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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019 年 3 月理事會公告 

 

1. 2019 年同鄉會會費尚有多人未繳。請同鄉們留意鄉訊上您的姓名標籤的左上

角， 如果印 19 -1 就表示您已經繳了 2019 年度會費 。如果印 19 0 就表示您尚

未繳本年度的會費, 請盡速在 3/27 日前繳 $30 會費，寄给同鄉會( SDTCA)。否

則從４月份起將會停寄每月的鄉訊及未來 2019 的通訊錄给您。假使您認為資料

有誤，請速聯絡邱雪珠 (858-451-2706), email: yuki_ju@hotmail.com 查詢 。謝謝

大家的合作。感激您對同鄉會一直的支持。 

2. 到二月底為止，同鄉會收到下列同鄉的捐款，感謝各位的熱心贊助： 

 台美史料中心、石士峰、廖安邦、陳茂鍾、廖祿培、林鴻德、郭蘇翠娥、施性

義、朱國龍、蘇賢二、魏宏德、王玲婉、陳宗仁、陳光弘、盧秋岑、黃永村、

李西川、陳香津、楊德賢、邱進川、梁昌夫、陳坤木、郭建宏、黄聖淵、朱蕙

怡、林楹俊。 

 如有遺漏請來電告知：孫淑玲 (619) 469-9732。 

今年春節餐會收到超過80份獎品，感謝下列同鄉、機關、和公司行號

慷慨贊助：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洛杉磯經文處         國泰銀行 

中華航空公司   劉家麟醫師   WowRevive 

吳銘賢、謝節惠   黃彩鳳   莊明哲 

林和惠    許麗菊   余洵洵 

陳文材    傅家康   朱慶明 

林宣昭    官筑筠   邱雪珠 

黃永村    王育全   李玲 

無名氏 

  

如有遺漏請email許金寶linj858@yah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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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通知 

編輯室報告 

 下期（4 月份）鄉訊將於 3/30/2019（六）編排，截稿日期是 3/26/2019（二)，敬請如

期踴躍賜稿，來稿請用 Word 文檔。  

 02/27/2019（三）— 03/10/2019（日）宋隆泉- 民主台灣攝影展。出身宜蘭的攝影家宋隆

泉先生，從 1980 年開始，帶著相機深情走過台灣每個角落，以影像記錄台灣民主運動，

為台灣留下值得記憶的歷史。 

 03/02/2019 (六） 1:00PM《台美基金會/台灣中心 22 週年慶暨募款餐會》地點：台灣中

心大禮堂，時間： 1:00PM 午餐，2:00PM 週年慶儀式，2:45PM 節目開始，票價：$120

元（可抵稅）。購票請洽台美基金會董事或台灣中心辦公室。特別邀請到知名旅美聲樂

家吳庭和先生演出、鄭靜旻教授鋼琴伴奏。 

 03/02/2019& 03/16/2019 (六） 9:00AM《健行俱樂部》Cancelled。 

 03/02/2019 (六）《愛心車毯子》3 月暫停一次。 

 03/03/2019 (日） 4:00PM《投資座談會》講題： TBD，講員： George Lai。 

 03/09/2019 (六） 12:30PM《電腦俱樂部》主題： Line 的使用，講員：石正平 (繼續跟

大家分享通訊 App Line 的使用)。 

 03/09/2019 (六） 2:00PM《生活座談會》主題：旅遊趣事多，主持：石正平，講員：石

秋洋『不為人知的聖地牙哥』 石正平『台灣環島旅遊』，贊助：李敏修、蘇妍媚夫婦。 

 03/23/2019 (六） 2:00PM《認識科技演講》主題： TBD，講員：劉信達 博士，贊助：

莊明哲教授和夫人莊柯蕙香。 

 04/06/2019 (六） 09:00AM 《健行俱樂部》地點： Old Coach Trail – Highland Valley 

Road, 集合處： 14225 Highland Valley Road, Escondido, CA 92025 聯絡人︰李元溢 860-

904-3844。 

 04/06/2019 (六） 1:00PM《愛心車毯子》為癌症病童縫製溫暖的毯子，歡迎各位鄉親多

多參與。*活動日期可能變動，請至 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04/07/2019 (日） 4:00PM 《投資座談會》講題：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Dealing with a 

Bear Market 講員： Winston Lue (呂錦文） 若有什麼建議或問題，請寫 email 給安崧豪

（Song H An）songan77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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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228 王克雄盼國民黨認錯 
記者陳良玨／轉載自世界日報 

 二二八慘案有兩萬多

人罹難，迄今受害者家屬和

親友滿懷心酸血淚，仍無法

完全走出傷痛。聖地牙哥台

美基金會前董事長王克雄表

示，我們要的是國民黨承認

錯誤，將台灣的司法走上正

軌，為台灣的民主自由打

拼。 

 王克雄的父親王育霖

是日據時代第一位在日本擔

任檢察官的台灣菁英，他曾

自我期許，要救台灣人脫離

艱難的環境。二戰之後返台

於新竹任職，辦案鐵面無

私。偵辦新竹市長陸軍少將

郭紹宗救濟物資貪污案，不

顧台北上司的勸阻，冒失去

職位的危險，仍然偵查，結

果被迫辭去檢察官職務。其

後到台北加入民報，撰寫社

論及法律評論，強調提審

法，並呼籲召開司法會議，

積極推動司法改革。也因此

成為國民黨的黑名單，慘遭

殺害滅屍，當時僅 27 歲。 

 王克雄說：「父親突

然消失了，母親背著三個月

大的弟弟，牽著不到三歲的

我，聽到那裡有屍體就趕去

辨別是否為父親，日以繼夜

的找尋，每天痛苦地煎熬，

沒找到時暗自慶幸，其實都

是騙自己。」晚上也經常做

惡夢，緊緊抱著孩子， 深怕

我們也不見了。」 

 父親蒙難之後，王克

雄的母親王陳仙槎女士含辛

茹苦，獨力撫養栽培孩子。

當時社會風氣人人自危，鄰

居都假裝看不到他們，深怕

受到牽連，就連舅舅的兒子

也成為追蹤的對象，遭受監

視。王克雄回憶：「小時候

腳踏車被偷，特務還拿一台

來賣，他們也不敢不買。直

到 1968 年赴美留學，才深感

免於恐懼的自由。」 

 王克雄畢業於台大電

機系，於佛羅里達大學取得

電機博士學位，專攻半導體

探測器的研究。他的弟弟高

雄醫科畢業，曾在台南醫院

擔任外科主治醫生，最後開

設診所，懸壺濟世。母親不

准他們讀法律，但父親的故

事一直帶給他們正面力量。

王克雄和克紹兄弟於二二八

慘案 70 周年出版「期待明天

的人」一書，將父親王育霖

檢察官的正義、堅強，及文

學創作等生平事蹟記錄下

來，希望達成他們父親的遺

志：「帶給所有人幸福。」 

 1994 年李登輝總統曾

南下拜會及慰問母親，1995

年政府公開道歉，並制定

「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

例」，定 2 月 28 日為「和平

紀念日」，1997 年成為國定

假日，同年全國律師公會聯

合會表揚王育霖檢察官，頒

贈「台灣正義之光」紀念

牌。王克雄於 2015 年也在美

國設立「王育霖檢察官紀念

基金」，交由聖地牙哥台灣

中心頒發，嘉獎優秀的「台

灣先生」。 

 王克雄雖目前旅居聖

地牙哥，積極關心台灣民

主，參與發起「美國台灣研

究院」，曾擔任台灣人公共

事務協會(FAPA)分會會長、

2015 至 2016 年聖地牙哥台

灣中心董事長，為二二八慘

案的真相發掘及責任追究，

不遺餘力。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前董事長王克雄談父親王育霖檢察官，希望國民黨

承認錯誤。圖為王克雄及夫人林淑惠。（記者陳良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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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座談會 – 稅務講座 

我們所知道的新稅法 TAX CUTS & JOBS ACT 
DANIEL LU, CPA, GRACE YU, CPA & PHILIP CHANG, CPA  

主講 

LILY CHEN, CPA 報導                   

        台灣中心生活座談會在 2018 年 12 月 1 日舉行稅務講座，由三位大會計師合作，針對

2017 年 12 月底通過的 TAX CUTS & JOBS ACT (TCJA) 新稅法，為我們一一講解。 內容整

理歸納如下： 

         這一次的稅改是三十年來變化幅度最大的一次，並且自從原始法律通過之後，還有許

多 REGULATIONS, NOTICE, PUBLICATION 不斷地出刊。這些法律條文也有一些是前後互

相矛盾的，也有些不明朗的部分還待官方的解釋，因此這次講座的內容是會計師們在 12 月

之前所知道的稅法，請大家密切追蹤新稅法後續的公告或解釋。 

         另外，請大家注意每條稅法生效日期不一，大部分的新稅法也有日落條款，日落的日

期也不一定一樣。這次參與活動的人數很多，台灣中心臨時多加了很多的座椅，謝謝大家熱

烈的參與。除了再次感謝三位會計師之外，還要謝謝陳瀛昌、林淑華夫婦的贊助，以及黃彩

鳳女士提供的餐點。 

         誠如 PHILIP 所說，牙痛千萬不要自己拔牙，在應用新稅法時，最好是請教專家。會計

師們的資料如下： 
DANIEL LU, CPA (PHILIP CHANG, CPA)   858-693-3333 
GRACE YU, CPA (CHEN & FAN Accountancy Corporation)   858-587-8889 OR  626-279-1688 
PHILIP CHANG, CPA (PHILIP CHANG, CPA)  858-693-3333 
LILY CHEN, CPA (CHEN & WIDNER CPA LLP)   858-263-7488 

 
 Income tax rates change but long-term capital gain rates remain: 0% 15% 20% 
 AMT-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Corporation -> Repealed 
 Individual ->Exemption amount is increased. 

 Personal exemption is repealed 
 Standard deduction increased 
 The limitation on Itemized deduction is eliminated. 
 The deduction for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 is limited to underlying indebtedness of up to 

$750,000 .  The deduction for indebtedness of up to $100K home equity is gone. 
 Investment interest still deductible with limitation 
 The itemized deduc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taxes is limited to $10,000. 
 The threshold for medical expense deduction is 7.5% AGI and applied to all taxpayers for 2018 

 2019 -> 10% 
 The limit for qualified cash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is increased t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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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rsonal casualty and theft loss deduction is eliminated except for personal casualty losses 
incurred in a federally-declared disaster.  

 The deduction for miscellaneous itemized deductions that are subject to the 2%-of -AGI is re-
pealed. 

 Alimony is not taxable or deductible for divorce agreement executed after 2018. 
 Moving expense is not deductible except for certain qualified military personnel 
 The maximum child tax credit is increased from $1,000 to $2,000 per qualifying child under the 

age of 17 
 Qualified Dependent Credit $500( if not qualify for child tax credit) 
 MFJ $400K phaseout 
 Must have SSN 

 No Affordable Care Act (ACA) health insurance penalty after 12/31/18 
 3.8% Net Investment Tax remains 
 0.9% Medicare Tax remains 

 Estate and Gift Tax 
  Gift tax-> Annual tax exclusion for 2018 is $15,000      
 Estate tax -> basic exclusion amount increased from $5.49 million to $11.18 million 

 NOL no carryback 
 Carryforward with 80% limitation 

 Entertainment is nondeductible 
 Depreciation 

 Bonus Depreciation up to 2022 
 CA non conform 
 Nexus established under Wayfair Case 2018 

 $100K or 200 transaction threshold for sales tax in lieu of physical presence test 

 Dynamex 2018 
 Independent contractor vs. employee 
 Free of control 
 Outside of the business 
 Independent 

 Kiddie Tax now taxed at trust rate 
 No more recharacterization of ROTH IRA conversion 
 1031 exchange is allowed for real estate only 
 199A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Individuals, estates and trusts may deduct up to 20% of their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Limitation applies when taxable income exceeds a certain amount 
 Specified Service Trade or Business(SSTB) has its own rules 
 Engineers, Architects, Real Estate Agents, and Insurance Agents are exempt from SSTB 

( at the time of this seminar). 



SDTCA-9 

 

M
arch, 2019 

二月份生活座談會報導 

劉美娥 

 台灣中心舉辦的二月

份生活座談會，主題有二：

黃啟芳講「日本的手工藝

術、文化交流，佐世保的旅

遊及美食」；謝玫玫講「初

識寶石 and GIA 的介紹」。

由陳婉純主持，以下是她們

講的大略內容： 

 （一）黃啟芳說她於

1989 年去日本，在那裏住了

二十年。她在日本學了很多

技藝；她的父親是留學日本

的，常常要求她多多學習，

要她學日本舞。她每年夏天

陪舞蹈老師去跳舞，因而也

學會了做和服舞衣。 

 在現場她展示很多手

工藝品給大家看。呈現華

麗、貴氣的浪漫風味。手工

復古雅緻的藝術鏡框也是老

師指導的。技藝作品中也常

有用布做的 12 生肖為題材。

日本的瓷器也很有名。有人

說從手工彩繪瓷器的每個細

節可以看見生命，分次燒製

複雜的做法，不僅為日本政

府製作各種國宴餐具與紀念

版作品，並展現出藝術之

美。 

 她的先生在美國海軍

工作，每年過年大家會交換

禮物；她用和服材料做，加

以鏡框裱裝，成本極少，卻

非常受人喜歡。 

 他們住在九州佐世

堡，是個小鎮，很有人情

味。很幸運，住的是日式傳

統建築的房子，整棟房完全

沒有用鐵釘，互相結合的部

分全用榫頭。他們在那裏住

了五年，是美國政府租來給

他們的，庭院花草有專人照

顧修剪，真正體會到「出不

閉戶，路不拾遺」的美傳。 

 佐世堡也是旅遊勝

點，風景極美，養珍珠是其

中一大特色。九十九島及長

串山，每年四、五月萬株杜

鵑齊放，壯觀極了，美極

了，遊客絡繹不絕。 

 她有一次受傷，醫院

給予兩個月免費治療，原因

是他們很喜歡台灣，台、

日、美之友誼 ，成就很多慈

善事業。 

 1 月 15 日是當地的

「成人節」，慶祝孩子長大

成人，滿街都是穿漂亮和服

的女孩。在 3 月 3 日之女兒

節，家有女兒的阿公阿嬤，

會送很多層的洋娃娃擺在客

廳。在 5 月 5 日之男兒節，

則懸掛一聯串不同顏色、各

類造型的鯉魚，是「鯉魚跳

龍門，步步高升」的意思。

大家在櫻花樹下開 party，氣

氛非常美好。 

 鄭成功兒誕石在九

州，也因這因素，九州與台

南友誼長存。她與先生在那

裏住 20 年，也帶動了台南與

美國、日本的文化交流。 

 （二）謝玫玫在 GIA

（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做志工當助教。提

到「初識寶石」，她說很多

珠寶是礦物，寶石分有機、

無機，有機的是過去有生

命，活過的；如珊瑚、珍

珠、象牙。現在的寶石多半

是礦物，是固體，是大自然

產生不是人創作的。藍寶

石、紅寶石化學元素不一

樣，未磨光之前是不同的礦

物形狀。地球上的礦物有

三、四千種，但能成為寶石

的並不多，必須漂亮且對化

學物質以及光與熱都要有抵

抗力。很多寶石可以人造出

來，有代用品，複製品，加

熱加壓加顏色都可使之更漂

亮。 

 怎知寶石是天然或人

造的？在 GIA 美國寶石學院

有專人可以鑑定。鑽石商都

有固定的標準，是從 GIA 發

展出來的。鑽石是最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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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東西可以割鑽石？答案

是鑽石。鑽石如何形成？因

火山爆發或地震被震到地球

表面上來，從地底下帶上來

多少會有破損。鑽石分四

級，只差一級，價錢就差很

多。鑽石的 cut 要看它的角度

有無對稱光線折射等都是鑽

石界 cut 的重要指標。Marcel 

Tolkowsky is father of Modern 
Cut Research. 

 鑽石愈大 carat 愈多，

carat 是植物 carob 的種子，

carat 是寶石重量的單位。1

克拉與 0.95 克拉價錢差很

多。鑽石工人非常辛苦，天

寒地凍，在大西洋海底找，

住在礦場邊，若能找到一個

心形的就價值非常高。在日

光燈或燭光或普通燈光下看

鑽石顏色都不一樣。 

 ＊紅寶石是全世界最

珍貴的五種寶石（鑽石、紅

寶石、藍寶石、祖母綠、貓

眼）之一，象徵熱情仁愛… 

 ※非常謝謝林美佳贊

助此次座談會。 

泡沫的顏色 
張運帆 

 『殺朱拔毛反攻

去...』這雄壯威武的歌聲就

是我的起床號，每早晨都在

這些振奮人心，慷慨激昂的

歌聲中醒來。這是被稱為老

芋的爸爸，不共戴天之仇在

茲念茲的真理。 

 爸爸常叨念著：『共

匪來了，妳爺爺一腳將我踢

出家門... 誰知道，一別竟是

四十年...』 
 
 

藍色的泡沫 

 我是五年級生，是所

謂的芋頭蕃薯，或者說是外

省第二代。我生逢亞洲四小

龍崛起的重要時刻，當時流

行一句話：台灣錢淹腳目，

但我家似乎未趕上台灣經濟

快速的起飛。 

 那時生活雖然清苦，

卻充滿了不經意的驚喜。外

公家三合院的中庭是我固定

每天收看人生舞台劇的劇

場：外公趕著牛車，載著禾

捆回來，烈日下打穀曬穀；

涼風吹來的夏日，在酒足飯

飽後，舅舅們扯開嗓門唱：

心事誰人知？然後大放厥詞

的評論著家事國事天下事，

孩子們打著哭著鬧著笑著。

偶而會碰上屘舅從土磚廁所

夾縫熟練抓蛇的戲碼，那條

蛇成了天賜的補品，不分誰

家的孩子都會自行端著碗來

分這一鍋熱騰騰的蛇湯，那

是一種平凡的滿足。 

 吃著陳舊味的麵條，

夾雜米蟲屍體的在來米；玩

著騎馬打仗，尪仔標，打著

彈珠，奔跑在收割後的稻

田，聞著雷陣雨後的泥土

香；大水溝旁洗衣棒槌打著

石頭混雜著三姑六婆的窸窸

窣窣聲；夕陽西下母親大人

扯著嗓子喊《吃飯了》的大

叫聲；每次演講結束一定不

忘：反攻大陸，解救苦難同

胞的口號聲；跟著爸爸看莒

光日，讀著中央日報，手中

拿著革命軍，晚間看著寒

流，為苦難的中國同胞而淚

眼婆娑的暗泣聲；每天飯桌

上都按時播映：安徽話跟台

語交錯的酒拳聲，一乾而淨

的酒杯碰撞聲，劇終就是：

醉了酒的爸爸跟小他十六歲

的媽媽上演武打連續劇的吵

鬧聲。總統蔣公駕崩，一片

夙默，風雨同泣，我流著淚

唱〈蔣公紀念歌〉的歌聲。

六年小學生活如同我家的第

一台電視，在黑白中飛走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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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驕傲的喊著《一二，

一二，齊步走》的答數裡；

看著放牛班的孩子在訓導處

門口接受鞭條體罰，而所謂

好班的我則在考不完的模擬

考裡忙盲茫。 

 還記得台灣的美麗島

事件，老爸拿著中央日報，

氣憤的聲伐報上的「暴民」

不懂感念政府恩澤，反倒蓄

意製造社會的動盪及不安，

那時我同仇敵愾的每晚守著

三台電視新聞，近 39 年後的

今日，我仍感受得到當施明

德一幫叛亂份子繩之以法時

的歡欣。那時最大的衝擊莫

過於：藏匿這萬惡不赦國家

罪人的竟是台灣基督教長老

教會的高俊明牧師，這使我

對孕育我信仰搖籃的長老教

會產生疑惑。日子就在閃過

想學習拒絕聯考的小子，卻

沒有勇氣踏出那一步；就在

心懷國家遭逢失序混亂的憂

國憂民。三年國中的日子如

同我家第一台收音機，還沒

找到調頻就跳過了... 

 在那懵懂的年少時，

只因感念國民政府養育的大

恩大德，我不假思索的就加

入國民黨，還記得手握寫有

自己名字的黨證時，心中無

法平息的那份激動。那時

『國即黨，黨即國』是我堅

信的真理，報效黨國是我的

抱負。光陰就在一邊跟學校

教官斤斤計較頭髮要耳下兩

公分的多一分少一分；一邊

幻想著白馬王子突然出現，

展開不期而遇的火車初戀情

節。三年通車的高中生涯就

像我家的第一台彩色電視，

在黑白世界裡增添的一抹色

彩，不著邊際就溜走了... 

 
 

藍色外綠色的泡沫 

 月台這邊是恨不得有

三頭六臂幫我拎著皮箱的爸

爸，那邊是因爸爸不讓跟而

一邊撅著嘴生氣一邊不捨流

著淚的媽媽。佇立在他們中

間的我，雖然不知那迫不及

待想逃的心將帶我走進什麼

樣的人生，但就在火車啟動

的隆隆聲中，不捨卻沒有留

戀的前行了。望著窗外遠去

媽媽的身影，看著身旁熟睡

的爸爸，我發著誓：四年大

學我一定要脫去鄉下小孩的

土氣。現在回首，心中真的

感謝上帝沒讓我跌進炫目霓

虹燈的台北漩渦，反而帶我

走進改變我一生的第二個家

鄉：淡水小鎮。 

 因為美麗島事件使我

十分質疑長老教會的信仰標

準，即便外婆固執的要將信

仰傳承給我，但教會在我的

生活裡一直是缺席的。來到

大學，為了追求夢中的情

人，在同寢室閨蜜的慫甬

下，我搬進長老教會長青團

契的學舍。萬萬沒想到，這

一時興起所開的玩笑卻成了

我生命的轉捩點。 

 一群來自不同環境背

景的大學生因著信仰而共同

生活，就在淡水的風聲雨

聲，讀書聲，禱告聲，詩歌

聲，及成為社會良心的高調

聲中，還沒理出個頭緒，我

的大學時光就過了一半。在

禁若寒蟬的年代，團契的學

長們本著大學生是社會良知

的實踐，他們邀請所謂黨外

的牧師，醫師及律師來分

享，而這些人在我藍色名單

上全列為叛亂分子。結果當

我讀著溫文儒雅的高俊明牧

師，聽著他溫而不慍的聲音

分享著獄中書簡。第一次，

我藍色泡沫的世界震動了，

但倔強的我仍試圖將這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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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手中，直到我的真命天

子走近了我。 

 他是土生土長的蕃

薯，祖先從福建到台灣，然

後世居淡水。你可以讀到他

身上蕃薯的綠色生命型態：

口中說著道地的台語，讀的

是自由時報，在街頭遊行時

會遇到掛著同樣笑容及汗水

的家人，以及不容撼動的本

土意識。當我這外省張碰到

這台灣張，不同的生活背

景，以及截然不同顏色的藍

綠信仰值，這一碰撞所擦出

的是熊熊的烈火而不是小小

的火花。他執著的用這綠色

泡沫裡的火焰來燒毀這藍色

泡沫的世界。面對這灼熱且

熾烈的綠火，我奮力的捕抓

中央日報，革命軍，莒光日

所吹出藍色真理的最後泡

沫。 
 
 

藍色泡沫的哀歌 

 離家時正值年少的老

爸，四十年後鬢髮早已灰

白，他帶著感恩政府德政的

心，跟著第一次返鄉探親潮

回到安徽老家。在海峽這邊

的我們翹首引領的等待爸爸

回來，結果他風塵僕僕的帶

回我們視若敝履，他卻視為

珍寶的一雙黑色功夫鞋，兩

大包冬蟲夏草，四十年寄不

出已泛黃的家書，外加聲聲

的嘆息：不是鄉音無改鬢毛

衰，是他的安徽話已夾雜著

台灣話，在台灣他被稱為外

省人，回到老家竟被稱為台

胞。 

 爸爸在目睹一起隨國

民政府撤退來台，一起堅信

〈一年準備二年反攻...〉真

理的表伯父因精神錯亂而淒

涼的流落異鄉，每每想起表

伯父他都會感嘆的說：『人

老了，就想求一個落葉歸

根，妳表伯父以七十高齡，

帶著畢生積蓄回到老家。四

十年來在台灣他孑然一身，

滿載希望回家，孰料他認定

的家卻不認得他了，所以他

每天坐著火車從這站到下ㄧ

站，他試圖找到他的歸

處...』 

 爸爸離世前一次深夜

的促膝長談，他感恩的說：

『雖然雞同鴨講的跟妳媽媽

過了半輩子，但札根在這塊

土地上，開花結果，是祝

福...』最終如爸爸所言，當

葉落時，他的根留在了台灣

而不是夢中的祖國。 
 
 

飄走的藍色泡沫 

 『小姐，妳怎麼會在

這裏？...當我喊說：跑，妳

就要跑！...』身旁的一位計

程車運將大哥用台語且充滿

愛的提醒，『喔』不明究理

的我傻乎乎地應了聲。沒想

到，這一偶遇事件竟是我藍

色泡沫世界倒塌的序曲。 

 還記得 520 農運的那

天傍晚，下了班，拖著疲憊

的身軀在台北火車站前閒

晃，因好奇而越過拒馬走進

了禁區。看著農民們帶著農

產品在天橋下靜坐，聽著宣

傳車上放著：愛拼才會贏...

之後鎮暴警察用警棍敲著盾

牌進來，接著是從天而落的

強力水柱驅趕。我做夢都沒

想過，有一天我會拎著高跟

鞋穿著窄裙落荒而跑。 

 第一次親眼見到這些

中央日報所稱的暴民，他們

質樸而溫暖；這些爸爸口中

人人得應誅之的黨外叛亂份

子，他們在宣傳車上據理力

爭的為百姓請願；而那些爸

爸口中維護國家安全，代表

正義化身的鎮暴警察，就如

同沖散人群的水柱，是如此

的無情冰冷。我藍色的泡沫

世界就像混亂揮舞的警棍，

老百姓頭上汩汩而流的鮮

血，散落一地的農產品...全

亂了。 

 那位運將大哥像天使

般地守護著我，甚至後來還

免費送我回到淡水的團契學

舍。在車上，我呆呆望著窗

外幾盞仍舊在黑暗中閃爍的

燈火。對藍色的真理我有了

疑問，對所謂的政治立場，

第一次我有了獨立的思考！

就在一代偉人蔣經國總統的

離世，不成熟的街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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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的開始，四年大學

生的駐留就如飄走的藍色泡

沫：一轉身就怎麼也找不回

了... 
 

藍色綠色外的白黑色 

 當初只想陪先生過一

趟鹽水，因為胎盤早期剝離

而造成女兒出生時缺氧 23 分

鐘，我們沒有選擇的被迫留

在了美國 26 個年頭。人家是

移民夢，我們是毛毛蟲破繭

成蝶的蝴蝶夢。 

 女兒出生就被稱為腦

性麻痺，所以，我們與美國

的社會福利就結了不解之

緣，有次先生心有所感的

說：『美國的強盛，不在於

國民所得有多高，而在於他

們對於所謂殘障者的社會福

利及整個社會的接納。』姐

姐的特殊，使兒子無憂無慮

的童年多了一份早熟。這位

在美國大熔爐裡培養出來的

新品台灣鯛：蕃薯低調強韌

的特質，融入馬鈴薯的自由

獨立。他沒有蕃薯悲情的綠

色情結，也沒有芋頭的藍色

包袱。他在綠色價值裡，加

入一滴的白黑色。 

 兒子今年從大學畢

業，之後將進入醫學院就

讀。在他的世界，沒有蕃薯

的悲情，卻有著蕃薯不怕落

土爛，只求枝葉代代傳的韌

性；沒有芋頭大中國的包

袱，卻有著飲水思源的世界

觀；沒有統論獨論的迷思，

卻有著馬鈴薯自由中有容乃

大的寬廣及獨立思考。因為

兒子目睹加州兒童服務

（California Children Service) 

這機構像大海中的一艘救生

艇，透過免費的復健，醫療

協助使我們家得以一步步走

過並建立起來，所以，他夢

想著有一天他能到台灣結合

醫學，復健及社會資源在台

灣建立一個類似的機構。 
 

到底是什麼顏色？ 

 過去我從小被教導奉

為聖旨般的真理：保密防

諜，人人有責；殺朱拔毛，

反攻大陸解救苦難同胞，現

在成了茶餘飯後的笑點，而

我從小引以為傲的標準國

語，現在在來美的中國人眼

中卻成了台灣國語。那時教

科書稱為啃樹皮，縫縫補補

又三年，水深火熱的中國，

現在是一切商業的契機，是

一切你可以想像的夢幻舞

台，是一切科技明日之星夢

想的實現，是一切不可能的

可能。那條五彩炫亮耀眼的

中國巨龍傲嬌的立在國際舞

台上，美麗的讓人無法忽

視。我突然明白：不管是統

一論，台獨論，誰掌權了，

誰手中就握有歷史真理的解

釋權。 

 是真理變了？還是從

頭到尾只是當時掌權者吹出

飄散在空中的美麗泡沫？幸

好父親大人早早安息了，不

然這位一輩子堅守藍色真理

的老兵，該如何來面對當時

帶他來美麗寶島的國民政府

有一天竟然想變成紅色？ 

 『老婆，有一部八路

軍的電視劇實在太搞笑

了...』我笑著提醒貼著綠標

籤的老公：『不要被統戰

了。』我想只有淺意識仍有

藍色泡沫殘餘的老幹部才會

有多此一慮吧！ 

 ...噓...不要作聲！有沒

有可能：現在所謂的歷史真

理其實是另一顏色的泡沫而

已...你看見到底是什麼顏色

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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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公尺見方」機位生涯 
陳國昌 

1 每年我都會飛國外，加

上在美國本土的旅遊，以

我對機票的投資，它也回

報我一個一公尺見方機位

的生活空間及經歷。  

 從洛杉磯回台灣，

早年我都是搭新加坡航

空，後來在 2000 年代初

期它不直飛台北了，我就

選擇長榮，因為在當時的

氛圍下，長榮是偏「綠」

的，而它的廣播講台語，

也著實博得台僑的喜好，

何況聽說華航的機師很多

是空軍退伍的，飛機落地

的撞擊力很重！不過時日

已久，我已記不得新航在

飛行、座位空間及食物上

和別人有什麼差別了，只

記得那是波音 747, 頭頂的

低行李箱位置造成不少空

間的壓力。  

 長榮當然也走過

747 的時代，但是當 2005

年它引進 777，而我有幸

第一年就能夠嚐鮮，對它

的印象就更好了。美國境

內我常飛的 Southwest 及  

United 先不說，這二十年

來載我足跡出國的還有華

航、Air France 法航、

AA 美航、Air Canada、

Aeroflot 俄航、  Air  

Morocco 及  Latam 南美航

空等等。2018 年 8 月去南

美洲旅遊，甚至有 12 天

內搭了 8 趟飛機的記錄！

就我最常搭的經濟艙來

講，我起碼累積了以下的

觀察：  

 （1）一般人以為歐

美航空的座位會比較寬

敞，不然！長榮 777 的經

濟艙已足夠我這高個子的

伸展，反而歐美航班搞出

來經濟艙「階級制」，你

肯加價才有多幾英吋的腳

距！像法航  Airbus 380 巨

無霸在樓上經濟艙就有三

種加價模式，而美航則更

精打細算，靠走道以及兩

人座的位置硬是比較貴！

波蘭航空的這個「事前選

位」的附加價格就更傳神

了：靠窗$33，靠走道

$29，中間夾心座位$25！  

 （2）華航獨排眾

議，一直靠 747 來撐長程

航線，傳聞說它在等波音

的 787「夢幻機」，沒想

到 787 好事多磨一再延

期，這期間它飽受批評！

終於在 2015 年才啓用

777，而我基於好奇就馬

上去搭，也生平第一次嘗

到「難民艙」的滋味！別

人的經濟艙是 3-3-3 共九

個座位，華航硬是擠進 3-

4-3 共十個位子 ,  還說什麼

它用的椅架質料較薄但較

堅固，哈哈，不但座位有

被束縛的感覺，你看看走

道也窄得可以，空姐推著

餐車一路上都會撞到別人

的手腳！  

 （3）由於國際化的

模仿，歐美公司的機上飲

食也與較精緻的亞洲航空

大同小異了，雖然有人告

訴我 United 聯合航空的

飲食大有改進的空間。我

印象比較深的是在摩洛哥

航空及南美航空上的午

點，有時發的是一條餐

盒，裏頭是乾乾的糕餅、

三明治及法國麵包，實在

有點敷衍！長榮可以預定

我喜歡的海鮮餐，雖然沒

有特別可口，不過會提早

送來，難免博得羨慕的眼

光！華航本來也有海鮮餐

可以預定，不過這幾年取

消了，只有素食之類的選

擇。 

 （4）機上電影一向

是最受歡迎的娛樂，早年

牆上大銀幕倒也令我開過

眼界，不過現在大家都裝

了椅背後的個人電影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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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就已不堪回首了，只

偶而還在短程航線上看到

大銀幕，像是從台北飛雅

加達的長榮。意外的是搭

Virgin America 飛夏威夷

的那一次，他們的波音

737 靠的是衛星接收的影

視(Direct TV), 所以在飛

越太平洋時沒有地面轉播

站的傳遞就沒得看了！近

年來更聽到航空公司打算

拆除昂貴又載重的椅背電

視，而讓乘客直接把電影

下載（stream) 在手機或

平版電腦上觀看，Virgin 

Australia 及 Qantas 澳洲

航空已經普遍在國內班機

上使用。而最近我搭的

United 及  西南航空也在

長途的國內航線提供免費

WiFi，讓乘客看它們自己

的節目，也有一些影片。  

 （5）記得早年每上

飛機，就渴望在機門口的

推車上拿到想看的報紙，

曾幾何時，現在的報紙卻

乏人問津，即使拿了，似

乎機艙內就只有我一個人

在伸展雙手摺疊報頁！另

一個現象就是架子上的雜

誌也明顯的失寵了，即使

現在「壹週刊」已經停刋

了，新新聞、鏡週刋、天

下雜誌、高爾夫文摘等都

靜靜地立在那裡等著我去

拿！我記得看過一則報導

有關飛機秏油量的管控，

它明白的指出這些印刷品

的減少可以節省不少重量

及秏油量，分析中甚至提

到一張小小的機上菜單卡

就會造成可計量的影響！

但可笑的是椅背上的郵購

目録卻愈來愈厚，而且長

榮機上還不止一本，是否

郵購的利潤令它們不必顧

慮用油的成本了？  

 我已經累積了不少

哩程數，該是犒賞自己來

升等了吧！也許再過一陣

子就有「1 公尺+見方」的

「豪華經濟艙」可當題材

來寫作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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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隨筆(65) - 蝸牛 

蔡紀平 

 近百年來全球暖化效

應非常快及嚴重，海水蒸發

水汽飽和，導致降雨量急

升，造成洪水氾濫遍及世界

各地。當冬季來到，天空累

積的水汽逐漸移向北極，引

起北極渦旋寒流向南推進。

因此美國東部和中部都遭受

極端寒冷的暴風雪，加州也

難逃其禍。這幾天的大風大

雨，附近的住家遭受不少災

難。值得慶幸的是加州歷年

來的乾旱有點疏解，雨水流

入溪河，水庫水位終於上

升。但雨後天晴因充分的水

分使野草叢生。很多清理的

工作，給我忙碌起來，拔草

除蟲做不完的事情。特別是

蝸牛到處都是，吃掉菜圃花

園，非常頭痛。但那些小動

物看起來非常可愛不忍心剷

除。憶起小時候，到野外揀

蝸牛餵鴨子。鴨子非常喜歡

蝸牛，吃得胖胖的，生出的

鴨蛋，蛋黃鮮紅，味道特

別，做成鹹蛋更是可口。 

 沒想到蝸牛用途不

少，想起台東路邊的蝸肉田

螺，非常好吃，辛辣香味吃

完後都會上癮。其實美味的

食物是生活中的享樂，但是

食品衛生非常重要不可忽

視。法國美味的海螺是聞名

菜餚，有一些挑選培育的地

蝸牛也是可口的美食，但並

非所有的蝸牛都可食用。其

中一些有毒，如果沒有徹底

煮熟，可能會危害健康。 

 聽說日本時代一位商

人帶著蝸牛到台灣養殖，之

後發現這種蝸牛不是餐用的

品種。但是蝸牛快速繁殖，

危害許多農植物，成為一個

很難處理的災害。蝸牛柔軟

的身體緩慢的動作展現他們

的生命力，但蝸牛侵食植

物，摧毀各種農產品變成農

業的災害。談到吃的藝術難

以描述只能夠親身體會。但

是人們享受美味，必須注意

衛生，避免病菌侵害我們的

健康。 

 人類歷史因傳染病致

命的例子很多。在十四世紀

年間黑死病的蔓延在歐洲引

起了很大的災難，也是歷史

上最嚴重的瘟

疫。黑死病與

鼠疫相同，是

致死的傳染

病。黑死病的

起因是來自海

外商船，無意

中帶入有細菌

的老鼠進港，

病菌很快蔓延

到歐洲每個地方。因為一般

家畜比外來動物免疫力低，

因外來動物可以忍受許多的

疾病，但國內家畜沒有抵抗

力。後來醫學發達，逐漸注

意到如何控制外來物品，因

此攜帶植物或動物進口必須

檢查，避免傳染病嚴重入

侵。特別是外來的動植物侵

略性很強，可破壞自然的生

態，危害生物的穩定生存。 

 生活在美麗的田園和

豐富的土地上，除了享受美

食以外，我們應當關注我們

的環境，領會與其他生物共

存。尤其是大都市必須環保

讓環境自然生態，同時建立

沒有污染的工廠，少用石油

和煤炭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如果我們有新鮮的空

氣，繼續保持自然生態，這

樣才能維持地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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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為：一隻厲害的禿鷹、飛呀飛！ 

黃正源 

 2017 年二月，玻璃晶

片的發明者亞當可汗(Adam 

Khan)非常珍惜地把晶片密合

在矽膠的托盤內、放進一張

蠟紙護套上、再用塑膠箱包

裹住，並用安全氣囊密封，

然後送到聖地牙哥的華為科

技公司實驗室進行產品檢

視。這個公司製作的晶片樣

本看起來像一塊普通的透明

玻璃、四英吋平方，大小如

同一顆加州著名的

Ghirardelli 巧克力。一年半

以來，經過多次嗺討，華為

終於在去年八月把晶片樣品

寄還回來，晚了幾個月，而

且受損嚴重，亞當可汗直覺

知道有問題而且感到嚴重而

不安。 

 亞當可汗懷疑:難道這

家中國公司想竊取他的技術

嗎？ 

 這個玻璃晶片是亞當

可汗創辦的可汗(Akhan)半導

體公司製作的原樣模版，他

的突破性技術可以製造出堅

不可摧的智慧手機螢幕。亞

當可汗的創新專利就是如何

在手機螢幕塗上一層細微的

人造鑽石玻璃薄片，他希望

將這個尖端技術授權給手機

製造商，可以利用這個技術

研發出一種全新的、超耐用

的電子產品，亞當可汗把這

項專利稱為魔術鑽石玻璃薄

片(Miraj Diamond Glass)，比

目前手機螢幕使用的猩猩玻

璃薄片(Gorilla Glass)強硬六

倍、耐刮十倍。魔術鑽石薄

片一旦進入全面銷售作業，

這個魔術鑽石薄片可以提昇

「手機設計至更高層次的技

術標準」。 

 亞當可汗在鑽石玻璃

方面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大學

時代，他 19 歲時在芝加哥伊

利諾伊大學開始學習奈米鑽

石。畢業後，他在史坦福奈

米研究中心做實驗研究，並

與美國能源部阿貢國家實驗

室(Argonne)的研究人員合

作，最終開發出一層薄薄的

小鑽石沉積玻璃晶片材料，

2014 年，他從阿貢實驗室取

得鑽石玻璃的相關專利。

1015 年，亞當可汗有足夠的

信心、開始推廣他的新技

術。他經常在研討會發表演

講、出席會議討論、接受專

業出版物的採訪，並聘請舒

博夫(摩托羅拉公司擔任 25

年的各種職務)。亞當可汗認

為現在是上市時機成熟的時

候了。 

 智慧手機將以超強的

顯示玻璃做為一種競爭市場

優勢，就像快速處理器或高

品質的相機功能。十多年前

蘋果賈伯斯選擇康寧生化公

司(Corning)的生化質材做為

第一代 iphone 的螢幕設計以

來，許多蘋果用戶非常驚

歎，蘋果手機可以放在裝滿

鑰匙和硬幣口袋中，卻耐

刮、耐磨，手機螢幕依然毫

髮無損。為了挑戰康寧技

術，亞當可汗需要說服全球

大型智慧手機製造商如蘋

果、三星和華為，他的鑽石

鍍膜玻璃、甚至比市面上使

用的猩猩玻璃片更堅固。

2016 年，舒博夫從位於伊利

諾州庫爾尼市(Gurnee)的生

產工廠發送樣品給手機製造

商，他把第一批運到三星，

同時，另一個早期樣品寄給

華為。 

 跟所有發明家一樣，

亞當可汗對抄襲偷竊的仿冒

品感到焦慮。當這個華為潛

在客戶收到他精心包裝的晶

片樣品後，所做出來的後續

可疑行為，他感到震驚與不

安。後來，美國聯邦調查局

主動接觸亞當可汗和首席運

營長卡爾舒博夫(Carl  

Shurboff)一起參與華為科技

的商業間諜行為，亞當可汗

更加驚訝。亞當可汗把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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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手過的晶片樣品給美國聯

邦調查局檢驗，聯邦調查局

發現樣品原件已經做過刻意

而強力嚴重的破壞、敲擊、

觸撞，聯邦調查局要求他們

按原定行程前往拉斯維加

斯，參加十二月的消費電子

展、並依約與華為代表舉行

會議。聯邦調查員在舒博夫

身上安裝隱密的監聽設備，

並記錄雙方對話及彚證。 
 
* * * * * 

 由於間諜活動的考

慮，華為長期以來一直是美

國的注意目標。美國情報官

員指責華為是中國政府的間

諜，去年夏天，川普總統由

於這些華為安裝後門監控顧

慮，禁止美國政府使用華為

產品。一月初，美國指控這

家中國華為公司企圖從 t-

mobile 竊取商業秘密。此

外，華為還被指控違反涉及

伊朗的制裁。華為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因伊朗制裁違法行

為正面臨從加拿大引渡到美

國的被捕起訴，她被指控同

時犯有詐騙罪和洗錢罪。 

 即使在川普的貿易戰

和起訴華為以前，華為的名

字就有許多負面的包袱或新

聞。2002 年，思科系統公司

(Cisco)指責華為竊取路由器

(routers)的原始程式碼。摩托

羅拉在 2010 年的提出訴訟，

控告華為成功地利用中國出

生的員工秘密竊取公司商業

機密、或做華為內線線民。

2012 年，美國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確認華為危及國家安全

威脅的標籤，敦促政府和美

國企業不要購買華為產品。

華為否認所有的指控，與思

科和摩托羅拉的訴訟達成和

解告終。2012 年以來，在政

府的壓力下，美國各大電信

企業基本上將華為列入黑名

單，拒絕智慧手機或在網路

中使用華為設備。但世界上

大多數地方仍然不斷向華為

購買，選擇不相信(或忽視)

對華為的指控。美國科技公

司仍可以自由向華為出售零

部件，例如高通公司是華為

的主要供應商之一，美光科

技公司和英特爾公司也是如

此。 

 這次搜證調查行動是

一個尚未公開過的秘密調

查，與一月間紐約大陪審團

對華為的起訴是獨立分開的

案件。一月 28 日，紐約布魯

克林的聯邦檢察官指控華為

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犯有多項

欺詐和共謀罪。西雅圖的檢

察官也有另一起案件指控華

為盜竊商業秘密、陰謀和妨

礙司法公正，起訴指稱華為

一名員工在華盛頓的 T-

mobile 公司設施盜竊機器人

Tappy 的設計圖及文件。美

國聯邦調查局局長

Christopher Wray 在 1 月 28

日起訴書說：「華為公然無

視美國法律和標準的全球商

業慣例，今天要公開警告，

我們不會容忍這種違反我們

的法律、妨礙司法、危及國

家和經濟利益的企業。」當

然，華為全部否認這些指

控。 

 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

網路安全專家 Adam Segal 在

《華盛頓郵報》也說：

「Tappy 機器人談不上高科

技，如果在(智慧財產權)盜

竊案中，算不上什麼尖端科

技的。」華為表示，這些指

控主要是要傷害一家合法中

國公司的政治姿態，並反駁

指出 t-mobile 的案件已在民

事法庭解決，也是十多年前

發生的事件。 

 如果這次可汗科技的

調查能夠取得具體結果，加

上許多進行中的起訴案件，

就可以配合並證實川普政府

阻止華為在美國和盟國傾售

第五代(5G)無線網路設備的

努力。美國一直認為華為構

成國家安全威脅，部分原因

是華為可能在 5G 硬體和軟

體建造中植入無法探測到的

後門，使中國政府能夠監視

美國通訊情報、並發動網路

戰。 

 就在聯邦調查局發布

聲明的當天(一月 28 日)，美

國政府同步搜查聖地牙哥的

華為實驗室，亞當可汗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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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鑽石玻璃樣品就是寄送到

那裡的。聯邦調查局的突襲

行動是秘密的，但是對亞當

可汗和舒博夫來說不是秘

密，他們兩人一直透過律師

定期聽取調查進度及情況說

明，亞當可汗委任律師是著

名的前檢察官，律師事務所

的合夥人。搜索華為實驗室

以前，他們已經在拉斯維加

斯的秘密會議中，成功地讓

華為代表在錄音帶上承認違

反與亞當可汗的契約合同，

顯然也違反了美國的出口管

制法。搜察當天，華為對記

者提問也沒有回應一概不予

評論。這次搜索行動正是根

據包括華為、亞當可汗和聯

邦調查局之間交換的電子郵

件或通信以及拉斯維加斯獵

巫行動的報導結果。 

 

* * * * * 

 因此，當亞當可汗在

2016 年 8 月 8 日接到一封華

為的電子郵件，並沒有什麼

感到不尋常的。發信人是在

聖地牙哥的華為工程師韓安

琪。在隨後的電子郵件交流

和電話中，韓安琪表現出緊

迫感希望早點談成，韓安琪

在 2016 年 11 月 7 日的一封

電子郵件中說，「在我們這

一行業快速發展服務消費者

的電子行業，華為正在積極

尋找創新產品的新技術，尤

其供應商(即亞當可汗)快速

處理交付的能力，對我們華

為更是至關重要」。商週記

者曾經嘗試使用電子郵件內

顯示的手機號碼打給韓安

琪，韓安琪否認跟亞當可汗

的公司有過聯絡;不過，商週

記者跟韓安琪提及她和亞當

可汗的電郵互動具體細節

時，她改口說「想不起來這

些事情」然後掛斷電話。 

 2017 年 2 月，華為和

亞當可汗兩家公司達成協

定。亞當可汗將把兩組魔術

鑽石玻璃晶片的樣品寄運到

聖地牙哥的華為。根據雙方

簽署的意向書，華為承諾在

60 天內歸還所有的任何樣

品，並同意在如果可能進行

的任何測試下、任何方法都

不會造成晶片的損害。(這項

規定是行業間的標準規則，

目的在阻卻使用反向工程技

術掠取任何智慧財產權)。舒

博夫在發給韓安琪的通信檔

案中指出，華為必須遵守美

國出口法律，包括《國際武

器販運條例》(ITAR)的規

定，這些法律規範國防用途

材料的出口管制。這個鑽石

塗層技術所以被列入禁運名

單，就是因為他們有可能用

於鐳射武器的研發。 

 亞當可汗和舒博夫很

早就決定，要把他們的魔術

鑽石玻璃的第一代薄片技術

授權給一家手機制造商，希

望獨家的承諾能夠給他們的

創業公司帶來一定的籌碼。

亞當可汗認為，華為表示渴

望而積極地繼續參加競標，

2018 年 3 月 26 日，亞當可

汗才運送了一組經過改良的

樣本給韓安琪。亞當可汗認

為:「我們非常樂觀，尤其有

前三名智慧手機制造商之一

的華為的支持，即使只是書

面上表述意向，一樣非常有

吸引力。」 

 第一個起疑的出現是

兩個月後的 2017 年 5 月，華

為錯過了歸還樣品的最後期

限，沒有依約返還樣品。舒

博夫說，他寄給韓安琪要求

立即歸還的電子郵件，韓安

琪置若罔聞。隔一個月後，

韓安琪覆郵寫道，華為一直

在持續對樣本進行「標準」

測試，並附上一張照片，照

片看出表面有很大的劃痕。

8 月 2 日，華為的包裹終於

出現在亞當可汗科技的總公

司。 

 舒博夫記得打開樣品

的時候，表面上看起來就像

亞當可汗幾個月前所寄出的

包裹。包裝的紙板箱裡面是

一般保護性包裝的安全氣

囊、塑膠盒、凝膠黏膜物和

蠟紙。但是當舒博夫繼續拆

箱的時候，他直覺地可以看

出有問題，甚至令人驚慌、

錯愕而震撼。一項原本無法

劃傷的玻璃晶片樣品，不僅

被劃傷，還被撕裂成兩半， 



SDTCA-20 

 

M
ar

ch
, 2

01
9 

而且三個碎片的鑽石玻璃不

見了。舒博夫知道樣品不可

能在運輸過程中受損，如果

是運送出錯，所有的碎片應

該都還在箱子裡。相反地，

舒博夫認為華為曾經試圖將

樣品切割出來，以測量其鑽

石薄膜的厚度，並找出亞當

可汗科技是如何設計的。舒

博夫說「我的整個心都沉下

去了，糟糕了，這家價值數

十億美元的華為公司是蓄意

地來追求我們的技術的，我

們現在要怎麼應付？」 

 

* * * * * 

 舒博夫的第一個電話

是給亞當可汗，然後，他去

了美國聯邦調查局，美國聯

邦調查局一直在強化與美國

科技公司的關係，作為成功

打擊中國盜竊智慧財產權行

為的一部分，即使是像亞當

可汗的小型公司。八個月

前，2018 年 1 月，芝加哥一

名聯邦調查局男性調查員訪

問亞當可汗總公司。聯邦調

查員告訴舒博夫，聯邦調查

局希望對美國本土創業公

司、進行網路犯罪和安全性

漏洞方面的教育，並鼓勵他

們站出來、檢視進行的可疑

活動。調查員告訴舒博夫，

美國聯邦調查局特別試圖收

集有關中國如何獲取美國技

術的情報。 

 這次談話一直留在舒

博夫的腦海裡，所以今年八

月，在收到華為的碎玻璃兩

週後，舒博夫開車來到美國

聯邦調查局芝加哥外地辦事

處，這個該辦公室正在為他

們所管轄的地區高層舉辦企

業間諜活動研討會。舒博夫

看著一名女調查員正在討論

2012 年華為的一個 TMobil

個案涉嫌竊取商業秘密的案

件。 

 在研討會的休息空

檔，舒博夫跟女調查員提到

在亞當可汗所發生的事例，

也說明鑽石玻璃塗層是一種

反恐管制的材料，具有國防

應用的價值，舒博夫擔心樣

品落入不法分子手中的可能

性。除了在智慧手機瑩幕應

用功能方面外，亞當可汗準

備把鑽石玻璃技術應用於半

導體和軍事領域。 

 對許多人來說，舒博

夫的故事聽起來可能有些牽

強。但是對聯調局卻不一

樣，舒博夫說「他們聯邦調

查局立即引起了非常濃厚的

興趣，想知道更多細節。」 

 事情進展得很快，聯

調局即刻採取行動。 

 亞當可汗的高階主管

開始密集地自己經常與美國

聯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的

官員通電話視訊。其中幾個

電話中，由布魯克林的美國

助理律師 David Kessler 主

導，後來發現，他也是起訴

華為的首席檢察官。兩名聯

邦調查員在亞當可汗總公司

把破碎的樣本攜回調查局化

驗，並送到位於維吉尼亞州

昆蒂科 Quantico 的聯邦調查

局研究中心。亞當可汗和舒

博夫加入調查小組後，一名

調查局犯罪研究寶石學專家

向他們介紹他的調查結果，

他們說寶石學家告訴他們，

他分析了鑽石玻璃樣品，並

得出結論，華為已經使用

100 千瓦的鐳射來爆破它，

這項雷射殺傷力強大到足以

用作軍事武器。 

 2018 年秋季，聯邦調

查員持續向亞當可汗和舒博

夫索取電子郵件、保密協定

副本、意向書、寄運通聯記

錄，甚至華為夏季期間用來

歸還樣本的包裝盒子也一併

帶走。美國聯邦調查局也有

另一個要求:亞當可汗和舒博

夫他們願意跟華為工程師韓

安琪重新建立聯繫嗎？ 

 

* * * * * 

 12 月 10 日，在聯邦

調查局併線側聽下，舒博夫

和亞當可汗他們和韓安琪通

電話，詢問她關於鑽石玻璃

破碎樣本的情形以及測試期

間發生什麼事情？為什麼有

些碎片不見了？韓安琪告訴

他們，她不知道，因為樣品

已經送去中國，原樣品從中

國那裡直接運往亞當可汗電 



SDTCA-21 

 

M
arch, 2019 

子公司，這就可能違反

ITAR 精密科技禁運規則的

刑事犯罪，但韓安琪不在乎

或沒有意識到嚴重性。韓安

琪沒有退讓，反而表示華為

希望繼續討論成為亞當可汗

的第一個業務交往客戶，並

提議幾週後，在拉斯維加斯

舉行的 2018 年消費電子展覽

場上舉行面對面的會議，她

甚至提出要帶一位來自深圳

的華為高級官員來會面，亞

當可汗和舒博夫非常意外，

很難想像科技業的諜對諜的

詭譎與複雜性。 

 亞當可汗的高階主管

於一月八日星期二抵達拉斯

維加斯，在曼德勒灣

(Mandalay Bay)賭場度假村辦

理入住手續，他們安排第二

天下午三點與韓安琪和她的

同事見面。如果一切按計劃

進行，那就是俗稱的獵巫搜

證。一位來自芝加哥的聯邦

調查局調查員飛抵賭城負責

督導行動，她在短信中向亞

當可汗和舒博夫解釋行動的

細節流程及來龍去脈:調查局

已預先確保在電子展會議的

拉斯維加斯會議中心取得一

個房間。這房間設有竊聽設

備，聯邦調查局可以從大樓

的另一個地方監聽側錄。舒

博夫隨身攜帶住房收據，讓

人覺得亞當可汗承租這個房

間。 

 一月九日中午時分，

調查員會見亞當可汗的高層

主管，並給舒博夫三個不同

的秘密錄音裝置，做為備案

計畫方式。舒博夫發短信給

韓安琪:「如果妳想在展覽館

大廳見面，我們就在大禮堂

附近有一個安靜的會議室，

距離 CES 展示場的華為攤位

不遠」。但是，下午二點，

韓安琪用短信回應說，她在

威尼斯賭場(Venetian)，至少

在一個小時不能離開。 

 這就有問題了，因為

聯邦調查局的預約房間有時

間限制，原來的監聽計畫破

功。舒博夫叫韓安琪留在威

尼斯酒店，他和亞當可汗會

在那裡跟她見面。 

 下午三點前，他們趕

到威尼斯酒店，並短訊給韓

安琪，告知他們所在位置及

穿著特徵，他們在威尼斯的

二樓，自動扶梯旁、一處賭

城酒廊前面。亞當可汗穿著

深色的孔雀紋、黑色的紐扣

襯衫，灰色的褲子、運動

鞋。舒博夫的西裝服、較有

些商業頭腦:一件淺藍色的禮

服襯衫、灰色的運動夾克、

黑色的褲子和全新的皮鞋。 

 下午三點到二十分，

韓安琪帶著一位自稱是華為

在加州聖克拉拉(Santa Clara)

的高級採購供應經理羅珍妮

陪同現身(他們解釋說，華為

總部位於深圳的高階主管沒

來，因為公司不允許自己的

中國人高階主管前往美國)，

他們四個人簡短的聊聊後，

走向威尼斯的餐飲區，在一

家優質漢堡店找了一張桌子

圍著就座。《商業週刊》隨

行記者從大約 100 英尺外的

一個冰淇淋攤前觀看。 

 亞當可汗和舒博夫原

本預計在聯邦調查局安排的

房間會面，可以安全和安靜

中進行獵巫搜證，現在亞當

可汗和舒博夫變成兩個菜

鳥，要靠自己想辦法在吵雜

的速食漢堡店錄音記錄搜證

了。 

 羅珍妮大約四十多

歲，亞當可汗只期望羅珍妮

對玻璃樣本的破壞做解釋、

以及華為為何對鑽石薄片技

術、如此感興趣有更多的說

法。亞當可汗回憶說，羅珍

妮詢問他們在 Gurnee 總公司

的研發設施及設備的生產

力、製造力。羅珍妮承認玻

璃樣品曾轉送到過中國，但

是對是否違反 ITAR 禁運規

定的行為提出異議，她說華

為退還前已經檢查過，確認

完好沒問題。 

 當時的對話有些緊

張，羅珍妮一度懷疑美國政

府是否在監控她跟亞當可汗

和舒博夫的會議，亞當可汗

和舒博夫兩人也嚇了一跳。

至於受損的樣品，羅珍妮和

韓安琪一樣聲稱自己一無所

知。並且說她們的協商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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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為了確保華為仍然有

機會、成為第一個將鑽石玻

璃放在智慧手機上的公司。

如果亞當可汗現在走開放棄

合作，羅珍妮說她可能會被

免職、失業，然後取出華為

名片，顯示華為名片上的手

機號碼、以確認自己的身

份，並表示自己參加賭城電

子大展也會跟一些電子供應

商見面。亞當可汗再問及樣

品毀損和指控私自運往中國

的貨物時，羅珍妮說:「我沒

有參與，不能對此發表評

論」 

 在會面完幾天後，亞

當可汗收到了一封令人不安

的消息。 

 由於在與羅珍妮、韓

安琪速食漢堡餐桌會面的時

候，舒博夫巧遇了魔術玻璃

的另一個潛在大客戶的代

表。他對自己作為聯邦調查

局的角色感到不安、因而簡

單又冷漠地對這個大客戶不

理不採，並繼續他們與華為

的會面討論。現在，這位潛

在大客戶似乎擔心亞當可

汗、試圖發動一場競價大

戰。亞當可汗決心不失去有

希望領先科技的優勢。 

 在此之前，他要求

《商業週刊》在政府採取行

動起訴華為或逮捕行動前，

不要透露調查局的獵巫行動

的細節。但是，跟大客戶在

漢堡餐廳的意外碰面的態

度，他決定直接解釋、澄清

任何困惑，他改變主意，並

公開亞當可汗的華為故事，

同時發表聲明，指出亞當可

汗與美國聯邦調查局的合

作，聲明寫著：「亞當可汗

認真對待任何非法使用其技

術的行為。該公司將繼續與

執法部門合作，並爭取努力

加速解決這個事件的可能方

案」。 

 

* * * * * 

 一月 28 日上午，美國

聯邦調查局突襲華為聖地牙

哥分公司的設施。當天晚

上，兩名專案調查員和美國

助理檢察官凱斯勒打電話向

亞當可汗和舒博夫簡報調查

情況，專案調查員用模糊的

措辭描述搜查令的搜索範

圍，並指示亞當可汗和舒博

夫不要再與華為接觸。 

 亞當可汗和舒博夫不

知道故事會如何結束。也許

政府有可能做出結論，沒有

足夠理由對華為提出起訴。

也許檢察官認定亞當可汗的

遭遇還不夠嚴重，無法起訴

指控。果真如此的話，美國

對華為如此大動作追查違法

的行為，就會讓人不得不提

出質疑:到底是基於非法不當

行為的確鑿證據，還是急於

抓住這家中國公司做了任何

什麼壞事？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

真的斷定亞當可汗遭到攻

擊，一家中國跨國公司確實

把目標對準芝加哥一家(截至

目前)沒有收入、也沒有客戶

的小公司，這將證實華為願

意多麼處心積慮的佈局盜竊

美國的商業科技秘密。亞當

可汗說:「我認為他們正在確

定、並找尋可能做為產業鏈

關鍵發展的技術，無論企業

的規模大小、或業界地位如

何，他們都會下手追求這些

技術的對象。」亞當可汗特

別強調說華為不在乎公司大

小、這些對象對華為來說是

沒有差別的。 

 2019 年 2 月 4 日(芝加

哥)亞當可汗關於竊取智慧產

權的聲明 

 亞當可汗半導體公司

最近與美國聯邦調查局合

作，調查華為科技有限公司

對其智慧財產權的盜取事

件。當可汗半導體公司同意

根據合約將其專利的魔術鑽

石玻璃片技術送到華為的時

候，可汗半導體公司預期華

為同意遵守合約，將材料模

版樣品原物歸還，並毫髮無

損。遺憾的是，可汗半導體

公司認為華為損毀了我們的

產品，擅自將模版樣品運往

中國，並未經授權進行測試

模版樣品，再把大部分樣品

分解後退還給我們。這段期

間儘管可汗半導體公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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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華為提出書面和口頭要求

和詢問，但是我們仍然未從

華為收回所有樣品。可汗半

導體公司認真對待任何非法

使用其技術的行為。任何可

汗半導體公司資產的盜竊，

意圖或成功與否，都是不能

容忍的。可汗半導體公司將

繼續與執法部門合作，努力

迅速解決這一問題。鑒於華

為的明顯盜竊行為對可汗半

導體公司股東、員工和客戶

構成的威脅，以及對美國就

業、收入和其他經濟影響預

期的潛在損失，可汗半導體

公司正在考慮採取現有的任

何和所有法律補救的措施，

在能力所及的範圍內，可汗

半導體公司向所有利益攸關

業者公佈相關資訊。可汗半

導體公司繼續以誠信的態度

行事，以安全、道德和合法

的方式發展電子科技業務。 

 自 2013 年初成立以

來，伊利諾州的可汗半導體

公司以其專有的鑽石玻璃材

料和設備解決尖端科技的能

力贏得了全球的關注。一方

面保持美國在先進材料市場

競爭力的研發工作，一方面

創造嶄新的高科技製造產業

和其他尖端工作職位，可汗

半導體公司公開聲明努力把

鑽石玻璃專利技術的商業化

以最大限度地擴大國內經濟

影響與發展。可汗半導體公

司網址： 

https://www.akhansemi.com/. 

 

華為科技有限公司在聖地牙

哥的公司地址： 
 
San Diego Remote Office 
(Huawei Device USA) 
10180 Telesis Court, Suite 
165, San Diego, CA 92121  
Tel: 858-736-0188  
 
San Diego Research Center 
10180 Telesis Court, Suite 
#120, #220, San Diego, CA 
92121  
Tel: 858-73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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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由持股員工代表會選舉

產生並經股東會表決通過。

2017 年，部分董事辭去公司

董事職務，董事會成員進行

調整和變更。2018 年 3 月，

持股員工代表會和股東會進

行董事會換屆選舉，產生新

一屆董事會成員。目前董事

會成員包括： 

 

董事長：梁華 Liang Hua 
(Howard Liang)  

副董事長：郭平 Guo Ping、

徐直軍 Xu Zhijun (Eric Xu)、 

胡厚崑 Hu Houkun (Ken 

Hu)、孟晚舟 Meng Wanzhou 
(Sabrina Meng)  

常務董事：丁耘 Ding Yun 

(Ryan Ding)、余承東 Yu 

Chengdong (Richard Yu)、汪

濤 Wang Tao (David Wang)   

董事：徐文偉 Xu Wenwei 

(William Xu)、陳黎芳 Chen 

Lifang、彭中陽 Peng Zhong-

yang、何庭波 He Tingbo 

(Teresa He)、李英濤 Li Ying-

tao、任正非 Ren Zhengfei、

姚福海 Yao Fuhai、陶景文

Tao Jingwen、閻力大 Yan 

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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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俱樂部

日期：3月暫停一次
             2019年04月06日 (星期六) 1:00 PM
*活動日期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愛心車毯子

日期：2019年03月09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旅遊趣事多
主持：石正平
講員：石秋洋『不為人知的聖地牙哥』
      石正平『台灣環島旅遊』
感謝: 李敏修、蘇妍媚夫婦 贊助

生活座談會

電腦俱樂部
日期：2019年03月09日 (星期六) 12:30 PM
主題：Line的使用

講員：石正平

繼續跟大家分享通訊App Line的使用。

投資座談會
日期：2019年03月03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TBD
講員：George Lai

日期：2019年04月07日(星期日) 4:00 PM
講題：Roundtable Meeting
講員：Winston Lue (呂錦文)

若有什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給安崧豪(Song H 
An):  songan7777@gmail.com.

宋隆泉民主台灣攝影展
展出期間：02/27/2019(三) - 03/10/2019(日)

出身宜蘭的攝影家宋隆泉先生從1980年開始，帶著
他的相機深情走過台灣每一個角落。1986年他進入
噶瑪蘭雜誌擔任攝影編輯兼美術編輯以影像記錄近
40年。台灣民主烽起的關鍵年代，用照片書寫時代
面貌，呈現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歷史
過程，為台灣留下值得記憶的歷史。

☆2019年1-2月份禮券購買名單☆

謝節惠 $200 林瑞昌 $200
黃彩鳳 $200 林淑美 $200
吳聖嵩 $300 SDTCA $400
高進吉 $500 張蕙蘭 $500
蕭奕義 $500
本名單到02/15/19為止（累積購買$200或以上）

禮卷義賣

日期：  03/02/2019 & 03/16/2019 CANCELLED

日期：  04/06/2019  星期六 9:00 AM 
地點： Old Coach Trail – Highland Valley Road
集合：  14225 Highland Valley Road, Escondido CA 
                92025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元溢  860-904-3844

日期：2019年03月02日 (星期六)
1PM 午餐   2PM 週年慶儀式  2:45PM 節目開始
票價：$120 (可抵稅) 購票請洽台美基金會董事或中心辦公室

本次週年慶特別邀請到知名旅美聲樂家吳庭和先生
演出及鄭靜旻教授擔任鋼琴伴奏。他曾受邀在各地
台灣人夏令會、二二八紀念會、台灣加入聯合國開
幕典禮、及紐約國際文化節演唱台灣民謠。
鄭靜旻教授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馬克斯分校專任
鋼琴教授。鄭教授不但致力於表演，更熱忱於教學
中。她是加州音樂教師協會(MTAC)的會員，並志願
加入委員會替教師與學生們服務。

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
2 2週年慶暨募款餐會

日期：2019年03月23日 (星期六) 2:00 PM
主題：認識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统計
講員：劉信達 博士

人工智慧( AI ) 是目前最夯的話題。在這演講裏會討
論AI 的各面相，目前發展的近況。它對人類社會的
正反影響。進一步再討論它的基本算法(ALGORITHM) 
的演化。從早期统計學的應用之一的 樣式辨認
(PATTERN RECOGNITION)到現代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or ML)。同時會探討為何要瞭解统計才能讀
懂目前最先進的關於ML 的書。最後會去探討 ML 所
謂的學習(LEARNING)的内涵 和最新的再加強的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劉信達博士是畢業於威士康新麥廸生大學的统計
系。他的經歷都在於應用统計去改進工業用途的
研究發展，製造及管理。目前巳退休，在退休前
他有一個專注於訓練 SIX SIGMA 的顧問公司叫 LYNX 
SYSTEM.
感謝: 莊明哲教授和夫人莊柯蕙香贊助

認識科技



台灣中心2019年冬季活動表 / TACC WINTER 2019 CLUB ACTIVITY
一年捐款超過$240者，免費參加所有Clubs，授課班只繳師資，一年超過$2,000者則全免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

聯絡
Contacts

卡拉OK俱樂部
Karaoke Club

週二 Tuesday
1:00pm

每週二 1:00pm - 6:00pm
歡迎大家一起來自由歡唱

負責人: 台灣中心 
(858) 560-8884

橋牌俱樂部
Bridge Club

週二  Tuesday 1:00pm
週三  Wednesday 1:00pm

活化腦細胞、訓練邏輯、分析、思考、判斷能力的好機會
老少咸宜，歡迎您來參加。歡迎初學者加入!

Train your logic and analyze ability while having fun.

負責人：施森源
San-Yen Shi

(858) 361-2602

土風舞俱樂部
Folk Dance Club

週二  Tuesday
2:00pm - 4:00pm

迎大家來共舞…
Come join us for beautiful music and dance…

負責人：黃宜修
Yi-Shiou Huang 
(858) 674-7397

社交舞俱樂部
Ballroom Dancing Club

週二  Tuesday 4:15pm
週四  Thursday 2:00pm

Waltz, Tango, Cha Cha, Rumba, Q-Step, Salsa, Swing, 
Foxtrot,Samba, 

Bolero, Merengue, NC2-Step, Hustle, Mambo, etc. . .  

負責人：賴梅芬
 May-Fen Lai
(310) 405-4538

台美專業青年聚會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每月第二個星期三
7:00 pm - 8:30pm

2nd Wednesday of the month 
http://www.tap-sd.org/

swu@tap-sd.org

日本歌俱樂部
Japanese Song Club

週三 Wednesday
10:00am - 10:45am

銀髮族及愛好日本歌，文化及景色的同鄉可一起複習，合唱，研討
負責人：黃宗川

Chung Chuan Huang
(858) 560-8884

台灣中心長輩會
Senior Group

週三 Wednesday
10:30am

週三活動: 太極拳、氣功、午餐、合唱、排舞、交際舞、聊天。 
年度活動: 野餐、出遊。 午餐: 每人$5 。 

合唱團負責人: 蔡滿霞   陳式太極拳負責人: 邱文雄
楊式太極拳負責人: 陳婉純

負責人： 余洵洵
 Shun-Shun Yu 
(858) 560-8884

台語班
Taiwanese Class

週三 Wed 
1:00pm 

台語詩詞，聲韻，會話
Taiwanese Poems, Phonetics, Conversation

負責人：黃獻麟
Steve Huang 

(858) 450-1236

攝影俱樂部
Photo Club

週三 Wednesday
3:30pm

攝影經驗交流，歡迎大家攜帶記憶卡或是照片前來分享。
Please bring your memory cards or pictures to share.

負責人：劉信達
 shinliu@yahoo.com

西班牙語班
Spanish Class

週二 Tue 
1:00pm 

西班牙語日常會話
Daily Spanish Conversation

負責人：蘇芳子
Florence Su

排舞俱樂部
Line Dance Club

週四 Thursday
初級 5:00pm
中高級 6:00pm

排舞教學，歡迎有興趣的鄉親報名參加。
Teaching Line Dance, Everybody is welcomed.

負責人：高維
Vivian Chiang
(858) 947-8222

婦女與婦女之友俱樂部
Women and Friend Club

週五 Friday
2:00pm

氣功及舞劍術、另外不定期安排烹飪及其他活動
Chi gong, folk dance, cooking events

負責人：王英
Ing Huang

(858) 674-7397

電腦俱樂部
Computer Club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2nd Sat of the month

12:30pm

讓同鄉們在輕鬆的氣氛下可交流並學習新的電腦技能。
教學與討論內容將視參與者需要設定，
初級與進階教材將按月輪替安排。

負責人：石正平
(858) 560-8884

音樂/電影/紀錄片系列
Music/Movie/Documentary 

Study Series
不定期舉行 研討有名的音樂、電影和紀錄片

負責人：石正平
(858) 560-8884

*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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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s

聯絡
Contacts

投資研討會
Investment Seminar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1st Sun of the month

4:00pm

對投資有興趣的同鄉，每個月一次可以在中心分享自己投資的
經驗、撇步、資訊、點子。

負責人：安崧豪
 Song An

 songan7777@gmail.com

健行俱樂部
Hiking Club

每月第一個 
和第三個星期六
1st & 3rd Sat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
負責人：李元溢

Michael Li
 (860) 904-3844

Ohana 太鼓俱樂部
Ohana Taiko of TACC

週五 Fri 12pm - 2pm  
週日 Sun 4pm - 6pm

日式太鼓

桌球俱樂部
Table Tennis Club

週三 Wed 4pm - 7pm 
週五 Fri 3pm - 7pm
週六 Sat 3pm - 6pm 
週日 Sun 3pm - 6pm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其他時間，請尋球友。
 聯絡人 ：李元溢 Michael Li  (860) 904-3844  蕭奕義 Luke Hsiao (858) 353-6931

台灣中心2019年秋季課程表 / TACC WINTER 2019 CLASS TABLE

課程
Clas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內容
Class Description

老師
Instructor

費用
Fee

備註
Note

吳氏太極拳班
Wu-Styled 
Tai Chi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六 Saturday
10:30am - 12:00pm

吳氏氣功太極拳三十七式及氣功太極劍
Traditional 37-posture Tai Chi for 

self-defense and health
yinglihu@hotmail.com

胡應禮
Yingli Hu
(858) 

658-0436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太鼓初級班
Beginner Taiko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三 Wednesday
6:30pm - 7:30pm

The class instruction cov-
ers the fundamentals of play-

ing taiko,including grip,strike, 
stance, position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drum.

Jack Hsiao
(858) 

560-8884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療癒瑜珈班
Yoga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五 Friday
10:15am - 11:30am

課程將專注於強化全身的氣血循環，
循序漸進地讓身體覺醒，
達到身心靈的真正平衡。

Class will concentrate on improving 
full-body circulation to achieving 

mental and physical balance

王意筑
Celine Chen
celinew2012@
gmail.com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劍道班
Kendo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五 Friday
Beginner 6:30pm
Regular 7:30pm

由林富德老師 (劍道五段) 擔任指導，
歡迎各年齡層對劍道有興趣者參加
Welcome all ages and levels

Chief instructor Frederick Lin, 
(Kendo 5-dan). Please contact S.C. 

Chen: casd99@hotmail.com; 
(951) 961-0892

林富德
Fred Lin

$40 for 
8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台灣中心開放時間
                 週一: 休息 週二至週四: 10am - 9pm

週五: 10am - 10pm   週六: 10am - 6pm  週日: 12pm -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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