聖樂文化的水平與喜愛培養

聖樂事奉的正確心態；介紹古今聖樂與世界名曲」為宗旨成立 

 
WordPress  —     http://laformosanmasterchorale.com/ 

Facebook —    http://www.facebook.com/LAFormosanMasterChorale/ 

YouTube   —   http://www.youtube.com/user/ntuche/ 

 

 

Los Angeles GloryStar Children’s Chorus 美國榮

星兒童暨青少年合唱團 

The Los Angeles GloryStar Children’s Chorus was founded by Professor Chuan-Shien Lu and Hsin-Hsin Yen Lee 

in 1995 in Southern California, with the aspiration of extending all the benefits of the GloryStar tradition to overseas 

children. 

Our repertoire includes modern music, musicals, with an emphasis on classical and folk music presented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For the past 14 years the chous has seen tremendous progress, receiving praise and invitations to 

give performances at locations including Lincoln Center, the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Harvard University, 

Rockefeller Center, and the Taiwan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Music Department. 

https://laformosanmasterchorale.com/
http://www.youtube.com/user/nt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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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Melody Chorus 洛杉磯心悅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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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Taiwanese American Symphony 

Orchestra (TASO) 洛杉磯台美交響樂團  

TASO was founded by Dr. Thomas Ming Chieh Wu in 1999 based on his Los Angeles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rchestra, which was founded by Dr. Wu in 1995. TASO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dedicates to promote the 
classical and modem music of Taiwan. TASO is currently recruiting more musicians and they practice regularly at the 
Arcadia Health Center at Las Tunas. 
TASO 是由吳明杰博士於一九九九年，由他原先在一九九五年創立的「洛杉磯室 內樂團」擴大而成的。TASO

是一個正式登記的非營利事業團體。它的宗旨是在宣 揚台灣的傳統及現在音樂文化。目前 TASO 正在招生

中，他們經常在 Arcadia 市位於 Las Tunas 的保健中心練習。 

 

New York Formosa Chorus 紐約福爾摩沙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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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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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apsody Trio 狂想三重奏 

Rhapsody Trio, in 2003，is composed of pianist, Lynn Huang, clarinetist, Jen Chan, and violinist, Yvonne Wang. 

Since childhood these three musicians were nurtured with classical music, and later on, all pursue the advanced 

education in America. Due to the enthusiasm toward chamber music, they decide to establish Rhapsody Trio. 

Rhapsody Trio’s freestyle performance is melted with classical music technique and jazz music spirit. Active in U.S.A, 

Rhapsody Trio participates over Hundreds public welfare performances and Concerts; they’d like to use their music to 

spread the humanity to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In 2011, Rhapsody Trio establishes Rhapsody Education Center, which is devoted to promoting music and arts 

education. Rhapsody Trio not only conveys world music culture, but also actively cultivates more outstanding next 

generation. 

In 2011, 2012 Rhapsody Trio won the “Chinese Overseas Outstanding Youth Awards”. Also in 2011 continually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Youth Achievement Award” from U.S. Congress,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City 

of Monterey Park and City of Walnut. Recent years, Rhapsody Trio continues to bring Taiwan’s musical elements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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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cal music field in the hope that Taiwan’s music can be heard everywher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can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Formosa (Taiwan). 

「狂想三重奏」(Rhapsody Trio)是由鋼琴演奏家黃令先(Lynn Huang)、單簧管演奏家詹純甄(Jen Chan)以及小 

提琴家王亦凡(Yvonne Wang)於 2003 年組成。三位音樂家從小接受古典音樂薰陶，並於美 國接受高等的音樂

教育，在求學的過程中啓發了對室內樂藝術的熱愛，於是成立了「狂想三重奏」。 

「狂想三重奏」將奔放自由的演出風格融進了古典樂的技巧和爵士樂中火熱的靈魂，活躍於南加州僑界中的

各大音樂 舞台，並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演出，如：2011 年十月由華府台灣文化中心(TCC)主辦演出 $美聲.爵士 .

狂想夜$， 歷年的大洛衫磯台灣傳統週音樂會及 228 紀念音樂會以及 2013 年美西夏令會的台灣之夜，2014 年

7 月的美國東岸巡迴演奏會……等百餘場演出，廣受各界好評與肯定。 

 

Sinfonietto Sensation Piano Quartet 璀璨鋼琴四重

奏 

The Sinfonietta Sensation Quartet was formed by pianists Quei Lih Chen, Ting Wen Shao, Nam Yeung and Frank 

Hsieh .This dynamic group was launched in 2012, giving its debut at the Seoul Arts Center in Korea, and since then 

has become one of Taiwan’s most active piano ensembles. 

All four pianists of the group are established solo artists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individually having been guest artists 

in music festival in Taiwan, China, Korea, South Asia and United States and each having earned Doctorate degrees 

from prestigious music schools, including Peabody and USC. 

The group has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performance of orchestral works transcribed or arranged for piano en¬sembles. 

On July 12, 7:30 PM at the Herbert Zipper Hall in the Colburn School, Sinfonietta Sensation will pres¬ent three major 

works originally written for orchestra: Brahms Academic Overture, Beethoven Fifth Symphony, Tchaikovsky 1812 

Overture, each transcribed by Keller, Kirchner, Landger, and Bizet’s Carmen Fantasy, arranged by Mack Wilberg for 

8 hands, two pianos. 

「璀燦鋼琴四重奏」是由陳瑰麗、邵婷雯、謝明志及楊楠四位教授於 2012 年所組成。他們皆在美國接受完整

的專業演奏訓練，獲得音樂學士、音樂碩士及音樂藝術博士等學位之外，個人也曾多次獲得國際大賽獎項肯

定。 

2012 年時他們在南韓首爾藝術中心首次合作演出，大獲國際肯定與好評。6/9 在台南國際藝術節城市舞台系

列這四位好友再次攜手合作 4B 作曲家,獲得很大的迴響。這次受邀到洛杉機,將演出柴可夫斯基、貝多芬、布

拉姆斯及比才八手聯彈的傑作。此音樂會主軸是架構堅強的德意志風樂曲，外加光輝燦爛的 1812 序曲和奔放

炫麗的卡門幻想曲。 

 

Singing Angels – Houston Asian-Pacific 

Children’s Chorus 天使之聲─休士頓亞太兒童合

唱團  

The mission of Singing Angels-Houston Asian-Pacific Children’s Chorus (SA-HAPCC) is to educate, develop and 

inspire musically talented children to attain the highest level of choral artistry. The purpose is educational, and its goal 

is to teach children to achieve high artistic standards through choral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The secondary goal is to 

provide the community with a major choral group consisting of children from divers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to promote the unity among the diversities. An equally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horus is the nurturing of 

personal growth, teamwork, responsibility, discipline, self-control, and confidence in our children. We creat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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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that fosters the growth of qualities that will not only help these children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choral 

music, but also successful in their lives. 

天使之聲的使命是要教育，啟發、培養、發展兒童歌唱與音樂的天份，幫助他們達到最高的歌唱藝術 境界。

我們的目標是教育的，要教導兒童通過學習合唱與表演而達到更高的藝術水準。其次是要從這 個來自不同種

族、文化的兒童的一同合唱，促進社區社團在多元種族文化中謀求合一共榮。另外一個 同樣重要的目標是我

們教導培養合唱團員的人格成長，團隊合作，責任感，守規律，自我控制與自信心。我們創造一個環境來幫

助他們在歌唱藝術成功，也幫助他們擁有健全的人生。 

 

St. Louis Promusica Choir 聖路易愛樂合唱團 

聖路易愛樂合唱團 (St. Louis Promusica Choir﹐簡稱愛樂) 成立于 1992 年。 創建的宗旨是組成一個非營利﹐及

完全中立性質的小型精緻男女混聲合唱團提供給大聖路易地區喜愛合唱的朋友們。成立至今經常應本地區各

中外社團邀請演出﹐極獲嘉評。1995 年及 2005 年也曾受邀赴芝加哥參加黃河藝術團主辦紀念抗日勝利五十

及六十周年的“黃河大合唱”公演。 

愛樂現任指揮是來自台灣的許芝瑜女士 (Dr. Jy-Yu Dolly Hsu)﹐她為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音樂藝術博士及南伊利諾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Edwardsville) 鋼琴碩士﹐主

修鋼琴伴奏暨聲樂藝術指導(Vocal Coaching and Accompanying)。許芝瑜為台灣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Semiscon 

Vocal Band) 創團團長﹐2004 年於奧地利參加「Vokal. Total 第四屆國際阿卡貝拉 (Acappella) 重唱大賽」，奪

得金牌獎與流行組冠軍。首張專輯曾獲台灣金曲獎最佳重唱團體提名﹐並被邀請多次巡迴歐美演出。許芝瑜

目前參與許多聖路易地區演出及教學工作，包括聖路易歌劇院及南伊利諾大學﹐亦多次擔任音樂劇指揮、伴

奏﹐長期為聲樂及器樂音樂會鋼琴伴奏﹐並教授鋼琴及歌唱指導。是聖路易地區音樂界出名的音樂人。 

在現任團長黃鴻志博士的領導下﹐愛樂每週一次有二十多人練唱﹐偏重於無伴奏型式。練習的曲目包含多種

不同風味的歌曲﹐有中外民謠﹑藝術歌曲﹑宗教歌曲﹑靈歌﹑ 以及通俗流行歌曲。 在練唱時團員間互相切磋

的不僅是個人發聲及咬字的技巧和音準節拍的訓練﹐更著重於互相間的默契﹐聲部的合諧﹐和每首歌中意境

的適當詮釋。 

 

 

St. Louis Taiwanese Youth Chamber Orchestra, 

STYCO 聖路易台灣青少年室內樂團 

1989 年由留學生翁瑞麟與林泰發起，招募鄉親子弟與留學生組成小型室內樂團，每年母親節前後公演一次，

每次在上半場演出古典音樂，下半場演出古典音樂型態的台灣樂曲。1996 年公演之後停止活動。 

 

 

 

 

TAA/NNJ Children’s Choir Experimental 

Lessons 兒童合唱團實驗班 

No Information 



190 

 

Taiwanese American Sinfonia Organization 洛杉磯

台美音樂協會 

TASO 是 Taiwanese American Sinfonia Organization 的簡稱，亦即台美音樂協會。

每年固定於四月份盛大舉行本會年度音樂會，稱之為” 台灣音樂風 “，自一九九三

年首演，至今已屆第十九年，每一場演出總是口碑載道，深獲好評。在此感謝本

會傑出的音樂家們和會長及前會長們的睿智領導。 

台美音樂協會一直致力推廣台灣音樂，過去多以古典音樂方式演出，為吸引更多

台美人第二代參與活動，近年加入通俗音樂，受到極好的社區反應，今年每一個演唱者都自帶舞者，模仿當

年台灣秀場的表演風格，更加念舊。 

 

Taiwanese Choral Society of Rochester 羅徹斯特臺

灣同鄕會愛鄕合唱團 

愛鄕合唱團於 1993 年由一群愛唱台灣歌的臺灣同鄕所組成。歷年來，本團皆邀請伊斯曼音樂學院的臺灣學生

擔任指揮和伴奏，並指導團員唱歌的技巧。合唱團每兩星期練唱一次，不定期在羅徹 斯特臺灣同鄕會活動時

表演，時而參與社區演唱活動，並曾應邀 至多倫多、康乃爾大學、及羅徹斯特國際姊妹市慶祝活動中表演 ，

深獲好評。 

 

 

Taiwanese Chorus of Greater Houston 休士頓台聲

合唱團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是一九七零年由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组成，其目的是陶冶心神、增進音樂修養及啟發民族意

識。唱唱笑笑走走停停到了一九七四年，有一群愛唱歌的台灣留學生組「虹聲合唱團」，後來又有一群陸續

來休士頓的台灣同鄉再組合唱團，巧合又名為台聲，这個以台灣同鄉会為主轴的社團歷年來在同鄉會的年會

夏令會以及各活動中，以鄉音鄉曲傳鄉情，以歌聲傳播台灣 文化與精神，四十五年來一路走來始终如一。一

九九二年台灣人活動中心成立之後，有莊伯祥醫師及廬文雄醫師捐贈鋼琴，讓台聲有固定教室練習，以致台

聲年年舉辦了成功的音樂會達十多次。除了發揚台灣文化，台聲在慈善工作亦不落人後，募款協助台灣鄉訊

的發行及幫助玻利维亞流浪兒童的保護， 還有為癌症病人獻唱，拜訪老人院，甚至華航從休士頓首航，台聲

也迄臨機場助興演唱。 

 
 
 

The Greater Washington Taiwanese American 

Chorus 華府台灣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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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er Washington Taiwanese American Chorus was organized in 2005 under artistic conductor Mr. Chin-Sung 

Chen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performing the Taiwanese songs and a tribute to the Taiwanese composers. 

We are dedicated to bring you the beauty of choral music to enrich your soul and advance the choral arts. Your 

support is very important and will enhance great music work in our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upport the 

Taiwanese-American Chorus, such as Becoming a Patron or Sponsor, Donating Time or Services, Giving the Gift of 

Music or Donations…and etc. 

華府台灣合唱團是 2005 年經由多位愛好台灣鄉土歌謠的台鄉人士發起號召及熱心催生下籌辦成立，敦請陳金

松老師為首位指揮，並經莊碧華博士、林宜誠博士和多位名客座指揮的經營教導下紮根。我們致力於學習培

養合唱團的藝術和精神，同心合唱分享唱歌的樂趣，品賞台灣名作曲家的心聲鄉土歌曲。孕育那美妙的音樂

帶來溫馨快樂的心靈，更望將台灣本土文化與歌曲相傳發揚於海外。 

本團選唱多種語言之歌曲，但仍以台語歌曲為主，自成立以來出席多場演唱會，將親切的鄉音帶入大華府地

區，每年皆應邀出席 228 紀念會、海華文藝季演 唱會、台灣同鄉會和台灣文化活動的義演，參加過海外華僑

混聲合唱觀摩比賽及 911 紀念音樂會。2007 年歲末獨立首辦「寶島四季謠」的音樂會，演唱台灣流 傳經典民

謠，獻出團員的熱情與心聲，甚獲良好讚賞與鼓勵的回嚮。於 2009 年應邀紐約林肯中心費雪音樂廳參與盛大

的『全球榮星樂展』演唱會，團員們都興高釆烈獻出熱情的歌聲與心聲，歷經大場面的舞台，共享光榮與見

識，提昇了信心，更加鼓舞起演唱的熱愛和勉勵努力求進的自律自愛的合唱精神。 

 

The TungFa Chorus 大華府客家桐花合唱團 

The TungFa Chorus began two years ago when several Hakka fellows conceived the idea of starting a singing group to 

celebrate and share the Hakka culture with others through the Hakka music. This theme is further honored in the name 

TungFa Chorus, which comes from the beautiful white and red Tung Flower that covers the hill side of North Central 

Taiwan in spring, their petals dancing on the wind like fragrant snowflakes. The TungFa Chorus’ goal is to share the 

Hakka culture and promot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music.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TungFa chorus has 

continued to grow through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its members, volunteer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Hakka 

community. 

於 2004 年 7 月成立，合唱團取名「桐花」是因為油桐花與臺灣客家庄深厚的淵源。早年油桐樹曾是臺灣北部

客家人的經濟來源，時至今日客家人不再依賴油桐花維生，但雪白的油桐花四、五月間依舊年年在客家庄山

頭綻放！燦爛的笑顏不僅透露著時序的移轉，也流洩著她們對客家子民的溫柔守護與濃烈情感，滿山遍野的

雪白桐花，是客庄先民奮鬥的見證，也是傳唱久遠的開拓故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ungfawdc2 

 

 

The Youth Orchestra, CYCNY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

弦樂團 

The Youth Orchestra, CYCNY is a Queens-based youth orchestra founded in 1996. The orchestra holds its open 

audition in the fall for new members; it meets for rehearsal on each Saturday from 1-4 PM, at MS 158 in Bayside, 

Queens, from October to June. 

Our mission is to provide the multicultural and orchestral experiences for talented and serious music students age 11-

18, with the unique repertory of Classical, Popular, Jazz, Broadway, Film and Asia Music; we also commission and 

premiere works by American and Asian composers.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成立於 1996 年，自 1997 年向紐約州政府註冊為非營利機構，1998 至 2007 年列入

紐約市政府燈塔計劃(The Beacon Program)。1999 年起至今多次獲得紐約市皇后藝術基金協會(Queens Council 

on the Arts)、紐約州藝術基金協會(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紐約市文化事務局(New York City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ungfawd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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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頒發獎助基金及 JP Morgan Chase 銀行獎助基金；並獲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臺北文化中心以及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支持。 

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招收團員年齡自 11 歲至 18 歲，來自每年九月與一月兩次甄試，經錄取後，每年十

月至次年六月之每週六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皇后 區貝 158 初中(Marie Curie Middle School)排練 

http://www.youthorchestra.com/ 

https://www.facebook.com/CYCNY/ 

 
 

Yuhan Su Jazz Band 蘇郁涵爵士樂團 

由旅居紐約的臺灣爵士鐵琴演奏家蘇郁涵所領軍，她畢業於美國知名爵士音樂學府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其音樂作品優雅感性， 如詩般帶著令人難以忘懷的柔美， 精湛的即興演奏創造了多采多姿令人目眩神迷的聲

響，承接了西方的 古典和現代音樂，也融合了來自東方的亞洲音樂元素。 

https://www.yuhansu.com/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合唱團 

Founding date: 1998 

 

 

 

匹茲堡台灣同鄕會合唱團 (Pittsburgh, PA) 

1971 年匹茲堡台灣同鄉會創立「台灣人合唱團」。此合唱團除了在台灣同鄉會之晚會表演外，也參加過當年

匹茲堡聖誕節國際合唱發表會，在匹城市中心的 Carnegie Hall 演唱過。記得國際合唱發表會當天，參加演唱

代表不同國家的合唱團有 20 多隊。 

 

北美台灣人文化音樂團 

No Information 

 

 

http://www.youthorchestra.com/
https://www.facebook.com/CYCNY/
https://www.yuhans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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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兒童合唱團(洛杉磯) 

 

 

休士頓愛之聲聖樂團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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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同鄉會兒童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西雅圖台灣兒童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西雅圖四季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西雅圖活泉合唱團 

活泉合唱團，於 2012 年九月成立，是由在西雅圖指揮多年的陳杏蓁老師，以及女高音也是現在的團長陳淑姿

的熱心籌畫而誕生的。平時每兩星期一次練唱，在台灣人信義教會的交誼室，伴奏則是李信靜(Joyce)鋼琴老

師。主要演唱台灣作曲家的作品以及不同國家的好聽合唱曲目。 

 

 

西雅圖綠韻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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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台灣同鄉合唱團 

 

 

牧星合唱團  

牧星合唱團是由林寬教授於一九八七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創立，是南加州第一個非營利以及非宗教性的合唱

團體。現任指揮及音樂指導為林教授之子林明揚先生。牧星自成立以來每年皆舉辦一次盛大的公演，演唱的

曲目包括各國藝術歌曲、民謠、現代創作歌曲、西洋合唱經典、世界各國民歌、歌劇選曲、著名音樂劇、流

行歌曲、宗教、鄉土懷舊、以及世界名曲合唱等等，至今深獲各界的好評與支持。 其他音樂活動包括與別的

社團聯合演出、音樂欣賞、基本樂理、發聲技巧訓練等等。 

https://www.blogger.com/profile/13385868002181269331 

https://www.blogger.com/profile/13385868002181269331


196 

 

芝加哥台美 Formosa 合唱團 

芝加哥台美 Formosa 合唱團是由芝城台美合唱團與芝加哥福爾摩沙女聲合唱團為了配合 2014 年義大利巡迴表

演，由總團長陳百芳醫師號召共同組成，二個合唱團成立至今都已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他們每周定期練

唱，在指揮楊于萱老師及伴奏黃美玲老師的的指導下，該團唱過多種語言及多種不同曲調的歌曲，這次受邀

到義大利參加國際波隆納音樂季的演唱，他們除了唱本國國語及閩南語歌曲外，也將唱 7 種不同語言的歌曲

包括有：拉丁語、義大利語、英語及客家語和原住民語，共 15 首各國經典民謠及歌曲。 

波隆納國際音樂季是義大利每年一次音樂盛會的大事，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合唱團體參加演出，芝加哥台美

Formosa 合唱團能登上國際音樂舞臺，不僅是該團的光榮，也是芝加哥人的光榮，更是台灣人的驕傲。 

芝加哥台美 Formosa 合唱團成員都是台灣旅美僑胞，來自各行各業事業有成，基於對音樂的愛好一起組織合

唱團，這次由總團長醫師陳百芳率團，旅美鋼琴家楊于萱擔綱指揮，藉由演唱台灣歌謠抒發表達思鄉之情，

也希望能幫助推廣台灣音樂文化。 

 

南加州台灣人聖樂團 

1986 年由南加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聯盟與台語福音教會聯合組成南加州台灣人聖樂團。 

 

 

 

南橙縣婦女合唱團  

南橙縣婦女合唱團成立於 1995 年 9 月，原是幾位基督徒由每週的查經分享而發起，本著共同興趣，以提升生

活品質，美化生命，服務社區爲原則，每週練習一次於 Lake Forest 南撥縣華人浸信會。練習内容有發聲、

視唱、樂理；歌曲的選擇則以宗敎歌曲及藝術歌曲、民謠爲主。回顧這四年，我們最大的收獲之一是不斷的

在音樂、生活與信仰的探討中，有了 更深層次的心靈溝通與默契，更希望藉著音樂能廣傳福音，曾定期於南

橙縣婦女會演唱，並拜訪老人院，松柏會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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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愛鄉」合唱團 

 

 

洛杉磯樂音合唱團  

洛杉磯樂音合唱團成立於 2004 年 7 月，由 30 多位來自洛縣、哈岡、橙縣熱愛合唱的團員所組成。樂音合唱

團創團的宗旨在於「為好好唱歌而唱歌」，拋開宗教、政治立場，藉由合唱音樂所追求的和諧形式和互助合

作的精神，提升個人素養與精神生活品質，以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樂音合唱團的指揮暨音樂總監李慧珍是南加州知名聲樂家。在李慧珍指導下，該團以正確發聲法為基礎，演

唱宗教歌曲、藝術歌曲、民謠，甚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以多元化的曲目讓合唱音樂更生活化，進而帶動

團員對合唱藝術的喜愛與共鳴。樂音創團以來, 通過李慧珍的技巧指導及耐心的付出，團員的色不斷進步，音

質的表現及聲部的融合亦日臻紮實。 

樂音合唱團於 2006、2007 及 2009 年分別舉辦三屆演唱會，展現平日練唱成果，佳評如潮，更激發團員們努

力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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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音也曾籌款援助莫拉克颱風的災區同胞，發揮愛鄉愛土精神。同時，合唱團也積極參與本地主流社會的活

動，如曾與美國聯邦政府人口普查局合作，積極地協助推廣 2010 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為增進團員們彼此的溝通、互動，合唱團亦不定期舉辦聚餐、同樂會、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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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合唱團 

恩典合唱團是美國加州柑縣教會組成的宣道團隊. 因著愛主, 因著關心台灣,每年都自費飛台灣到各處監獄傳揚

福音的信息, 並捐獻教堂在各處監獄. 祈求神的國降臨, 帶領受刑同學悔改, 走出黑暗迎向光明. 

 

紐約台灣心音樂團 

由吳上峯於 1986 年組成，以訓練青少年音樂修養，及台灣鄉土音樂為主。該樂團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對樂器有

專長的青少年組織起來，藉團體的合奏訓練技巧，同時也讓孩子們藉此認識朋友。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並於 12 月 20 日對外界舉行首次演奏會，內容以強調台灣鄉土民要為主。於台灣會館練習。 

 

紐約台灣會館合唱團 

台灣會館合唱團成立於 2004 年 10 月，主要目的是提供愛好音樂的台灣會館老人中心鄉親一個練唱的機會，

提倡正當的娛樂，讓鄉親在退休之後，用音樂來調適和美化生活，並以歌唱與其他族裔作文化的交流，合唱

團的團員年齡大部分都已六七十歲，有些團員從原來連五線譜都看不懂到現在能唱出美妙的歌聲，應該感謝

三位指揮，聲樂家林碧珠、名指揮陳炳衡博士和名聲樂家黃瑞鳳老師的義務教導，更耍感謝林雅玲老師的耐

心一遍又一遍的鋼琴伴奏，讓我們不斷的練習才能唱出如今的成績，目前團員的人數共有八十人，由於經常

有人出外旅行，有人需要照顧孫子、孫女，所以每次練唱的人數大約五十人，合唱團每星期二下午二到四時

在台灣會館練唱，練唱曲目包誇台、日、英、華、義、德、法等語言的歌曲，團員們向心力很強，練唱非常

認眞，短短幾年能有現在的水準眞正不容易，我們爲自己感到驕傲。 

合唱團於 2008 年 6 月 29 日、2009 年 6 月 7 日以及 2010 年 5 月 22 日曾三度與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於紐

約林肯中心聯合演出，受到觀眾的肯定與讚賞，2010 年 3 月 27 日曾與周興立博士，台灣商會聯合舉行”慈善

義演”，爲 Flushing Town Hall 募款，演出水準有口皆碑，也數次參加其他族裔節日的表演，歡迎對合唱有興趣

的同鄉來參加。 

 

紐約杏林男聲四重唱 

杏林男聲四重唱在 1991 年成立於紐約長島。開始由八位愛好古典音樂的醫學院校友組成，他們的親人擔任音

樂指導、 指揮及伴奏。杏林四重唱所喜愛的歌曲，選自懷舊的古典音樂、藝術歌曲及各國民謠。過去十年間

他們經常在同學會、醫學會、同鄕會、教會、婚禮或其他特殊場合演唱。1995 年曾受邀在紐約市林肯中心，

爲美華防癌協會主辦的籌款音樂會演唱。2001 年又受邀回台灣參與”陳文成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先在台北市

國家音樂廳演出，隨後參加島國之旅”於南投、新營、高雄演出。目前由黃瑞鳳指揮，蘇秋莉伴奏。 

黃瑞鳳，音樂教導兼指揮，是許登龍醫師夫人，出身台南音樂名家。師大音樂系高材生，專攻聲樂。目前在

極富盛名的”長島交響合唱團(Long Island Symphonic Chorus)擔任女高音。該團擁有團員八十名，有 40 年成立

歷史，曾到歐洲演出。她是該團極少數亞裔團員之一。 

蘇秋莉，鋼琴伴奏，楊士宏醫師夫人，自幼學鋼琴，是鄭吳淑蓮女士的高材生。曾擔任台大合唱團與杏林合

唱團伴奏。在美國她曾與 Formosa Youth Orchestra, St. Charles Festival Orchestra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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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亞細亞合唱團 

 

 

 

 

 

 

 

 

 

紐約音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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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仙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華府台灣青少年交響樂團 

No Information 

 

華府兒童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聖地牙哥臺灣中心長輩組合唱團 

長輩組合唱團就在 2002 年產生、成長，詳述如下。 

2002 年，許多長輩包括我，在跳舞完後，有時唱歌自娛，幸有自幼習鋼琴，臺大經濟系畢業的莊輝美可以伴

奏，唱些有名的臺灣歌及日本歌。在週末晚上，我及有些長輩們也參加了由蕭秋芳及林淑美所主持的卡垃Ｏ

Ｋ俱樂部，因此我們對跳舞、唱歌這正當的娛樂也發生極大的興趣。陳真美聞此就介紹了她教會內合唱團指

揮蔡滿霞，來當指揮，長輩會合唱團就如此產生。 最初我們在臺灣中心晚會上合唱了 “雨夜花” “望春風” “補

破網” 熟悉的臺灣民謠，也用臺語、日語、中文三種語言演唱了 “星夜的離別” “月光小夜曲” 等，原曲來自日

本的歌曲。後來程度進步了就男女二部合唱了 “愛拼才會善嬴” “Formosa 咱的夢” 等，不勝枚舉。 

2002 年 5 月中自幼喜愛聲樂，參加過新竹女中合唱團，臺大法律系，加卅大學音樂系 (聲樂)，聖地牙哥大學

法律系，剛名列前茅畢業的洪瑞真(Crystelle Hong)，聽到臺灣中心長輩組合唱團就也來參加。她給了我們極

大的協助及鼓勵。週末有些長輩包括我，到莊輝美或洪瑞真家中練唱，又有些華聖合唱團的同鄉參予。我們

總共二十多人、就組了可以四部合唱的 “快樂合唱團”。 於 2002 年 12 月 31 日在臺灣中心長輩組主辦的除夕

晚會，快樂合唱團，表演了 “臺北的天空” 及 “野玫瑰”。十二時正 Count down ，新年倒數那一刻大家舉杯共

賀新年快樂，同時也合唱了除夕的驪歌。2003 年臺灣中心母親節慶祝晚會中，也感人地合唱了 “遊子吟” “搖

囝仔歌” 及”三句歌”。可惜洪瑞真律師，因業務漸忙，無法定期練唱，快樂合唱團就不得不解散。 但是快樂

合唱團二十多位團員內，大多也是長輩會合唱團的團員。他們給長輩會合唱團奠定了往後突飛猛進的基礎。 

 

樂樂合唱團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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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團 Lintet 

爵士樂團是北澤西台美青年 Peter Lin 組成的五人樂團（Lintet）。 Peter Lin 在羅格斯大學修習長號

（trombone），於 2017 年取得爵士長號演奏碩士學位，他把台灣民謠編成爵士樂，到處演奏，現在已經出版

一張 CD。 

 

讚美之泉合唱團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成立於 1993 年，1995 年在美國加州正式成立 501(c)(3) 非營利機構。1997 年在台灣正式登

記為讚美之泉文化事業基金會。 讚美之泉自 1996 年出版第一本敬拜讚美原創【讓讚美飛揚】，承蒙許多人

的鼓勵與支持，製作有敬拜讚美專輯、青年敬拜專輯、兒童敬拜專輯、演奏曲精選系列、鋼琴演奏系列、實

況錄音錄影、敬拜影音系列。 共 46 張專輯。我們依靠著主的能力，巡迴腳蹤遍至美國、加拿大、歐洲、紐

西蘭、澳洲、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做主的見證。 

https://sop.org/ 

 

 

 

 

 

 

 

 

 

 

 

 

 

 

 

https://s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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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Organizations 

 

Bald Eagle Society 白首老鷹社 

B ald Eagl 演講,藉此平台增進鄉親對人文、歷史、藝術、科學、文化及其它生活方面的知識，來豐富鄉親的

人生，並提昇鄉親對生活和生命的熱愛。e Society 是 2014 年由一群在南加州對生命充滿熱情，志同道合的

人，希望建立一個平台,互相學習,因此於每個月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舉辦 

 

Cerritos Formosa Association 喜瑞都蓬萊長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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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Bay Taiwanese Americans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EBTACSC) 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

中心 

東灣臺美人社區服務中心 (EAST BAY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簡稱之

為  EBTACSC) 成立於 2002 年，為一非營利機構。目的是為居住在舊金山東灣的台灣移民和社區提供多樣性

的服務。 

 

Evergreen Class 長青教室 by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Laguna 

Hills, CA 

Irvine 台灣長老教會(ITPC)主辨的長青教室是一種社區服務性質, 免費提供 Laguna Woods Village 及鄰近的台

美人學習研討,知識交換 及交朋會友的機會. 

南加州由于天氣溫和近年搬來此地定居的退休台美人急速增加.  ITPC 為了服務這群銀髮族, 於三年前在 

Laguna Woods Village 退休村附近的 Geneva Church 設立長青教室.  除了寒暑假每週開課一堂, 定在星期三由上

午 10 至 12 點兩小時. 中間有休息及最後的問答時間.  課程範圍包羅萬象有健康醫藥, 人文科技, 宗教信仰, 生

活藝術, 故鄉台灣, 旅遊觀光等有趣講題. 講員大部份是邀請就近的專業人員有醫生, 教授, 學者等等, 用台灣母

語與大家分享各人的專長及研究心得. 從 2009 年 9 月起到現在共開 200 課. 目前每次出席人數將近百人. 

 

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 by Evangelical 

Formosa Church of Irvine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長春

大學 (ESU) 

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 is an outreach program of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Irvine (EFCI-ESU) which 

was established to serve primarily the senior community in the Irvine area; to help them live a happy, healthy and well 

balanced life; and to introduce them to the faith of eternal life in Jesus Christ. This program is also open to the 

community friends of all ages, and the classes are conducted in Taiwa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4, this program has enrolled and been participated by more than 250 people. ESU offers classes in three 

trimesters each year.  The classes meet every Tuesday from 10:00 AM to 2:00 PM at EFCI located at 17422 

Armstrong Ave, Irvine, CA 92614. 

愛恩長春大學(Evergreen Senior University)是愛恩台福基督教會所設立的外展事工，成立緣起是為服務爾灣地

區的年長者，提供他們健康快樂生活，活到老學到老的機會，並期待將基督信仰永生的盼望帶給他們。對象

為 50 歲以上者或<英英美代子>的社區朋友，語言以台語為主，視需要偶而參雜華語與英文。從 2014 年成

立，至今已進入第三年，招生先後總計近 250 人。每年開課三季(1-3 月，4-6 月，7-9 月) ，上課地點在愛恩台

福基督教會，地址為 17422 Armstrong Ave., Irvine, CA 92614，上課時間為每週二上午 10 am -12 pm。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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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 Tâi-gí白話字、英文、日文會話、西班牙文、攝影、iPad、電腦、音樂、音樂賞欣、鋼琴演奏、健康

操、排舞、讚美操、美食烹飪、花道、繪畫素描等課程。 

http://efci.org/esu/ 

 

Formosa Senior Association 美國南加州蓬萊長青

會 

南加州蓬萊長青會，目前會員已達千餘人，平日除向當地政府爭取長輩權益外，也舉辦多樣化活動讓耆老的

退休生活更加多采多姿。為年長鄉親舉辦各式活動，充分展現敬老尊賢及孝道的文化精神。 

 

Golden Eagle Institute 金鷹學院 

金鷹學院成立於 1991 年。在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第三任會長廖上池長老的全力推動下，由台灣教會

聯誼會牧師、台灣人北美教授學會教授、北美台灣人醫師公會醫師、長輩會理事，成立金鷹學院董事會，由

謝敏川牧師擔任首任董事長，北美台灣教授協會紐約分會會長及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系系主任李

清澤教授擔任首任院長，蔡嵩陽長老為副院長，黃裕源先生為總幹事。 

學院的宗旨為「以基督愛人之心，提供文化、藝術課程，鼓勵進修研究，協助貢獻智慧，造就身、心、靈健

全的地球村公民」，招生對象為五十歳以上具備漢文基本閲讀能力者，男女兼收。 

 

Hous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 休士頓

台灣長春會 

長春會成立於 1981 年 4 月 1 日，由來自台灣各地不同背景的退休人員組成。至今年已屆滿 34 年。經過歷任

會長、理事及全體會員的努力經營，目前會員已有 300 餘人。大多數的會員子弟也是台灣同鄉會會員。這個

旅居休士頓台灣僑民的「長輩」組織，為接納更多同鄉參與活動，增進中、晚年生活領域，已於 2003 年 12 

月修訂將會員入會資格訂為 55 歲（原先 60 歲）。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休士    

頓台灣松年學院 

休士頓松年學院為特為高齡者提供「活到老，學到老」的優良學習場所和機會，並為德

州政府立案非營利教育機構，因此捐款可獲減稅。 

  

http://efci.org/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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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信念和宗旨是透過「活與學」的融合追求豐盛的生命。上課採用選課制度，課程包括益智的、興趣的

及實用的類別。 

  

啟發性多語(普通話、台語、英語等) 教學。一學年兩學期制，每星期一、二、三、四上課，師資優良。 

https://www.htisc.org/ 

 

Houston Taiwanese Golden Club 休士頓台灣清閒

俱樂部 

本會為非營利、非政治、非宗教性的自主團體，一切活動本著「取之於會員，用之於會員」的原 

則，以造福會員，增進會員聯誼為目的。於 1998 年 12 月 12 日成立。 

 

Living Well Club of New Jersey 紐澤西州 ”生活充

實俱樂部”  

Living Well Club is an association with an interest in promot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ood-fellowship among 

Taiwanese Americans in New Jersey. The current plan of the Living Well Club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and a 

centrally located, easily accessed plac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in New Jersey to get together once a week and 

participate in varieties of activitie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learning, playing, shar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volunteering in services participants can enrich lives by staying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ctive as well 

as being happier and healthier. The envision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are most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uch as sharing life experiences, chatting and discussing what’s happening this week 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playing games like bridge, chess, movies seeing, videos watching, karaoke singing, arts and crafts, 

physical exercises activities like Tai-Chi, Ping-Pong, as well as occas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lasses and 

seminars as well as field trip like museum or garden visit, etc. However,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each participant 

will be valued and considered as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is measured by the participation and enjoyment of each 

participant. 

The Living Well Club meets weekly on Wednesday from 10am to 3pm at Taiwanese 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TAFPC) building at 100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1. A simple 

lunch will be provided through cost sharing. 

 

紐澤西州”生活充實俱樂部” (以下簡稱為”本俱樂部” )是基於為促進紐澤西州臺美人, 能經由社交互動及交誼的

中間使生活更充實所成立的新組織. 

”本俱樂部”目前的計劃是為大家提供一處適中而方便的地點, 給願意參與者每週有一次相聚並參加各種活動的

機會. 希望每位參與者都能藉由這些活動, 從學習, 遊樂, 分享, 社交, 和自願參與及服務的中間, 讓自已的身心更

健康更快樂,  而使生活更充實. 

目前這些擬想的活動大都是屬于娛樂性, 教育性, 文化性, 社交性和精神性方面的: 譬如生活點滴的分享, 暢談闊

論天下事, 打橋牌, 下棋, 唱歌 ( Karaoke), 欣賞電影或視頻, 藝術或手藝, 各種健身活動 (太極拳或桌球). 也會不

定時的安排文化或教育性的課或專題演講. 如果有需求, 也可安排各種郊遊, 如參觀博物館或花園等. 

最重要的是: 因為各種節目或活動不論準備得多完美, 其最後的成敗都決定在參加者是否能真正享受到他/她所

想要的. 所以每位參與者的興趣和需要都會被慎重考慮的. 也因此非常歡迎並希望所有有意參與者儘量來參加

首次集會並提供您們的寶貴意見. 

集會時間和地點如下: 

時間: 星期三. 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https://www.hti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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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臺美長老教會 

Taiwanese 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TAFPC) 

100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1 

午餐: 備有簡單午餐共饗 (Cost Sharing) 

 

LKGT 「老康健」 

LKGT is a group of seniors near by who have the same hobby, such as Taiwan politics, travel and etc.. 
This group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Stanly Sun’s couple is one of the initiators. 
We have a regular gathering every Monday noon to three either indoor or outdoor pending on the weather. The 
attendees are flexible. Normally we do have more than twenty persons attend. 
Most of the members in this group are PhDs in different field, Every other month we do have a speech by the 
member at Taiwanese church in San Leandro Ca.. Sometimes we have invited the pastor to give us a speech as well. 
This group consists of twenty families, and, of course, welcome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LKGT is not officially registered.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aiwanese associations. We don’t have president, 
however, every year we will select one of the members who is operating the group activities. 

 

Pine Green Institutes 松青學院 (北澤西) 

No Information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Seattle 大

西雅圖台灣同鄉松年會 

No Information 

 

Seni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北加州台灣長輩會  

北加州臺灣長輩會於 1981 年成立，本會會員以來自台灣的長輩為主，會員由當初 的

十幾人擴充至現在的五百多人，區域遍及 Sacramento、San Francisco、Tracy、

Concord、Livermore、 Danville…。 

北加州臺灣長輩會是灣區目前節慶活動最多、會員人數最大的社團。長輩會以服務 退

休耆老，提供身、心、靈的健康活動，一起歡樂過晚年為宗旨。每年於：年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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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母親節、父親節及重陽節定期舉行大型活動；此外還有懇親會、太極拳、卡拉 OK、登山、一日遊。同

時配合其他社團的活動，參加二二八音樂會、協辦文化節義賣蘭花、出席國慶日及聖荷西退伍軍人節遊行。

與台灣各社團溝通感情，融入美國社會，為臺灣打出知名度。 

我們定期發行月刊，編印年錄、出版長輩的生活智慧及養生保健專輯，提供精神糧食，藉此分享寶貴經驗，

促進健康，讓每位會員擁有高度的幸福。 

我們關懷老人，以尊敬長輩，服務長輩為榮。並以提供一個溫馨快樂的銀髮族樂園為期許。歡迎鄕親老友加

人我們的團隊。 

長輩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服務社團，經費主要靠會員會費及各界贊助。 

http://www.stanc.org/wp3p8/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TASS)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大華府台美人長樂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TASS) of Greater Washington DC areas was officially found on April 28, 

2007. The societ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are 55 of age or over. TASS offers many activities 

to serve its members: providing useful and practical daily living information, promoting healthy and happy life style, 

encourag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hobbies, maintaining good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opefully 

preventing or delaying the onset of dementia in the later life. The membership has grown fast initially and steadily, 

and reaches 214 members at the present time. 

Since June 4, 2007 TASS has been offering its programs on every Monday or Tuesday from 10:30 AM to 2:30PM,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Taiwan Culture Center (TCC) in Rockville, Marylan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Wheaton, Maryland, an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Derwood, Maryland. Starting September 2007, TASS has 

conducted one Saturday program for each month to accommodate those members who are not yet retired. In 

December 2008, Entertainment for life enrichment as well as games or exercises was added on the third Thursday of 

each month. 

The programs cover four major categories: learning, health and fitness, leisure and travel, and lectures/seminars on 

information regarding medicine, technology or life. The morning program is mainly lecture/seminar on one of the 

focused topics and the afternoon program is more relaxed and fun, such as Taiwanese songs singing, line dance, 

movies, games, and life experience sharing etc. 

四，五十年前台灣的青年人受到政治，經濟和學術環境的壓力，大批人不顧一切湧入這美麗的國度，為的是

一個美好的願景。大部份的人都流過大量的汗水， 經常熬夜，費盡心思，勞其筋骨而創造了一番亮麗的生

涯。這些人事業已達顛峰，兒孫也已成群，開始考慮下一程的人生旅途。很多人都有同感，退休以後能做什 

麼？ 在這個科枝日新月異的時代，不繼續跟進，就會落伍，社交場合就不知所云。靠子孫解決生活起居，巳

不是現代人的思想。那麼怎樣才能過着儘量不為老人症候所困 的快樂且滿足的生活？ 

在華府地區，他們考慮當地環境，人才資源，成立了一個新的社團，針對台美人 55 歲以上希望過著積極，健

康，快樂，有趣的生活以及結交新友，保持社會 人際闗係而設立的。二零零七年四月廾八曰創會時有 72 人

參加，選出十三位理事，產生了一位會長。理事們分工合作，努力編製節目，本著創會宗旨 “學習新知，健

身，養心和永續青春＂的信念。TASS 開始提供每週一次的活動，其項目包羅萬象，有科技，學術，醫學演

講，生活經驗的傳授，手藝學習，經濟理財，法律常識，休閒與健身以及參觀旅遊等等。 

 

 

Taiwanese Evergreen Academy 矽谷迦南長青學院 

北加州臺灣長青學院於 2002 年 2 月於福立蒙市(Fremont)成立，是一聯邦及州政府登記有案之非營利教育機

構。學院成立宗旨在為旅居灣區的臺灣鄉親、長輩提供一個可透過學習、交友、育樂、操練等活動，達到身

心靈健康，營造快樂退休生活的好去處。 

http://www.stanc.org/wp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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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半島、南灣臺灣鄉親長輩的需要與來往交通的方便，特於 2006 年 6 月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成立北加

州臺灣長青學院山景城校區。2009 年 2 月遷移至聖荷西，更名為「迦南校區」，新址：4405 Fortran Ct. San 

Jose，提供學員更寬敞、舒適的學習環境。 
學院除了安排實用英語、保健醫學、社會新知、認識人生及生活藝術等課程外，另有慶生會、卡拉 OK、健

身操、烹飪、攝影、電腦、手工藝和音樂欣賞；期中有休閒、輕鬆的旅遊活動；期末舉行結業禮與頒獎。 
課程與活動內容將配合實際需要，機動性調整，力求豐富、充實，動、靜兼備。期盼能夠不斷地成長與改

進，以達服務鄉親之目的。 
長青學院可幫助長輩學習、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培養或分享共同的興趣和嗜好，實在是長輩追求新知、廣

交朋友、欣賞人生燦爛晚霞的好所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gjinlong/evergreen 

 

Taiwanese Senior Citizen Center 紐約台灣老人聯

合會 

分別具有十六﹑十五及十年歷史的大紐約地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長春會和松柏會為響應陳水扁政府團結

和諧共同創未來之呼籲﹐首度攜手合作共同舉辦 2003 年「台灣老人慶祝春節餐舞會活動」。一月十四日上午

三會會長張俊雄﹑何錦華﹑陳英隆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記者會﹐說明相關活動細節及三會整合計

劃。 

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會長張俊雄表示﹐紐約法拉盛地區的台灣老人有數百人之多﹐但由于他們分散在長輩

會﹑長春會和松柏會等會﹐每週只能自付會費參加一次聚會。而不能享受美國政府(老人局)提供給退休老人

的每日營養午餐﹑醫療護理﹑活動中心等多種福利計劃。因此﹐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吳主任和孫副主任的提

議下﹐三會會長決議解散現有之三會﹐合併為一會﹐對外統稱為「大紐約地區台灣老人聯合會」(Taiwanese 

Senior Citizen Center) 。 

老人中心: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目前約有會員五百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體能健康活動、才藝與休閒課程、社會

福利介紹、以及健康講座等。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的會員也成立合唱團、台灣歌仔戲以及舞蹈團隊，經常於社

區中演出。 

http://nytaiwancenter.us/ 

 

Taiwanese-America Senio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ASA)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1978 賴占鱉等數十名發起籌組「台灣老人會」。 

1979 5 月 5 日成立「南加州台灣 老人會」，借用洛杉磯福音教會為會址，會員約

100 名，選出第一任會長陳夢蘭先生。 

                                            http://tasala.u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gjinlong/evergreen
http://nytaiwancenter.us/
http://tasa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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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American Irvine’s Eagle Brotherhood 

Group 台美人－Irvine 老鷹兄弟姐妹會 

Founded on August 08, 2012 in Irvine, and hold Lunch & Forum Luncheon the second Friday of each month, also 

issued the monthly newsletter of members activities, and provided the enlightening thoughts and words. The main 

theme of Eagle Brotherhood is promoted the lasting bond of fraternity relations, so that the aged persons will lift up 

spirit and mind forever. 

 

TASS-EB 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 

東灣台美人長樂會（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 – East Bay, 簡稱 TASS-EB） 於 2014 年 10 月在東灣

Walnut Creek 成立， 它是一個非盈利、非正式、採會員制的私人團體.。成立至今已逾三年。長樂會相當受到

會員及同鄉們的歡迎及支持。 這三年來有不少台灣同鄉由外州搬到東灣，並陸續參加本會活動， 再加上從

2018 年開始，TASS-EB 的理事會的組織要進行改進及訂定輪換制度， 因此我們覺得有需要在此重新介紹 

TASS-EB 成立的宗旨、組織和活動。 

願景：本會針對東灣五十歲以上鄉親服務， 期待他們能過著積極、 健康、快樂、有趣的生活。 

宗旨：每個人參與本會分享經驗，期盼本會能成為學習新知， 健身，養心，理財，及永續青春的台美人大家

庭。 更重要的是在此大家庭內，大家能互相扶持、互相幫助、 希望能共同砌磋以解決長輩面臨的問題。 

組織：2018 年開始 原則上由 7 位理事組成理事會 . 這新的七位理事包括會長 、副會長、 節目總召、 財務、

及其他三至四位理事。 

理事由全體會員於年終選出，任期為兩年。七位理事中三位（ 或四位）須連任第二年，其他四位（或三位）

是新選出理事。卸任理事，一年後可以再被選為理事。 

會長及副會長由現任理事選出。如有特別情況， 現任七位理事沒有適當會長人選， 理事會可推薦並指定任何

適當 TASS 會員當會長。在此特別情形， 理事會就有八位理事。 

會長及副會長任期原則上是一年，如果全體理事一致同意， 他可連任一年。 

節目總召（Program Director) 由會長推擧一位理事擔任. 不過所有理事都有責任推薦節目，請總召負責統籌安

排及連絡。 

財務（Treasurer) 由會長推擧一位理事. 任期一至二年。 

活動地點及時間： Walnut Creek 東灣台灣基督教會  (1755 Sunnyvale Ave., Walnut Creek, Ca94597) 

每月聚會四次，原則上在第一週到第四週的星期二，早上 10 點到下午 3 點。如有特殊情形，也可改在星期六

或星期日舉行（需事先徵求教會同意) 。 

會費：會員需繳交會費，會費每人每年 $30。會費用於捐献東灣台灣教會（每月$400）及其他活動費用。一

年的預算大約 $5,000 左右。 會費以外，我們非常歡迎捐款。會費及捐款的支票 pay to the order of “TASS–EB”, 

然後交給 Treasurer。 

節目：節目多元、活潑、廣泛、學習新知。 

節目包括兩類別： 

一般性或專題演講, 每個月第一及第三星期二上午擧辧，下午有乒乓, 橋牌, 麻將等活動. 由節目總召統籌安

排、連絡、通知。 

b)特別興趣節目〈Special Interest Group – SIG), 目前 SIG 有 9 組– 電腦及 iPhone 應用、投資分享、麻將、橋

牌、乒乓、古典音樂欣賞、插花、寫作、及圍棋。每個月第二及第四星期二舉辦。 

第二星期二上午舉辦 電腦及 smart phone 應用、下午投資分享、 

第四星期二則舉辦 插花, 隨唱 sing along,  排舞 Line dance, 古典音樂欣賞, 風箏製造等. 

其他 SIG 如寫作及圍棋等組則由該組聯絡人不定期召集會員討論。 

每個 SIG group 設有連絡人(Coordinator) 及副連絡人（Assistant Coordinator), 負責安排節目及通知 SIG 會員，

同時知會節目總召（Program Director) 。 

Newsletters： 定期〈每月底〉Program Director 及個別 SIG Coordinator 要預告下個月的節目、並適時發出 

Reminders。 

https://maps.google.com/?q=1755+Sunnyvale+Ave.,+Walnut+Creek,+Ca%25C2%25A0+%25C2%25A094597&entry=gmail&source=g
https://maps.google.com/?q=1755+Sunnyvale+Ave.,+Walnut+Creek,+Ca%25C2%25A0+%25C2%25A094597&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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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 

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之由來 

一、北美洲台灣敎會歷史簡介： 

遠在 1970 年代之初期，承襲 1960 年代台灣來之留學潮，北美洲各大城市由台灣來的基督徒也開始聚會組成

台語查經班與台語教會。 

1971 年北美洲只有六間台語教會，分佈在紐約、洛杉機、芝加哥與多倫多四大城市。 

1990 年在北美洲已有 100 多間的台灣人教會，分屬於全國各大教派及獨立教團。 

1991 年台灣地區之外，約有 140 多間的台語教會，毎禮拜日在全世界各大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中美

洲、澳洲等）聚會崇拜，主的福音已漸漸的在海外廣爲傳播矣！ 

二、基督敎長輩會 1970 年代活動簡介： 

隨著台語教會的成立，基督徒長輩會也在教會内廣爲設立，1970 年代初期，大紐約區的紐約台灣基督教會與

恩惠教會本身已有長輩會的存在。長輩之間常通過一些互訪郊遊、查經而定期的活動。這其中黃吳來好姨、

黃主義 牧師及牧師娘、陳阿招姨、張黃冬霞姨、鄭德和長老、黃文嘉長老、黃文欽教授、歐陽英先生、陳東

慶先生、陳何玉娟姨等等都是長輩會的常客，如今鄭德和長老已是 94 高齡的老會員了，他一向健康開朗，仍

常參加我們長輩會的活動。 

台灣人基督徒聯合長輩會的首任會長黃文嘉先生當年在這些眞正長輩的眼中，也不過是四十多歲的少年郎，

如今六十出頭的他，以他的聰敏、智慧及豐富的經驗，繼續帶領長輩會往前開展，往前邁進。 

1976 年的春天，在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的鄭學仁牧師的帶領下，紐約台灣基督教會與恩惠教會舉辦了第一次的

長輩會聯合郊外禮拜並舉行郊遊，有六十多位的阿公阿媽到紐約上州的熊山遊山玩水，大家盡興而返，渡過

一個很有意義的聯合活動。 

1970 年代之中期，黃武東牧師來紐約恩會教會牧會，更將長輩會的活動推入高潮，常有紐澤西或遠至上州及

賓州的長輩遠道來參加活動。禮拜日的聚會成爲大杻約地區年長者的一個盼望。 

三、1980 年代長辈會之成長期與成立： 

進入八十年代後，大量台灣移民湧入紐約，台語教會間也因各自崇拜、靈修活動之增加，需要更加強互相間

之聯繫，於 81 年初商議成立大紐約區台語教會聯誼會。 

爲了 

(1)促進長輩之間互相關懷，彼此相愛，在主裡交誼連繫。 

(2)舉辦聯合性的聚會提高會員心靈生活，協助教會的增長。 

(3)幫助長輩争取社會福利。 

由十二間台語教會所組成的聯誼會，自 1986 年起即多次於會議中討論成立一個大紐約區基督徒聯合長輩會，

並設立一個由彭良治、許錦銘、許志靖三位先生爲主體的籌備小組，經過多次的討論、硏究、聯繫，於 1987

年聯合聖誕節聯合禮拜中，宣佈成立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 

四、長輩會之組織與活動： 

1988 年二月二十二日於錫安教會舉辦長輩感恩禮拜，當日出席人數超過 140 多人，台語教會的牧師、長執大

多臨會，紐澤西教會由許錦銘牧師帶領下有約 30 位的長輩組團來參加，場面十分溫馨感人。 

1988 年七月十日於錫安教會再次舉行了盛大台灣人基督徒長輩聯合禮拜，禮拜後到台灣會館享用由亞細亞銀

行所備辦豐盛的晚餐，出席人數起過 200 多人，由許錦銘牧師主持，李信彰牧師、張惟道牧師、王成章牧

師、林宗生牧師、高文宗牧師、高耀民牧師帶領讀經，証道及祝禱下，完成隆重的聯合禮拜，會中同時產生

第一屆理事名單如下：黃文嘉、黃申生、李信彰、鄭素素、林茂盛、許嘉代、歐陽英、吳淑慧、謝多加、高

雅美、林建中、陳張香、李十記、陳龍圖等 14 位，同時並推舉了黃文嘉爲第一屆聯合長輩會理事長、副理事

長分別爲：黃中生、李信彰；常務理事：楊素素、許嘉代；書記：吳淑慧；財務：林茂盛；總務：李十記。

並成立四個工作委員會及秘書處，同時聘請黃裕源兄擔任執行秘書，協助長輩會一切活動之計劃及執行。 

討論多年的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終於開始邁出腳歩，有計劃地向著服務大紐約區的長輩而前進。 

摘自 大紐約區台灣人基督徒長輩會 分享黃金年畫 1991 年美東夏令會長輩關懷事工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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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台灣同鄉會長青會 

No Information 

 

芝加哥長輩會 

No Information 

 

金桔會 by 柑縣台灣同鄉會 OCTA 

成立”哈哈哈!CLUB”於 2015/11/21 

 

美國加州喜瑞都市松柏會 

No Information 

 

夏威夷台灣同鄉會長青會 

1998 年成立至今，長期以熱忱富務鄉親，故深受會員們的喜愛與大力支持。 

 

紐約台灣會館老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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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中心: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目前約有會員五百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體能健康活動、午嚏 B 才藝與休閒課

程、社會福利介紹、以及健康講座等。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的會員也成立合唱團、台灣歌仔戲以及舞蹈團隊，

經常於社區中演出。 

http://www.nytaiwancenter.us/about 

http://www.nytaiwancenter.u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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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澤西長春學院 

 

 

聖地牙哥台灣長青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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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y Organizations 

 

AJ WANG FOUNDATION – SCHOLARSHIP 

FUND 

The AJ Wang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a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November, 2008 to provide funding to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pursue programs to support students.   

The Foundation is led by a couple who immigrated to the U. S. to 

pursue the “American Dream.” It is through hard work and their will to overcome financial obstacles that they have 

become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s their life-long goal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ies that supported them to realize their dreams, they established 

this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ose with the greatest need.  The Foundation is currently supported and staffed by 

volunteers. 

The Scholarship Fund, a component of the AJ Wang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The Scholarship Fund also receives donations from others  wishing to participate in “giving back”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foun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ttp://ajwangfoundation.org/ 

American Taiwanese Foundation of Colorado 科州

台灣基金會 

 

 

 

 

 

 

 

http://ajwang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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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民主亞洲基金會(美國

紐約) 

民主亞洲基金會以關懷亞洲民主化特別是中國民主化為宗旨，利用現代網際網路和電子郵件為媒介，在經營

「民主論壇」網刊和「民主通訊」電子報的過程中，建立起遍佈全球之關懷中國民主化與人權問題人士的人

際網絡，讀者、作者深入中國大陸，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經驗與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經驗交流的窗口。 

 

Asian Senior Concerns Foundation 亞裔銀髮族關

懷基金會(西雅圖) 

亞裔銀髮族關懷基金會,成立於 2001 年,由來自台灣的醫師、 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及學者專家們共同籌組的

非營利事業團體。 

基金會本著服務人群的宗旨,結合政府及民間社團的力量,為將退休 或已退休的銀髮族規劃,使他們能享有一個

安心、自在、健康、快樂的晚年。 

本基金會之成員們,都是以奉獻之心,在繁忙工作之餘,竭誠地 為大家研究及提供資訊,以求能讓我們亞裔銀髮族

能保住適度之老本、 安排適合之老窩、維持穩健之老身、享受無憂之老心。 

http://www.ascf-seattle.org/ 

 

Bliss & Wisdom Foundation of North America 北

美福智基金會 

福智團體涵蓋福智鳳山寺僧團、福智佛教事業、福智文教事業、慈心事業、善法行業等，在創辦人日常老和

尚的慈心、悲心攝持下開展；老和尚帶領著福智僧俗二眾弟子精嚴地修學宗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實

踐佛法，投入以心靈為主、物質為輔的生命教育與人才培育。雖然過程中曾遭遇重重困難，但老和尚總以

「常敗將軍」自勉，絕不放棄。日常老和尚的一生「光顯悲智聖教，明現仁禮德風」，2004 年圓寂之後，弟

子們秉承老和尚的志業，為共創健康和樂的世界、一切生命都得到真實安樂而努力！ 

http://www.us.blisswisdom.org/ 

 

DFW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達

福台美人傳統文化基金會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TAHF) has been sponsoring the Taiwan Exhibit at Mayfest since 2003.  

This has become an annual event during which local communities can get a glimps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culture 

& heritage through displays, games, demonstrations and brochures. 
http://tahf.taadfw.org/ 

http://www.ascf-seattle.org/
http://www.us.blisswisdom.org/
http://tahf.taadf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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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ang-Lu Wang Memorial Foundation 王康陸

博士紀念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Dr. Ya-Yen Lee Memorial Foundation 李雅彥醫師

紀念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 互助教

育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Elite Music Foundation 以立音樂基金會 

Our mission is to use music educ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sic appreciation as a bridge to hold up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e 

基金會成立的一個宗旨就是「走出自已的社區」 

https://www.facebook.com/Elite-Music-Foundation-618713814922654/ 

 

Envision Life Foundation (愛兒福基金會) 

Eightfold Lotus Foundation (ELF) i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cus on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families living in the remote areas. 

https://www.facebook.com/elfint/ 

https://www.facebook.com/Elite-Music-Foundation-618713814922654/
https://www.facebook.com/elf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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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Foundation 福爾摩沙基金會 

The Formosa Found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 of Taiwan. It is our commitment to foste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rough sustained educational and advocacy efforts. Our Foundation, a 501(c)3 non-profit 

entity based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promotes and supports the Taiwanese people’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keeping with our belief that all people have a fundamental right to be free. 

Since our founding in 2001, we have set ou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alogues, ideas, informed attitudes 

and policy options which will better safeguard the vital interes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The Formosa 

Foundation supports peace, freedom and vibrant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that are the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stability in East Asia. 

The Foundation views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s as harmful to U.S. interests and considers the U. S.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owards defending Taiwan 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such tensions. The U.S.’s continued 

embrace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at the expense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nly serves to further 

embolden China in its claim over Taiwan and further justify its military build-up. 

Our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both the U.S. and Taiwan could not be clearer given the aftermath of 

post-911. Whil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war in Iraq diverts U.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China’s influence 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ly grows dramatically. It is even more imperative for the U.S. to support, recognize, and 

leverage old friends like Taiwan, which shares the same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value system and can help 

counterbalance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region. 

Taiwan is a true friend, a shining exampl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an economic partner that the U.S. 

cannot afford to lose. That is why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which actually increases the strategic threat of China 

against Taiwan,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S. 

 

George H. Kerr Memorial Foundation 美國柯喬治

紀念基金會 

http://selfhelpacuhematite.com/ 

https://www.facebook.com/George-H-Kerr-Memorial-Foundation-Acu-Hematite-Foundation-1611647702440026/ 

 

Global Education Fund 美國環球教育基金會 

美國環球教育基會(Global Education Fund)成立 1999 年四月。 

 基金會設網站為 www.global-education-fund.org 其目 的如下： 

設置學術補助金以鼓勵學者研究和發展為 促進環球和平的教育活動 

推廣為促進環球和平的教育活動 

設置學術生補助金以鼓勵學者研究國際衝突 的原因及和平解決方法 

設置獎學金和學術指導協助以鼓勵和幫助 國際留學生 

推廣以增進人民互相瞭解為目的環球教育 旅行活動 

設立和支持一環球研究學院專門研究環球 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整合期望環球對此有同樣認識而願意共同努

力的人或機構都能 

加入此行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為將來的環球和 平而努力。 

這是一龐大的任務和工作。本基金會人力和資金有限。 

http://selfhelpacuhematite.com/
https://www.facebook.com/George-H-Kerr-Memorial-Foundation-Acu-Hematite-Foundation-1611647702440026/
http://www.global-education-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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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Foundation 客家基金會 

Hakka Foundation i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Hakka Spirit. The objectives of Hakka Foundation are to maintain Hakka 

Heritage,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self-improvement, self-sufficiency and independenc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brotherly love, and to unite with nature in harmony. In peace, therefore, all beings have better lives together. 

設立客家基金會為提倡客家精神,維護客家傳統,提昇自我 

學習, 獨立自給自足,提昇生活品質.並以同胞愛服務社區,  

和諧融入大自然. 讓所有生命和平相處 生生不息. 

http://www.hakkafoundation.org/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台美小姐選

拔基金會 

The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MTA) Pageant (台美小姐選拔 ) is an annual competition 

held by the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基金會) 

to find and encourag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for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Mission of the program is to: 

Showcase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in a high quality production that will 

represent their culture,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Select intelligent young women as Taiwanese American ambassadors to serve and represent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candidates spend 5 weeks during the summer in training leading up to the pageant night where they learn 

techniques on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affairs surroundi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se skills are then applied towards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ttp://www.misstaiwaneseamericanpageant.org/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oundation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基金會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自 1984 年在 Cleveland, Ohio 成立以來已邁向 33 年里程碑。為了讓 NATMA

的財務健全，於`1995 年向美國 IRS 立案成立 105(3C)的非營利性 NATMA 基金會。捐款依法律所允許範圍內

可以抵稅。 

NATMA 基金會工作的方針在於增進醫學的科學與藝術，促進國際醫療與文化的交流，鼓勵會員參與與國際

醫療工作。 

這期間設立： 

Dr. C. Y. Lee Young Physician Lectureship 李鎮源青年醫師講座。 

紐約設立 I-Yang Lin M.D. Memorial Lectureship 林一洋紀念講座，及國際醫療義診基金。 

Hawaii 有 Hepatitis Foundation 肝炎治療基金。 

http://www.hakkafoundation.org/
http://www.misstaiwaneseamericanpagea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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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St. Louise 分會設立 Chuan Lyu Fund 醫學人文藝術川流基金。 

NATMA 基金會南加分會成立於 2010 年。這是在我擔任 2006 及 2007 年 NATMA 總會會長,2008 及 2009 年

NATMA 基金會總會董事長後，深思熟慮下所創設的。南加分會在全美 13 個分會中可說是會員最多的一支，

人多好辦事，基金會南加分會共有 20 位理事，承諾每人每年捐款 500 元美金以上。有了固定的經費來源，才

得以進行各項工作。 

Sou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現在主要功能： 

贊助國際醫療義診，這期間到過中南美洲的國家 Panama、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多明尼加、貝里斯，甚至到

緬甸義診。每年五月在南加州的台美人傳統週，在台灣會館醫學講座，C.P.R.及牙科義診。NATAMA 義診團

2016 年 12 月又到緬甸，2017 年 3 月也再度至瓜地馬拉。 

NATMA Scholar ship，自從 2008 年開始名額 3-5 位，獎金$1,000~$2,000。希望提供機會給第二代台美人醫師

認識 NATMA，參與 NATMA 各項活動。 

每年幫助其他醫學或與人道有關的慈善團體，及 2G 的 young Taiwanese Organiza tions，如 ITASA, TACL, 

TAO 還有 Kaya Children International，Amos Health & Hope, 太平洋時報，萬佛城義診等。2011 年羅東聖母醫

院老人院興建捐款$105,000.00。2016 年 2 月台南賑災的捐款$24,380.00。2016 年 10 月的的「擁抱生命擁抱

愛」的慈善捐款補助在台南籌建一間「伯利恆早療暨融合教育中心」的捐款$17,100.00。還有今年 2017 年 9

月的美國 Houston 賑災捐款$8,000.00 都是有意義的善舉。 

Daniel C. Hsu 許正雄醫師 

NATMA Foundation 南加分會董事長 

https://www.natma.org/natma-foundation 

 

Paramitas Foundation 

Paramitas Foundation was founded by Winston Chen in 1992.  The Foundation has the mission to support universities, 

environment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organizations.  Since 1992 Paramitas Foundation has set up numerous 

scholarships and research project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Santa Clara Universit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ermont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The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memory of Chen Wen-Chen, a man who loved his 

native homeland, Taiwan. At the end of a six week visit to his native homeland,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and on-year-

old son, Chen Wen-Chen was held for extensive questioning by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in regard to his statements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ruling Taiwan. He never returned home that night and was found dead the next day, 

July 3, 1981. The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was founded, soon afterwards, in order to promote soci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justice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http://www.cwcmf.org/ 

 

https://www.natma.org/natma-foundation
http://www.cwc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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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amento Taiwanese Culture Foundation 美國加

州首府沙加緬度台灣文化基金會 

Sacramento Taiwanese Cultur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ssions: 
1. To sponsor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cultures 

through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and lectures. 
2. To organize field trips and overseas travels pertaining to the specific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cultures. 
3. To award scholarships to Taiwanese American youths who demonstrate a commitment 

through service to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nd broader communities. 
4. To support through grants those who study and publish materials related to Taiwanese cultures. 
5. To promote Taiw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iwanese language 

school, summer camps, overseas studying tours. 
6. To establish a Taiwanese Cultural Resources Center, which strives to collect documents, books, magazine 

articles, and video tapes. that is pertinent to the study and preserv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s. 
7. To solicit support from both local and regional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for the sponsoring of cultural 

events. 
http://stcfoundation.org/index.php 

 

San Gabriel Taiwanese Lions Club 美國台灣人獅

子會 

於 1993 年 10 月 21 日正式成立 

國際獅子會是一個非常健全而且很組織化的國際性組織，很多地方値得會員們學習。其

組織大致如下：每三個以上的獅子會，以 地段分別劃入 ZONE A 或 ZONE B 或 ZONE 

C，每個 ZONE 設有 ZONE CHAIRMAN ;再由此三個 ZONE 構成一個 REGION，我們的

區域目前有 BAY，CENTRAL，FOOTHILL 及 HILLSIDE 等 4 個 REGION ， 每個 

REGION 設有 REGION CHAIRMAN ; 由上面四個 REGION 構成一個 DISTRICT，它設有 

DISTRICT GOVERNOR(總監）；在此之上有 MULTIPLE DISTRICT(簡稱 M.D.)，加州

及内華達州兩州即屬 MD4。本會是屬於 ZONE A，FOOTHILL REGION，DISTRICT 4-L2，MD4。全世界設

有一個總會，全名叫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或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本部設在 OAKBROOK，IUIN0IS，總會設有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及 PRESIDENT(會長)，主理總會的決策及行政業務，每年由全世界各地出席年會的代表投票選出。目前全世

界會員的總數約有一百四十餘萬人，有獅子會的國家共有一百七十餘國，國際獅子會好像是民間聯合國。 

獅子會常常爲服務社會而籌款或募款，供應血庫，眼庫，貢獻社區，我們幫助需要受幫助的人，尤其是有眼

疾或盲人，CAMPAIGN SIGHTFIRST 就是爲此目的而設立，總會去年爲此總共募集奉獻了 1 億 3 千 4 百萬美

元。我們培植少獅會（LEO LIONS)，期待將來個個能成爲優秀公民。我們有青年學生交換項目，期望能夠文

化交流，又能培育英才，一舉兩得。 

獅子會的六大目標如下： 

1.增進國際了解，促進世界大同。 

2.宏揚仁政理論，培育優秀公民。 

3.關懷社會福祉，恪守道德規範。 

4.加強會際交流，團結鞏固獅谊。 

5.熱心討論公益，勿涉政教爭議。 

6.不求個人利益，提高工商水準。 

http://stcfoundation.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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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有如此嚴密的組織，理想的目標，本會遵循總會的宗旨，重整組織，重振旗鼓，我們一共設立了 11 個

普通委員會，7 個活動委員會，各委員會由其召集人主催領導，召集獅兄獅姐，分工合作，企劃各種各樣的

活動，目下各委員，積極活躍，負責自己的任務，全體一致，不分上下，個個參與多項活動，各盡所長，努

力不懈，希望此風繼續發展，服務社會日日蒸上，現在老會員已漸漸歸隊，新會員也逐漸增加，期待並歡迎

更多的社會賢達，共同來參與這個爲社會，爲社區爲極需幫助者貢獻服務的美國台灣人獅子會 

 

Smithsonian Taiwan Heritag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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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ouis 園丁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 聖

地牙哥台美基金會 

The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 (TAFSD) was founded 

in 1996 with 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San Diego. TAFSD is incorporated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s a nonprofit, public,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Donations to TAFSD are 

tax deductible.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Center (TACC) is an operational unit of TAFSD. 

TAFSD is dedicated to: 
 Promote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e in a diverse society. 

 Promote the social well-being of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Provide assistance to immigrants and newcomers to the greater community of San Diego. 

http://www.taiwancenter.com/ch-home.html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台美協進會 

Originally founded as the Midwest Formosan Christian Fellowship (MFCF) in 1966 by Bill 

Cho and Jim Chen, the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bringing families together and building a strong, 

connected community for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their children. 

In 1980, MFCF renamed itself a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TAF) and went on to 

create the Junior, Junior High, Youth and College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a Parents weekend 

program during the summer confer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ll groups, advising staff, 

and four rotating themes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conference to become more youth-focused, 

emphasizing appreciation of Taiwanese heritage while encouraging personal growth.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s a non-religious and apolitical 501(c)3 NPO, TAF has expanded beyond simply being an 

annual conference, with a Board of Directors, a growing alumni network, and an annual New Year’s gala. As TAF 

expands, the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make a deep impact while simultaneously building a stronger presence within 

the broader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ttps://www.tafworld.org/ 

 

 

http://www.taiwancenter.com/ch-home.html
https://www.taf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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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台美基金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台美基金會」正式成立。創設人是九年

前從台灣移民來南加州的商人王桂榮先生及夫人王賽美女士。他們慷慨捐獻一百萬美

金效法諾貝爾創設一項前所未有屬於所有台美人的「台美基金會」。成立當時就甄選

南加州熱心公益的人士十五人擔任本基金會的管理委員，將會址暫設蒙特利市。 

依創設人建議先設立三項人才成就獎： 

 王桂榮科技工程獎 

 王桂榮人文科學獎 

 王賽美社會服務獎 

每名獎金一萬美元，每年十一月頒發。 評審的方法在開始三年由管理委員聘請外界學者、專家成立「評審委

員會」負責初審及複審兩個階段的評審工作。第四年開始，評 審工作就交給獨立的社團負責。 

創設人強調回饋社會，關愛故鄉的精神，希望一百萬美金只是 一個開始，將有更多人效法他們增加基金額，

以便增加獎金額或獎金項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王志成先生及夫人蔡香美女士捐獻一萬元美 金設立一項「科

技研究生獎」，獎金額為一千元美金。 

宗旨： 

設立並管理人才成就獎金。 —以獎掖並肯定海內外，不論出生地，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傑出人

士。 —以充實有關人才發掘和人才培養方面之資料及資源。 

 

Taiwanese American Scholarship Fund 台美獎學

金基金會 

TASF Created in 2014, TASF (Taiwanese American Scholarship Fund) supports 

economic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of Taiwanese descent residing in the U.S. with 

their pursuit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a competitive application process, the 

funds are applied toward tuition for selected students in their first or second year of 

college. 

http://tascholarshipfund.org/ 

 

Taiwanese Foundation of Greater Cleveland 克里

夫蘭台灣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http://tascholarship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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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 休士頓台

灣人傳統基金會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是在台灣語文學校原有的基礎上，於 1988 

年成立。1991 年 1 月，經美國國稅局核准為免稅之公益團體；並於 1991 年 6 月 1 日召

開第一屆會員大會。基金會以從事社會服務，傳播和教育台灣文化與傳統。 

會員來由：過去二十多年來，經由鄉親的協力打拼及捐款贊助，基金會才能持續茁壯。

至今它已累積成休士頓台灣人社區一筆可觀的共有資產。基金會直屬的「台灣人活動中

心」（詳情請參閱下文）因為不斷地推展多元化的服務項目，更需龐大的人力資源積極

地投入。為了維護這筆台灣人的共有資產，有效地運用活動中心各項設備，並保持長期性的義工組織，基金

會遂於 2001 年將會員分類、歸納為兩種。 

茲將這兩種會員類別，摘要簡介如下： 

一､ 基本會員 (User Members) 

凡認同基金會的宗旨，並捐款(目前為每年美金 50 元以上)以供基金會運作的鄉友，皆為基金會的「基本會

員」。基本會員得以免費或優惠租用活動中心的場地和設備，並可參加基金會舉辦的各項社教、娛樂以及交

誼等活動。 

二､ 服務性會員 (Service Members) 

基本會員若有服務意願，依照邀請及議會程序，可加入義工隊伍行列，成為「服務性會員」。服務性會員依

照議會程序，組成理事會以及各種活動委員會，以訂立基金會的工作方針、督促並投入基金會的各項服務性

工作、同時監護基金會積存的台灣人社區共同產業。 

有關會員規則，細節詳載於基金會的簡章(By-Laws)內。簡章存放於活動中心辦公室，歡迎鄉親隨時參閱。基

金會將根據社區發展的實際需要，對會員規則做適當的調整和修訂。 

理事會成員：理事會設有理事九人。理事改選日期是每年四月。現任理事會成員如下： 

潘美苓 (理事長) 、 柯志佳 (副理事長) 、吳世杰 (秘書) 、 郭振源 (活動中心) 、葉郁如 (社區服務和文化組) 、 

張仁裕 (台灣語文學校) 、蔣為志 (台灣同鄉會) 、李素微 (活動規劃) 、楊雪麗 (財務) 、蔡丁財 (顧問) 

組織結構：基金會屬下有三個主要部門：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和社區服務及文化

組。茲將各部門綜合簡介如下：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Houston Taiwanes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台灣語文學校簡稱「台灣學校」。它是在 1985 年由一群熱心教育的台灣同鄉籌組而成。學校由校務委員負責

運作。學校每年分春、秋兩學期。上課時間每星期六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四十分。課程內容分中文、台語、

英文及數學。中文課程採用「漢語拼音」，學校自編教材，繁、簡字體並用。台語班課程強調聽與說，目的

在維繫台灣母語的傳承，讓孩子和老輩的親人有共通的語言，更好的了解。英文課程由本地高、初中專業教

員指導，加強閱讀能力，文法分析及寫作的技巧。數學課程按照年級、程度分班，強調解題及思考。學校還

不定期加開 SAT 、ESL 及不同程度的電腦課程。 

每逢傳統的台灣節慶，學校舉辦台灣文化活動；並運用「黃欣怡獎學金」來鼓勵學生學習、創作，藉此培養

台美青少年正確的人生觀，增進他們對台灣傳統的了解與認同。TYS（Taiwanese Youth Society）的青少年也透

過課外活動，參與 Red Cross Youth Club 的活動。他們都獲得了可堪嘉勉的正式服務記錄。 

學校舉辦的舞蹈、手工藝、乒乓球、籃球、保齡球、溜冰、及參觀博物館等各項活動，頗受學生歡迎。 

台灣語文學校創校的目的不為營利。除了付給教師教學鐘點費之外，校務委員一律義務職。活動中心提供寬

敞的場地和設施，學校才能以低學費的收入，來推動高水準的教育。懇請大家前來參與，熱心支持。 

電話： 713-271-5885 

☆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Houston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 

基金會成立後，為了因應實質上的需要，熱心同鄉發起購置台灣人活動中心的募款運動。經由全體台灣同鄉

的協助與支持，基金會終於擁有一座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活動中心。經過一番整修改建後，活動中心於 1992 年

7 月 1 日正式開幕使用。1995 年，基金會購買活動中心右鄰的空地，部份空地已改建成停車場。2005 年初又

完成停車場擴建工程，讓同鄉大型活動時停車更方便。TCC Committee 由數人組成，從事活動中心的管理與維

護，使同鄉及社團能夠利用活動中心從事活動與交誼。目前活動中心聘用二人擔任活動中心的日常工作。 

基金會於 2000 年完成李雅彥教授台灣文物圖書室、電腦室、以及視聽教室的建築工程。自 2001 年後積極充

實新設立的圖書室，以期成為美南地區台灣文物的資料中心。2005 年又完成文物展示櫥窗，開始展示台美人

歷史文物。2002 年初，基金會更完成了活動中心內，新、舊建築物之間的通道，教室與教室之間可以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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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件時，人群能順利疏散；同時也完成了大廳舞台，美化活動中心周圍環境等工作。2003 年完成接待室

的整修裝潢與屋頂的全面翻新。2005 年完成廚房整修和新舊建築物最後面角落通道的接通。最近幾年陸續完

成電腦設備和網路的更新，監視系統換新，加上圍牆及庭院整修，活動中心外觀煥然一新。 

活動中心有許多社教課程與活動以服務同鄉。社教課程包括健身班、電腦班、日文、插花、鋼琴等；另有每

週固定活動如社交舞、乒乓球、卡拉ＯＫ；還有每月的作陣來開講、台灣學苑遠足，以及隨時的資訊共享服

務如每年的醫療保險等。目前基金會設有一席理事專門負責活動規劃。 

☆社區服務及文化組（Community Service and Culture Committee） 

在推廣活動方面，基金會的「社區服務及文化組」設計新穎的節目，多次舉辦介紹台灣文化的活動；同時也

舉辦青少年夏令營、頒發給台灣人子弟以及休士頓學區學生的獎學金。該組屬下的「關懷組」除了積極投入

社區關懷服務，並定期在活動中心內舉辦秋季流感預防注射。 

基金會除了開放活動中心給同鄉社團使用，以及提供各項社教課程和服務之外，同時也積極地參與休士頓地

區的慈善活動。尤其自 2001 年起，為了實踐社區服務的宗旨，基金會與 Houston 的非營利機構聯合舉辦活

動，服務難民及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近年內，基金會更積極推廣這些活動，在服務、幫助有所需的人群之

外，也向他們介紹台灣文化，以實際行動表明台美人已走入美國主流社會，標榜守望相助、族群融合的人道

精神。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Taiwanese United Foundation of South Florida 南

佛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Taiwanese United Fund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TUF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celebrates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ed in 1986, it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a role in advoc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ntinue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other American cultural communities. 

Mission 

The mission of TUF i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leading to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 foster pride with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its own cultural heritage. The mission is attained 

through such programs as: 

Great Performance Series – showcases exceptional performing artists of Taiwanese heritage through culturally diverse 

stage performances;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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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Niaht Series – showcases art, film, literature, cuisine, artifacts and indigenous customs; and 

Grants – provides seed funding for programs, researchers and productions that promote TUF’s mission. 

Past Activities 

TUF has presented 17 Cultural Night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art exhibitions, literature forums, film screenings and 

many concerts. Semiscon at the Ford is the 21
st
 concert in TUF’s Great Performance Series. 

In 1991, TUF commissioned renowned Taiwanese composer Tyzen Hsiao to complete three concerti for violin, piano 

and cello, respectively. Chao-Liang Lin and the San Diego Symphony Orchestra premiered the violin concerto in 1992 

at TUFs 3
rd

 Great Performance concert. 

Keynote speakers at past Cultural Nights include a Nobel Laureate scientist, artists, writers, linguists, poets, social 

advocates, an Internet-portal founder and 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The 16
th
 Cultural Night, which took place in 2004, 

featured a 10-course vernacular Taiwanese banquet at the Westin Bonaventure in Los Angeles. All dishes were 

prepared by a dozen chefs who made a special trip for the event. About 1,200 guests attended the ”Whetting More 

Than Appetites” banquet, which was presented along with Taiwanese poems, a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s by chefs and food critics. 

In 2005, TUF collaborated with Broadway singer-producer Welly Yang and coproduced a Broadway show 

entitled ”Finding Home, Mr. Yang is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2g, a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theater 

company. The show had a sold-out premier at UCLA’s Royce Hall. 

Through its Grant program, TUF has collaborated on various other projects with Asian Pacific Museum, KCET 

Television, Film Arts Found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s, Zu Zu Film Produc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Taiwanese 

American Writers Associ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and L.A. Arboretum Foundation, among many 

others. 

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Taiwanese United Fund)「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成立於 1986 年，是洛杉磯當

地非營利組織機構。在 1980 年代,南加州的台美人社區領袖及有識之士鑑於台灣文化需要被保存及推廣，乃

於 1986 年由吳西面、林衡哲等人發起成立「台灣人聯合基金會」(Taiwanese United Fund, TUF) 致力於在美國

保存及發揚台灣文化，讓台美人認識台灣傳統之美，以自己的台灣文化傳統而自豪，同時也讓其他族群瞭解

和欣賞台灣文化的獨特性。 

基金會每年舉行盛大的「台灣文化之夜」、在海外搭起展現台灣文化之美的舞台，歷年來在這舞台上展現的

有台灣的音樂、美術、電影、歷史、戲劇等等，同時也邀請對台灣文化、民主、社會有貢獻的人物為演講

者。歷年來的演講者包括林義雄、李遠哲、陳郁秀等，主題也隨著時代不斷演進和變化，介紹台灣電影、台

灣美食、台灣茶……等多元文化給海外各個族裔，幫助大家認識台灣。 

1992 年在吳澧培先生贊助下，開始「台灣名家演奏系列」，由胡乃元小提琴獨奏會揭開序幕，多年來先後邀

請過小提琴家林昭亮、陳慕融、蘇顯達等；鋼琴家陳泰成、陳毓襄、葉綠娜、吳涵、劉孟捷等；大提琴家楊

文信、范雅志、陳建安等以及聲樂家陳麗嬋和曾道雄等。其中極為重要的成就包括催生了三首蕭泰然不朽的

協奏曲；以及 1997 年舉辦海內外最盛大的「228 紀念音樂會」；2016 年在 TUF 三十周年時舉辦的「曾宇謙

小提琴獨奏會」尤其得到熱烈的迴響。 

2007 年開始為吸引第二代的參與，辨過十二場以英語為主台語為輔的「TUF Salon」，後改名做「Abt:_藝文

系列」；講座包括胡長松主講「台語長篇小說“復活的人”的創作經驗與西拉雅身世書寫」、張復聚主講「太

陽花世代 ê 母語態度」……等。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期待透過文化藝術活動提供台美兩地藝術家及藝術愛好者交流契機；一方面豐富南加

州社區藝文風氣，另一方面與當地居民分享臺灣人文自然風情、認識台灣多元化的面貌與鄉土之美，成功向

南加地區推展台灣的優質形象。 

http://www.tufusa.org/ 

Mission Statement TUF 

Taiwanese United Fund, Chicago 芝加哥台灣人聯

合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tuf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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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Youth Arts Foundation / Washington 

DC 華府台灣人青少年才藝基金會 

台灣人青少年才藝基金會 (Taiwanese Youth Arts Foundation, Inc.) 係由華府地區洪耀東、陳敏庭和蔡和吟三位

同鄉精心設計，於 1982 年依法向美國政府註冊而成立的非營利基金會。設立基金會的目的是給本地區台灣青

年提供學習台灣語文的機會，來認識及促進台灣文化。1983 年，本地區一群熱心同鄉如李界木夫婦、林光源

夫婦、莊六雄夫婦等三十幾家創立「華府台語學校」(今改為“華府台灣學校”)。是年底和基金會合併，定期舉

辦活動，讓青少年有機會來學習和運用台灣母語，及認識台灣的風光、民情和歷史、文物。 

The Taiwanese Youth Arts Foundation, Inc. (TYAF), established in 1982, is an IRS recogniz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 TYAF is the major funding resource for the Washington DC Taiwanese School (WDCTS). WDCTS is a heritage 

school and offers Mandarin and Taiwanese classes for students from pre-school to 12 grades. WDCTS also offers 

Japanese classes for adults and severa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Chess, Erhu, Violin, Art, Chinese Yoyo, 

Tennis, Aerobic Dance, and Tai-Chi. 

 

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 of Boston 波士頓

台美基金會 

波士頓台美基金會是由一群僑居或曾旅居於新英格蘭地區的台灣人於西元 2000 年在美國註冊成立。 

 

本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主要為: 

1. 促進台灣的社會，經濟，人文，科學，文學，環境，外交與公共政策等之學術研究，進而改善台灣人及台

美人之生活。 

2. 提昇台灣價值，並在美國保存和推展台灣的傳統及文化。 

為達成上述宗旨，下列為本基金會之主要計劃： 

1. 資助在台灣註冊的非營利性組織，以促進台灣及台美人利益為目的之各項科學性，文化性，教育性，或慈

善性的活動與計劃。 

2. 提供獎學金或資助金給計劃從事台灣研究之大學生，碩博士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學者，教育從業人員

或公共政策決策者。 

http://www.taf-boston.org/ 

 

The Chuan Lyu Foundation 川流基金會 

The Chuan Lyu Foundation is a private philanthropy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Founded in 1986 and based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the Foundation sponsors programs worldwide. 

The Foundation presents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seminars, lectureships,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film projects, film festivals and a wide array of cultural events. Its goal is to nurture the 

Taiwanese culture after nearly 100 years of suppression. 

Today, the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be a catalyst for Taiwanese expression by supporting existing programs and new 

projects which brings Taiwanese culture to people’s consciousness. 

Mission 

The mission of Chua Lyu Foundation is to educate, preserve and foster Taiwanese culture worldwide. Our goals are to: 

Promote Taiwa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http://www.taf-bo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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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 people’s interest and awareness in Taiwan, 

Develop Taiwanese Study Programs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Facilitate exchange of scholar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 foundation has sponsored programs which have enhanced dialogue, promoted 

understanding, encouraged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rejuvenated the Taiwanese identity. 

 

TSUNAH FOUNDATION 慈林教育基金會 

On February 28, 1980, Mr. and Mrs. I-Hsiung & Su-Min Lin lost Mr. Lin’s mother, Yu Ah-Mei, and their twin 

daughters, Liang-Chiun & Ting-Chiun. All three were murdered mercilessly in their own home.  

Eleven years later, on March 31, 1991, the Tsunah Foundation, cofounded by the Lins with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was born. 

The grief of losing their loved ones, the pain of exile, and the passion and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hat Mr. and Mrs. Lin experienced during these eleven years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ir wills but also enriched 

their spirits. As they walked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they found new life in death, and hope for their 

suffering people. 

To live a worthwhile life, one must have a noble mind. To fulfill hope, one must end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sunah 

Foundation is to promote one's noble mind and to fulfill the ultimate hopes of the people. 

http://www.taiwancenter.com/tsunah/ 

https://www.facebook.com/TsunahTour 

 

Tyzen Hsiao Foundation 蕭泰然基金會 

Tyzen Hsiao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promoting Taiwanese American composer maestro Tyzen 

Hsiao’s music legacy to international audience. 

https://www.facebook.com/tyzenhsiao/ 

 

TYZEN HSIAO MUSIC WORKS 蕭泰然音樂基

金會 

成立時間於 2015 年 3 月 

TYZEN HSIAO MUSIC WORKS i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and management team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mposer maestro Tyzen Hsiao's music legacy. 

https://www.facebook.com/tyzenhsiao.org/ 

 

http://www.taiwancenter.com/tsunah/
https://www.facebook.com/TsunahTour
https://www.facebook.com/tyzenhsiao/
https://www.facebook.com/tyzenhsi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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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Door Foundation 美音基金會 

Cofounded the Universal Door Foundation to help bridge a cultural and generational gap in art that I had observe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old.  The organization encourages musicians to create 

works to bridge this gap by supporting them financially and by hosting concert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ir work.  We funded and hosted the Formosan American Concert on June 1, 2013.  In the concert, other local 

Taiwanese musicians and I played compositions integrating Taiwanese folk music with more modern genres, such as 

jazz and classical.  Over five hundred people attended the even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another similar 

concert in spring 2014. 

 

Wellbrook Foundation 美國美溪慈善基金會 

1989，周重吉博士在美國創立了「美國美溪慈善基金會」（Wellbrook Foundation）並擔任總裁，「注重及協

助教育發展及人才培養」是「美國美溪慈善基金會」工作重點，特別是針對發展中的國家。 

http://www.wellbrookfoundation.tw/ 

 

World Taiwan Foundation 世台聯合基金會 

「世台聯合基金會」(World Taiwan Foundation) 投注於慈善救濟、文化教育、環境保護、

公共衛生等四大領域，贊助的計畫遍佈於北美洲、南美洲、歐洲、亞洲與非洲，共 27 個

國家。世台聯合基金會結合各領域的資源，包括公益機構、政府單位、聯合國機構、民

間企業，讓愛心與慈善捐款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力。 

World Taiwan Foundation supports international charity work and focuses on the areas of 

Disaster Relief, Culture and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GO 

aims to create sustainable changes through connecting and working with NGO/NP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UN agencies, and the corporate sector. World Taiwan Foundation’s 

charity work has been in 5 continents, 27 countries. 
https://www.worldtaiwan.org/ 

 

Yang Foundation 楊文傑紀念基金會 

Mission Statement 

The Yang Foundation seeks to enhance community through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y:  

- Developing and sponsoring recreational programs, workshops, and events;  

- Develop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community schools; and  

-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ideas for all those served by the foundation. 

http://s89317810.onlinehome.us/yang_foundation/ 

http://www.wellbrookfoundation.tw/
http://s89317810.onlinehome.us/yang_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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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CHIN FOUNDATION OF U.S.A. 美國殷勤文

教公益基金會 

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YIN CHIN FOUNDATION OF U.S.A.)由殷清隆先生創辦，殷敏寬女士為董事長，為

在美國登記成立之非營利慈善機構，屬美國聯邦政府核可之 501(c)(3)組織。基金會著重於推動公益、回饋社

會；冀望集結各地愛心的力量、有效率地統合和分享慈善資源。藉由推動聯盟組織之間的互助、以及嚴格謹

慎的補助金審查發放，盡力協助全球的慈善救濟、文化教育、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公益活動，進而讓捐款

者的愛心更深耕、更有影響力。 

http://www.tw.org/yinchin/ 

 

王茂修博士紀念基金會 

 

http://www.tw.org/yin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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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修福音及教會增長基金會 

 

幼苗教育基金會 

幼苗教育基金會成立目的是幫助學生受到較好的教育. 

 

辛城台灣同鄉會會館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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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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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2012 年 05 月 27 日成立 

「亞美社福基金會」因名思義，目的在服務亞美社會福利。自勵促成社區和諧、互助團體、美滿婚姻、幸福

家庭，和融合主流。可以說是任重道遠，尚期熱心鄉親關切賜教，一則鼓勵廣大參與，二則促成託付使命。 

 

明州台灣同鄉互助基金會 

1966 年成立 

 

傳明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慈淵基金會 

No Information 

 

新台灣基金會(達拉斯)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於達拉斯地區的台灣基督教會成立，由蔡靜煌擔任首屆會長。 

目的為集中財力，支援對台灣社區、台灣前途、台灣文化有所貢獻者，及資助有關發展建設台灣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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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隆博士紀念基金會 

 

 

鄭竹梅教育基金會 

由鄭南榕遣孀葉菊蘭的弟弟葉善台及活躍於科州同鄉會的林義雄博士為感念鄭南榕一生追求台獨而捐軀，因

而成立此基金會，以愛心與實際的行動，來關懷照顧鄭氏生前最鍾愛的獨生女鄭竹梅。 

其宗旨：長期獎助鄭竹梅，直到她完成大學教育，以期她能獨立謀生，服務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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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生活基金會(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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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宗教社團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台福基督教會 

 

Bethel Prayer Garden 伯特利祈禱園 

祈禱園位於南加州橙縣 (Orange County) 郊區，由洛杉磯市區車程約有 1~2 小時的距離。 

伯特利(Bethel)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也是舊約時代中的雅各，由父親以撒處，矇騙他兄弟―以掃的長子名份的

祝福後，流亡在外於此地得神的異夢所在。雅各在異夢中看到天梯，有天使上去下來，並看到耶和華站在梯

子之上，並對他祝福說，”…..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

福。……” 雅各清晨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就給那地方起名叫” 伯特利”。 

如今，神藉著雅各(後改名以色列)的後裔―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成為萬民的祝福，使每位信徒都可藉由禱

告，與我們的神交通。 

伯特利祈禱園的心願，就是希望藉著這園地的開發，使主內的弟兄姐姊妹們，卸下在世上的勞苦愁煩，有一

個與神相遇、傾心吐意的所在。讓我們能夠再次的由神的話當中重新得力，再次出發，並擁有神的祝福 ― 永

生的確據。 

http://efcga.org/Content/Bethel-Prayer-Garden.aspx 

 

Canaan New Life Christian Church 加南新生基督

教會 

1984 年，加南新生基督教會(Canaan New Life Christian Church)舉行首次禮拜聚會。 

1996 年，正式遷入新購的禮拜堂聚會。 

2007 年，開始由已故的台福總會前任議長劉富誠長老，與前任總幹事劉瑞義牧師協助安排主日講台及會友關

懷的工作。 

2010 年，交棒於台福總會現任總幹事陳敏欽牧師。 

此間，加南新生基督教會蔡壽仁長老與鄭美惠長老，完成正道培育中心的平信徒教育課程；並積極與台福總

會保持協調教會發展的事工。 

2012 年，6 月 1 日，台福基督教會第二十七屆第二次總委會，正式通過接納加南新生基督教會加盟台福教

會。 

2012 年，9 月 9 日 3:00PM，舉行加南新生基督教會成為北美第一間台福加盟教會的感恩禮拜。 

http://www.canaannewlife.org/home 

 

http://efcga.org/Content/Bethel-Prayer-Garden.aspx
http://www.canaannewlife.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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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 Communication Center 台福傳播中心 

台福傳播中心的《宣道事工》起源於台福總會文字部,擔任的事務除了編輯發行﹝台福通訊﹞每週三出刊之外,

還擔任收集各台福教會每主日的出席人數、奉獻統計、週報的報告以及代禱事項.(各教會於每週一將這些資

料傳真至總會事務所。透過文字的傳遞,除了連結台福教會也因為發行至外州、外地,成為廣傳福音，造就信徒,

宣教植堂的一份工具。﹝台福通訊﹞編輯部進而增加出版事工,陸續編印﹝台福新聖詩﹞、翻譯出版各類福音

書籍、教材，代印各類印物,為各教會提供服務. 

事工簡介 

1976 年由洛福教會青年團契出版創刊《台福通訊》，以手寫小冊的方式出刊，歷時十三年。1980 年起固定以

雙週發行，由蔡麟牧師主編、葉師母手抄，印製兩百份。1981 年改為每週發行。1985 年在總會成立文字部，

由蘇文安傳道負責台福通訊的編務。1986 年並開寄發台灣版，總會亦訂十一月為「文字宣道事工紀念主

日」，即日後的傳播主日。1989 年開始寄發中美洲版及紐澳版等等；成為台福教會外展的一雙手,發揚『在信

仰中檢視生活，在生活中履行信仰。在神與人，人與人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的宗旨。 

1990 年，深感大眾傳播對信徒和華人的重要，成立台福傳播中心，第一任理事長是李永旭，由蘇文安傳道擔

任首任主任。1993 年，開辦中心書房，當時為北美最具規模的華文基督教書房。1994 年，蘇文安傳道離職，

由蔡恩惠牧師接任主任。1996 年，何國強牧師接任編輯部經理，同年十二月起改為菊十六開的雜誌型雙週刊

出版的風格。 

1995 年與台福神學院(現名:正道神學院)的搬遷,及台福總會辦公室,一同遷址至(愛滿地)El Monte 校園，繼續有

書房事工,出版事工,舉辦兒童主日學研習會、音樂服事研習會，台福通訊北美版於 2000 年徵名更換,中文為

《傳揚福音雜誌》為全球華文讀者服務，台灣版負責台灣、東南亞、紐西蘭、澳洲等地. 

2000 年，蔡恩惠牧師離職。2001 年，由張德泉牧師接任主任，黃順天長老接任理事長。2002 年，通訊由原

菊十六開的版面改為菊八開，北美版並改名稱為《傳揚雜誌》，並改為全彩的雜誌。2003 年，黃順天長老時

屆安息年，由顏鴻州醫師接任理事長一職。雜誌亦由菊八開改為十六開半彩印刷。2004 年底張德泉牧師離

職，組織結構調整，理事會暫時解散，傳播中心納入總會之下。 

2005 年起陸續增加《網路書房》服務,《網上閱讀》傳揚雜誌,《C4JC》網站為教會打造網站等服務。 

2009 年再增英文雜誌《Inheritance》(傳承),服事台福第二代以及所有亞裔基督徒或英語閱讀的族群。 

http://efcga.org/Content/EFC-Communication-Center.aspx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General Assembly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台灣來的留學生與羅省教會 

台福教會於一九七０年十月十一日在美國洛杉磯成立。其實早在一九六五年秋

天，有幾位由台灣來的青年基督徒，參加蔡信彰牧師的家庭聚會，並與一些講

廣東話的信徒共同組織了基督教團契，按照加州的法規於一九六六年五月正式

登記為羅省基督教會（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過不久這位台灣艋舺出身的蔡牧師，因師母受聘擔任菲律賓嘉南中學校長而離美，由羅文牧師接續帶領主日

崇拜與教會事工。一九六七年大家努力奉獻，在銀湖區 Fargo 街購了一間舊房，修建為禮拜堂，當年十月八

日正式啟用。 

獨立分設台語福音教會 

經過三年一切順利，聚會人數增加，語言則以英語講道，隔週翻譯台語與華語。這時任職於羅省教會的台籍

執事，開始籌劃分設完全使用台語的教會。一九七０年在執事會中，獲得當時全部董事、執事與羅牧師的同

意與祝福，四十幾位台籍兄姊離開羅省教會分設了台語福音教會，完成了以台語（閩南語）敬拜上帝的心

願。當時尚無教堂所以暫借阿罕布拉的安息日會開始聚會。 

http://efcga.org/Content/EFC-Communication-Cen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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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當時的同工們一致認為過去西方的基督徒以人員及金錢幫助台灣教會，但我們覺得應當不再仰賴外人，

就決定以奉獻的十分之一為宣道基金，每月收入的四分之一為建堂基金，以獨立的精神邁出，在北美洲宣揚

福音、建立教會的一大步。 

感謝上帝厚賜高舉十架福音的同道，人數繼續增加，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廿八日搬進新購於 El Sereno 的教堂。

為了充分配合教會的增長，教會聘請邱以正牧師協助首任主任牧師高集樂牧師擔任牧會工作。 

高牧師因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之創設與教學工作，必須離開美國到香港，教會乃於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聘請

劉富理牧師就任為台語福音教會的主任牧師，開始推動細胞小組，訓練信徒的相互關懷與自行查經靈修的生

活。由此教會進入急速增長的階段。一九七七年底遷入位於洛杉磯 Highland Park 的新購會堂。一九七八年開

始每年定一主題，做為該年努力的目標，第一年就是「立定志向得主喜悅」，第二年為「全家事奉主」。 

成立台福總會 

一九七九年是台福教會的增長關鍵年，因為三月開設東區佈道所（東安教會前身），年底又創立南區佈道所

（南灣教會前所）。一九八一年三月在西北區開設始家庭聚會（後來發展成聖谷教會），一九八二年在柑縣

一帶發展的家庭聚會也於九月成立為柑縣福音教會，於是聯合五間教會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舉行台語福

音教會總會成立感恩禮拜，修整總會章程及地方教會章程，並正式成立總會董事會。 

台福總會在大洛杉磯已有五間教會，除各教會加強英語事工培養第二代的信仰外，開始向外州同鄉宣揚福

音、協助發展中的台語聚會。一九八四年七月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雙城台灣基督教會，因異象的共識，

加入了台福總會。那年夏天的台福青年音樂見證團一行三十人在美國東南各地十多處演唱見證，另一團在美

西四城演唱引領了總共七十六位青年歸主。接著總會在吳德聖牧師帶領下在各地辦了幾次民謠見證會，感動

了不少人。 

http://efcga.org/Home/Default.aspx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Alhambra 

(Garfield Ave) 主愛之家台福基督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La 主爱之家-280934012011322/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Alhambra 和平

台福基督教會 

Welcome your visit! we are EFC-Alhambra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Alhambra) – an EFC family church 

located in Alhambra, California. Founded in 1991, we offers English, Chinese, Taiwanese and Children Ministries to 

Chinese Christians, friends and their families living in Alhambra and neighborhood areas, such as San Marino, San 

Gabriel, Monterey Park, Temple City, South Pasadena and Rosemead. 

我們是隸屬於台福總會美國南加州中區的一間教會，於西元 1991 年 4 月 14 日設立。現有華語，台語，英語

及兒童事工，服務 Alhambra 及臨近 San Marino, San Grabriel, Monterey Park, Temple City, South Pasadena, 

Rosemead 等地區的華人基督徒, 家庭與慕道友們。 

http://03a960a.netsolhost.com/WordPress/ 

 

http://efcga.org/Home/Defaul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La%E4%B8%BB%E7%88%B1%E4%B9%8B%E5%AE%B6-280934012011322/
https://www.facebook.com/La%E4%B8%BB%E7%88%B1%E4%B9%8B%E5%AE%B6-280934012011322/
http://03a960a.netsolhost.com/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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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Arcadia 聖安台

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arcadia.com/index.asp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Baltimore & 

Columbia 以勒台福基督教會 

https://www.efcbc.org/?lang=zh-hant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Berkeley 柏克萊

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berkeley.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Cerritos 聖喜台

福基督教會 

聖喜台福基督教會是 9025 異象中所建造的第四間教會 .  1988 年前．洛杉磯台福及柑縣台福都有會友住在

CERRITOS 及附近的城市．那一帶卻沒有一間講自己母語的教會．經過了長期的禱告與協調之後．兩間教會

遂決定差派住此地的會友成立聖喜台福教會．一起有份於“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的異象．所以．本

會成立之初即特別蒙恩．接受兩間母會的供應與餵養．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他們極大的扶持 . 

聖喜教會座落在南加州的中心地帶．東西向有９１號高速公路．南北向的高速公路在東有５７號．在西有６

０５號．所以．無論向東．向西．向南．向北．交通都非常方便．區內又有聞名於華人界的好學校．許多家

長都很樂意於此置產．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這裏又成為人文薈萃之地．是一片福音的好土．好像

迦南美地．充滿了神的應許 .  

這教會擁有最堅強的同工團隊．成立之初．同工們都是兩個母會最優秀的人才．他們憑著信心．愛心與熱心

殷勤的事奉主．主將得救人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從單一語言的聚會發展成三種語言(台. 華. 英)的教會．人數

也從４０幾人增加到１５０多人．２０幾年以來．這些創會同工熱忱未減．一直為了神的家盡心盡力．同

時．神也將富有活力．愛主又有恩賜的新血注入這個團隊．所以教會人事雖有更迭．但得人異象始終不變．

神的國度也在此一天一天的擴展開來 . 

http://www.efccerritos.org/ 

http://www.efcarcadia.com/index.asp
https://www.efcbc.org/?lang=zh-hant
http://www.efcberkeley.org/
http://www.efccerrito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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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Chicago 芝加哥

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chicago.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Chino Valley 愛

睦台福基督教會 

愛睦台福基督教會(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Chino Valley)於 1999 年 7 月 11 日成立，是由母會東安台福

基督教會在 Chino Hills 地區所開拓，為台福教會第 45 間教會。 

初期是以租借洋人教堂的方式在下午進行主日聚會，先後有蘇信彰、鍾馨慧兩位牧師前來牧養。2006 年蒙神

帶領，在臨近原聚會地點走 Local 約 10 分鐘車程的 Pomona 地區，購買了屬於自己的會堂。 

2009 年 7 月，由王雁鳴牧師在愛睦教會開始牧養至今，並有汪瀅傳道一起配搭 

http://www.efccv.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Colorado 科州台

福基督教會 

科州台福(Denver, Colorado)，這教会也是 9025 台福植堂第一波所結的果子。過去這 10 年來，經過 3 位不同

的牧師，也轉換了不少的同工，雖然如此，直到如今，仍有不少兄姐，忠心守住他們的崗位，期盼並等候教

会復興的到來。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East Valley 東安

台福基督教會 

EFC East Valley was founded on Sunday, March 11, 1979 as the first daughter church of EFC Los Angeles. We were 

established as a mission to reach the Taiwanese-speaking people living in the greater Walnut region. 

Thirty Years later, our mission has expanded beyond our ethnic origins, and has been bless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lant churches in Hacienda Heights, Riverside, Chino Hills and Rowland Heights. While still honoring our 

Taiwanese-speaking roots, East Valley seeks to reach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 News of Jesus Christ! 

https://efcev.org/ 

http://www.efcchicago.org/
http://www.efccv.org/
https://efce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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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El Sobrante 平諾

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42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Glendora 尊榮之

家台福基督教會福音站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7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Grace Bible 

Church 恩惠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bc.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Hacienda 

Heights 聖達台福基督教會 

聖達教會簡介 

    1. 聖達台福基督教會於 1988 年 9 月 11 日設立，為台福在「9025」植堂運動中在哈崗 Hacienda Heights 所設

立的第 16 間教會。取名「聖達」，除了”Cienda”的音譯外，也意味著是「聖靈通達」的教會。教會開創初

期，週間聚會使用哈崗圖書館對面的民房，命名為聖達之家。主日則借用 Wilson High School 的禮堂聚會。

1995 年以 119 萬購得哈崗大道和 Tetly Street 交叉口的 AAA 建築及接連的空地，於 1996 年 2 月 4 日搬入新地

點；新建主堂於 2000 年中完成，可容納 350 人的座位.目前除了台語堂主日崇拜以外，也有第二代青年的英

語禮拜聚會；週五也有使用華語的團契聚會；2008 年一月開始，成立主日的華語敬拜聚會。 

    2. 開創牧師由東安母會的高集樂牧師兼任半年。1989 年三月林榮吉牧師出任第一任主任牧師至 1999 年離

任後，由劉港木牧師接任一年。2000 年張典育傳道接任牧養至 2003 年六月。謝建國牧師於 2003 年九月接任

第二任主任牧師迄今。許立志牧師於 2015 年五月加入為教育牧師。 

 

聖達教會組織及事工 

    1. 小會現由五位長老和主任牧師組成，和九位執事們共組長執會，一起處理教會聖工. 

    2. 牧師室有主任牧師謝建國牧師，教育牧師許立志牧師及幹事唐繼林弟兄. 

3. 教會有長輩組成的迦勒團契、姊妹會、真善美家庭小組、信望愛家庭小組、雅歌團契、恩典團契、喜樂

團契、但以理團契、詩班、詩頁弟兄會，以及英語部、和兒童組事工. 週間晚上有查經班、禱告會、及探訪活

動.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42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7
http://efcg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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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聖達教會恪守大使命的異象，努力參與宣教事工．除了每年暑假鼓勵年輕人回台灣進行短宣並與台灣的

教會聯結之外，也支持在巴西及中亞地區的宣教。在社區服務則設有聖達英語教室及管弦樂團。2000 年 3 月

26 日也差遣一批華語青年與劉港木牧師在東洛杉磯的羅蘭崗開設愛鄰台福基督教會.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Harvest Berkeley 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hh.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Houston 休士頓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houstonefc.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Irvine 愛恩台福

基督教會 

http://efci.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Los Angeles 洛杉

磯台福基督教會 

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自 1982 年起改稱洛杉磯福音教會)創立於一九七○年十月二日主

日。 

早在一九六五年秋天，幾位經常在中華歸主教會參加崇拜的台灣留學生深深感到主的

信息除非以自己鄉土口音傳播，聽起來難感親切。當時適有在洛杉磯休假的蔡信彰牧

師，有意開始閩南話家庭禮拜，這幾位留學生知悉此事，滿懷希望，答應參加。不久

就在蔡牧師住家開始了閩南話禮拜。剛開始聚會人數包括蔡牧師全家還不到二十人。

沒想到，在短短時間內，人數從二十到三十，四十，一年後即增加至六十多人，而使用之語言，亦因人數之

增加而趨複雜。蔡牧師為使每位參加聚會者各有所獲，不久便一週以閩南話，另一週以北京話講道。 

 
一九六六年秋，蔡牧師因為師母接任菲律賓嘉南中學校長之職，不得不暫時離美返菲。這個家庭式禮拜聚會

則由羅文牧師接代。羅牧師接替蔡牧師後，聚會以英文講道，一週以閩南話，一週以北京話翻譯。人數有增

無減，不到半年，不但客廳，飯廳坐滿了人，連樓梯亦坐滿了。為解決這問題，一九六七年春便開始選出負

責人找禮拜堂，一面亦開始信徒建堂認捐。當年夏天，禮拜堂找到了，取得了分期付款，這所禮拜堂的原主

亦情願以最低年利承貸。就這樣，羅省基督教會正式創立，是年初秋搬進現在的禮拜堂。 

 
經過三年，一切順利，聚會人數仍與日俱增，每週還是由羅牧師用英文講道，一週翻譯閩南話，另一週翻譯

成北京話。因為人數的增加，在第三年便將教堂東側嬰兒室打通改排座位。當時經常聚會的人數約有一百六

http://www.efchh.org/
http://www.houstonefc.org/
http://ef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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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左右。一九七○年初夏，執事會決議開始台語家庭聚會，以觀察分設台語教會之可能性，同時亦開始物色

台灣人牧師。 

 
一九七○年夏，張瑞雄牧師來洛杉磯拜訪他過去的會友。並察看在洛杉磯開設台灣人教會的可能性。當時，

有幾位信徒便決議藉張牧師於美以美會的關係租借教堂開始試辦台灣基督教會。雖經當時任職羅省教會的台

灣執事們力勸，說明台灣人教會就要經羅省基督教會分出成立，如能等幾個月便能一起合力組成等等，但是

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台灣基督教會」即於八月間正式開始聚會。 

在蔡牧師家裡開始的家庭禮拜最初是因為要以閩南語傳揚信息而來的。這個小小的聚會，由上帝的祝福成為

百多人的教會，但是初衷還沒有達成。同工們商討，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在執事會提出組成台灣人教會的

要求。當時同工會中的台灣弟兄們有的是執事、有的是董事，他們願意無條件放棄所有在羅省教會之權利。

徵得全體會友、執事會及牧師的諒解，台語福音教會於是在一九七○年十月初正式創立。就在執事會洽商成

立台語教會之時，適逢高集樂傳道剛畢業於東部浸信神學院，有意思來福樂神學院深造，亦表示願意一起開

始台語教會工作。於是當夜打長途電話正式請他負擔這件上帝的工作。 

 
創立當初，所有同工有一個心願，就是這個教會的財務，絕對不求外援，信徒能夠奉獻多少，事工就做多

少。上帝絲毫沒有小看這個願望，祂多年來的祝福，不但充足，而且有餘。 

成立後頭一個月是暫借羅省教會禮拜堂，利用主日下午聚會，會後一起晚餐。這是過渡時期，大家亦不介

意，另一方面則積極尋找租借安息日會教堂。因為安息日會聚會是禮拜六，這樣教會便可以在主日早上用正

常時間崇拜，感謝上帝的安排，在一個月之內，就找到華人安息日會，並於一九七○年十一月頭一個主日開

始遷移在那裡聚會。 

 
禮拜堂是租借來的，總有一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禮拜堂。於是同工會決定撥出每月奉獻的百分之二十五做

為建堂基金。同時亦決定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撥為宣道基金，用以支持故鄉台灣的弱小教會。 

二年多借用教堂的期間，教會各種事工慢慢地走上軌道。由教會向美政府立案，執事會、董事的選舉成立，

會籍制度釐訂，基要信仰之告白，高傳道封立牧師，教會章程之通過，以及各項事奉的進步等等，都可以看

出上帝如何在引導祝福這個教會。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各方面反應都覺得不適宜再長期租用別人的禮拜堂，一來租金日漸上漲，二來與人共用

教堂總諸多不便，三來定居此地的同鄉漸多，教會增長大有可為也。現在想來，是神用這些因素催促教會另

找聚會場所。執事會便組成特別小組尋找其他的暫時聚會場所。雖然盡力找，卻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執事

會認為我們祈禱不夠迫切，因此一面央求會友繼續為這件事迫切祈禱，另一方面責成建堂組更加緊的找。在

安息日會方面，則由董事會約定他們的董事商量，以求諒解。 

一九七二年底，果然找到了一所基督教科學會(Christian Scientist)舊教堂，各項設備正合需要，地坪亦夠將來

擴大加建之用，但是價格卻遠超過 5 至 6 萬美元的預算。同工們一面徵求會友同意，一面繼續祈禱，一面則

正式還價，當時中人(Broker)認為實在太低，但這是教會所可能負擔的。同工會認為如果這是上帝要賜與的，

我們只能憑著信心這樣做，經過對方提出 Counter offer，教會仍然堅持原來 Offer 的七萬二千元價額。上帝果

然賜下一所令人欣慕的教堂給我們台語福音教會。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八日，正式搬進這 3/4 英畝，自費購買

的禮拜堂。 

 
搬進自己的禮拜堂之後，聚會人數驟增。於是任職會為主日學課室不夠用的問題設法解決。起先以為可以用

Trailer House 代替，但調查結果，建築條例(Building code)不准放置任何暫時性建築物，如此一來，唯一的可

能性就是加建教育館。任職會深感會友剛為購買教堂認捐，再加上這件事，可能負擔過重。但是鑒於主日學

之重要性，課室問題實在不能遲延，於是向會眾說明教會苦衷，並以借貸或認捐方式請會友再度順著聖靈感

動出錢幫助。出乎意料，會友認捐數目竟超出實際需要！這樣，教育館就在四月底正式破土動工興建。 

 
一九七二年春天，任職會認為依教會的成長率預測，最好能聘請另一位牧師幫助高牧師。洛杉磯地廣人散，

一人負責所有牧職實在吃力。初夏，邱以正牧師路過洛杉磯往巴西探親，逗留洛杉磯期間曾在教會成人查經

班及家庭聚會，以及夏令退休會時做見證及證道。他表示當他在馬來西亞牧職十年期滿後，願意獻身往其他

地方(如關島)做開拓工作。經幾個月書信來往商量及任職會慎重考慮，終於在十月中正式發出聘書邀請邱牧

師來本會認副牧師，專負宣道方面事工。邱牧師全家於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初從馬來西亞安抵洛杉磯。 

 
羅馬八:28 說；「我們曉得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照著祂旨意被召的人。」如果將這節聖

經的「人」字讀成「教會」，恰可見證上帝在本教會奇妙的作為。 
http://www.efcla.org/ 

http://www.efc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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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Nasa 拿撒台福基

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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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New Orleans 紐

奧良台福基督教會 

https://efcno0.wixsite.com/home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30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Orange County 

柑縣台福基督教會 

柑縣台福基督教會，始於 1982 年 9 月 18 日，在神的恩典及祝福中，茁壯長大。 

https://www.efcoc.org/index.html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Orlando 奧蘭多

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Orlando is one the earlier Chinese church in Orlando. In July, 1997 several Christian 

families from Taiwan, in order to use their mother tongue - Taiwanese - to worship God, and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o our blood kin, established EFC of Orlando, and joined the EFC family Headquarter in Los Angeles, 

C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asachurch/home
https://efcno0.wixsite.com/home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30
https://www.efcoc.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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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7 月，幾家從台灣移民到奧蘭多的基督徒家庭，為了要用自己的母語-台語-來敬拜上帝，也為了要將

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當地我們的骨肉至親，組成了奧蘭多台福基督教會，並於同年加入了總會設在加州洛杉

磯的台福教會大家庭。回顧過去近 14 年多的歲月，信實的上帝果真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並在我們走過的路

徑中滴下脂油來祝福祂的教會。上帝相繼差遣了四位忠心的牧者前來牧養，鼓勵，栽培羊群。其間祂並擴展

教會和福音的異象，使教會於 2003 年決定突破語言的限制，由最初的台語改成華語，以使更多的華人能得著

福音的好處。每逢主日，看到從各處移民來奧蘭多的弟兄姊妹聚集一起，同心稱頌、見證、榮耀這位救贖我

們，使我們合而為一的上帝。奧蘭多台福基督教會是一個以上帝為本，以基督為中心，並以注重聖靈藉著上

帝的道來建立信徒的教會。除了主日崇拜，週間的禱告會與小組聚會也幫助信徒靈命的成長。神的愛在奧蘭

多台福基督教會肢體彼此間的關係中表露無遺。我們歡迎新的朋友一齊來加入這個愛的大家庭，讓福音更多

地被傳揚出去，使萬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http://www.efcorlando.net/index.asp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Philadelphia 費

城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philly.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Phoenix 鳳城台

福基督教會 

1988 年 

楊兆隆、枝美夫婦因工作的關係來到鳳凰城。有感於鳳城缺乏使用台灣母語的教會，便於五月邀請同鄉在 

Scottsdale  的 Apartment 開始查經聚會。七月初吳德勝牧師來鳳凰城帶領聚會，於永森、美蓉夫婦家除偶像，

並宣佈鳳城台福團契的成立。團契也開始每個禮拜在 Apartment 的 club house 舉行主日崇拜。每個週六柑縣

台福教會周淑慧牧師、長執，弟兄姐妹，或台福教會牧長們輪流飛來鳳城帶領查經和週日禮拜，為時共有三

年半之久，鳳城台福的傳統 Pot Luck 午餐就是在這時開始的。同鄉們渴慕神，僅僅半年內就有十貳人受洗。

八月二十四日於台福總會年會中鳳城台福團契正式被接納為台福教會的第十七間教會。 

團契快速成長，Apartment Manager 不再續租 club house。鳳城台福團契遂搬到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小

學教室聚會。   

https://efcp.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Rowland Heights 

愛鄰台福基督教會 

http://w3.efcrh.org/ 

http://www.efcorlando.net/index.asp
http://www.efcphilly.org/
https://efcp.org/
http://w3.efcr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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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addleback 

Valley 平安台福基督教會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fcsaddlebackvalley/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an Antonio 聖

城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24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an Diego 聖雅

台福基督教會 

http://nh.efcsandiego.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an Fernando 

Valley 聖谷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sfv.org/index.html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anta Monica 聖

迦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3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fcsaddlebackvalley/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24
http://nh.efcsandiego.org/
http://www.efcsfv.org/index.html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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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outh Bay 南灣

台福基督教會 

Briefing of the Church 
12/1,1979 –Rev.Felix held a family worship of southern area at Elder F.Huang’s hous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vangelistic Center”(Taiwanese language) was established. We were then looking for a suitable place for worship 
Lord better. 
2/23,1980 moved to Four Square Church for Worship 
9/14,1980 Establishment of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outh Bay”. Rev. Samuel Wu came to hold Sunday 
worship regularly. 
In Jan. to Aug.1981 Rev.Yang was in charge of the church service.. 
7/5,1981 Moved in South Bay Baptist Church (current facility) and Rev. Felix Liu held the first Sunday worship.Thanks 
for our Lord many youth of non-Taiwanese speaking came to our church. We accepted them .We love these youth 
and our second generation. 
8/1,1981 Establishment of Youth Fellowship (English).There was a Bible class regularly. 
9/13,1981 Began English speaking worship.The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ing youth continuously came 
in the church in big number. 
11/4,1984 –Establishment of English Worship Group. 
10/6, 1985 –Establishment of Mandarin Youth Fellowship. 
10/1,1995 -Establishment of Mandarin Worship Group. 
9/21, 2001-God granted us the grace to purchase The facility of South Bay Baptist Church (current location)He surely 
listens to our prayer for a better place to serve Him with all our hearts. The remodeling of the church buildings then 
was planned in order to glorify His name. 
10/3, 2004 – We held a“Braking Ground Service” of remodeling work after long process of design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12/23, 2005-There was a Christmas Celebration Service at chapel.This was first time to use it after remodeling.It wa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coming of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From 12/ 23, 2005 There are some remodeling and repairing work on other buildings and surrounding grounds. 
At present time, the church has three language worship groups: Taiwanese,Mandarin and English, it is a dynamic 
church of evangelism . 
 
教會沿革 

1979 年十二月一日劉富理牧師在黃逢時長老家,主持第一次南區家庭聚會.於是成立台福南區福音中心(使用台

語).主賜大恩典於這福音中心,信徒不斷增加,遂一再尋找較大的塲所聚會. 

1980,2/23 改在四方教會聚會。 

1980,9/14 成立「南灣福音教會」吳德聖牧師每主日來主持崇拜 1981 年 1-8 月由楊石林牧師任短期牧養 

1981,7/5 遷入南灣浸信會 劉富理牧師主持第一次崇拜.感謝主的大能和恩典,聖靈感動青少年踴躍來教會 

1981 年八月一日開始(英語組)青少年團契事工.開始(查經班) 

1981,9/1.吳德聖牧師由北加州搬來南灣地區定居 

1981,9/13 開始英語崇拜. 

1985,10/6 成立華語青少年團契事工. 

1995,10/1 開始華語崇拜 

2001,9/21 主聽我們的祈禱,讓我們順利的買下南灣浸信會.我們即着手規劃修建,以新的殿榮耀,服事我們的主. 

2004,10/3 通過繁複的各項手續後. 舉行修建開工禮拜. 2005,12/23 在修建後的主堂,舉辦聖誕晚會.紀念救世主

的降臨.是修建後的第一次使用.感謝讚美主. 

2005,2/23 後仍繼續附屬建築物和塲地的整修工作 

目前本教會有(台語堂會)(華語堂會)(英語堂會) 

是一個有三種語言傳福音的活力教會 . 

http://www.efcsb.org/blog/ 

http://www.efcsb.or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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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South Florida 聖

光台福基督教會 

聖光台福基督教會---這間侷處南佛羅里達州，彷彿不為人知曉的教會，已悄然邁進第十三個年頭。從創會迄

今，神施恩的手不曾間斷地在背後掌權、引導與供應。 

聖光教會的前身--南福福音團契，係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由四個家庭組成的查經班開始，嗣後透過周淑

慧牧師的長途電話帶領查經與牧養，團契人數逐 漸增加，乃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由周牧師主領第一次

主日崇拜，並於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舉行開設感恩禮拜，成為台福所屬第二十七間教會。 

十餘年來，除了受益於周牧師及柑縣教會眾同工的牧養關懷，神也陸續差遣了姚榮輝、蔡安順、黃思義、王

濟牧師等牧者來本會擔任牧養的工作，他們都為教會奠定了良好的根基。當二０００年代理的王濟即將離去

前，同工迫切、禁食禱告為所需的牧者向神祈求。感謝神！垂聽了同工的禱告，藉著「彩虹的憑據」，於該

年八月初差遣了施能智牧師全家來到本會繼續擔任牧養的工作直到如今。 

http://www.efcsf.org/default.html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The Inland 

Empire 恩聯台福基督教會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0 

https://www.facebook.com/efcieorg/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the Twin Cities 

明洲雙福基督教會 

https://www.efctc.info/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Washington, D.C. 

華府台福基督教會 

http://www.efcdc.org/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CEFC/about/ 

http://www.efcsf.org/default.html
http://efcga.org/Churches/Details.aspx?CID=10
https://www.facebook.com/efcieorg/
https://www.efctc.info/
http://www.efcdc.org/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CEFC/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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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正道福音神學院（原

美國台福神學院) 

正道福音神學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原「美國台福神學院」，

1989 年由台福基督教會總會創立；1999 年 6 月通過美加神學院協會

﹙ATS﹚認證，成為第一所正式會員的亞裔神學院。也是美國加州政府立

案、美國西部大專院校協會（WASC）認證候選人的正規神學院。現今，本院已有 330 多位畢業生分散在 19

個不同的國家中事奉。 

鑒於台灣地區亟需培育時代性工人，積極投入搶救百萬靈魂事工，經多年禱告、籌備，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

在台灣正式創立「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並於 2012 年 5 月取得亞洲神學協會（ATA）認證。 

http://www.lestw.net.tw/index.php 

 

http://www.lestw.net.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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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byterian Church in USA 美國長老教會 

 

Ann Arbor Taiwanese Church 安雅堡台灣教會 

我們始於 1971 年草根性的僑民查經班。當時只有幾位從台灣來的基督徒及留學生，試圖作個忠心的見證人對

自己的同胞見證基督耶穌。後來於 1976 年感恩節成立佈道所，有固定的主日禮拜。我們延續這個傳統，持續

尋找機會分享福音，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儘管我們教會歡迎所有的人，我們仍是個移民人的教會。正因如此，我們的宣教對象是致力於橫跨太平洋而

來的台灣移民。我們的事工是特別為那些認同台灣和台美人族群所安排及設計的。 

In 1971, we started as a grass root immigrant Bible study group with only a few Taiwanese Christians and grad 

students trying to be faithful witnesses to their fellow Taiwanese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fellowship with Sunday 

worship service on Thanksgiving Day 1976. We continue that tradition and seek to share the good news and to witness 

what God is doing in our own lives. 

While everyone is welcome at our church, we are a denizen church. And as such, our mission target is focused 

squarely on Taiwanese migrants coming across the Pacific. And our ministry is especially geared toward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Taiwanese and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目標 Our Goals 

在安雅堡台灣長老教會，我們的目標是：1)與有台灣背景的人分享盼望的信息。2)更是要讓自己成為所宣揚

的信息。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我們是一個有特定對象的少數民族事工。也正因如此，我們將委身於裝備對此

異象有共同負擔的同工，去向有台灣背景的人傳這盼望的信息。 

At AATPC, our goal is to be and share the message of hope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that end, we, as a targeted 

minority ministry, are committed to equip and empower anyone who has a burden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http://www.aatpc.us/ 

 

ATC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ern 

California, Walnut Creek, CA 北加州萬民恩惠長

老基督教會 

ATC (All-Together-Congregation)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萬民恩惠長老教會，位于 Walnut Creek，Contra 

Costa County， 是一個講華語的教會。我們深信在教會元首基督耶穌的恩典， 聖靈的能力與帶領， 本會的教

牧，長老執事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彼此配搭，齊心建造的聖經原則下 ，萬民恩惠長老教會能成為一間遵行

聖經， 恆切禱告， 關懷見證和傳揚福音的教會。 也成為在 Rossmoor， Walnut Creek 地區及周圍社區的華人

及亞裔的敬拜中心。 使上帝的名得榮耀， 基督的十架得高舉，萬民歸屬祂， 祂的子民遍滿全地。  

 

  恩惠長老教會於 1980 年 4 月成立， 並於 2000 年 4 月自立。 多年前， 一群來自台灣和菲律賓的移民， 在異

鄉美國建立起自己屬靈的家。 1978 年 6 月 三位先驅開始家庭禮拜的聚會。舊金山第一聯合長老教會陳祥康

牧師夫婦在教會開創期間盡力協助本教會的聚會， 勞苦的奔波努力， 向舊金山長老教會宗會申請。 核桃溪

恩惠長老教會得允加入美國長老教會，成為其會員。 多年來，承蒙核桃溪美國長老教會的愛心善待， 照顧與

協助， 讓我們享用其教會一切資源， 願主紀念美國教會的愛心與慷慨。 因移民教會與美國教會在文化背景

與信仰表達的差異下，本會於 1980 年的復活節正式成立恩惠長老教會台(閩)語教會。 先後有施養根長老， 

http://www.aatp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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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維恆長老等家庭加入本教會， 壯大教會的陣容。 後來為讓講不同語言 / 族群的人能來參加聚會，本會於 

2000 年正名為 ATC (All-Together-Congregation) 萬民恩惠長老教會， 華語為教會眾人溝通的語言。 

http://www.atcgrace.org/ 

 

Atlant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亞特蘭大

台灣長老教會 

幾位來自台灣的基督徒，於 1979 年在桃樂維爾 (Doraville)長老教會成

立台語查經班。1983 年 2 月開始借用北底開特 (North Decatur) 長老教

會禮拜堂禮拜，並命名為亞特蘭大台語長老教會 (Atlant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簡稱 ATPC)。六年後加入美國長老教會 (PCUSA)

大亞特蘭大中會，1991 年 12 月 17 日購得座落於石頭山的禮拜堂。兩年後的 5 月，美輪美奐的交誼廳興建完

成。2008 年經會員大會決議，本會更名為亞特蘭大台灣長老教會；英文名稱仍為 Atlant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簡稱 ATPC。 

https://www.atpc.org/ 

 

Austin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奧斯汀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 

我們始於 1986 年初草根性的僑民家庭查經。當時只有幾戶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家庭成員，試圖作忠心的見証人

對自己的同胞見証基督耶穌。而後於 Hope 長老教會，有固定的主日禮拜。我們於 1999 年遷入教會現址，延

續一樣的傳統，持續尋找機會分享福音，見証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儘管我們是個移民人的教會，我們仍

歡迎所有的人。我們除了於奧斯汀地區向我們教會所接觸的人傳福音之外，更致力於橫跨太平洋而來的台灣

移民與家庭。正因如此，我們的事工會特別為那些認同台灣和台美人族群而安排與設計。 

http://atpcweb.org/tw2015/ 

 

Brighton Reformed Church 歸正教會紐約羅契斯

特中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atcgrace.org/
https://www.atpc.org/
http://atpcweb.org/tw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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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erbrook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Falls Church, VA 北維州長老教會 

1988 年至 1990 年 4 月是北維州長老教會的異象孕育期｡鑑於台灣人在北維州地區迅速的增加 1 加上,北維州的

信徒每主日要逾州去「馬利蘭州的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華府教會)聚會,在距離的遙遠,和時間的

不經濟的因素下,華府教會於 1988 年長執會通過在北維州開拓教會｡1989 年冬季長執會通過,委任住在北維州

的三個家庭(洪耀東兄,柯淳文兄和周仕培兄)去尋找接洽合適的地點和場所聚會,並準備成立教會所需要的聖經,

聖詩,和聖餐用具等｡1990 年 1 月租借到位於 Lee-Jackson Highway, Fairfax 的第一長老教會｡二月中會通過,成立

了「北維州台灣長老會佈道堂會」(Th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Mission of Northern Virginia).1990 年 4 月 15 日

復活節下午兩點,舉行第一次的主日聚會｡ 

http://www.ctpchurch.org/tw/ 

 

Chino Hills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基諾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於 1990 年底， 一個剛開發且空氣中仍然飄散著牛糞味的鄉下地方-Chino Hills，吸引了幾戶好牧者教會及

Santa Monica 教會的兄姊搬來定居， 後來連好牧者教會黄德利牧師一家也搬入做鄰居。很自然地,，因著相同

的信仰，大家常常一起聚集在家庭吟詩敬拜上帝，並一起分享信仰生活。 同時，台南天橋長老教會林憲平牧

師來美探親時， 也會來 Chino Hills 家庭中帶領大家一起來敬拜讚美主。 

 1996 年， 在好牧者教會服事的蘇惠智傳道全家搬來 Chino Hills 以後，在他家開始小組聚會，並由他擬定在

Chino Hills 的宣教計劃交給美國長老教會中會及總會審查，經過中會及總會通過以後，就在 Chino Hills 設立怖

道所，於 1997 年 10 月， 在好牧者教會及台南天橋教會支援下成立基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並聘請曾任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的李約翰牧師為首任組織牧師，組織同工會及行政委員會，前後租用 HIDDEN TRAILS

及 EAGLE CANYON 小學的禮堂固定作禮拜，週間有探訪及小組聚會。 教會開拓期間， 除了好牧者及天橋教

會，還有洛杉磯教會及亞伯蘭等...教會的許多牧長和會友都提供基諾教會很多的幫助及協助。 

 
 2002 年，李約翰牧師退休，但仍繼續協助教會之講道一段時間，教會會務由同工會主席阮宗征長老及衆同工

共同負責，其間也曾邀請蔡登燦牧師、楊東川牧師等固定來幫助講道。 

 
 2006 年 4 月，在中會的幫助下，位在 DIAMOND BAR  的 Northminster 美國長老教會歡喜接納基諾教會在禮拜 

日下午來使用他們的會堂作禮拜及活動，基諾教會就從 Chino Hills 搬來 Diamond Bar 現址 ，教會的英文名也

從 Chino Hills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改為 COVENANT TAIWANESE PRYSBYTERIAN CHURCH ，同年 ; 也邀

請黃德利牧師來主持會務，之後 ; 由黃牧師協助訂定 BYLAW 成立堂會並選舉長執，但尚未向中會申請加入堂

會，其間 ; 曾邀請謝信光傳道、蘇義芳牧師及黃永豐傳道來協助會務、關懷及講道。 

 
 2012 年 3 月，因黃牧師身兼數職無法兼顧會務，遂由小會邀請李鈺平牧師來夲會擔任臨時牧師，協助牧會，

後來因為他個人之考量，於當年 10 月離職，之後 ; 再次邀請黃德利牧師來協助會務並擔任小會議長，直到

2015 年 7 月 1 日，邀請到專精於小組及音樂事工的王光智博士來夲 會擔任牧師迄今，一切榮光歸於上帝！ 
http://ctpccovenant.org/ 

http://www.ctpchurch.org/tw/
http://ctpccovena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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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Fellowship of Orange County 柑縣基督

信友教會 

No Information 

 

Cincinnati Taiwanese Presbyterian Ministry 辛城

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cincinnatitaiwanesechurch.org/ 

 

Cornerston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Orange 

County 柑縣 (英語教會) 

Our congregation began as an English-speaking ministry of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2004, we believed God 

was calling us to a new vision to form a new church development. This new vision included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 autonomous governing body, and a multicultural mission. For this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Cornerstone’s desire 

to partner in ministry with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has been symbolized by the sharing of facilities and the 

offering of children’s programs, to witness to God’s hospitality together as one family.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Burlingame 普霖甘

第一長老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BurlPres/ 

https://burlpres.org/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紐澤西第

一長老教會 

第一長老教會於 1909 年 2 月 19 日設教, 於 1916 年 7 月 9 日建堂. 

http://www.cincinnatitaiwanesechurch.org/
https://www.facebook.com/BurlPres/
https://burlpr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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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pcnj.org/ 

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eattle 西

雅圖第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Jesus said  “Again, truly I tell you that if two of you on earth agree about anything they ask for, 

it will be done for them by my Father in heaven. For where two or three ga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with them.” (Matthew 18:19-20) 

In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of 2002, two brothers from Seattle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shared a common vision of evangelism burden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determined to establish a Taiwanese church on the east side of Lake Washington. 

A few families began prayer and Bible study meetings and approached Seattle Presbytery for 

guidanc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and under Seattle Presbytery Director, Dr. Rev. Boyd A. Stockdale’s encouragement 

and acceptance, the group established the 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In September 

15th, 2002, a group 16 people held the first Sunday service at the Taiw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office in 

Bellevue. 

In October 20, 2002, the church relocated to Newport Presbyterian Church in Bellevue, and in November 19th, 2002, 

the church was formally accepted as a fellowship member within the Seattle Presbytery.  In March 16th, 2003, the 

church once again relocated to Mercer Is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where we have our worship services since.   With 

God’s Grace, the help from Catalyzing Missional Communities Committee, and the supports from the Seattle 

Presbytery, the 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completed charter process, and on April 14, 2013, formally 

recognized as a church within the Seattle Presbytery, and under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Despite some stormy times in past years, the blessings of the Lord have helped the church endured all challenges.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presence of God is with us, and He is the power that motivates us in sharing the gospel.  We 

seek the Holy Spirit to be with us continuously, and continue to guide our path forward.  May all the glory be to God, 

the Holy Trinity. 

 

主耶穌說：「設使恁中間二人佇地裡無論求甚麼，若是同心，就我佇天裡的父欲給他們做成。因為不論甚麼

所在，有二三人佇我的名聚集，我也佇他們中間。」(馬太福音十八章 19-20 節) 

2002 年的春末夏初，有兩位曾經是西雅圖台灣基督教會會友的弟兄，因著有共同傳福音的負擔與異象，在聖

靈的引導下，決心在華盛頓湖的東邊設立說台語的教會。 

 

經由祈禱與查經聚會一段時間後，終於在美國長老教會西雅圖中會總幹事 Dr. Rev. Boyd A. Stockdale 的鼓勵

與接納之下，設立了美國西北地區 (包括華盛頓州、俄勒岡州、蒙他那州及愛達荷州)的第一個台灣人的基督

長老教會，命名為第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02 年九月 15 日(禮拜日)在 Bellevue 的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辦

公室舉行第一次的主日禮拜，共有 16 人參加。 

 

2002 年十月 20 日，教會搬到位於 Bellevue 的 Newport Presbyterian Church 聚會。2002 年十一月 19 日的西雅

圖中會會議中正式接納本會為西雅圖中會的一員。2003 年三月 16 日，教會再搬到位於 Mercer Island 的 

Mercer Is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聚會，直到現在。感謝上帝，本會已於 2013 年四月 14 日升格為堂會。 

 

在過去的歲月裏，雖有風浪，但都蒙上帝保守與眷顧，均安然渡過。我們深信上帝的同在是教會能廣傳福音

的唯一動力。懇求聖靈，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靈與我們同在，繼續引導及保守我們前面的道路。願一切

的榮耀都歸於三位一體的上帝。 

https://www.ftpcseattle.org/ 

https://www.facebook.com/ftpcseattle/ 

http://www.fpcnj.org/
https://www.ftpcseattle.org/
https://www.facebook.com/ftpc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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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Pasadena, 

CA 第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979 年 12 月洪建州牧師夫婦帶領，為開設教會祈禱，得吳大禮兄夫婦將住宅開放作教會聚會用，教會名為

「洛杉磯基督救恩教會」。1980 年 3 月 2 日開始主日聚會。1981 年 5 月 10 日聘請賴炳烔牧師為專任牧師，

積極進行加入美國長老教會。1981 年 6 月 10 日改名「蒙特利公園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81 年 9 月遷入

Garfield /Commonwealth 街角的第一長老教會，借用場所聚會。1983 年 5 月 15 日聘請陳瑞騰牧師為專任牧

師，7 月改名「第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83 年 5 月 1 日，得到美國長老教會 San Gabriel 中會協助組織教

會。1983 年 6 月 26 日中會於 Diamond Bar 舉行定期議會中，受接納為美國長老教會之會員教會。 

 

1993 年 6 月因應實際需要，召開會員大會於原地點分成兩教會。「第一教會」與 Temple City「恩惠教會」。

1993 年 12 月 5 日 Rev. David Spahn 主持會員大會議決聘請時任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總幹事之王忠信

牧師，由中會設立為本會牧師。1996 年 5 月 19 日，本會「第一教會」遷至 Arcadia 長老教會。 

 

1997 年 2 月 18 日上午 County 召開公聽會，無異議通過准本會現址做為教會使用。1997 年 10 月 24 日購置現

址 2425 Seneca St., Pasadena, CA91107 完成過戶。1998 年 4 月 12 日開始進行整修，1999 年 5 月 16 日獻堂感

恩禮拜。 

http://www.ftpcusa.com/ 

 

First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Francisco 

舊金山第一聯合長老教會 

http://fupcsf.org/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Greater 

Houston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975 年一群住在休士頓地區的留學生與專業人士，一同追求信仰用母語做禮拜，於當年 9 月 22 日在家庭中

查經聚會，後來人數增加，那時王順吉牧師於 1976 年舉行復活節靈修會時，同鄉有一百五十人參加，七個家

庭與王牧師會議有異像成立台灣人基督教會。 

1976 年 6 月 6 日第一次主日禮拜借用 Spring Branch Presbyterian Church 交誼廳 舉行。 1977 年 4 月 3 日正式

加入美國長老教會，成為現在 New Covenant 中會之一員，正式聘請王順吉牧師為首任牧師。 

1977 年 11 月教會租用關閉好久的 SOUTH GLEN 長老會禮拜堂，感謝有自己完全使用權的禮拜堂敬拜事奉。

早上 10 點查經、 11 點半禮拜、又開始中文班及多班兒童主日學。人數增加，教會設備不夠使用。於 1980 年 

11 月購買靠近市區 Heights Area 的 Woodland 教堂，有古典古香的教堂、交誼廳、很多主日學教室及室內體

育場。 

鑒於休士頓人口增 加，台灣人移居新開發的西區及西南區，教會決定再次搬到台灣人口中心， 1990 年 8 月

在西區現址 2401 S. Dairy Ashford, Houston, TX 77077 。 1991 年 2 月搬入現址，禮拜及各種活動。我們把十

六單位的辦公大樓改成教育大樓，另外新蓋容納 250 人的禮拜堂， 1992 年 12 月 19 日第一次在新堂敬拜上帝

並慶祝聖誕。並於 1993 年 3 月 28 日舉行?堂禮拜。全教會聚集感謝上帝的鴻恩與帶領。 

http://www.ftpcusa.com/
http://fupc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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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會現有活動會員 160 名，台語禮拜參加人數平均每主日 120 人，英語禮拜 40 人，兒童 40 人；成人主日

學 8 班，青少年主日學 2 班，兒童主日學 5 班；週日小組有 6 組在家庭聚會。 

http://www.fpcinhouston.org/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洛

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本教會的中文名稱為-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主後 1970 年成立之教會團體,是設

立在洛杉磯的北美第一間台灣人長老教會,隸屬美國聯合長老教會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洛杉磯教會或 Olympic 教會，於 1973 年 5 月 20 日正

式昇格為堂會，是全美國第一間被美國聯合長老教會(PCUSA)接受為堂會的台灣教

會。PCUSA 是全國性的組織，也是美國基督教主流教派之一，要成為其旗下的一所

正式教會必須經過嚴謹的審核過程，因此洛杉磯教會創會歷程長達三年之久。從初

次聚會(1970 年 8 月)，進而制定教會組織與章程，然後積極爭取 PCUSA 的承認與輔

導(1971 年 5 月)，擬定正式的宣教計畫，以及聘請首任組織牧師(1971 年 9 月)等事工在一群創會元老的手

中，憑著一股傳播基督福音以及延續台灣人基督徒信仰使命的熱誠不辭勞苦奮鬥之下完成了。洛杉磯教會創

始人之一張瑞雄牧師 1970 年任職於加州中部 Fresno 衛理公會，但鑒於當時廣大洛杉磯地區並無完全屬於台

灣人的教會，張牧師前來洛杉磯協助試辦台灣教會，首次聚會在 1970 年 8 月 9 日位於 Normandie Avenue 和

35th Street 的 Centena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衛理公會教會)舉行，此次聚會便成了歷史性的創始點。當時

積極參與支持張牧師開拓事工者有高光民、陳昭俊、葉思雅、李宗派、許文彬、王春雄、吳政彥以及賴信雄

等人。 

洛杉磯教會的會友對這棟教堂充滿了情感，因為早在 1971 年 7 月太平洋中會還在輔導的時期他們就在此處聚

會了，當時這裏是一所叫做 Wilshire Crest Presbyterian Church 的美國人教會，透過他們的邀請，洛杉磯教會

得以駐入此處。上帝奇妙的安排，Wilshire Crest 因連年會友遷往外地，會員人數銳減，1974 年向中會申請解

散，中會決定將教堂以及一切設備悉數交由洛杉磯教會使用。 

有了專屬的教堂並不代表從此過著高枕無憂的日子，在 1982 年 4 月 19 日凌晨驚傳教會禮拜堂遭人縱火，據

說是耶和華見證人教徒犯的案，消防隊出動了 8 輛消防車全力救火，等到火勢撲滅後禮拜堂早已面目全非

了。當下洛杉磯教會面臨重大的信心考驗，撇開教堂重建艱鉅的事工不說，接下來連下一場禮拜要在哪裡舉

行都不知道。後來透過太平洋中會的協助，從 1982 年 4 月 25 日起洛杉磯教會借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以馬內利長老教會)副堂聚會，一直到 1985 年 2 月 3 日才遷回原址，教會重建整整花了兩年又十個月

的時間。經過這一次火煉的信心考驗，教會建立了更堅強傳播基督福音的意志，對聖經真理所教導的患難中

建立堅韌不拔的信心與毅力有了更確切的體驗。會友對摩西在何烈山看到荊棘焚而不燬的聖經記載，以及其

屬靈涵義有了更深層的認識，對他們來說焚而不燬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信仰的力量，它成為洛杉磯教會幾

十年來的精神傳承。 

上帝的祝福並不止於教會重建。洛杉磯教會在 1991 年 5 月從中會的手中買下這棟教堂，並在 1992 年 6 月 7

日舉行獻堂禮拜。教會原本就是基督徒屬靈的家庭，自從擁有教堂之後，屬靈家庭的意義又增添了一層具體

感，這股強烈的歸屬與家庭認同鞏固了會友對這教會長期的愛護與支持。 

http://www.fpcla.org/home.html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Orange County 

柑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柑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立至今已經三十幾年，回顧過去，充滿了上帝的恩典和扶持，感謝主，讚美主。 

http://www.fpcinhouston.org/
http://www.fpcla.org/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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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一群居住在柑縣及其鄰近城市要在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敬拜的信徒，憑著信心和勇氣，抱著神所

託付的異象和使命，開拓了柑縣佈道所。當時租用安那罕聖保羅教會，由許錦銘等多位牧長輪流証道，主日

聚會崇拜人數約五十餘人。 

 
1978 年元月柑縣教會正式成立堂會，聚會人數增至八十幾人。同年十一月聘請黃武東為組織牧師。黃牧師德

高望重，信徒同鄉人人敬愛。在本會一年八個月，領導教會，牧養信徒，奠定堅固的基石。1980 年八月聘請

葉高芳為本會牧師，在職二年，盡心竭力，貢獻甚大。葉牧師在離職前並為本會覓得新的聚會場所 (安那罕和

歸正教會)。 

http://fpcoc.org/index.html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Inland Empire 

內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http://fpcoc.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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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hepher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Monterey Park, CA 好牧者基督教長老教會 

http://gstpc.org/home/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休

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No Information 

 

Grac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Lawrenceville, NJ 聖恩長老教會 

http://www.grace-tpc.org/ 

 

Grac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Temple 

City, CA 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No Information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of Fremont 以馬

內利長老教會 

以馬內利長老教會創立於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３日，除了執行傳主福音，支持各項宣教事工及栽培信徒之異象

外，並在加州灣區促進華人社區之團契及年長者關懷。 

多年來，本會經歷上帝信實的引領，在上帝的祝福裡，質與量日漸增長。各項聚會集團契相繼成立，大家經

常在神的家中聚焦，互相關懷，互相勉勵，彼此相愛，彼此照顧；藉著種種聖工，在社區中榮神益人。 

https://ipcf.net/ 

http://gstpc.org/home/
http://www.grace-tpc.org/
https://ipc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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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爾灣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 

http://www.irvinetpc.org/index.html 

 

Louisvill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路城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calvinpreschurch.org/default.asp 

 

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ouncil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美國基督長老教會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 

https://www.ntpc-usa.org/ 

 

San Diego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聖地雅

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In the Spring of 1985, several Taiwanese Christian families in the San Diego area began a small bible study group.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Sunday worship began at the facility of Tierra Santa Baptist Church with the help of the first 

installed pastor Rev. Wu.  The congregation was officailly named "San Diego Taiwanese Gospel Church". 

During spring of 1989, at God's calling and with visions of missions in China, Rev. Wu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Asia.  

After approval from the Session and members, the church welcomed Rev. Lai. 

In June of 1990, du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ased facility, God lead the congregation to the centrally and 

conveniently located First Baptist Church as a place of worship.  Towards the end of 2012 and with God's blessing, 

the current location in La Mesa near SDSU was purchased from the Presbytery of San Diego. 

In 1993,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to prepare for membership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USA, the church changed its name to San Diego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Furthermore, the bylaws were modified in 1998 to elect the first term elders, and together with existing deacons, the 

Session was formed to be the administrative body of the church and to promote the plans of the congregation.  The 

current Session includes 4 elders and 6 deacons. 

In 2004, thanks to the Lord for sending Pastor Shang-NanTsai to the church.  At Pastor Tsai and the Session's 

leadership, the church officially joined PCUSA at the end of 2007. 

http://www.irvinetpc.org/index.html
http://www.calvinpreschurch.org/default.asp
https://www.ntpc-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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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5 年的春天，幾個在聖地雅歌的台灣基督徒家庭輪流在他們的家中開始了查經班。同年八月，借用 

Tierra Santa Baptist Church 開始每主日的崇拜，並請吳得榮牧師為本會的首任牧師。教會正式取名為「聖地雅

歌台灣福音教會」。 

1989 年春季，吳牧師因受到神的呼召，對中國大陸有傳福音的異象，離開本會。同年九月，執事會同意並經

大會通過聘請賴聰哲牧師前來本會牧養。 

1990 年六月因原聚會的教會改建，幾經波折，最後蒙神帶領，教會於在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的美國第一浸信

教會找到聚會的場所。直到 2012 年底，蒙神帶領，由 Presbytery of San Diego 購得位於 La Mesa 靠近 SDSU 

的現址。 

為符合本會會員的信仰背景與為將來加入美國長老教會作準備，在 1993 年底，經會員大會全體出席會員通

過，更改教會名稱為「聖地雅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沿用至今。且於 1998 年修改章程設立長老，選出首任

長老人選與原有執事成立長執會，為本會行政機構，推行會員大會的決策。現有本會長老四名，執事六名。 

2004 年起, 感謝上帝差派蔡尚男牧師來本會牧會至今。本會於 2007 年底正式加入美國長老教會 (PCUSA). 

http://www.sdtpc.org/ 

 

Santa Monic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聖

塔莫尼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No Information 

 

Shepherd of the Valley Presbyterian Church, 

Hacienda Heights, CA 牧谷基督長老教會 

Shepherd of the Valley Presbyterian Church was begun by Dr. J. Albert Smith and a group of young families in 1969. 

The church buildings were completed and dedicated on May 5
th
, 1974. The continuing mission of this congregation 

has been the spreading of God’s love and concern for all people here and abroad. 

  

牧谷基督長老教會是一間美國長老教會屬下的地方教會，於 1969 年由 Dr. J. Albert Smith 牧師和一群當地的基

督徒一起開拓。1974 年 5 月 5 日舉行獻堂典禮，擔起哈崗地區的宣教工作，並傳揚上帝的愛及關懷。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new residents, predominantly from Southeast Asia, have been moving into the area. A 

Taiwanese language service was begun in 1994 when the leaders of SOTV recognized that God was directing them to 

these neighbors. Soon the congregation became known for its multicultural ministry and the wealth of opportunity for 

friendships and joy that happens here weekly. You are welcome to join with us to share God’s love in this big family 

of Christ. 

  

由於新移民的移入，社區居民的多元化，尤其是從東南亞來的移民增多，講英文的人口開始往外移，教會開

始思考對這些新移民的宣教工作。於是在 1974 年成立台語堂，向台灣來的移民開始宣教。牧谷基督長老教會

終於成為一間多文化，多語言的 

教會。我們向社區開放，衷心地歡迎您一同來敬拜上帝，分享您信仰生活的體驗。 

https://www.shepherdofthevalleypc.com/ 

http://www.sdtpc.org/
https://www.shepherdofthevalley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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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onference 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TPC) of Greater 

Chicago 芝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阮教會始於 1969 年草根性的台美人查經班。阮的宣教主要對象是台灣 

移民。阮於 1996 年加入美國長老教會總會的芝加哥中會。 

https://www.facebook.com/tpcgc/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大

波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波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是由一群來自台灣的移民，於 1991

年 2 月 3 日創立。因著共同的信仰，語言及文化背景，我們成立了大波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一間傳揚

上帝福音與耶穌基督大愛的教會。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贖。藉著聖

靈的引導，我們要傳福音給所接觸的人。我們聚會的型態主要是針對來自台灣的移民，留學生，及他們的後

代。我們要在生活上彼此扶持，共同追求靈命的成長，用生命來為主做見證。教會提供各年齡層的主日學，

包括兒童、青少年、留學生、就業青年、成年人等，而且還有不同的查經班，幫助會友靈性上的進步與成

長。 

http://www.tpcgb.org/ 

https://www.facebook.com/TPCGB/ 

 

Taiwanese American Christian Fellowship 

Farragut Presbyterian Church, Farragut, TN 台美

基督徒團契 

No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tpcgc/
http://www.tpcgb.org/
https://www.facebook.com/TPC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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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Las 

Vegas 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Jose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TAPC started as a grass root Bible study group in private homes with only a few Taiwanese Christians and grad 

students striving to be faithful witnesses to their fellow Taiwanese migrants. We continue that tradition and seek to 

share the Good News and to witness what God is doing in our own lives. 

台美教會始於草根性的僑民家庭查經聚會，當時只有幾戶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家庭成員及留學生，盡力作忠心

的見証人對自己的同胞見証基督耶穌。我們延續這個傳統，持續尋找機會分享福音，見証上帝在我們身上的

作為。 

https://www.tapcsj.org/ 

 

Taiwanese Felleowship – Detroit at Star 

Presbyterian Church 車城台灣教會 

Founded in February 1993, we are a Taiwanese congregation under the Presbytery of Detroit,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We follow Presbyterian reformed theology and church polity.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fellowshipdetroi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awaii 夏威夷

台灣基督長老敎會 

1976 年 12 月開始，有 6 個基督徒家庭，一個月一擺聚集做伙研讀聖經，地點逐家庭輪流。許明昭牧師是這 6

個家庭其中之一。1980 年 4 月這个查經班增加到 12 個家庭，聚會改做每兩禮拜一擺，地點改佇第一基督長

老教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Honolulu)。到年中，閣有周金耀牧師及林慶東牧師兩家及家屬移民來。查

經班有三位牧者提供靈性的米糧，實在受著祝福滿滿。 

 

https://www.tapcsj.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fellowshipdet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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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1 月正式成立夏威夷台語基督徒團契，英語名號做 Taiwa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olulu。簡稱台

語團契。1981 年 11 月台語團契開始使用 Honolulu 第一長老教會青年(Youth Room)做敬拜聚會場所。 

http://tpch-honolulu.org/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outh Bay 洛杉

磯南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本會創於 1989 年 1 月 29 日。以對上帝有信、對子弟有望、對同胞有愛、對鄉土有情的精神，為体揚耶穌基

督的救恩而設立。本會隸屬於美國基督長老教會總會（PCUSA）；南加州（暨夏威夷）大會；太平洋中會。

為少數族裔中（台灣人）之教會。與故鄉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姊妹敎會，並兼直接隸屬之關係。 

http://www.tpcsb.ne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Dallas 達拉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reater St. 

Louis 聖路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The TPCSTL was formed in early 1970s by immigrants from Taiwan as a fellowship which met in temporary 

locations. It joined the Giddings-Lovejoy Presbytery, PCUSA in 1988 and moved into its new church home at 542 

Ries Road in Ballwin in 1991. 

This is a multicultural church.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hurch come from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and use various 

primary languages, including Taiwanese, English, and Mandarin. The church is aware of the unique needs of all 

participants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and intends to provide ministry to them inclusively and equally. 

After worship, Sunday School follows in several different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participants. These include 

Adult Sunday School in English. Adult Sunday School in Taiwanese. Sunday School for young adult and young 

family parents in Mandarin. In addition, there are family cell group and fellowship groups which meet weekly or bi-

weekly. 

The TPCSTL is a community committed to follow our Lord’s commandments and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teach 

and share God’s Word, and to provide a caring, loving, and Christ-centered fellowship for Taiwanese immigrants, 

Asian-Americans, and others, in order to transform lives and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聖路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在一九七 O 年代初期，由一群來自台灣的移民所設立。教會成立之後並沒有固定

的聚會場所。教會於一九八八年加入了美國基督長老會 Giddings-Lovejoy 中會。靠著神豐富的供應，教會在

一九九一年，於新的禮拜堂即教會現址聚會至今。 

http://tpch-honolulu.org/
http://www.tpcs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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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充滿多元文化背景的教堂。 教會的參加者來自不同種族背景和使用各種不同語言，包括台語，英

語，普通話。教會在所有的事工上，考量並顧及所有不同背景的參加者的獨特需要。 

崇拜後的主日學，根據參與者的需求，開設不同的班別。包括英語成人主日學，台語成人主日學，華語社青

和年輕家庭主日學。此外，家庭細胞小組及團契每週或每雙週聚會一次。 

為遵循主的大誡命與大使命，聖路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致力於宣揚與教導神的話語，關懷及提供台灣移民、

亞裔美人、及其他人士，以基督為中心之愛的團契，來改變個人的生命， 建立基督的身體。 

http://stltpc.org/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Joy, Placentia, 

CA 喜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tpcjoy.com/TPC_JOY/Welcome.htm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ern 

Jersey 佳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佳壇台語教會源於 Drew 大學台語查經班與團契。於 1989 年成立教會，隸屬美國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的中會，並借用 Chatham 的 Ogden Memorial Presbyterian Church 場地聚會，命名佳壇台語基督

長老教會。1998 年 7 月遷至現址，漢名保持「佳壇」，但是英語改為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ern Jersey (TPCNJ)。本教會現屬美國長老教會的 Newark 中會。 

https://www.facebook.com/loveTPCNJ/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 華

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一群來自台灣在大華府地區的基督徒留學生及移民，為了在他鄉能以母語 敬拜上帝及宣揚福音，於 1973 年

以查經班的方式開始聚集，逐漸發展為 今日的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 本會現租用 Wheaton Community Church，預計 2011 年新禮拜堂落成後，將搬遷至位在

Derwood 的新址，繼續宣揚福音、服務社區、見證主名。 

http://www.tpcwashington.org/ 

 

http://stltpc.org/
http://www.tpcjoy.com/TPC_JOY/Welcom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loveTPCNJ/
http://www.tpcwashing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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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紐澤西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In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numerous Taiwanese immigrants came to America in search of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ducation, pursu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hildren, or seeking freedom from political prosecution. Many 
felt there’s a sense of spiritual absence amid the daily challenge of adapting to a new life in a different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Scattered Taiwanese-speaking Bible study groups organized by 
Christians from Taiwan sprouted up to provide fellow Taiwanese immigrants with an opportunity of making friends, 
finding support, and developing a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through singing, prayer, Bible study, and sharing 
foods and life experiences. In December 1971，Taiwan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Central Jersey, led by Rev. Englaam 

Hsieh, started in United Millstone Presbyterian Church, Perrineville, NJ. Monthly gathering had an attendance of 10-
15 people. A family Bible study groups, led by Rev. Andrew Kuo, started at the time in Kendall Park, NJ area. 
 
And the little moments, humble though they may be. Seeds were watered. In 1973, the two Bible study groups were 
combined. The attendance increased to 20-25 people. Then on April 14, 1974, Formosan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Central Jersey was formed. The Fellowship held service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second and fourth Sunday of the 
month at Nassau Presbyterian Church in Princeton, NJ. The foundation was laid. The yeast was provided. 
 
Later in November, 1974, meeting was relocated to Kingston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Fellowship maintained twice 
per month gathering schedule. It started a Sunday school program, a choir，and a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as well 

as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ping-pong and tennis to outreach to Taiwa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A children music 
program was added in 1975. The Fellowship even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the 1975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East Coast (TACEC)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ie with various organizations within Taiwa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By 1977, the Fellowship started weekly Sunday service program. By God’s grace,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creased to 60-70 people by 1978.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organizing a church was initiated. The Church 
Organizing Committee was formally organized on October 15, 1979. 
 
By God’s grace and hard works of numerous people from Taiwa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as well as New Brunswick 
Presbytery, on July 20 1980,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TAFPC) was established. Rev. 
John Heinsohn of Kingston Presbyterian Church was appointed by New Brunswick Presbytery as moderator of the 
session because there was no church pastor at the time. It joined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became a congregation member of the New Brunswick Presbytery. 
 
A Pastor Search Committee (PNC) was formed in July 1980 to start searching a church pastor. Rev Ying-chi Kuo was 
installed as first church pastor on April 17, 1983. But he left five months later.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1980 and 
1986，TAFPC, an young immigrant church trying to learn how to walk, fac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hallenges of 

calling a permanent pastor who was fluent in Taiwanese and understood its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as pool of 
available pastor at the time was very limited. It was a long period of waiting and full of uncertainty. 
 
During those challenging years when TAFPC was in its early years, by God’s grace, Rev Te-hsiung Chang, Rev. Wu-

Tung Huang, and Rev Martin Wang frequently came to minister by serving as temporary supply for a period of time 
until November 2，1986 when Rev. Ben Hsieh was installed as second church pastor. 

 
On July 16, 1989，TAFPC moved to New Brunswick to share the facility with First Reform Church of New Brunswick 

because of the need of a church location that was geographically central to where majority of church members and 
friends lived. It also could accommodate growing numbers of church attendance. 
 
By early 1990s，anticipating the need to minister and nurture the growing pop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aged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were assimilated into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and adopted 
English as their primary language, the English Ministry was established. Rev. Angela Ying，a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was called and installed as first Associate Pastor on August 25，1991 to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then ministering the English Ministry. She left on July 1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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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half of 1990s, Rev. Kenneth Liu arrived to serve as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Rev. Jimmy Huang 
came to serve as Student Assistant Minister. Later on, Rev. Tony Lin, was called and installed as second Associate 
Pastor, on March 26, 2000 to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In subsequent 
years after Rev. Tony Lin left on July 31, 2003，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students, Erica Elsdon/Mark Elsdon 

from 2003-2004, and Erik Wiebe from 2004-2006, served in a capacity as part-time Directors of the Ministry before 
Samson Tso from 2006-2009, a graduate of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took over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Ministry. Currently our associate pastor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associate pastor for 
English ministry. 
Then On April 4, 1999，TAFPC established a Slackwood branch in Lawrenceville, NJ to better serve people who lived 

in south of Princeton NJ and eastern Pennsylvania areas. The Slackwood branch subsequently became Grace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2001 and became a member congregation of New Brunswick Presbytery. 
 
On August 26, 2002, to facilitate the growth，TAFPC moved again to the Livingston Avenue, New Brunswick to share 

the facility with New Brunswick Presbyterian Church. 
On August 21, 2005，Rev. Ben Hsieh retired from TAFPC after serving 19 years as senior pastor and 45 years as 

devoted God’s servant. He was honored and elected as TAFPC Pastor Emeritus. 

 
On October 10，2006, Rev. Dr. Chun- Lan Tung arrived to serve as third church pastor. He was installed on January 

21, 2007. 
 
Today, with God’s blessing, TAFPC has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congregation with Sunday worship attendances of 
about 100 -110 in Taiwanese service, 40-50 in English service, and 5-10 in children Sunday School. It has been 
providing spiritual needs to many Taiwanese Americans in central New Jersey, active in community services as well 
as serving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center for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ttp://www.tafpc.org/ 

 

Taiwanese-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Ventura County 萬縣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Presbyterian-Church-of-Ventura-County-242751436148904/ 

 

Tustin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塔斯汀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 (TTPC) 

1990 年代初期，一群柑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會友有一個異象，看到 Irvine, California 是一個大教區，需要一間

讓住在這區域，說台語的基督徒有崇拜、靈性上的教導、交誼的教會，讓這個教會服務這個社區，並在這宣

揚神救世的福音。1993 年，柑縣教會就在此分植佈道所到成立這一間教會—Irvine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ITPC。 

 
首先，由鄭泉聲牧師帶領這一間教會在 1994 年的第二個禮拜設立。神的恩賜讓這教會不只是成長，也是全家

人都來參加崇拜的地方。兩三年後，由於鄭牧師年紀大，返回日本。再聘請郭應言牧師來帶領這教會。1 年 4

個月後，他辭職離開。1998 再由張宣信牧師接任。 

 

http://www.tafpc.org/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American-Presbyterian-Church-of-Ventura-County-242751436148904/


265 

 

ITPC 租借位於 Irvine Alton Pkwy，Creekside 的 First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教堂聚會。2000 年三月加入 Los 

Ranchos 中會，屬於美國長老教會 PCUSA，成為 Worshiping Fellowship 會員。當時，禮拜還是以台灣話為主，

成人約有 60-70 人；主日學青少年約有 20 人，以英語和台語混合使用。 

 
然而，我們的教區擴大，於 2004 年 9 月 14 日，ITPC 就搬到現址: Tustin Presbyterian Church, 225 West Main St., 

Tustin, CA 92780 。 

 
2011 年張宣信牧師連同事工委員要在 Laguna Woods 設早堂禮拜。由於近年來，教會的青少幼年人就很少到

教會禮拜。ITPC 似乎成為老年人的教會。Laguna Woods 是許多外州退休者喜愛的社區，在那裡植堂，讓他們

重溫神的恩賜。這也是新的異象，神委派的另一個任務。 

 
2012 年 10 月，就正式分開為兩間不同的教會：「Irvine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名稱歸於 Laguna Woods 的教

會。在 Tustin 聚會 10 年的教會就依教區，於 2015 年重新命名為「Tustin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繼續服事

Irvine、Tustin、Santa Ana、Yorba Linda 台語的教會，繼承原先的異象與使命，讓這教區的居民繼續蒙神的憐

憫與恩賜，共頌神的偉大與慈悲。 

 
2013 開始，黃力書牧師以 CPT 的身份開始在 TTPC 服事。黃牧師 1990 年台南神學院畢業，受派至七星中會蘭

陽區三星教會擔任傳道師，四年後前來亞特蘭大美國長老教會所屬 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 進修，取得

Th. M.後回台，於七星中會公舘教會、台北中會景美教會、新生教團台北新生教會服事。於 2011 年前來正道

神學院進修，攻讀教牧學博士。 

經歷了 ITPC 北區分堂的階段，TTPC 正式成立於 2015 年初，是南加州新生的台美人長老教會。正值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宣教 150 週年紀念的時機，TTPC 的誕生實在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會友無不體認神的恩待。我們願意

在神所設立的信仰團體中，繼續信仰的追求，靈命的更新，更向外與台灣人社團聯結，盡力服事台灣的同

鄉，盡傳福音的使命，誠摯邀請同鄉走進教會，共蒙神的恩典，使 TTPC 成為榮神益人的教會。 

http://www.tustintpc.org/indexWMA.htm 

 

Upland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亞伯蘭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 

創會初期 

 1987 年 5 月底王再興牧師辭了芝城台灣基督教會牧會工作來到南加州 UPLAND 市，準備退休定居，過了不久

王牧師發現 UPLAND 地區有很多台灣同胞，並且有不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身的會友定居於此。有一部分會

友雖然參加既 

 
有的台灣人長老教會，但最近距離的長老教會也要開車四十分鐘以上，實在很不方便。有一部份的會友即很

少參加主日禮拜，子弟的宗教教育更是免談，於是王牧師請幾位好友親戚先在自己的家舉行查經家庭禮拜。

在 1987 年 11 月底感恩節聚餐時，大家覺得在 UPLAND 地區實在 

 
需要開設一所長老教會，於是大家推派王牧師和蔡輝宏先生向附近的教會交涉租借事宜，找來找去認為第十

一街的第一長老教會最適當。經交涉後第一長老教會表示要先請示中會，過了好久有沒回音，所以蔡輝宏先

生直接向中會幹事交涉，中會幹事答應向有關部門請示，過了好久也沒回音。於是王牧師和蔡先生再前往中

會會見中會幹事，並向中會幹事表示要開設台灣人教會絕不會向中會申請經費援助，而且要負責開設事工的

是王牧師本人，中會幹事答應再請示有關部會，後來中會表示⑴要開設的教會要屬於所借的教會的團契，即

名為 TAIWAMESE FELLOWSHIP，但是中文名可用亞伯蘭基督長老教會。⑵負責開設的牧師要先遷入教師籍於

http://www.tustintpc.org/indexWMA.htm


266 

 

中會，要遷入教師籍要按照長老會規矩受幾個部會審查面談，最後要在中會中接受面談議決接納才可以入

籍。有了這些眉目於是於 1988 年 5 月 13 日晚上成立籌備會，並選出籌備委員，受選的委員是王再興牧師、

蕭講教長老、蔡輝宏先生、楊豐明先生、陳明章先生、蕭龍彬先生、陳英燦先生、陳英崑先生 

 
一方面王再興牧師辦理遷入傳教師級的事 

誼，另一面也向第一長老教會申請租借事誼，後來中會認為王牧師教師籍大概沒有問題，而且開設計畫也可

行，於是批准第一長老教會的租借，並准先辦開設事誼。經大家的商量暨第一長老教會的誠懇的協助，定於

1988 年 10 月 2 日（第一主日）的下午舉行第一次主日禮拜並決定於十一月六日舉行開設感恩禮拜。開設禮

拜當天有中會代表、第一長老教會代表、以及南加州台灣人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代表以及有關教會的會友二百

多人參加。1990 年 8 月 10 日康滄海傳道因寫博士論文期間，受本教會敦聘協助教會傳道事工至 1994 年元月

康傳道因要往賓州病院實習而離任，期間對本教會教勢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1996 升格堂會  

1992 年元月受中會及第一長老教會同意成 

立臨時小會長執會執行教會運營事誼，於是於 3 月 8 日選出第一任臨時長老、執事，長老是蕭講教、蔡輝

宏、周秋城。執事是陳英崑、陳明章、蕭龍彬、楊郭阿然、陳鄭秋娥。1995 年 2 月再選出第二任長老、執

事，長老是蔡輝宏、楊郭阿然、陳英崑、周秋城、蕭講教，但是後來因蕭講教長老、陳英崑先生無就任而剩

下長老三人，當選執事是蔡林尚珍、林邵維平、郭志堅、陳鄭秋娥、呂藤雄五名全數就任 。 

 
  1996 年二月與本教會中會允許升格為堂 

會，於是經過監選通過王再興牧師為駐堂牧師（王再興牧師原是中會派任的組織牧師），於是 1996 年四月

14 日舉行昇格堂會的感禮拜，同時舉行王再興牧師就任典禮，並舉行第一屆正是長老、執事就任典禮，全數

由第二屆長老、執事就任。本教會創設至今二十五週年，雖然教勢發展 

 
不能說大發展，但是一切健全，而會友之間和諧合作，而且有不少是由未信進入信而領洗進教會的會友，在

這時，回想過去種種，滿心只有感謝再感謝，非常非常的感謝上帝的大恩，感謝中會的寬待，感謝第一長老

教會的寬待賜助，感謝長老、執事、少年團契輔導、主日學老師及各機關的委員以及全會友的辛勞合作，以

及同鄉、同信的代禱，非常感謝。(全文取自 25 週年年刊) 

https://uplandtpc.org/ 

 

 

 

 

 

 

 

https://uplandt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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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as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維加斯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sekiong.net/vtapc/index.htm 

 

 

 

http://www.sekiong.net/vtapc/index.htm


268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美國歸正教會 

 

Bosto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波士頓台灣基

督教會 

1969 年 8 月 27 日: 開始於張啟典長老府上，每月或不定期聚會一次。 

1972 年~1978 年：於 Marsh Chapel, Boston University 或會友家庭，每月第二、第四週日舉行禮拜。 

1979 年~1988 年 7 月 31 日:借用 Commun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519 Washington Street, Brighton, MA) ，

並開始每週日舉行禮拜。 

1980 年 11 月 2 日：和會中決定本教會之名稱為「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並通過本會憲章初稿。同年 12 月

21 日舉行會員大會，並選出第一屆委員五位：盧榮富（主席）、張啟典（秘書）、劉備世（會計）、王守

義、柯賢德。 

1988 年 1 月 31 日：和會中決定本教會加入美國歸正教會（RCA)；同年 7 月 10 日正式成為 RCA 會員。 

1988 年 5 月 22 日：臨時和會中選出首任長執：賴永祥長老、盧榮富長老、林約瑟長老、陳清俊執事、陳瑞

明執事、王守義執事，並於同年 7 月 10 日就任；1989 年 1 月 29 日和會中通過增選一名女執事（保障名

額），並選出吳娜靜姊為首任女執事。 

1988 年 7 月 17 日: 和會中通過「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章程」。 

1988 年 8 月 7 日: 遷入 15 Elm St. Framingham, MA，開始擁有自己的教堂，並於同年 10 月 30 日舉行獻堂感恩

禮拜，由 RCA 小會議長王成章牧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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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 新澤西台語歸正教

會 

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 (“FLCC”) is a member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 (RCA) and consists of a 

Taiwanese Ministry and an English Ministry (EM). FLCC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n 1984 and named Taiwanese 

Reformed Church in New Jersey. In 1998, the consistory board recognized the need to reach beyond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and have established an English speaking Ministry with the vision that the English Ministry would be a 

multiethnic/multicultural community. 

In early 1999, Pastor Raj Christodoss joined FLCC to undertake this mission.  The church name was changed to 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he inclusivity for non-Taiwanese and non-Asian visitor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members of the EM had grown in faith, knowledge, and fellowship, which fostered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 serve in this church. In 2004, Rev. Claude Hubbard joined FLCC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of 

our English Ministry. Through Pastor Hubbard’s leadership, the EM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in its faith, Biblical 

knowledge, and brotherhood through his many outreach efforts in the Fair Lawn community.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3, Rev. Faith Link joined FLCC to lead English ministry with emphasis on the children, youths, and 

outreach to the community to proclaim God’s salvation and love. 

With God’s grace, FLCC has completed an extension to our existing building in September 2007.  This extension 

includes several classrooms, a nursery room, a prayer room, and an additional worship sanctuary. FLCC is prepared to 

use these new resources that God has provided to reach out to our community and beyond. 

本教會於 1984 年復活節,由紐約新城歸正教會開設為北澤西佈道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bostontc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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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的祝福,聖靈的引導以及信徒的同心合意的努力,在短期內教勢迅速發展到能自立,並經新城母會以及

美國歸正教會貝根中會的同意,於 1986 年 4 月 20 日昇格為自立堂會,並取名為新澤西台語歸正教會. 

本會蒙上帝特別的祝福,於 1987 年 6 月 14 日購買屬於自己的教堂及牧師館. 

本教會長執會由 4 位長老,7 位執事組成,掌理教會行政及各種事工,設有禮拜宣教組,行政組(含財務,維護),教育

組,關懷組(含探訪,聯誼),英語事工組以及提名委員會. 

又為推行各階層之事工,另有聖歌隊,婦女會,長輩會,約書亞團契,葡萄園團契.春秋兩季並有開設松青學院, 藉著

教學與各種活動, 與台灣鄉親保持聯繫, 並且幫助台灣鄉親心靈的需求。” 

感謝 上帝的恩典,本會已於 2007 年 9 月完成新建教育中心工程,共增加 4,000 平方呎的空間,可供主日學教室,辦

公室,祈禱室,嬰兒室,電腦室,圖書室之用。 

本教會為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造就信徒靈性的長進,經常舉辦查經班, 祈禱會,家庭禮拜,見證會,退修會,培靈會,佈

道會等聚會. 

本教會每主日有台語堂及英語堂主日禮拜,並有成人主日學,英文主日學,及兒童主日學. 本教會首任牧師,許錦銘

牧師,於 1985 年 8 月 1 日受聘為開拓牧師.許牧師服事至 1988 年 9 月 1 日,因受主明顯呼召回台牧會.一年後於

1989 年 9 月 1 日,聘請姚榮輝傳道為 Interim Pastor,任期六個月. 第二任牧師,盧榮富牧師,自 1991 年 4 月 14 日

服事至 2004 年 12 月退休,第三任任牧師,陳正憲牧師自 2005 年 1 月服事至 2008 年 7 月,第四任牧師,賴忠智牧

師自 2010 年 1 月 20 日起在本教會事奉。 

本會首任英語牧師 Pastor Raj Christodoss 自 1999 年服事至 2002 年離任,第二任英語牧師 Rev. Claude Hubbard

自 2003 年 11 月服事至 2007 年 4 月離任,第三任英語牧師 Rev. Faith Link 自今年 1 月起在本會服事,負責第二代

的牧養及本地社區宣教的工作. 
 

http://www.flccnj.org/ 

 

Reformed Church of Newtown 新城歸正教會 

https://www.rcnewtown.org/ 

 

Taiwan Union Christian Church in New York 紐約

台灣基督教會 

http://www.tuccny.org/ 

 

Taiwanese Community Church in Greater Chicago 

芝城台灣社區教會 

回顧原始創設芝城台灣歸正教會時，有兩個主要因緣：第一 1982 年左右，在 Des Plaines 的芝城台灣基督教

會同工會做教會五年宣教計劃時，其中有一個具體的計劃，就是當該教會在設教十五年（1984 年）之前，在

大芝加哥西南郊區，不少台灣同鄉居住，但較少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居住的地方，分設一個用台灣母語敬拜的

http://www.flccnj.org/
https://www.rcnewtown.org/
http://www.tucc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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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可以廣大宣揚主的福音，做為十五週年台灣基督徒移民對上帝使命獻禮。第二，同時，葉加興牧師亦

剛受封立為美國歸正教會牧師不久，為了嚮應許多西南郊區台灣鄉親的要求與建議，有意亦在西南郊區創設

一所台語教會做為他宣教，受召的使命。 

因為上述因由，芝城台灣基督教會同工會委派鄧主陽與葉加興牧師合作積極準備分設教會。通過葉牧師而得

到美國歸正教會的協助，開始尋找聚會的教堂。歸正教會中會建議咱去接洽在 Lombard 第二十二街的

Orthodox Reformed Church 及在第十六街的 Fellowship Reformed Church。當時 Fellowship Church 剛遇牧師離

職，歸正教會中會委派 Palos Height 的 Rev. Den Hartog, Ron 為小會 Supervising Pastor，後來他正式成為

Fellowship Church 的駐堂牧師他任職期間給咱教會很多的幫助。Fellowship Church 的會友亦歡迎咱在他們早上

禮拜後，十一點就可以使用該教會的設備（因為咱希望能在早上崇拜後，繼續咱台灣教會的習慣，中午一起

聚餐、交陪及舉辦各種活動）。 

決定使用 Fellowship Church 的教堂後，就由葉加興牧師及會友代表鄧主陽正式向美國歸正教會中會申請設立

成為正式教會前第一步的「組織教會（Organization Church）」，並要求委派葉加興牧師為「組織牧師

（Organization Pastor）」。美國歸正教會亦委派一位牧師及代議長老來指導。在準備期間會友家庭夫婦及子

女大部分是來自經常在芝城台灣教會參加崇拜的兄弟姊妹。下列大概的名單，因為沒有記錄，可能會有遺

落：葉加興、李金鑾、楊秋梅、鄧主陽、盧郁兒、鄧蘇秀端、張明雄、王麗枝、粘國彥、廖淑容、黃宗洋、

林植、許光珠、葉真聲、邱阿英、葉宗仁、許碧蓮、李武勳、江燕月、許寬良、盧玲姿、張信義夫婦、李妙

珠、李奇璋夫婦、盧主榮夫婦…，及一些台灣同鄉的家庭：邱伸彥、柯京平…等人。 

俟一切事務籌備就緒，於主後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下午兩點，在 Fellowship Reformed Church 的教堂，正式成

立芝城台灣歸正教會（Taiwan Reformed Church in Greater Chicago）並舉行首次主日崇拜。參加崇拜的會眾，

來自從芝城台灣基督教會遷出的家庭會友及一些特地前來慶賀的芝城各教會會友及同鄉等一、兩百位。 

嗣後，每主日於十一點舉行崇拜，午餐後下午舉行各種活動。禮拜講道即由趙聰仁牧師、張雲錦牧師、陳永

昭牧師、陳中潔牧師、葉加興牧師等輪流。同時經常邀請來自北美外地及台灣來的進修及訪問的傳道人員講

道。起初教會用很多精力積極邀請西郊同鄉來教會參加各種活動，並參與芝城及全美台灣同鄉各種團體的活

動。一個較大的活動就是負責與芝城很多同鄉團體籌備芝城台灣同鄉會在 North Downers Grove High School 舉

行的第一次大型台灣人音樂會。由各教會聖歌隊及同鄉組成的聯合合唱團每主日下午就在本教堂練習。參加

表演的除了聯合合唱團及青少年管絃樂團外，還包括來自北美各地及本地的音樂專家及指揮，如蕭泰然、陳

敏庭等。還有一個較大型的活動就是芝城台灣文化協進會在本教會舉辦一連串長期的台灣文化講座及安排高

俊明牧師出獄後訪問芝城的感恩禮拜。教會成立時的基本宣教宗旨是以基督精神服務鄉親，引領鄉親歸向，

接受基督，並同時積極參加北美洲台灣人基督教會協會的活動及關懷在台灣的教會與社會。 

剛開始時，因受洗會友人數不多，無法進行負責事工的同工會選舉。但兄姊皆甘心樂意自動分工合作做一切

教會聖工，如同工會，聖歌隊，主日學，青少年活動…等等。尤其主日學，由咱教會的老師與 Fellowship 

Reform Church 合辦，參加他們的主日學。 

一九八五年暑假，由在波士頓大學進修攻讀博士學位的王崇堯牧師，負責三個月的牧會事工。到了一九八五

年十月，家庭戶數增加到 20 戶左右時，由所有會員簽名向美國歸正教會中會申請加入為正式堂會（Offical 

Member Church），並得中會同意，改名為芝城社區教會（Taiwanese Community Church），以減少有些人關

心教會太明顯的教派色彩，並同時符合咱向台灣人社區宣教的宗旨。葉加興牧師亦同時被接納為暫時駐堂牧

師（Interim Pastor）。最後在十月 日舉行參加歸正教會中會的感恩禮拜及會友的堅信禮。同時教會亦由粘國

彥、鄧主陽、張明雄、邱伸彥、黃宗洋、李義雄、葉宗仁、許光珠等組成同工會一直到以後正式教會會章被

會員大會接納，成立長執會舉行選舉為止。同時受美國歸正教會中會的要求及鼓舞，咱教會亦積極進行尋覓

專任駐堂牧師的聘牧事工。剛開始時，教會亦經常與 Fellowship Church 一起舉行活動。一個很特別的活動是

每年 Christmas 前的禮拜日晚上咱全教會參加 Fellowship Church 在 Moose House Sing Along Christmas Dinner 

Party。有時亦參加 Fellowship Church 的特別節日禮拜。咱教會禮拜聚會時間亦因與 Fellowship Church 崇拜及

他們會友交陪時間太接近而改到下午才舉行。 

最後希望上面靠回憶，簡單陳述的教會開設歷史及抱負，能留下較完整的面貌，並做為二十年前福音撒種的

記錄。 

http://www.taiwanesecommunitychurch.org/index.html 

 

http://www.taiwanesecommunitychurch.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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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wne St. Community Church 紐約錫安基督

教會 

http://www.laijohn.com/TCW/NBR/NYFB/O/Phoan.htm 

 

The Formosan Reformed Church on Long Island 

紐約長島台灣歸正教會 

The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began in 1978 in Queens under the name of Formosan Mission Christian Church 

in New York. In 1985 the Mission Church joined the RCA and moved to the Williston Park as a guest congregation 

and changed the name to The Formosan Reformed Church on Long Island. With a vision to embrace all Taiwanese 

and Taiwanese churches on Long Island, the church changed its name to 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 in 2005. 

 

長島台灣教會(Long Island Taiwanese Church)於 1978 年於紐約市皇后區成立. 原名紐約台灣使命基督教會.  

1985 年 9 月 29 日 加入美國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後, 改名為長島台灣歸正教會(The Formosan 

Reformed Church on Long Island), 並遷入 Williston Park 現址. 基於包容長島及大紐約地區的台灣人及台灣教會

的異象, 2005 年再度改名為長島台灣教會. 

https://www.taiwanesechurch.net/ 

 

The Grace Christian Church in Flushing, Queens, 

New York 紐約法拉盛恩光基督教會 

1998 年有數位熱愛傳福音的年輕人自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 in Queens, New York city)和張景祥牧師碰

面，想成立一個查經班，張牧師邀他們每禮拜日先到史德頓島的恩光教會參加主日敬拜。  

 
一 年之後這群年輕人成長到一、二十位，於是和張牧師商量先成立一個小組在法拉盛的地方，小組每禮拜五

或六聚會；但禮拜三晚上就借梁漢成弟兄的家開始第一梯次 的小組長及領袖訓練。由於組成的份子來自各地

不同地方，有老信徒，有剛信主的，每禮拜三張牧師和大家一起切磋、祈禱，尋求共同的宣教理念及異象。 

 
終於在 1999 年 8 月的第一主日在美國歸正教會亞太裔教會聯會的介紹下，開始了法拉盛恩光基督教會的第一

次主日敬拜。目前我們借在 Douglaston 社区的一間歸正教會(Douglaston Comminity Church )來聚會。晚間的聚

會是 5:30~7:30 主日敬拜，5~5:30 點有祈禱會，8 點 15 分聚會完後有餐點及交誼或服事。 

 
地址：   39-50 Douglaston EXPWY， Douglaston, NY11363. 

 
法拉盛恩光教會是一個小組教會，週間我們在不同時間、地點有不同的小組在聚會；小組擔負起：團契、訓

練、屬靈成長、傳福音、互相關懷的責任，提供一塊有家的溫馨又有屬靈氣氛的園地，使小組員可以互相支

持、彼此代禱、關懷，學習。 

 

http://www.laijohn.com/TCW/NBR/NYFB/O/Phoan.htm
https://www.taiwanesechur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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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在禮拜一有一個屬靈書籍分享的讀書會，早上 10 點開始在貝賽教會由李纘青弟兄負責，使愛讀書

的人可以彼此分享心得。禮拜三晚上我們有教會領袖的聚會，包括核心同工、小組長的祈禱、各部事工商討

的聚會。更多的基督徒的訓練及裝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http://gccflushing.org/ 

 

The Grace Christian Church in Staten Island New 

York 紐約史德頓島恩光基督教會 

1983 年 11 月，由許多台灣移民在此的查經班，正式成立為「恩光基督教會」，並聘張景祥傳道為全職傳道

人。 張傳道於 1985 年 5 月在歸正教會被按立為牧師。不久之後， 為了因應教會的興旺，人數的增加，教會

改租學校的體育館敬拜，而且分成台語（華語翻譯）一堂與英文堂。 

同時，教會同工會在考慮兩件事：蓋禮拜堂與參加美國的主流教會。於是我們成立建堂委員會，另一方面，

積極考慮加入宗派。後來，教會選擇參加兩個教派：美國歸正教會(簡稱 RCA)，以及聯合基督教會(簡稱 UCC) 

(註：教會全體之後決定退出 UCC)。當教會繼續發展，人數過多於使用學校體育館，恩光教會於是借了休格納

歸正教會 (Huguenot Reformed Church)，自 1992 年 3 月 1 日起使用到新建堂完成 。 

藉著主的恩典，教會尋找到一個很好的地點：991 Woodrow Road，並在 1990 年買下這塊 3/4 英畝之地，並開

始籌劃建堂。經過許多的困難與波折，教會終於在 1992 年 11 月 22 日破土，之後在 1994 年 5 月開始動工。

終於在 1996 年 7 月中完工，共支付約二百一十萬元 (包括土地)。7 月 28 日恩光教會正式搬入並開始敬拜，

1997 年 4 月 5 日正式獻堂。 

為了事工平衡並完整發展，教會在 1999 年聘包友德牧師 (Rev. Adolf Pagliarulo) 為英語堂副牧師，並增聘青少

年指導。2007 年元月，教會正式聘請吳碩玟傳道和 Jodie 傳道夫婦為全職青少年傳道，全力推展青少年聖

工。在過去二十多年來，曾經有上千人被邀來我們教會；感謝主，至少有三百人以上決志、受洗、成為基督

徒。有許多已搬離，四散在各地。 

我們恩光教會最初是由台語會眾開始，後來發展出英語事工。之後更有從台灣、東南亞、中國大陸來，講華

語的會眾加入。現在，教會更有許多從香港、廣東來，講廣東話的會眾。此外，社區內的美國人與第二、三

代華人子弟也在此一起敬拜、服事。 

因此，恩光教會盼望能成為一個，放膽接觸海外華人與鄰近社區，並敬拜真神、合一於基督的教會。目前教

會有兩堂主日敬拜：英語及華語。教會中也有許多用不同語言聚集的團契及小組。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高舉主

耶穌基督，求聖靈動工，幫助我們傳講並遵行聖經真理來改變人心更像基督，並擴展神國，榮神益人，直到

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https://gccsi.org/chinese/ 

 

Westchester Trinity Taiwanese Church 衛鄉台灣教

會 

http://www.wttchurch.com/index.html 

http://gccflushing.org/
https://gccsi.org/chinese/
http://www.wttchurch.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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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field Reformed Church, New York 紐約恩惠歸

正教會 

http://www.winfieldreformedchurch.org/ 

 

 

 

 

 

 

 

 

 

 

 

 

 

 

 

 

http://www.winfieldreformed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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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hristian Churc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洲台灣人基督教協會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Orange County 柑縣基督

信友教會 

設立日期：2004/8/1 

 

Cleveland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克城台灣

基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East Bay Formos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the East Bay 東灣台灣基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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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aiwan Lutheran Church 休士頓第一台灣基

督教會 

  

Formosan Christian Church of Dallas 達拉斯台灣

基督教會 

In 1978, with God's love and grace, Formosan Christian Church of Dallas (FCCD) was founded by Taiwanese student 

immigrants in the area of Dallas and Fort Worth (DFW). 

 

Our church members are composed of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immigrants, U.S.-born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those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ir early childhood. In the family of God, we have worship services in 

Taiwanese (Mandarin translation) and in English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Also,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mystery of the Creator, we are equipped and united in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Sunday School, Bible study, 

fellowships, and family groups. 

http://fccdallas.org/en/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jpg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jpg
http://fccdallas.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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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tle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西雅圖台灣基

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 Christian Churc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洲台灣人基督教協會 

協會宗旨： 

團結北美洲台灣人基督教會，見證耶穌基督為救主， 並連結其他教會團體，宣揚福音，發揮主耶穌的旨意於

世界。 

http://www.tcccna.org/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Columbus 哥城台

語基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tccc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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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美國慈濟

基金會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National 

Headquarters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及美西地

區 

From humble beginnings in 1966 in Taiwan, our organization expanded to the USA as its 
first overseas organization in 1989 to spread the spirit and mission through compassion 
and hop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known as Tzu Chi USA, was 
established in Alhambra, Calif., in 1989. It all began when Stephen Huang, a wealthy 
American businessman seeking personal guidance, visited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in Taiwan. The meeting 
changed his life. There he met a gentle nun who had created a powerful organization, and who was able to realize 
one seemingly impossible dream after another,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Huang was so filled with awe and 
admiration that he became a disciple and vowed to bring the spirit and mission of Tzu Chi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did just that by making Tzu Chi USA the first chapter of our Tzu Chi Foundation overseas. 
 
Tzu Chi USA began by mobilizing volunteers, then hosting “tea parties” where they could share their thoughts, 
experiences, and joy of volunteering. The events drew supporters and quickly inspired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chapters. Today, Tzu Chi USA has 57 offices and facilities throughout the U.S., with volunteers and donors working 
tirelessly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communities.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our journey, serving others unconditionally and sowing seeds of love and kindness in the 
Americas. 
 
In 2012, Hurricane Sandy struck the East Coast, and Tzu Chi distributed 10 million dollars in immediate relief aid to 
the victims. Tzu Chi USA was recognized as 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 (VOAD) Member of 
the Year in 2013, and received the Champions of Change Award from the White House. 
 
1989 年，美國慈濟於南加州成立，是符合美國稅法 501(c)(3)的非營利慈善組織，至今全美已有 57 個分支連

點。 

1985 年 1 月，加州州政府通過了慈濟的申請「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分會」；1989 年 12 月 9 日， 慈濟基金會

美國分會也正式遷入南加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正式宣布成立「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分會」，慈濟自

此在海外有了第一個分會，也有了一個「凝聚的原點」。從此以後，「美國慈濟基金會」開始以上人「慈悲

喜捨」精神為養分，開始在美國土壤上發芽茁壯。2001 年，「慈濟美國總會志業管理中心」在南加州的聖諦

瑪斯（San Dimas）正式成立，並在全美成立 8 個分會、57 個慈濟據點。 

 
當年從加州向外撒播的第一批種子，在多年的努力下，讓各分會近年也都有了自己的「家」，也讓「佛教慈

濟基金會」在美國有了向下紮根的力量。 

https://tzuchi.us/ 

https://tzuchi.us/


278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CENTRAL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達拉斯分會 

1992 年 8 月 23 日慈濟在達拉斯（Dallas）成立，從此在北德州遼闊的平原上有了慈濟志工身穿藍天白雲制服

的身影。2002 年，達拉斯成為慈濟在美國的第九個分會。達拉斯分會服務範圍包括：北德州、阿肯色

（Arkansas）、奧克拉荷馬（Oklahoma）、堪薩斯（Kansas）和田納西（Tennessee）等州。達拉斯分會走入

校園，以品格教育課程，以及制服發放等慈善項目，幫助當地低收入戶家庭的孩子脫離貧窮、翻轉人生。同

時美中地區龍捲風災難頻傳，志工們也成為許多大災難最前線的馳援者。 

https://tzuchi.us/zh/dallas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GREATER 

WASHINGTON D.C.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華

府分會 

華府為美國首都，也是全世界的政治中心，在國際社會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華府慈濟聯絡處在 1994 年 7

月成立，由於會務的成長於 2004 年成為分會，負責馬里蘭、維吉尼亞、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等四州及華

府特區的慈濟會務發展。目前華府分會區域另有三個分支聯點：維吉尼亞州瑞其蒙市 (Richmond, VA)、北卡

羅萊納州洛麗市 (Raleigh, NC)、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 (Charlotte, NC)。 

https://tzuchi.us/zh/dc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MID-

ATLANTIC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新澤西分會 

成立於 1995 年的慈濟新澤西聯絡處，因為志業快速成長，於 1996 年升格為支會，並於 1999 年升格為分會。

負責新澤西州和賓州的慈濟會務，並參與美國各地及中南美洲多國大型國際賑災行動。新澤西分會位在雪松

林市（Cedar Grove），還有新澤西州中部聯絡處（Central New Jersey）、匹茲堡（Pittsburgh）聯絡處以及費

城（Philadelphia）聯絡處。新澤西分會在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積極救災提供後續關懷，化解美國人對

亞洲佛教慈善團體的排拒，此後每年受主流邀請參與宗教聯合祈福會，跨種族宗教為世界和平祈禱。為深耕

社區，新澤西分會也在社區成立特別電腦物流系統，有效率地在進行每週的食物倉儲定期發放，幫助數千戶

低收入家庭。 

https://tzuchi.us/zh/nj 

 

https://tzuchi.us/zh/dallas
https://tzuchi.us/zh/dc
https://tzuchi.us/zh/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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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MIDWEST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芝加哥分會 

位在美國第三大都會區的芝加哥慈濟會務，於 1991 年成立聯絡點，於 1994 年迅速升格為分會，會務涵蓋美

國中西部地區，11 個分支聯點包括芝加哥分會、聖路易聯絡處、克里夫蘭聯絡處、哥倫布聯絡處、底特律聯

絡處、蘭辛聯絡處、印地安那聯絡處、明州聯絡處、麥迪遜聯絡點、德頓聯絡點、辛辛那提聯絡點。由於中

西部氣候極端劇烈，不是豪雨成災，就是龍捲風頻仍，再加上這裡也有全美最貧窮的鄉鎮。芝加哥分會橫跨

十幾個州，不為頻繁的災情阻撓，慈濟志工們積極動員，只希望能夠讓貧苦的人們早日重拾笑容。 

https://tzuchi.us/zh/chicago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NORTHEAST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紐約分會 

慈濟在美東地區的會務於 1991 年在紐約市展開，為了更深入服務社區，紐約分會之下也成立長島支會、波士

頓聯絡處、華埠聯絡處、布碌崙聯絡點、東長島聯絡點。在 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2012 年桑迪颶風等震

撼世界的災難中，慈濟志工走在最前線，給予力量和溫暖的支持。 

https://tzuchi.us/zh/ny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Northwest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北加州分會 

以高科技重鎮聖荷西為落腳處的北加州慈濟會務，於 1989 年展開，1993 年成立慈濟北加分會，為美國西北

地區各州提供服務。因為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志工比例高，再加上用愛深耕社區，智慧結合高科技，雙管齊下

更有效率推動慈濟理念。加州近幾年來風雨不調天災不斷，慈濟志工無私投入龐大時間精力賑災，期望集結

眾人之愛，膚慰災後的巨大傷痛。 

https://tzuchi.us/zh/sanjose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Pacific 

Islands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夏威夷分會 

位於美國歐胡島的慈濟夏威夷會務，早在 1996 年開始，先是成立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1997 年開啟義診中

心，1998 年 s 分會成立，後來落腳於檀香山市東區。有六十幾位志工，一千多位會員，是所有慈濟美國分會

中最小巧的一群，但涵蓋範圍卻非常廣闊，包括負夏威夷各諸島，美屬薩摩亞島，塞班島，關島及麥克尼西

https://tzuchi.us/zh/chicago
https://tzuchi.us/zh/ny
https://tzuchi.us/zh/san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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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群島如 Chuuk 島。雖然志工人數不多，卻在四面環海交通不便醫療又不發達的廣大太平洋群島上，發揮關

鍵性的作用，對就近的島嶼提供醫療資源，賑災馳援，慈濟志工也在當夏威夷當地用行動落實環保，守護美

麗的大海資源。 

https://tzuchi.us/zh/hawaii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SOUTHERN REGION 美國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慈濟德州會務於 1991 年在全美第四大城休士頓展開，並於 1999 年成立分會，服務美國南部各大州，區內分

支聯點包括亞特蘭（Atlanta）大支會、奧蘭多（Orlando）聯絡處、邁阿密（Miami）聯絡處、奧斯汀

（Austin）聯絡處、康福（Comfort）聯絡處、紐奧良（New Orleans）聯絡點、聖安東尼（San Antonio）聯絡

點。因地理位置之故，關懷國際難民和服務新移民是當地志工不斷的功課；每當颶風、龍捲風及水災發生，

慈濟志工更是急難救助團體的主力 

https://tzuchi.us/zh/houston 

 

 

 

 

 

 

 

 

 

 

 

 

 

 

 

 

 

https://tzuchi.us/zh/hawaii
https://tzuchi.us/zh/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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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A of San Diego 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 

No Information 

 

Bogart Memorial Reformed Church 牧歌歸正教會 

No Information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an Diego 聖地

牙哥靈糧堂 

靈糧堂發源於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是由中國佈道家趙世光牧師在上海所創立的。趙牧師是一位有傳

福音托付的人，他的腳蹤遍及全世界，向各地的華人傳講神的救恩，以聖靈和大能證明基督的福音。趙世光

牧師於 1954 年來到台北，創立了台北靈糧堂，發展至今已經擁有三百間以上的分堂，遍佈世界五大洲。矽谷

生命河靈糧堂，由劉彤牧師於 1995 年在美國加州 San Jose 所成立，繼續傳承神當年賦予趙世光牧師創立台北

靈糧堂(1954 年) 的異象與使命，積極在廿一世紀建立神榮耀的教會。劉彤牧師領受榮耀教會的異象，始於每

個人生命的全人建造，有四個著力點：敬拜讚美、聖靈更新、小組教會、全球轉化。發展至今，已經擁有一

百三十多間分堂，遍佈世界各地。 

 

聖地牙哥靈糧堂，於 1998 年 12 月由劉彤牧師於聖地牙哥所分設。2000 年 6 月蔡恩惠牧師領受在聖地牙哥建

造榮耀教會的異象，接受劉彤牧師的差派前來牧養，成為本教會的主任牧師。 

 

教會初期借用 Escondido 的 Bethel Baptism Church 聚會 ，2001 年搬至華人集中的 Carmel Valley ，借用 Torry 

Pine High School 聚會，於 2003 年遷至同城市的 Jewish Academy 聚會。2011 年教會購買位於 Trade St.,的建築

物為教會活動中心和辦公室。2015 年二月購得位於 Miramar Rd.,的四層大樓，成為教會聚會的現址。 

http://www.bolsd.org/ 

 

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BLIA)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佛教在集改革、創意、教育於一身的星雲大師領導之下，逐漸跨出寺院，走向城市；

深入社會，面對群眾；甚至超越國度，弘化全球。在大師引導帶領下於一九九一年二

月三日，「中華佛光協會」一個由佛教信眾組織的人民團體在時代的推動下順應誕

生。佛光會在台灣首度創立，受到海內外各方的高度重視。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美國洛杉磯隆重舉行，來自

歐、美、亞、非、澳五大洲的群英豪傑，為佛教歷史寫下劃時代的一頁。當時星雲大

http://www.bol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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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親自作偈：「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為國際佛光會樹

立了弘化目標，大師並以「歡喜與融和」作為首次大會主題，希望國際佛光會把歡喜的種子遍灑人間，將融

和的理念佈滿世界。 

http://www.blia.org/ 

 

Canaa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迦南台灣基

督教會 

In 1980, Canaa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was established by a fellowship of 
Taiwanese Christians who wanted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God's love with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Silicon Valley and beyond. From the beginning, Canaan has 
been a missional church, supporting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s organizations, and 
actively engaging in missions work locally and globally. Our worship services and 
gatherings in Mountain View developed into ministries for Taiwanese,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ers, along with 
growing youth and children’s ministries. In 2009, we relocated to the current site in north San Jose, which better 
accommodates our multiple worship services, group gatherings, classes, expanding children's ministries, and new 
ministry opportunities.  
 
The Canaan logo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by Canaan’s first pastor, Rev. Donald Liu. The logo is made up of the letters 
CTCC from the full church name, Canaa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The logo was intended to resemble a cluster of 
grapes, representing Canaan as a land of promise (Numbers 13), and reminding us to bear fruit by remaining 
connected to Jesus Christ (John 5). 
1980 年，迦南台灣基督教會由一個想要向在矽谷地區台灣人們分享神的愛的信息的台灣人基督徒團契所創

立。從一開始，迦南一直是宣教的教會，支持傳教士和宣道組織，積極參與本地及全球的宣教事工。我們在

山景城 (Mountain View) 的崇拜和聚會從原本只有的台語事工，陸續發展成為也有英語和華語的事工，接著隨

著越來越多的兒童和青年成長，爾後增設了青年和兒童事工。 2009 年，我們搬遷至北聖荷西的現址，這個場

地更適用於我們的多語言的崇拜，團契聚會，課程，拓展兒童事工，以及新的事工機會。 

 
迦南教會的標誌最初是由迦南的第一位牧師─劉瑞義牧師設計。該標識是由從教會的全名，迦南台灣基督教

會英文字母簡寫 CTCC 而來。這個標誌的形狀像一串葡萄，代表著迦南地是 神所應許的土地 (民數記 13)，並

提醒我們要繼續與耶穌基督連接，才能結出聖靈的果子(約翰福音 5)。 

https://sites.google.com/a/ecanaan.org/hom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Jersey 新澤西主

恩堂台語堂 

台語堂會 – 台語堂發展史 

新澤西主恩堂是先有中文堂會(國語)，後來才有台語堂會的成立，這種例子在台灣已漸漸出現，但在北美則

是開其先河。主恩堂各個堂會的齊心合一、同心包容，雖然語言不同，所信的是一，我們足以為台灣及全世

界華語教會多元化發展立下典範。 

 

http://www.blia.org/
https://sites.google.com/a/ecanaan.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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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堂台語堂會的成立 

成立前 

主恩堂台語堂會的前身，與其他北美台語教會的發展相當類似，都是從讀經班、團契開始。(參見後面介紹台

語教會源流民國時期─北美台語教會發展) 

1989 年主恩堂在重組教會地區小組之時，各小組分別以聖靈的果子命名，其中的節制組─有慣用台語也有不

精熟台語的組員─這個小組可以說是本堂會的濫觴。節制組於 1990 年合併另一小組的台語人，正式成立台語

小組。 

台語團契的成立是在 1991 年，成立之初的想法是希望能夠透過母語、對自己熟悉的親人朋友傳講福音，但宣

教需要裝備，台語宣教事工在台灣已經有百年以上的發展，因此團契成立之初，便汲取這樣的經驗，教習白

話字(羅馬拼音字)並開辦第一班台語主日學「基要信仰」。雖然白話字學習成效並不理想、台語聖經也並非

會友主要使用的聖經，但因為裝備工作的需要，因此與台語教會四百年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連結。自 1992 年起

至本堂會正式成立的 1998 年期間，台語團契除了對內的查經分享、靈命成長、聯誼互助，也對外舉辦台語佈

道會，傳講福音。至此，成立一個台語堂會所必須的裝備與操練，上帝都成就了。 

於是 1997 年開始策劃成立台語崇拜，每週三禱告會後，小組同工多次留下來開會商議，開始資料收集工作，

完成建議提案後，提交長老團參考，隨之成立午堂主日崇拜委員會。 

 
成立過程 

後面細說民國時期的發展過程中，會簡單提及台灣的台語教會與國語教會的互動歷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

下，新澤西主恩堂能夠從國語堂會中孕育出台語堂，這是相當少見且非常困難的例子，上帝讓主恩堂成就了

這個珍貴的事工，僅此便足以見證上帝的大能與奇妙恩典！這是我們與其他北美台語教會成立過程唯一不

同、且極為寶貴之處。 

上帝一路呵護保守，新澤西主恩堂台語堂會在主的榮光照耀之下誕生。1998 年 3 月 1 日，主恩堂會友大會投

票表決，通過成立午堂台語禮拜，4 月 5 日舉行第一次禮拜；6 月成人主日學校開班；台語禮拜同工會正式組

織成立。 

台語堂成立的時候並沒有正職牧師，第二年，經過會友大會投票通過決議聘請台語部牧師。是年，台語事工

部成立，通過〈台語事工組織規章〉。 

2000 年 10 月，同工會決議成立台語事工策劃委員會，簡稱「策委會」，這是台語堂內部的決策機構，負責

帶領台語部事工。於是年稍早，聘牧委員會也已成立，展開聘請正職牧師的工作。 

隔年，長執董聯合會通過台語堂聘牧委員會所推薦之牧師候選人； 4 月會友大會投票通過；8 月第一位牧師

就職，以迄於今。台語堂的組織架構於焉完備。 

http://www.cccnj.org/ 

 

Fellowship of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Greater New York 大紐約區台灣教會聯誼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ccc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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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Taiwanese Church 榮光台語教會 

 

Glory Lutheran Church of San Diego 聖地雅歌榮

光基督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Glory-Lutheran-Church-of-San-Diego 圣地亚哥荣光基督教会-811988365484970/ 

 

 

 

https://www.facebook.com/Glory-Lutheran-Church-of-San-Diego%E5%9C%A3%E5%9C%B0%E4%BA%9A%E5%93%A5%E8%8D%A3%E5%85%89%E5%9F%BA%E7%9D%A3%E6%95%99%E4%BC%9A-811988365484970/
https://www.facebook.com/Glory-Lutheran-Church-of-San-Diego%E5%9C%A3%E5%9C%B0%E4%BA%9A%E5%93%A5%E8%8D%A3%E5%85%89%E5%9F%BA%E7%9D%A3%E6%95%99%E4%BC%9A-81198836548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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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Lutheran Church 泛美信義會恩惠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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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 of New York 紐約

佛光山協會 

http://www.fgsny.org/ 

 

 

http://www.fgs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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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ouncil 全美台

灣人教會聯合會 

 

 

New Jersey Buddhist Culture Center 新州禪淨中

心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一九九四年年底至美加地區弘法，指示海外道場現階段於美洲弘法之原則，欲方便

青年朋友學習佛法，應於大學社區附近成立『大專聯誼會所』，提供在校青年學子研討佛法外，平日可作為

招待遠方親友聚會之用。 

為落實大師此一理想，常住經由多方面的勘察與了解，於本中心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二日正式在鄰近羅格斯

（RUTGERS）州立大學學區附近，成立新州禪淨中心。 

 

由於信眾的急增及區域畫分(zoning)之因素，新州禪淨中心遷移至新澤西州中部最大華人聚集區 MIDDLESEX 

PISCATAWAY 境內，與鄰近的商業中心 EDISON 市僅十分鐘路程，不論鐵路或公路交通網均十分便利，境

內有普林斯頓（PRINCETON）、羅格斯（RUTGERS）、NJIT 與 STEVEN 等四所著名大學學府外， 附近有

AT&T 電話公司實驗室及 JOHNSON & JOHNSON 製藥廠總部等，為交通、教育、工業繁榮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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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2 月 10 日佛像安座啟用，提供佛弟子們勤修三學、長養福慧的法身慧命之家。定期舉辦的活動有共

修會、學佛行儀、佛法開示、讀書會、佛學講座、生活講座等，提昇信徒佛學層次與生活內涵；推展大學佛

學社、參與本地社團發起有利於大眾的社教活動，更積極籌備成立各區佛光分會，不定期舉辦家庭普照、才

藝班、禪修班、夏令營等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fgsnjbcc 

http://www.ibps.org/newjersey/aboutus.asp 

 

SAN DIEGO FORMOSA COMMUNITY 

CHURCH 聖地雅歌台灣社區基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Seattle Formosan Christian Church (SFCC) 西雅

圖台語基督教會 

In Oct 1969, Seattle Formosan Christian Church (“SFCC”) was founded as a bible study 

fellowship, holding weekend meetings at Japa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nea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 Seattle. Later we started to have regular Sunday worship with Pastor Ai-chi Tsai as 

the speaker and moved to University Baptist Church near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1984, Pastor Joshua Liu joined the church as senior pastor, ministering the church for 23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at the end of 2006. From January 2007 to June 2009, Pastor John Chen is 

our Taiwanese Congregation Pastor. From July 2012, Pastor Ian Cheng joined the church as 

Taiwanese Ministry Pastor until December 2018. The English Ministry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96, pastured by 

Pastor Solomon Liu. Over time,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has grown into a body not only of youths, but mostly of 

college-aged, career professionals and young families. In March 2007, Pastor Walter Chen joined the church as 

associate pastor, ministering English congregation until Sep. 2013.  Our current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is Rev. 

Lucien Kim.  Our current church building was purchased In 1987, which can seat 300+. 

西雅圖台語基督教會，創始於 1969 年十月。從查經班開始到成立教會。草創時期，在日本組合教會做不定期

的聚會，並請蔡愛智牧師擔任講道。之後，教會借用大學區的浸信會聚會，前後約三年。 之後十年，在基石

教會聚會，由李信助牧師牧養。自 1984 起到 2006 年 12 月，約 23 年時間，由劉富敬牧師牧養直到退休。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由陳耀光牧師牧養。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由鄭溢恩牧師擔任牧養的工

作。英語部始於早年的青年事工，漸漸成形而於西元 1996 年設立英語崇拜，由劉貴祥（ Solomon Liu ）牧師

牧養。自 2007 年 3 月至 2013 年九月陳維特（ Walter Chen ）牧師擔任英語部牧養的工作。現在的英語部由

Lucien Kim 牧養。 英語部會友組成多元化，多為華裔移民第二代與海外留學生。教會目前的會堂購置於 1987 

年 12 月可容納三百個座位。 

http://www.seattlefcc.org/main2/ 

 

https://www.facebook.com/fgsnjbcc
http://www.ibps.org/newjersey/aboutus.asp
http://www.seattlefcc.org/ma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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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Buddhist Renaissance 人間關懷協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s, Inc. 台灣基督教服務中

心 

 

 

Taiwan Mission Foundation 台灣宣教基金會 

2007 年 4 月 25 日正式設立「台灣宣教基金會」，不到半年的 10 月 10 日收到美國政府 

捐款免稅許可，認捐者紛紛捐出。11 月 17 日我們立刻舉辦一場感恩會感謝上帝的恩典

及 

弟兄姐妹的支持。2007 年底基金會已經撥款兩萬元支持兩隊短宣隊、設立神學院的「台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台灣基督教服務中心-Taiwan-Christian-Services-Inc.jpg
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台灣基督教服務中心-Taiwan-Christian-Services-In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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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宣教」獎學金並支持鄉福、基福、工福、客宣、生命線、福音傳播、癌患、傷患並購置 

墓地供貧困患難的人使用等等宣教及慈善的事工。留學生事工及宣教訓練學校也在規劃 

中。 

http://www.taiwanmissionfoundation.org/ 

 

Taiwanese Lutheran Church of San Diego 聖地雅

歌台灣基督教會 

http://sdtlc.org/index.html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德州佛教會 

一九七九年春﹐德州佛教會在休士頓正式成立﹐為當時還是佛教沙漠的美南地區開闢了

一幅新天地。多年來﹐德州佛教會始終秉持自力更生﹐不分宗派﹐弘揚正 信的佛法﹐關

懷社區﹐服務人群的宗旨﹐先後在永惺法師﹑淨海法師和宏意法師三位住持的帶領下﹐

以僧寶為領導中心﹐依靠廣大信眾的熱心護持﹐會員從十人左右 發展到目前的逾千人﹐

經歷了從佛光寺到玉佛寺﹐進而邁向美洲菩提中心的三個里程碑。 

原籍江蘇泰縣的淨海法師﹐曾在台灣親近慈航法師﹐因為求知的渴望和對佛法的熱忱﹐

赴泰國和日本留學﹐同時從事佛法的研究和寫作。一九七二年春﹐法師受聘來美國弘法。法師初住紐約大覺

寺﹐因痛感美南地區沒有佛教道場﹐發心要到沒有中國佛教寺院的地區成立道場弘法﹐遂于一九七七年初輾

轉來到休士頓。七十年代在休士頓居住的華人很少﹐經濟也並不景氣﹐但是經一對陳姓佛教徒女兒的介紹﹐

法師住進一所學生公寓﹐與三位來自台灣的萊斯大學學生為鄰。在留學生公寓居住期間﹐法師通過長途電話

與住在德州大學站市的嚴寬祜﹑崔常敏夫婦取得聯繫。嚴居士夫婦有在香港佛教界服務二十餘年和組織社團

的經驗﹐深為淨海法師的勇氣與願力感動﹐于一九七八年五月間在休士頓西南區購買了一幅土地﹐後更得力

于香港永惺法師的大力慷慨幫助﹐終于在一九七九年春正式成立德州佛教會﹐並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舉

行會下所屬第一座寺院“佛光寺”大殿落成和聖象開光典禮。 

 
佛光寺佛殿興建期間﹐淨海法師憂心勞力﹐以至積勞成疾﹐西醫判為末期癌症。淨師臥病期間﹐紐約浩霖法

師和宏意法師同來休市探病。由于當時寺中乏人替代淨海法師之職﹐初興道場無人弘法﹐淨師誠意挽留宏意

法師領導佛光寺信眾﹐浩霖﹑真華﹑印海三位法師亦勸請慰勉﹐更有信眾長跪不起﹐宏意法師不得不恆順眾

意﹐擔當起佛光寺住持的重任。宏師出生云南﹐自幼在緬甸出家﹐天資聰穎﹐通宗明教﹐行持嚴謹﹐為人謙

和﹐廣結善緣﹐加以辯才無礙﹐是不可多得的僧才法將﹐休市信眾莫不深感福報至深。 

佛光寺建成後﹐淨海﹑宏意法師在休士頓西南區華人集中居住的百利地段租賃了一個面積為一千四百平方呎

的舖位﹐開辦“佛光講堂”﹐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正式啟用﹐定期舉辦法會﹐出版《佛光法苑》﹐開辦中﹑

英文學佛班﹐組織放生﹑救災﹑資助獎學金等弘法利生活動﹐並方便僑胞前往禮佛和借閱佛經典集﹑雜誌

等。“講堂”試用後﹐法師們和大眾深感需要一座有規模的道場﹐于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購妥一處商業用

地﹐面積十萬八千五百五十二平方呎﹐這便是美國南部最大規模的佛剎“玉佛寺”的所在地。興建玉佛寺的

工作﹐由永惺﹑淨海兩位法師領導﹐宏意法師作為總策劃人﹐殫精瀝血﹐事必躬親﹐在德州佛教會全體會友

的全力支持和參與下﹐玉佛寺終于在一九九零年六月二日落成。是日﹐德州州議員代表州長宣佈六月二日為

“德州佛教日。”玉佛寺落成後不久﹐嚴寬祜居士在淨海﹑宏意兩位法師德行和悲心的感召下﹐毅然獨自擔

負起在觀音殿後面空地興建佛教青年活動中心的費用。兩層樓的活動中心于一九九一年落成﹐成為中文班﹑

武術班和多種才藝班的教室和文藝演出地點。 

http://www.taiwanmissionfoundation.org/
http://sdtlc.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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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州佛教會章程﹐淨海法師和宏意法師先後于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九年出任玉佛寺方丈。在過去的二十

多年間﹐德州佛教會在永惺﹑淨海﹑宏意三位方丈領導下﹐堅持弘法﹑教育﹑慈善事業並重﹐除了定期的中

英文共修法會和大法會外﹐還採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安排玉佛寺的法師到美國其他州和國外講經

說法﹐同時邀請國內外不同宗派的法師到玉佛寺帶領共修法會﹑唸佛﹑禪修等活動。會友們在法師的領導

下﹐積極參與賑災﹑救濟﹑訪問老人院﹑發放助學金和學習用品﹑組織兒童和青少年夏令營﹑與其他宗教團

體交流互訪等多種活動。但是﹐由于會友和社會大眾對佛教會的期望越來越高﹐而玉佛寺的場地也無法同時

舉辦多種不同的修學活動﹐所以從一九九五年起﹐兩位法師高瞻遠矚﹐開始思考如何進一步照顧會友大眾﹐

如何擴大對社會大眾的服務。經過五年多的積極醞釀﹑籌備﹐德州佛教會在二○○一年三月位于休士頓西北

區華樂郡內購買了一幅 515 英畝的環境優美的土地﹐作為“美洲菩提中心”的建設基地。 

 
菩提中心將不同于傳統的佛教道場﹐而將是一個能舉辦靜修﹑教育﹑職工培訓﹑家庭短期休假等多種活動的

多功能設施﹐是一個遠離城市喧囂﹑為社區所有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少共同服務和使用的

世內桃源。菩提中心從理念變為現實﹐從購地﹑規劃﹑設計和第一期工程的施工﹐無不凝聚了宏意法師的大

量心血﹐基地上處處留下了法師的足跡。在法師們大慈大願的力量感召下﹐德州佛教會的會友和十方大眾鼎

力支持贊助﹐為第一期工程的建設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二 00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隆重的菩提中心動土典

禮﹐經過三年建設二 00 九年五月二日上午十時，於美洲菩提中心舉行落成典禮，吸引了中美社區政要﹑僑界

領袖﹑民間和各界團體及個人﹐標誌著德州佛教會緊跟時代步伐﹐積極融入社會主流文化﹐使佛教在美國落

地生根﹐造福大眾的第三個里程碑。 

http://www.jadebuddha.org/zh/ 

 

南加州台灣人傳教師會 

No Information 

 

哲吾台灣人基督徒團契 

No Information 

 

德州聖安東尼奧台灣基督教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jadebuddha.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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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ellaneous Organizations 

 

Federal Credit Union 信用合作社 

 

Boston Federal Credit Union 波士頓台灣人合作社 

No Information 

 

Chicago Federal Credit Union 芝城台灣人信用合

作社 

No Information 

 

Formosan Club Federal Credit Union of New 

Jersey 紐澤西台灣信用合作社 

No Information 

 

New York Taiwan Federal Credit Union 紐約台灣

信用合作社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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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Federal Credit 

Union 南加州台灣人聯邦信用合作社 

作者 周實 

前言 

 
用現在的認知去看四十年前洛杉磯台灣人的社區結構，實在有太多的不一樣，很難想像當年沒有一位執業的

台灣人律師，能幫台灣人社團向政府辦理登記，也沒有一間台灣人開的銀行，大家最熟悉的是開在小東京的

日本 Sumitomo Bank。70 年代中葉的同郷除了上班族和工程師以外，移民來美國做生意的人也逐漸多起來，

尤其很多人投資在旅館事業和經營公寓，也有許多單打獨鬥的同鄉，於是希望有一間台灣人自己的金融機

構，便成為同鄉們非常務實的願望。 

 
其實不僅是住在洛杉磯的同鄉有這個需求，全美其他同鄉較多的城市也一樣，譬如休士頓、紐約、賓州、華

盛頓 D.C.、麻州、和紐澤西州，衹是過去幾年同鄉會沒有很多人去注意罷了。 

 
聯邦信用合作社 

 
在大公司上班的人對於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並不漠生，差不多每個公司都會在辦公的地點設立一個信用

合作社的櫃台，方便員工貸款、存款和提款，其功能頗類似一般的銀行，但沒有銀行那樣廣泛的業務。我所

服務的 Rockwell 公司在 Downey 市的廠房便有一個很大的信用合作社，我也曾經向它貸過款。 

 
美國在 1934 年聯合各地信用合作社成立「信用合作社全國聯盟」（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簡稱

CUNA)，並促使國會通過法案，在該法案下，准許在全美各地設立聯邦信用合作社，成為除了商業銀行

(Commercial Bank)，儲蓄和貸款銀行（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以外，美國的第三大金融團體，Rockwell

的信用合作社便是其中的一個。 

 
第一次聽到同鄉會也可以成立信用合作社是 1976 年在洛杉磯召開的第三屆「世台會」年會，當時擔任全美台

灣同鄉會會長的莊承業提起德州休斯頓已經在 1975 年 6 月成立第一個台灣人合作社，而且營運得還不錯；這

對於洛杉磯同鄉會是個莫大的鼓舞，多了一項服務鄉親的機會，彼此還可互相扶持以求壯大。 

 
籌備會 

 
因此我在 1977 年當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時便在「洛台鄉訊」刊登了三篇有關信用合作社的文章（5、6、7

期），並且轉載莊承業所寫的「介紹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一文。第一次籌備會是在 7 月 24 日召開，出席相

當踴躍，有十幾位同鄉與會（劉丁榮、許啓勇、曾輝光、許清煌、陳銓仁、鄭盛博、王喜雄、王廷宜、莊洸

雄、謝清志、楊基定、陳啓元、郭清江和曾振輝），全體一致同意成立信用合作社有其時代的必要性，並且

建議取名為「南加州台灣人聯邦信用合作社」（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Federal Credit Union，簡稱

SCTFCU)。第二次籌備會議則在 8 月 7 日召開，與會者增加陳夢蘭、絲建東、吳英奇和張俊哲。陳夢蘭先生在

移民來美國以前就在台灣的金融界服務，經驗豐富，人又可親。他在會中簡介了台灣合作社的運作情形，強

調它也是非營利機構，是以服務會員為宗旨，營業以信用、販賣、利用、購買為主，並且可以發行支票。會

中大家推擧我爲合作社的臨時召集人，地址暫時設在喜瑞都市。 

 
於是我開始積極和加州信用合作社聯盟（California Credit Union League)連絡，在第三次籌備會時（9 月 16

日）聯盟便派了一位顧問 Kent Britton 與會，在介紹信用合作社的歷史背景及應注意事項後，他讚揚同鄉們的

勇氣和熱誠，並且強調要使信用合作社成功，需要工作人員持久的熱心、辛勤的工作、和大多數社員的踴躍

參加。第四次的籌備會則是在 10 月 22 日以野餐方式在蒙特利市 Barnes Park 舉行，與會人士又增加了蔡裕

雄、楊嘉猷、郭碧雲、和陳麗坤；此時同鄉會的非營利組織已經由日裔美籍律師向州政府提出申請，待批准

後，以同鄉會做一個羣體（Incorporated)，信用合作社就可以申請登記。 

 
最後一次籌備會是 1978 年 1 月 25 日在喜瑞都舉行，Mr. Britton 再次參加指導，他表示已正式向 NCUA 提出

申請，大概 6 個月內就可以獲得批准。這對於與會同鄉是一個鼓勵，也是一項承擔，經過半年來的努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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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算有了一個指望。對於我，雖然卸下了同鄉會會長的職務，但它也實現了一年前接任時，盼望「成立新

社團」的建議。 

 
開業/跨錯行的挑戰 

 
1978 年 6 月 2 日全國信用合作社總署（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NCUA)正式來函通知

SCTFCU 已於 5 月 31 日批准營運，所有加入的會員存款都有 NCUA 保險，就像銀行客戶有 FDIC 保險一樣。 

 

Texas Formosan Federal Credit Union 德州台灣信

用合作社 

作者 莊承業 

一、  設立動機 

一九六九年，筆者在芝加哥郊區一家公司做事，服務不到一年，向公司附設的信用合作社貸款，買了一部新

車。這是首次與合作社接觸。隨後看過幾篇有關合作社的報導和文章，對合作社有深一層認識。當時自己在

想，如果同鄉會附設一間合作社，方便同鄉存款和貸款，一定不錯。一九七二年夏天，打算著手收集有關成

立合作社的資料，很巧因工作關係，那年秋天搬來休士頓。這件事就擱置腦後。一九七四年有機會參與同鄉

會會務，認識了一些熱心的同鄉。到了是年秋天，筆者將設立合作社的構想向幾位同鄉試探。贊成的人認爲

冒險性不大，値得一 試。不贊成的人認爲各大公司都附設有合作社，何必浪費精神，多此一舉。當時毅然積

極籌備合作社的原因有下列四點： 

1、提供同鄉經濟互助的服務。 

2、給予同鄉利息低的貸款和紅利高的儲蓄。 

3、休士頓是新興城市，人口會增加，又有三、四十位熱心的同鄉，他們是初期合作社的磐石。 

4、爲第二代建立一個好的金融機構（FINANCIAL INSTITUTION）。這是學習猶太人重視團隊的精神。 

爲了推動此事，一方面開始在鄉訊撰文介紹合作社對我們社團和同鄉的好處，以及合作社的一般常識。另一

方面向有關單位打聽設立合作社的手續。（筆者對台灣的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和營運完全不瞭解，一定跟美國

的合作社不同。因爲後者的貸款對象是社員，只限於家庭用的貸款。） 

二、設立經過 

—九七五年二月八日同鄉會舉辦年會時，正式向同鄉提出報告。當場投票的結果：贊成者 107 票，没意見者

70 票，反對者 7 票。贊成者只佔 58%，可見那時候一般同鄉對合作社並不是很有興趣。當時又遭遇到另一難

題，要設立合作社最起碼的條件需要有三百戶的同鄉會會員。可是休士頓只有一百五十戶同鄉。還好西南區

台灣人名錄同時有 DALLAS，AUSTIN 和 COLLEGE STATION 等地區的名單。於是借用 AUSTIN 和 DALLAS 地區的

同鄉名單。剛好湊到三百戶。接著準備申請資料和文件，物色第一屆的理監事，開會討論一些細節。籌備一

個月，三月十一日正式向華府的聯邦信用合作社總署（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 ）提出申請，手續費二

百元。四月三十日收到批准的文件，並選擇端午節野餐時正式開張。那一天收到的存款只有一千六百元而

已，成績平平。 

三、成長過程 

初創期（1975〜1977）:爲了鼓舞同鄉來存款，並深一層瞭解合作社的營運。開始撰寫“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

簡介”，陸續在本地鄉訊刊登。其次要求各理監事認捐一定的存款和募款。同時在“東方”商店設立一個櫃台，

理監事每禮拜天輪流値班，方便同鄉來存款，整整有一年之久。謝慶輝同鄉主持的 HOUSTON COMPUTER 

CLUB 免費幫合作社設計和供應報表。莊勝義同鄉很認眞推銷美國建國兩百週年紀念銀幣，賺些外快，資助分

配紅利。第一屆的理監事都相當賣力。一年後，合作社的存款達到四萬元。有了四萬元的存款，合作社才可

以放款四千元。讓買新車的同鄉順利借到錢（當時一部普通新車大概五千元左右）。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

貸款的需求量增加，超過存款。只好向別家合作社週轉。休士頓合作社曾向波士頓合作社週轉過一筆錢。這

種現象，陸續發生，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存款增加，才解除“錢荒”的麻煩。 

穩定期（1978-1982）:—九七八年合作社聘請到傅陳麗玉女士來當財務和經理的職位。她曾在台灣的信用合作

社服務過，對合作社的業務很熟悉。傅女士待人熱誠，服務週到，辦事有條有理。在她的經營下，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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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蒸蒸日上。一九七九年初，看到合作社已奠定一個好的基礎，筆者就辭去理事職務。一九八〇、八一年

期間，市面上出現利率高的 BIG SAVER 和 MONEY MARKET 等等。筆者很擔心資金外流，時常打電話給她。很

幸運，由於同鄉們對合作社有信心和全力支持，合作社的資產並没有減少，只是增加的速度緩慢而已，自己

才安心下來。一九七七年後，外地搬來休士頓的同鄉增加很多，促進合作社的成長。一九八二年起，合作社

的報表完全電腦化，社員每季都收到一份存款報告，每一年的理監事都很順利交接。合作社已經是一個小型

的金融機構。附帶說明，存在合作社的錢，十萬元以下都有政府的保險，同鄉都很安心存款。NCUA 每年派

人來合作社查帳一次，以便瞭解合作社的操作情形。 

發展期（1983 年）: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休士頓的經濟開始走下坡，一些同鄉搬走。幸虧，台灣來的移民增

加，無形中形成一支生力軍。傅女士專心經營，待人親切，使許多同鄉樂意來存款，合作社也請了一位半工

的助手。每一年的社員大會，辦得有聲有色。近一、二年來，還提供跳舞餘興節目，傅女士是休士頓社團的

一位好經理，她是合作社經營成功的主要功勞者。十年中，合作社共存放款 1130 件，全部放款$5,900,000。

（十年中）値得一提的是只有幾筆呆帳而已。目前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的放款項目有下列六項： 

1、信用貸款（不用抵押） 

2、存款抵押貸款 

3、新車貸款 

4、舊車貸款 

5、學生教育費貸款 

6、房屋修建貸款（十年還清） 

四、展望 

由於合作社普遍得到本地同鄉的支持和運用，存款一直在增加。爲了進一步服務同鄉，合作社經過一年多的

準備工作，預定於八月一日起開始辦理“支票”服務。透過這一項服務，不但增加合作社的活力，同時提供給

德州境内的達拉斯和奧斯汀城等地台灣同鄉的服務。目前我們的第二代年輕人慢慢走入社會，又增加一股雄

厚的生力軍。相信本地合作社的前景是很光明的，一定繼續提供給同鄉更多的服務。 

五、各地區的合作社 

休士頓合作社成立後一年，各地區有心人士開始來函索取資料。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期間，筆者負責全美

會會務時，透過會刊“望春風”積極鼓吹各大城市設立社團的合作社，服務同鄉。一九七九年，陳唐山同鄉接

長全美會後，筆者繼續與各合作社保持密切的連繫。一九八一年年初，陳會長下台，連繫工作才告一段落。 

(原文刊登於台灣公論報，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Washington, DC (Capital Area) Taiwanese Federal 

Credit Union 華府台灣信用合作社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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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TCCNA)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 America 北

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he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TCCNA) was established in 1988 

as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Its membership is composed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located in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in North America.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TCCNA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strong multi-national business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worldwide. 

Presently the TCCNA embodies thirty-two local chambers that are in coalition with more than 

3,500 Taiwanese business members in North America.  These businesses have provided more 

than 50,000 job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work forc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gion. 

As the 6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strong economy of Taiwan has prompted the 

TCCNA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erving its member businesses in North America as well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一) 簡介 Introduction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成立於一九八七年, 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工商組織, 主要成員均是自台灣移民到北美洲

的優秀工商業界人士, 希望藉著聯合總會的團體力量在北美洲工商業界佔有一席重要地位. 

其目標如下: 

一、 促進會員與北美洲工商業界的經貿交流與合作關係. 

二、 促進會員與會員之間的工商聯繫及聯誼. 

三、 促進會員在北美洲社會中建立工商專業形象. 

(二) 宗旨 Main Objectives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宗旨為: 

一、 代表各地商會在市政、 縣政、 州政和全國性立法及經濟事 

務方面爭取權益. 

二、 代表各地區商會解決業務及社區上有爭議的工商、 財經問題, 

使會員有大的空間投入事業. 

三、 加強各地區商會在商業上的領域, 及提倡可能增加收入的經 

濟計劃. 

四、 加強發現及糾正妨礙商業擴展和社區成長的弊病. 

五、 加強各地區商會社區功能及社會性、 商業性的方案. 

(三) 服務 Services 

一、 聯繫各地區商會互切互磋, 互相交換當地資訊, 並且互相聯 

誼交遊增進會員之間的彼此認識, 促成團結就是力量, 啟發 

更大的台商實質力量. 

二、 幫助各地台灣商會的建立以及發展. 

三、 提供會員間的互惠辦法. 

四、 交換各地商會活動資料, 編印會刊、 年鑑等. 

自其創立以來, TCCNA 已在西半球發展個強大的跨國性工商組織, 它的會員之間和世界各地台灣商會之間皆

有密切之聯繫. 

目前 TCCNA 有三十二個會員商會, 包含了分佈再北美洲地區三千五百家以上的台灣企業, 其對所再之社區提

供了超過五萬個以上的工作崗位, 並且形成了本地區頗具實力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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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是美國的第六貿易伙伴, 再加上台灣本地繁榮的經濟條件, 很顯然地 TCCNA 在對其會員與北美洲及

世界各地的生意之促進方面擔當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http://www.tccna.org/index.html 

 

Atlanta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亞特蘭

大台灣商會 

亞特蘭大台灣商會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時值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際，又逢北美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正舉行第一屆年會之時，本商會創會會長葉建榮有感於本地台商有需與北美其他地區台商溝通交流

之必要，乃邀集數名志同道合之鄉親共同成立亞特蘭大台灣商會，並隨即加入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正

式成為北美台商大家庭之一員。 

本商會採理事制，理事及會員一直維持約百人左右，自成立至今已屆十七年，歷任會長有葉建榮、陳恆義、

王德，陳獻士、王清風、陳洋一、張富強、陳秋雄、鄭忠田、吳身禧、翁金清、陳開堯及現任之郭榮太等

人。亞特蘭大台商會成立之宗旨主要是以交換商情、提供會員商機以及促進台美經貿關係為目標，每年舉辦

四至五次之商業講座，並藉助聚餐交誼、旅遊等活動以增進彼此間之感情。 

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三十七個地區商會中，亞特蘭大台灣商會向以熱心參與著稱，先後有王德出任第

九屆總會長，葉建榮擔任第十六屆總會長，在北美及世界台商會體系中辦演著極為重要之角色。 

亞特蘭大台灣商會有不少成功的企業家，當選海外青年創業楷模者有王德、姜華鈞、張鑫鼎等人，榮膺海外

最頂級之磐石獎者有郭榮太一人，這些亮眼的表現使亞特蘭大台灣商會備受矚目與敬重。 

在僑務委員會所任命之榮譽職方面，計有何智達、王德、陳獻士等人擔任橋務委員，葉建榮、陳秋雄二人擔

任僑務顧問，參與主流社會方面有葉建榮曾擔任第三屆亞裔商會主席及喬治亞州州長任命之亞裔事務委員會

委員，王德膺任現任州長任命之亞裔事務委員會委員，陳開堯擔任亞裔商會副主席，其夫人康薇女士在亞裔

事務委商會及亞裔事務委員會上更是一直高居領導要角。其他如胡德全(美華協會)、黃森勇(中華總會)、姜華

鈞(玉山科技協會)、郝慰國(玉山科技協會)、蘇碧珠(婦女會)、陳秋雄及翁金清(台灣高爾夫協會)、陳洋一(亞

太裔聯誼會)等人皆曾任亞城許多大社團之主要負責人。 

上述種種，在在顯示亞特蘭大台灣商會人才濟濟，不僅廣納亞城最傑出的領導人物，同時也聚集著亞城最成

功的企業人士 。 

葉建榮  撰 

http://www.atlantatcc.org/ 

 

Austin Chapter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奧斯丁台灣商會 

本會宗旨著重在商業促進及領導訓練為主, 針對會員在管理專長, 公共演講專長, 領導技巧等等方面從事培養, 

以提昇個人及事業的成長, 並促進會員間商機的合作及彼此專長的互補, 使台商成為奧斯丁商圈不可忽視的力

量。 

http://www.tccna.org/index.html
http://www.atlantat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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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line, MA Chapter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波克萊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Denver, CO Chapter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丹佛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Greater Dalla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達福地區臺灣商會 

美國德州大達拉斯地區是由兩個大的都會區 Dallas(達拉斯市)及 Fort Worth(福和市)所組

成，英文稱為“DFW” ，中文稱為“達福地區”。於 1992 年中之時，一羣居住在美國德州

達福地區，從台灣來投資經商創業和學有所成的人士，在達福地區共同籌組了一個商

會，所以命名為“達福地區台灣商會”Greater Dalla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商會早期的功能為讓從台灣來此地經商的僑胞有個互相聯絡，交換商機， 

傳達訊息，甚至觧決疑難雜事的一個多功能的資訊平台。經過了多位前任會長熱心努力

的經營，商會會務蒸蒸日上，不僅服務本身的會員，更和達福地區的主流社會交流結

合，成功的進入美國主流社會，與美國的政要參議員、眾議員、州議員、18 個城市的市長、市議員、大學校

長等都有非常好的互動與關係。 商會的執行理事，負責提供各類工商服務幫忙居住在達拉斯市和福和市的所

有需要協助的華人，理事包涵甚廣，有醫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企業家、進口商、建築師、專業經理

人等等，皆為各業界的精英，商會基本架構，會長 1 名(由理事推選)、副會長 1-5 名(會長聘任) 、秘書長 3 名

(會長聘任) 、財務長 1 名(會長聘任) 、資訊長 1 名(會長聘任) 。除此另設立三個委員(一) 姊妹市委員會 (二) 

國際學生交換計劃委員會 (三) 大陸事務委員會。姊妹市委員會目前已成功的促成了美國德州 7 個城市與台灣

7 個城市締結姊妹市。達福地區台灣商會的國際學生交換計劃委員會將台灣桃園地區的高中學生和達福地區

的高地公園市和大草原市两學區的高中學生做交流，每年送美國學生到台灣觀摩學習，也將台灣學生邀請到

美國學習，除此之外並資助本地的大學 DBU 教師前往台灣桃園的高中傳授英文。大陸事務委員會的宗旨是與

大陸做經貿、文化與教育等交流，並和大陸各地商會締結友好關係。 商會每一個月開一次理事會，除了討論

會務之外，並邀請主流社會的專業人士來做演講和資訊交流，每年在農曆春節時都會舉辦一場超過一千人的

新春晚會，邀請美國政要及主流社會，及達福地區的華人，其目的是籌募資金用於資助國際交換學生及其他

等活動。 

http://www.gdtcc.org/ 

 

http://www.gdt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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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 

The 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NTCCTCC) was 

founded in June of 1995 with a current membership of over one hundred members from the 

local North Texas community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Our members consist of a wide 

spectrum of businesses: retail, insurance, banking, securities,wholesale, real estate, 

import/export, grocers, restaurants, computers, electronics, IT, to professionals such 

asengineers, lawyers, pharmacists, medical doctors, dentists, and etc. Members of 

NTCCTCC are not only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supporters of all of the local community 

events including youth, elder care, helping with homeless programs. 

http://ntcctcc-dallas.blogspot.com/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England 新

英格蘭大波士頓台灣商會 

Founded in 1996,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England (TCCNE) is a nonprofit trade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promoting and advancing the continued success of New England as a thriving community in which to live, 

work and do business. The Chamber takes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for Growth, Advocacy, 

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Working with Taiwan Youth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Federation of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of New England, TCCNE is organizing an internship connection with local businesse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TCCNE is one of the thirty-two local chapters of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which has more than 3,500 Taiwanese business members. These businesses have provided more than 50,000 job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economic forc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gion. 

 

Taiwan is the 8th largest export partn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Massachuset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Network. The Commonwealth expor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0.91 

billion to Taiwan in 2010.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New England investing more than $700 

million and across many industri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biotechnology, consulting 

and restaurants. There are over 20 companies from the New England area investing in Taiwan, such as State Street 

Bank and Raytheon. 

http://www.tccne.org/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Jersey 紐

澤西台灣商會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New_Jersey/NJ_prez_words.htm 

http://ntcctcc-dallas.blogspot.com/
http://www.tccne.org/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New_Jersey/NJ_prez_wo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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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Orleans 紐

奧良台灣商會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New_Orleans/NOL_prez_words.htm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Chicago 芝加哥台美商會 

本會於一九八八年，在美國芝加哥正式成立。中文名稱為：『芝加哥台美商會』，英文

名稱為：『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Chicago』。 

成立以來，以『結合工商企業，從事商務互動，進行聯誼交流，宏揚合作精神』為宗

旨，推動會務，逐年壯大。 

歷年經全體會員及歷屆會長、理事、顧問的共同開拓，已經發展成為匯集各類工商行業

及人士的商務經驗， 互相傳播發揚的重要團體。 

自商業特質延伸，本會陸續辦理有關商業研討活動，邀請中、外學者、專家或具有實務

經驗之人士主講各類 主題，或舉行相關專業座談會，以提供會員及會友或各界參考。 

為擴大參與，本會分次組織訪問團，前往不同地區考察商務，了解當地商業發展情況，以籌謀商機，為會員 

商業全球化奠定基礎。 

本會會員皆來自台灣，對故土更有深厚眷戀之情，時時以具體行動表現，每年皆利用不同時機返台，為加強 

台、美商業雙向交流，進行溝通及鋪路工作。遇有台灣發生天然災害等不幸情事，亦一本人溺己溺，愛鄉愛 

土之精神，屢屢捐款賑災，對母鄉之關懷，溢於言表，更不待言。同時並配合華人社區發展，提供有意義之 

回餽服務。 

對於目前生活之地，本會亦積極參與當地主流社會事務，除爭取美國朝野關注台、美經貿之發展，呼籲重視 

台灣海峽安全之維護，推動美國政府及國會正視台灣參與國際社會之權益，亦協助國際保護地球生態計劃， 

如配合『蒙特婁公約』之推行，及對本地社區之天災予以支援救助等，皆獲得美國主流社會認同及支持。 

為增進會員及會友之間情誼，促進各人身心健康，提倡正當娛樂，本會歷年來陸續主辦：『高爾夫球比

賽』、 『保齡球比賽』、『卡拉 OK 歌唱比賽』、『慶祝雙十國慶海華綜藝團表演大會』、『野餐大會』、

『新春 舞會』、『尾牙晚會』、『商務講座』、『健康講座』等各項活動，每每參加踴躍。無論是競賽或聯

誼，均 賓主盡歡，打成一片，並已成為社區重要休閒與保健活動。 

在立足本土，關懷原鄉，參與主流之外，本會亦一本切磋之初衷，與其它地區商會團體，組織『北美洲台灣 

商會聯合會』，共壯聲勢，合作互補，為增進全美，乃至全球台商之整體力量而攜手努力。 

承先啟後，繼往開來，本會將秉承創始之宗旨，繼續為謀求會員之福祉，提高本會之地位，團結一致，全力 

以赴。 

http://www.taccgc.org/home.aspx 

 

 

http://www.tccna.org/e_yearbook/16th_2003-2004/New_Orleans/NOL_prez_words.htm
http://www.taccgc.org/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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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Los Angeles 洛杉磯台美商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Taiwanese-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Los Angeles」簡稱

為 TACCLA，為一非營利組織，創會於 1980 年，迄今已歷三十一寒暑，由於時序的遞嬗

及累積，商會不斷的成長發展，在南加州，以及全美，都是頗有聲譽及規模的社團。 

本會並於 2000 年由會長李木通成立青商部，鼓勵台美人第二代來參與商會活動，融合不

同時代環境，讓商會傳統得以延續傳承。這都是歷年來主事的先生女士們無私的傾注心

血，不間斷的呵護灌溉，才得以造就商會今日的氣象。 

1980 年，一群來自台灣的菁英，學有成的留學生和在此間開展新機的工商各界移民志

士，於北美異鄉蓽路藍縷，慘澹地經之營之。 

他們深刻地體認到，只有團結才能圖存，經由互助才能共榮。於是王桂榮、丁紹昇、黃三榮、徐麟泉、周

麟、劉家宏、卓敏忠、蔡明燦、楊嘉猷、陳十美諸君協力策劃下，「洛杉磯台美商會」於焉誕生，並公推王

桂榮先生首任會長。 

草創時期，會員人數自屬有限，但因普遍受到僑民社會的肯定與認同，會員與日俱，增，不數年而駸駸然發

展成南加州地區一個組織健全，運作穩適，聲譽日榮的民間團體了。理事會乃正式向加州政府註冊，同時也

向國府僑務委員會登記備案為海外僑團。至此，商會的發展綱舉目張，規模大立，深受僑界期許，鄰近地區

如柑縣、聖地牙哥等地僑界也風聞景從紛紛成立台美商會，馴至今日，北美各地已有 36 個地區台美商會，其

共同組成「北美台灣商會聯合會」。更使台灣商會的網路擴及世界各大州，無遠弗屆，漪歟盛哉。 

洛杉磯台美商會的宗旨為：聯合台僑華裔互助合作；協助此間僑民融入主流社會，提升族裔的社會地位。

「互助合作，服務人群」是台美商會全體會員的共同信念。服務不是流於口號，而是具體行動，態度是積極

入世的，只要是力之所及，勇往直前。商會的工作旨趣是極為清楚的，就是：「凝聚所有來自台灣的僑民的

力量，共同協力拓展生存的空間，為開創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台美商會會務的推展，要言之，目標在實

踐本會的宗旨，擴大服務工商僑界，期望對此間僑民的共存共榮，能提共實質的助益，行有餘力，則希望對

母國故鄉，亦能有回饋。 

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依性質及功能可分別為四：（一）健全組織的發展：定期持續吸收優秀的新會員，擴

大商會的社會基礎，以增加服務僑界，社會之效果。（二）促進資訊交流：多方蒐集有?台美及其他地區的經

貿等資料，供會員運用。定期發行刊物，加強與在台及世界各地台灣商會交換互助合作。（三）推展工商服

務：商會服務之對象不限於會員，對擴大社會群眾，請求支援者，無不適時伸出援手，盡力而為。（四）致

力融入社會主流：本會雖非政治團體，但有助於我少數族裔之出頭天，爭取各種平等地位，融入主流社會之

事務，均出錢出力，全力以赴。 

商會常年的活動是多樣的，活潑的，如：經濟、稅務、投資、理財、醫藥無健、企業管理、保證消費者、電

腦常識、法律知識等專題講座，到外地工商考察，以及球類比賽，會員聯誼，救助貧困等各項單元活動，率

皆有益世道人心，都是在實踐本會的宗旨。從運作的主軸，清晰地映現出人道關懷的精神。商會對會員間的

婚喪喜慶，人情往來，都不疏忽。故「人情味濃厚」，可說是洛磯台美商會的寫照。 

目前洛杉磯台美商會擁有會員 325 名，會員從事的行業有：銀行、地產、醫師、藥師、生化撿驗、律師、會

計師、建築設計、食品製造、餐廳、旅遊、運輸、證券投資、財務管理、保險、印刷、工業製造、健康器

材、家電製品、電腦銷售、音樂器材、工程顧問、旅館經營、傳播媒體等，涵蓋面很廣泛，只要出席會員聯

誼會就會覺得生趣盎然。 

本會已於 1998 年 12 月 23 日遷往自置之會館辦公室，地址是 1045 E. Valley Blvd., #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電話：626-288-6208，傳真：626288-9632。 

會館得以自置，仰賴前後會長、理事及全體會員鼎力支持，全力襄助，使有所得，然今後會務之拓展，仍需

會員時賜建言，同心協力藉以會務更上層樓，更祈會員抽暇撥冗光臨指導。 

http://www.taccla.org/index.php/en/ 

 

http://www.taccla.org/index.ph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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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emphis, TN 棉花市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iami, FL 邁阿密台灣商會 

 

https://www.facebook.com/tccmmiami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York Upstate 紐約上州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California 北加州台灣工商會 

Asia has come of age; and Taiwan is the forefront in the drive to excel in the business world. 

Taiwan business owners thrive on success which is a key export now firmly planted in 

https://www.facebook.com/tccmm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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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California. This wonderful spirit lives and breathes through networking. Our Organization ,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Northern California ( TACC-NC ) provides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Taiwan 

community with that vibrant network for business owners and professional to discuss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hrough our meetings, group trips, and education seminars. 

Charles C. Chiang, William Chuang and Winston Chen established TACC-NC in 1988 and set a successful agenda for 

many years to come. We are honored by their great work. We have period ourseleves on making many contributions 

to our community, such a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liaison with key business located in Taiwan, 

among other rapidly growing economics. We have many key speakers, wonderful social functions, and period 

organizational meetings. TACC-NC has members whose fields include high tech, import export, manufacturing, 

accounting, law, retail and wholesale distribution. 

We at TACC-NC provides the community with a clear and cogent program of fostering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aiwan associated business, aiding in the welfare of our members, the growth of our membership, and enhancing our 

status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TACC-NC networks together local business owners and professions. TACC-NC 

brings together regional and national figures. TACC-NC speak together one language: Success. 

亞洲經濟吃發展的成熟，台灣正是站在在推動商業世界的最前線。台商們也成功的在北加州抓住各種商機，

積極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 

北加州台灣工商會(TACCNC)多年來扮演者台灣商界在北加州的一個交通平台。在三十餘位熱心會友努力一

下” 北加州台灣工商會”終於在 1988 年 4 月 14 日成立。 會員中包裹各種商業，科技，進出口業，製造業，會

計，律師，零售批發業，財經等行業的專業人士。多年來商會通過會議設立的市場推動商業精營訓練課程，

開創了許多成功的商機，同時工商會建立的一個台灣與美國的商業商機橋梁，適期邀請著名商業領導人才報

導講解海峽兩岸及美國的最新商業咨詢。 

北加州台灣工商會(TACCNC) 不僅促進台灣的經濟繁榮，並且提供會員一個繁榮經濟的紐帶，從活動中增加

友誼和了解，同時工商會也促進的本地的商業發展和團結地方商業的力量。 

http://www.taccnc.org/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th Carolina, Triangle Area 北卡大三角區台灣

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Oklahoma 奧克拉荷馬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tacc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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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Greater 

Washington DC 大華府台灣商會 

 

http://www.tccgw.org/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ainesville 

Georgia 甘斯維爾台灣商會 

本地區現有的臺灣商會自訂理事名額限制為 40 位，不再招收理事或會員。而喬治亞州人

口已達一千萬，大亞特蘭大市有五百萬，臺僑數萬人，顯然現有本地區臺灣商會已無法

滿足臺商的需要。故在眾多受限入會的臺商們的強烈要求聲浪中，甘斯維爾臺灣商會終

在 2014 年 8 月 16 日宣告成立。 

http://www.tccgg.org/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Houston 休士頓台灣商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創立於 1987 年 5 月 30 日，是由一群來自台灣定居休士頓，從事商業經

營的人士所組成，目前會員約有三百多人，由十五位理事負責，推動商會的會務。 

商會成立之宗旨為：對內促進會員聯誼交流，提供經營理念交換，貫徹會員福利；每月

固定舉辦之活動有商務專題座談、商務投資考察及 After Hours 聯誼等；每月固定發行

「台商通訊」提供商情、商機及各項資訊。關心台灣，關懷回饋社區，融入主流，提昇

商會地位。 

在社區服務方面，以取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的理念回饋社區，每年平均約有兩次邀請

台灣文化藝術表演團體於休士頓僑界公演，促進台美文化交流，並以來自台灣，關心台灣，愛護台灣的情

懷，善盡商會的角色，致力於社區的和諧和進步。1999 年台灣 921 大地震，商會成員慨捐十二萬美元賑災。

2000 年 11 月並結合慈濟及會員陳達昇先生的高爾夫球場舉辦學校復建的「希望工程」盃高爾夫球賽募款，

充分展現對台灣的熱愛。 

休士頓台灣商會曾在 1993 年促成休市頂好商圈雙語路標，街名以中、英文雙語標示，以方便訪客長輩。同時

聯合附近商家及住戶，發動清潔運動，以美化環境。為協助來自台灣在此地就讀 MBA 的學生學習需要，商

會也與休士頓大學 TMBA 班學生進行實務與理論交換座談，並提供實習機會，此一活動並由台北經文處文化

組擴大為「留學生良師益友服務計劃」。 

在主流事物參與方面，從 1998 年，至 2000 年已第三屆，商會結合休士頓市政府、台北經文處籌劃第一屆及

第二屆休士頓市長年度優良教師表揚大會，由 14 個學區選拔 32 位得獎人，約 500 位學區代表參加頒獎典

禮，此一創舉贏得全市公立學校老師的一致讚揚，此將成為休士頓年度活動。而後有市長 Lee Brown 訪問台

http://www.tccgw.org/
http://www.tccg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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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讚譽來自台灣的移民，對休士頓經濟與文化的貢獻。為爭取主流媒體的認同和瞭解，1999 年四月更結合

休市亞裔為八號公視(PBS)募款，經由相互的溝通合作，爭取充分報導和肯定。這些公益活動，都是試著以一

個少數族裔的商會，去結合主流，參與主流事務，扮演回饋和服務的角色，休士頓台灣商會已邁開了步伐，

我們需要大家更多的鼓勵、支持和指導。 

http://www.houstontcc.com/language/zh/about-u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Orlando 大奧蘭多台灣商會 

 

http://www.tccgo.org/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大費城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awaii 夏威

夷台灣商會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cchonolulu1/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Orange 

County 加州柑縣台灣商會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Orange County was formerly formed as Formos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Orange County on August 4, 1981. 

 

http://www.houstontcc.com/language/zh/about-us/
http://www.tccgo.or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cchonolul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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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5, 1993,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Orange County (美國加州柑縣台

美商會).  It is certified as a 501(C)6 organization. 

https://www.tccoc.u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Oregon 奧勒

岡台灣工商會 

http://tccoregon.org/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Palm Spring 

棕櫚泉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Phoenix 鳳凰

城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lt Lake 

City 鹽湖城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https://www.tccoc.us/
http://tccoreg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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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台灣商會 

No Information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Diego 聖

地牙哥台灣商會 

http://www.tccna.org/local_tcc/san_diego/san_diego.htm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 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 

With the rapid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greater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 brand new Taiw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 was formed on June 3, 1995 at Ramada Inn, Sunnyvale by a 

group of Taiwanese business owners who are proud of their unique heritage to serve the 

diversified interests in the communities. 

TCC-SFBA is a non-profit and n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ll the original founders came 

from Taiwan and represented diverse occupations including bankers, publishers, accountants, 

insurance brokers, realtors, developers, importers, exporters, manufactures and store owners, ……..etc. 

The mission of TCC-SFBA is to promote and assist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o increase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to enhance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region. Our purposes are: to encourage fraternity and 

friend – ship among business persons and professional people from Taiwan and who are operating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by proving and suppor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events and other opportunities at which membership 

may gather; to further the business education of members by providing speakers, seminars, and other activities which 

will serve to acquaint members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business generally as well as in functional areas such as 

finance, marketing and other legal matters; and new businesspersons from Taiwan or going to Taiwan by providing 

seminars and forums with members to familiarize newcomers with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opportunities. 

Membership in the Chamber is open to anyone who is a proprietor, a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and who, or member 

of whom, is from Taiwan, or engaging in business in the Far East, and in addition, has been invited to become a 

member by either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majority of the present members. Upon 

payment of the appropriate membership dues the candidate will become a fully qualified member of the Chamber 

entitled to enjoy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privileges and duties. 

舊金山灣區台灣商會的成立， 是希望在今日多元化的社會裹， 能有一個屬於台商相互联誼的園地。經由活動

的參與， 會友間能建立起、 真摯的友誼。 在生活上相互關懷，事業上相互提攜，共同關心台灣故園。 我們

的宗旨是 : 

1.爭取台商在美國社會， 應有之權益，以求生根立足。 

2.強化會員間之友誼，凝聚關心台灣之共識。 

3.積極參與、任何有助於提升台商、在美國社會形象及地址之活動。 

4.促進台灣與美國間的、文化及經貿之交流。 

http://www.tccsfba.org/ 

http://www.tccna.org/local_tcc/san_diego/san_diego.htm
http://www.tccsf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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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eattle 西雅

圖台灣商會 

http://www.tccseattle.org/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ampa Bay 

Florida 天柏灣台灣商會 

https://www.tcctf.org/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Greater 

Detroit 底特律台灣商會 

http://www.tccgd.org/Pages/default.aspx 

 

The Taiwan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紐

約台灣商會 

紐約台灣商業協會成立於 1976 年, 是聯邦政府批准的一非宗教, 非政治, 非營利性的商業組織,   也是全美笫一

因商業性質結合並以”台灣商會”為名的團体.  提供台灣地區商業資料, 以及貿易機會, 並透過商會活動與當地

商業人士交誼, 創造商機. 

http://tmany.ocbn.org.tw/ 

 

 

 

 

http://www.tccseattle.org/
https://www.tcctf.org/
http://www.tccgd.org/Pages/default.aspx
http://tmany.ocb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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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Club, NJ 紐澤西橋牌社 

No Informatio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Human Care 加州厚生學院 

新橋企業家盧建治及長堤加州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李宗派的合作下，專為新移民提供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機

構。 

 

Career Taiwan Usa Association 台灣青年美國職涯

發展協會 

我們將提供各種資料，包括各種生活上、獎學金、簽證相關、身分相關等等資訊，幫助留美學生為未來做更

合適的抉擇與準備。 

https://careertaiwanusa.tumblr.com/ 

 

Investment Club 費城台美人 

費城郊區台美人，在 1996 年由十五家組成 Investment Club，第一任的會長就是李武雄，於是每月聚會一次。

輪流在各家。會長也是每年一任，會後還有聚餐，後來又名為 Fun Club。 

 

Love Taiwan Society 惜台社 

https://lovetaiwansociety.org/ 

 

 

https://careertaiwanusa.tumblr.com/
https://lovetaiwan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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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Taiwanese Golf Club (NYTGC) 紐約台灣人高

爾夫球俱樂部 

作者 王政卿 

在台灣人社團中，最少人知，最多人參與且實際上活動最頻繁的(每月 60-100 人參加，season 時候,一月一次

比賽，四月至十一月)，我想就是紐約台灣人高爾夫球俱樂部。  遺憾的是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團體存在，所以

我當董事長三十年，在退休前，願寫一篇文章共享. 

紐約高爾夫球俱樂部是 1985 年由陳煌星,呂天民等十人宣布成立。名字登記為台灣 sports club,因為包括網球、

桌球、及羽毛球一起登記比較簡單。陳煌星當做創會會長，那一時間因為那時候很多台灣人移民聚集在紐

約，包括 Flushing, Manhattan, Long Island 及 New Jersey，所以一次就有很多人參與，多時有一百五十人參

加，非常熱鬧。而且那時大家並集資購買 Otterkill 球場。後來球場賣掉，因為紐約上州經濟不景氣，球場很

難維持，且是 後話. 

我被 推舉為第二任紐約台灣人髙爾夫球 俱樂部苐二仼會長, 那時正是高爾夫球最盛旺時間, 那時間每次參加打

球皆是百人以上, 認識了很多台灣来的 鄕親, 大家 都是捐錢又出力. 玩得甚開心.有些人甚致在家中練球, 把地

下室練球把地下室牆壁打了好几個洞. 

在我任内, 我認為高爾夫球運動應該推廣, 因此在呂天民建議之下, 決定開設高爾夫球學校, 在台灣會館開班, 所

以第一屆學生,  馬業廣，蕭桂三，劉康雄，黃博文，等是我當班主任時的學生。當時的老師有謝智美，林仲

憬，廖伯龍(廖長榮兒子)，等人，現在各各學生身體健康不像是快八十歳的老人，我的好戰友馬業廣 , 每次打

球時候皆會感謝我,是我幫他把麻將桌拉回來球埸,所以他現在身體還很強壯而且是一位成功的有名律師. 

經過三十多年,   歷年來會長名字是陳煌星，王政卿，謝宏榮，蔡瑜祥，馮聖豪，冮燕榮，張耀仁，劉康雄，

甄就伊，林茂夫，謝博夫，萧髙榕，林閔郁，王榮甫，孟純仁，李世誠，楊再勵、辛瑞川。很多會長皆是醫

師, 他們皆是又捐錢又捐力, 達到做為社會智識份子，而且還能對社區有所貢獻。人一多意見不同是難免，所

以有些人出去另組金鷹隊，因為一次比賽都超過一百人，另組球隊也無妨。後來打球人數漸漸少了，金鷹隊

也回到我們的懷抱了。 

近幾年來，中國移民逐漸增加，台灣人漸漸老了而退休，幸好大家皆相處無事，有人建議把台灣人廢除，我

與一些球友堅持是台灣人成立的球隊，名字應該保持，不然我們就推出，所以紐約台灣人高爾夫球俱樂部仍

然保留台灣人三個字，而且每年皆舉辦一次 Taiwanese Open Tournament (Taiwanese Open 是王博精球友建議的) 

有一個美國友人跟我講高爾夫球運動像些狂人在狂追小白球有什麼樂趣可言， 其實髙爾夫球運動是一個個很

sophisticate 運動， 不僅是要有運動神経而且是要用䐉力的， 有些人要每天去了練習埸練習三佰球才過興，球

埸上又是行雲天空、 草地緑油油、 把人生悠愁全部忘記， 有時， 打了一個好球， 還會覺得自已還有一

點  accomplishments . 40 年來我認為高爾夫球運動是値得推廣的運動。 

有些人跟我講, 球會内很多人比我有錢, 為什麼我毋年來捐銭,一方面又沒有名位一方面又沒利益可以得, 不是

一位大傻瓜嗎? 我想社會上就要有一些傻瓜, 社會才㑹有進步。 

年紀越來越大, 應該譲年青人來継續不去，幸好有謝博夫，一位成功 慷慨的牙科醫師，來當董事長.  又有位有

能力又很熱心 professional 的辛會長、我想紐約台灣人髙爾夫俱樂部前途是很無量的。 

 

Rutgers Taiwan Study Association 羅格斯大學台灣

研究社 藍白拖武士 

Rutgers Taiwan Study Association (羅格斯大學台灣研究社 藍白拖武士) 是一個由學生及青年營運的非營利社

團，Rutgers TSA 長期關心台灣社會文化議題，以選擇優質的紀錄片放映，供學術關心社會議題討論之用。一

直希望我們選的紀錄片，可以得到多點年輕人的共鳴，也希望是針對台灣的社會議題作討論。社團也辦理座

談等文化活動的形式，組織來美國紐澤西州留學、就業的台灣年輕世代，並持續促進台美間文化與資源的交

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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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Diego Taiwanese Tennis Association 聖地牙哥

台灣人網球協會 

台灣人網球協會，簡稱 SDTTA，成立於 1986 年。16 年匆匆地過去了，本會仍然屹立不搖地成長中，其間雖然

少部分會員退休，遷移本地，就學就業等因素，使得會員人數一度減少，但隨後有新進會員加入補上，會員

人數總是維持在一百人左右。但比 92 年我擔任會長時的最高紀錄 165 名會員，還是有一段差距待努力。 

本會是結合健康運動娛樂一體的草根性組織，同時亦是名符其實的非營利社團。 

資深會員有醫師群─黃獻麟夫婦、林鴻德、林榮濱、陳正憲、陳瀛昌等，及潘富鵬、黃宗川、李西川、劉信

達、吳聖麒、王素珍、吳修明、孫廷嚳、顏兆祥、侯聰智夫婦、郭永賢、陳昭雄夫婦、白惠鈺夫婦、蕭秋

芳、黃正源夫婦、吳銘賢、王泰男、葉志易等等。我們共同的信仰是：網球運動有益於身體的健康並且具有

團體的娛樂性及啟發性，以球會友，除了相互切磋球技之外，還可以聊聊天。 

 

Taiwan Daily 美洲台灣日報 

作者 李木通 

南加州常久以來報紙、廣播、電視等華文媒體多由有特定立場人士經

營，媒體有特定色彩，報導立場以中國為主體性而不以台灣為主體

性。2000 年後，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大洛磯數萬台美人對於

媒體公正性的要求增強。2004 年 5 月僑務委員李木通博士召集 11 位

僑界領袖創立美洲台灣日報。這也是大洛杉磯第一家由台美人創辦，每日發行的日報，報社總部設在 El 

monte ，董事長黃及時、社長李木通。 

美洲台灣日報創刊初期與台北的台灣日報社進行新聞資源合作。2006 年 6 月，總社在台北的台灣日報停刊，

美洲台灣日報社轉與自由時報集團合作。自由時報提供台灣新聞，而大洛杉磯的地方新聞則由美洲台灣日報

編輯部記者供應。2007 年美洲台灣日報員工人數達到將近 50 人，報紙發行 ABCD 四大落，每落兩大張八個

大版，並在 Walnut 擁有印刷廠。 

2008 年美洲台灣日報與 Vista IT 公司合作設計並建構網路版，2009 年初Ｔaiwandaily.net 建置完成，並依網路

發展情況，每年逐步改善。2010 年後大環境趨勢已成不可逆，紙版媒體式微，美洲台灣日報於是在 2014 年 6

月底結束紙版發行，同時添購報社錄影設備，報社完全轉型成為網路媒體。 

美洲台灣日報社創刊宗旨為建立一份可信賴，以台灣主體性觀點，能向台灣當局反應海外輿情，並能為大洛

杉磯台美人服務的媒體。報社除了發行報紙外並成立美洲台灣日報之友會，會員含括南加州眾多僑領。報社

每年舉辦歌唱比賽，海外郵輪旅行，並邀請台灣及美國政治人物、學者來洛杉磯演講等等。十多年來辦過的

活動及邀訪的來賓已多到不可勝數。 

美洲台灣日報網站 Taiwandaily.net 在美國及美國之外擁有不少讀者，2017 年 8 月起開始與民報合作，美洲台

灣日報主筆群定期在民報專欄發表文章，宣揚台灣海外觀點，反應很好，實實在在地對台灣的未來提出建

言，善盡台美人媒體應盡的責任。 

http://www.taiwandaily.net/ 

 

 

http://www.taiwandai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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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 

The success of Taiwanese American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s evidence by the business 

growth and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hoteli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Visualized the ever 

changing hotel market and business dynamic, the Taiwan Hotel/Mote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aiwan Innkeepers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began the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aiwanese hoteliers around the nation. 

On June 11, 2005, Taiwan Hotel/Motel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was formed. The 

Association’s goal is to unite the strength of Taiwanese hoteliers by exchang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f hotel 

operation. Currently the Association successfully united local associations in California, Texas, Louisiana, Florida, 

and New Jersey. 

有鑑於華人旅館經營分佈於全美，南加州及德州所創立的旅館公會已然穩固成長，在茁壯之餘，能將經驗貢

獻於更廣大華人旅館業者，經過多次的拜訪、開會討論、及許多同業前輩支持下，「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

合總會」于二 OO 五年六月十一日在加州洛杉磯隆重成立，希望透過力量的結合，共同研判，交換意見，經

驗分享。目前有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休士頓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佛羅里達州旅館公會、美東旅館公

會及紐奧良旅館公會。 

http://www.thmana.com/ 

 

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 

Welcome to the 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74 

to bring together Taiwanese hoteliers and hotel related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oals of the Association 

are to serve its members by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Events held by the 

Association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members to network, share ideas and create a bond within our community. 

本會創始于 1974 年，在異鄉他地打拼，單靠自己薄弱的力量不容易，在一群有心人士披荊斬棘不畏艱難的努

力奔走下，開創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結合同業力量踏入主流社會為華人爭取權益，經過歷屆會長與

理事的奉獻，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如今享譽於南加州社團中，成為僑界主力之一 

本會成立宗旨是為會員謀福利，結合同業力量爭取應有權益。每年定期的籌劃座談會及訓練班課程，針對會

員切身需要及市場趨勢邀請專家學者提供最新知識，並且藉著年會、聖誕晚會及高爾夫球賽等促進會員間的

交流聯誼，近年來更配合新時代的趨勢而設立網站。 

在公會的歷程上，經過多次經濟的起伏，對旅館業者都有很大的影響。但那股愛鄉愛民的原動力，沒有把各

位的熱忱給冷卻，本會結合同業力量向有關單位提出貸款計劃，幫助旅館業者度過難關，不但如此，我們會

員經營旅館的層次並且不斷提高，更思及公會多年來居無定所，各理事於 1999 年發動無息貸款購置會館，理

事定期在會館召開理事會議，就該月議程事項提出討論，充分發揮團隊精神。近年來更是「青出於藍更甚於

藍」理事群年輕化，由多位學有專精的旅館新輩掌職，公會呈現一股有朝氣的現象。 

http://www.thmasc.com/ 

 

http://www.thmana.com/
http://www.thma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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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Hotel-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THMAGH) 休士頓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本會創始於 1991 年, 由一群來自台灣到異地打拼的前輩, 共同創立。會員包含許多美國

知名連鎖旅館業者及獨立的旅館業者。此網站設立目的,希望提供會員即時線上資訊及相

互交流的園地，並舆夲會姊妹會和 相關網站連線。 

Founded by area Taiwanese hotel/motel owners in 1991, the Taiwan Hotel-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THMAGH) serve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y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s among members, provide assistances to members on all aspects of the hospitality. 

THMAGH were founded with members of hotel/motel owners and honorary. Over the years 

THMAGH has grown to include other area business associates. It is thus extended its influence and reaches in the 

business and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providing community service, networking, charity, etc. 

Currently it has established sister associations with 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卅

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 Kaohsiung Hotel Association (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and Taipei Hotel Association (台

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thmagh.org/ 

 

Taiwan National Treasure Foundation 國家寶藏基

金會 

 

https://www.nationaltreasure.tw/ 

https://www.facebook.com/twnationaltreasure/ 

 

Taiwanese American Green Society 台美人生活綠

化促進會 

由南加州台美人社區學術、工程、法律及企業人士組成的「台美人生活綠化促進會」(Taiwanese American 

Green Society)於 2011 年 3 月 14 日正式成立。 

該會創會會長，前洛杉磯台美商會會長林永源表示，綠色能源、環保、生活綠化是人類永續，全球化的發

展，不可或缺。 

除了尖端科技的發明，提高對能源的有效應用，再生能源的開發，是整個綠化不可缺的一環，不過，在能源

運用上，有不少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對節約能源及物質應用及環保上有很大的影響。 

林永源指出，基於上述考量，台美人社區專業人士經過一年的籌備，組成 TAGS，「台美人生活綠化促進

會」，希望能透過該會的努力，能提高社區各界對節省、減碳，抑制過度消費的認識，以期將 3R(Reduce, 

Reuse, Recycle)應用在日常生活上。該會已經取得 IRS 501(c)3，非營利、教育性公益社團的資格。 

 

http://www.thmagh.org/
https://www.nationaltreasure.tw/
https://www.facebook.com/twnational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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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源認為，今天環境污染及大氣層的破壞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時刻。該會也將注重在各行各業生產、製

造、產銷之過程的節能，節物以及減少污染的技術的引進及介紹。 

不過，作為一個現代公民，節能、減碳是人人有責的，而且也可以從自己生活做起，這也是該促進會成立以

後，該會的工作重點之一。該會所規劃的初期活動也以讓一般人可行的事項為優先。 

當天促進會副會長，波莫納工藝學院建築系教授吳和甫博士介紹「綠色建築的最新發展」。六月，將組隊前

往南加愛迪生電力公司的「顧客技藝應用中心」參觀日常用電節能的設備，九月份將舉辦和交通運輸有關的

節能，十二月份以「食品、餐飲業」的節省為主題。林永源歡迎社區人士共同加入該回推動生活綠化的行

列，會費每年$20。 

目前理事會成員除林永源會長，吳和甫副會長之外，尚有前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王秋森博士、台灣會會館

董事長徐新宏博士、前台灣人獅子會會長余忠村博士、加州波莫納工藝學院教授林洪權博士、Sun Green 

System 的總經理 Rick Hsu，和前台美律師協會會長張天駿律師等。 

王秋森博士表示在未來該會也將會尋找機會和其他族裔相關社團及產、官、學各界合作，來共同推動減碳，

節能以及綠色經濟政策的研討及推動生活綠化。 

 

Taiwanese American Junior Golf Association 台美

青少年高爾夫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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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Parkinson Association 台美人

柏金森互助會 

 

 

Taiwanese American Soft Tennis Association 台美

軟式網球協會 

1995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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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merican Tennis Association –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台美網球協會 

南加州台美網球協會於 1980 年成立，30 多年來，每年都舉辦一次或兩次大型網球比賽，以球會友，聯絡同

胞感情。今年有阿罕布拉、鑽石吧、爾灣、洛杉磯西北區、聖地亞哥、聖瑪利諾、及南灣等七個地區的上百

位網球好手參加。 

 

Taiwanese Import and Ex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nc. 美國台灣人進出口公會 

紐約台灣人進出口公會是 1980 年初一群在紐約的來自台灣的生意人組成，於 1991 年正式成立組織，並開始

設立獎學金，鼓勵台灣人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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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Lily Dancing Club 聖地牙哥百合舞蹈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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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American Religious Study Associ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TARSA-SC) 台美人信仰與人

文研習會 

TARSA 創立五週年特別演講會盛大舉行後，又順利的過了一年。感謝林天民教授繼續指導，給我們詳細講解

世界各大宗教的教義和創設的歷史文化背景，使我們對其他的宗教有更深刻的暸解。也感謝黃哲陽醫師，每

次研習會都用心記下筆記，與大家分享 。 感謝所有理事夫婦們，在百忙中為研習會的組織與籌劃操心，而且

鼓勵新朋友來參加。 也感謝黃樹人先生在百忙中繼續來研習會給我們錄影，登載於網站 YouTube，使居住在

外地的同鄉與未能來參加的會友可看到我們研習會的實況。 

在過去一年，TARSA 有二件重要的活動。第一件是 2014 年 10 月慶祝 TARSA 創立五週年舉辦的特別演講

會， 主題是「向生命說 Yes! – 尋求生命的意義」。請賴其萬醫師來主講，也請超定法師、Mr. Shakeel Syed、

林天民博士與王文隆博士來講解從不同宗教、科學、哲學的立場來尋求生命的意義。另一件是修改研習會名

稱，由於「宗教」常被人誤解我們是宗教團體，在 2014 年 12 月會員大會決定改名爲「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

習會」（英文名稱仍然是 TARSA-SC)。將來研習會的內容可擴張到與宗教無關的重要人生問題。 

在第六年度我們繼續邀請當地宗教領袖與傑出學者來給我們演講： 2014 年 11 月邀請東正教 John Bakas 神父

來進一步講解希臘東正教，今年一月朱迺欣醫師講解神經神學，二月林天民教授介紹基督新教，三月黃哲陽

醫師讀書報告與分享 ，四月葉思雅醫師從歷史探討人類的智慧與信仰，五月台美人傳統週請趙珠蘭女士講台

灣寺廟的神學原理，六月陳彥雄博士繼續給我們解釋科學上奧妙 「上帝的粒子」。去年 12 月再度舉行有關

宗教電影欣賞會。 

除了研習會筆記，我們選了幾篇與 TARSA 有關的文章。英文部分大多採自 Huffington Post 刊載文章：前三

篇是討論宗教、信仰的將來，後三篇是有關現代三位佛教大師 (Dalai Lama, Matthieu Ricard, Thich Nhat Hanh) 

很寶貴的教訓，給我們人生很大的啟示。 

2015 年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會長 

葉思雅 上 

http://www.tarsasc.org/ 

 

大洛杉磯旅館協會 

1990 年成立 

 

山景台灣人高爾夫協會 

No Information 

 

 

http://www.tarsa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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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南灣卡拉 OK 俱樂部 

No Information 

 

北加州灣區台灣人舞蹈俱樂部 

該俱樂部自一九八七年元月成立，禮聘專人指導。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舉辦 

「寶島聖誕之夜」舞會。 

 

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 

 

 

南加州台灣人體育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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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餐飲業同業公會 

No Information 

 

洛杉磯南灣網球協會 

No Information 

 

喬治亞州台灣高爾夫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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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美人高爾夫協會 

No Information 

 

聖地牙哥台灣投資會 

No Information 

 

聖路易沙龍會 

No Information 

 

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社區發展中心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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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Plus Generations 

 

Intercollegiate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 (ITASA) 台美大學生跨校際協會 

From a Private Startup… 

During a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TAC) conference on July 15th 1990, a group of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was identified to start an intercollegiate Taiwanese 

Council. They nicknamed themselves “seeds,” a term used as the agents to organically grow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cluding a Taiwanese American Collegiate Network. They would 

reconvene in spring of 1991. A small group of around 20 people representing Harvard, Columbia, 

Yal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mith College, Rutgers, and NYU converged on the campus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for 3 days, hammering out the purpose and goals of this intercollegiate 

organization. Among those who attended can be attributed to be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ITASA. Some names include 

Tim Ch’ng, Morris Tsai, Rolla Ch’ng, Ula Hwang, Peilan Chiu, Cindy Yeh, Felicia Lin, and Winston Yang. 

 

Though our organization didn’t settle on an official name until 1993, the acronym ITASA traces back to 1992, when 

Brown University held the first “ITASA Cultural Con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in the region. Over the next year, 

similar conferences were held with various names, including the ITASA/TASC Cultural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TSA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TASCon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gain. Though these 

conferences varied in name and location, they involved that same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a passionate core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ho wanted to reach, connect, and grow a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people. With their events, 

they sought to not only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new network, but also increase our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issue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ty, leadership, support, and non-political 

affiliation in our community. The original tenets of their vision are core values at ITASA and still guide our operations 

today. 

  

The very first official ITASA conferences were held in the spring of 1993, one on the East Coast at Yale, and one in 

the Midwest at Purdue. From then on, ITASA held conferences annually on the East Coast and the Midwest, and in 

1999, the first annual West Coast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Berkeley, thus completing the three-region conference 

series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To a National Corporation 

At our inception, ITASA conferences were financed out of student pockets, and attendance generally numbered 

around 35 people. Twenty years later, we consistently invite that many speakers to each of our annual conferences, 

and see students coming in the hundreds to our events from coast to coast. What underli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ITASA 

trademark across both time and geography is our incorporation. On February 17, 1998, ITASA was formally 

incorporated as a 501(c)(3) religious/cultural tax-exempt nonprofit corporation in Delaware, by Incorporator Kokui 

Lim. 

  

From a group of veteran officer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merged and took charge, and they filled the remaining 

positions with the conference leaders at the time. In 2003, Governor-led Regional Boards were established, replacing 

the single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in each region, and District Chairs took charge over the Districts, which were 

subdivided from the Regions. In 2006, District Chairs, along with being in charge of Districts, also were given the 

choice of also being an assistant to a National Director, making each Department an actual team of working 

individuals. In 2012, District Chairs were renamed ITASA Representatives, and grouped into sub-regions led by 

District Governors. 

  

And Beyond 

Our first Annual Leadership Retreat was held in 1999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next year, the Leadership 

Retreat Program was expanded to include Midwest and West Coast Leadership Retreats, the first of which took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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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Pomona College, respectively. The original agenda wa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group leadership exercises, Taiwanese American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In later years, the Leadership Pit became 

a trademark activity of the Leadership Retreats, as have a range of group games. 

  

ITASA is an ever-changing organization, constantly redefining itself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greater intercollegiate 

community. In line with its commitment to serve the greater good, ITASA launched its newest department, 

Philanthropy, in 2010. The Philanthropy Department is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creating new ways for ITASA to give 

back to its community. As ITASA enters another year of connecting, inspiring and empowering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our organization looks to continue our growth, and we look forward to improving our existing 

events while introducing exciting new programs to benefit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llege organizations and greater 

community that we serve. 

https://www.itasa.org/ 

 

n3xt con N 世代創新種子協會 

N3XT CON 2017 is hosted by a group of Los Angeles based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tech, marketing, and finance. We believe that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potential to dictate his or her own future, and our mission is to help them along 

the path to forging their own future and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N 世代創新種子協會執行長張羚窈表示，2017 年初成立非營利組織，幫助在美年輕人追尋

夢想，希望透過研討會及論壇方式相互成長茁壯。 

n3xt con 的數字 3 取代英文字母 e 代表著創業所具備的精神 3E「賦權 Empower，參與 Engage，提升

Elevate」，希望年輕人透過論壇找到方向並且確認目標。 

 

https://www.n3xtcon.com/ 

 

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 NJ 海外台灣

青年陣線紐澤西分會 

 

https://www.facebook.com/OTDNJUS/  

 

 

 

https://www.itasa.org/
https://www.n3xtc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OTDN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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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East Taiwanese American Young 

Professionals’Association 東南區台美在職青年會 

 

 



325 

 

Taiwanese American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ern California (TAJCCNC) 北加

州台灣青商會 

TAJCCNC i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Northern California and is 

based in the South Ba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ince our inception in 2005, we have 

grown into one of the largest junior chambers in North America, with over 80 active members, 

volunteers, and over 2,500 Facebook followers. 

Our goals at TAJCCNC are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e business skills, and 

promote Taiwanese/Chinese culture among local Taiwanese Americans. Our activities include 

the now famous Annual iSing Singing Contest, Monthly Networking Mixers, Cultural festivals 

like the Moon Festival and Lantern Festival, Speed Dating events, and various Business Seminars! Furthermore, we 

are part of Taiwanese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 America (TJCCNA), with direct guidance and support 

from Taiwa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ern California (TACCNC),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 America (TCCNA), and World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WTCC). 

What this means is, we are not just another local Young Professional Social Group, we are connected to 32 local 

chambers that are in coalition with more than 3,500 business members in North America.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an 

extended network across 58 countries, in 162 regions, with over 30,000 members worldwide. 

The purposes of TAJCCNC are to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career goals, mutual contacts, friendship,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mong TJCCNC members, as well as assisting each oth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enterprises.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 our organization and to our future events, including social mixers, 

keynote speakers on various topics, job opportunities, banquets, and many more. 

我們是台灣青商會-北加州分會。全北美共有 19 個分會，包括加拿大、芝加哥、德州到佛羅里達…等。 

每個分會都是由長輩們工商會辛苦創立並支分出青商會（40 歲以下）讓更多年輕人得以繼續傳承這樣強大的

社交經貿平台。 

我們商會的活動包括每個月定期 (最後一個星期四) 不定點的社交聯誼、商業訊息、生活講座、就業博覽會、

與灣區中小企業、大專院校學生組織間的資訊交流，年度會員大會，文化傳承等多元的活動。不僅鍛鍊組織

能力，提升個人與團體的領導技能；更提倡海外青年創業，讓有志者能在強大的人脈網絡及資訊交換平台上

成功創造事業。 

青商會各個年輕有為，見識廣，建設深。除了北美洲，我們還有南美洲、歐洲、大洋洲、非洲、亞洲，遍及

全世界各大洲為當地建立平台、經驗分享，推廣台灣、貢獻所學。 

https://tajccnc.wildaprico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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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TANG)台美

人下一代 

創立於 2003，TANG (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 經過三個時期：（1）摸索期（2003-2012）；

（2）關鍵期（2013-2015）；（3）邁向成長期（2016-2018）」。 

摸索期（2003-12）TANG 和第一代台美人時合時分。在這段期間，TANG 的負責人，Thomas Yu 和 Godwin 

Chen 等人經長期摸索，認為必須與第一代保持夥伴關係，密切合作。故擬定宗旨：「在充滿愛的台美社區

中，培育下一代認識自己，熱烈地追求個人的信念。」 

關鍵期（2013-2015）。幾位第二代（Godwin Chen, Thomas Yu, Audrey Chen, Maurice Chen, Tim Chng, Jennifer 

Kao 等，）開始籌劃屬於自己的活動節目，並於 2013 美東夏令會最後一晚「台灣之夜」後，正式要求召開理

https://tajccnc.wildapricot.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jc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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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修改夏令會 1989 章程，將原來的五位理事増加到七位，新增兩位代表 TANG，使下情上達，在財務分

配方面，挹注資金支持 TANG 的節目與活動。第二代利用網路宣傳，啟發同輩，又攜帶自己的子女，回歸台

美人娘家，其影響力遂如野火蔓延。2015 年夏令會再度修改章程，讓 TANG 的代表增至三位。現在美東夏令

會理事會有 7 位理事，TANG 佔 3 位。 

邁向成長期（2016）2018）。TANG 參加人數，2016 年增加到 200 人，2017 年達到最高 297 人，佔總人數的

41%，2018 年，也有 234 人，幾乎佔總人數的一半。 

 

Taiwanese Youth Club 台灣青少年俱樂部 

由德拉威,紐澤西及費城地區第二代青少年,在 1984 年初組成的台灣青少年俱樂部(Taiwanese Youth Club) 

 

TaiwaneseAmerican.org 

Founded in 2006, TaiwaneseAmerican.org is a web portal site highlighting 

many of the interesting people, event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make up 

Taiwanese America. It is both a volunteer-driven website and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ntends to connect and promote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the Taiwanese identity, heritage, or culture. 

By establishing our niche within the broade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nd mainstream communities, we hope to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wonderful and diverse mosaic that America represents.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 

 

The Society of Taiwanese American (SOTA) 台美

青年協會(新英格蘭地區) 

No Information 

 

台美青少年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 Youths 

No Information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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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少年俱樂部 Taiwanese Youth Club (德拉

威、紐澤西及費城地區) 

1984 年成立。 

 

美國東南區台灣青少年協會 Southeastern 

Taiwanese Youth Association (SETYA) 

No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