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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的話  ˙ ˙ 

敬愛的台灣會館永久會員及台美鄉親朋友們， 

2022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一切順利、安康！ 

鄉親們都知道目前 Omicron 病毒感染力很強，我們還是需要小心避免太多群聚，

讓這一波病種快速消失。會館原本一月策劃現場舉行的面對面活動也暫時延後或採用

線上舉辦。 

雖然傳染病毒看來越傳越廣，可是我們必須保持樂觀的態度來面對接下來一、二

個月。很多醫學專家都開始表態 Omicron雖容易傳播，但它不像其他變異病毒那麼嚴

重侵襲肺部，有打疫苗的人影響不大，反而重症減輕，死亡率很低，專家們看好 Omicron

將替代其它嚴重的前病毒(如 Delta)，把這波新冠病毒變成我們習慣的流感來處理，希

望 2022 春季將是社區開放，回歸正常生活的美好前景。 

台灣會館及全體董事們也繼續策劃推動這新一年的一系列生活座談會和傳統台

美人所期待的活動。董事和工作人員們都在謹慎態度下進行各類有意義的活動和溝

通。我們很慶幸有多位鄉親們的熱心支持，盼望 2022 年與大家在各場合同聚。 

在此恭祝鄉親朋友們在即將來臨的農曆虎年好運到，事事都如意，虎虎有生豐。 



台美人社區共同舉辦記者會抗議 NFL 將台灣列入「一中地圖」 

台美人社區抗議 NFL將台灣列入「一中地圖」 

  

  職業美式足球聯盟(NFL)於去年

(2021)12 月發表全球行銷佈局，其官網

發佈的世界地圖卻將台灣列為中國的

一部分，這樣罔顧事實的舉動引起了不

少台美僑胞們的不滿。 

在事件發生後不少美國媒體報導

NFL 的「一個中國」地圖可能會惹來非

議，同時也有數位美國政要公開譴責

NFL 的不當行為。 

  有鑑於此，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基金

會以及多名台美人社團代表們於 12 月

23日 2021年共同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舉行記者會，來向 NFL 表達強烈的抗

議，要求 NFL 尊重成千上萬的台美人

的民意，台灣不屬於中國，請儘速將錯

誤的地圖修改後並給予台美人合理的

解釋。同時也要求 NFL 以正確適當的

方式來開拓台灣市場，而不是經過毫無

權利及資格的中國來代表台灣。希望

NFL 能與台灣方面相關單位進行誠懇

的協商，大家也樂見美式足球的市場未

來在台灣能夠蓬勃發展。 

  董事長陳柏宇表示，台美社團認為

NFL 做法是很大的錯誤。「台灣不是中

國的一部分，台灣是獨立自主的政經實

體和市場。」他希望 NFL 在擴充海外

市場時，能正視這個不爭的事實。「NFL

要想清楚、看清楚這一點，立即將地圖

釐清，以免未來有更多的困擾。」 

  執行長林榮松表示，美國是一個尊

重人權的國家，人民輿論的力量是很大

的。記者會主要是向 NFL 提出抗議，

把台灣當成中國一部分是錯誤、違反事

實、不尊重台灣人的意識。希望 NFL 做

出回應。 

  召集人吳兆峯表示，美國有近百萬

台灣僑民，許多台美人在美國安居樂業

數十年，順利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並且

不少入境隨俗的台美人已是忠實的足

球迷。大洛杉磯是美國最多台僑聚居的

地區，台美人不可能在得知這個新聞後

默不表態。擁有 2300 萬人口、過著獨

立自主生活的台灣並不受中國的控制。 

  當天也有多個台美人社團領袖也

紛紛發言，針對 NFL 行為提出抗議。 



 

柑縣同鄉郭博資先生，

是畫家，也是企業家。日前在

柑縣台灣同鄉會舉辦的健行

活動中得知會館將重新改建

的計劃，他與夫人馮芳代立

即捐出 $5,000，並表示願捐

出心愛畫作來為台灣會館籌

募資金。郭博資先生並表示，

只要是柑縣台灣同會的鄉親

捐$1,000 以上，即可獲得他

親筆畫作一幅。 

郭先生義舉立即獲得同

鄉陳立民、楊正義、王漢平、

謝柏年等親鄉的支持。非常

感謝郭博資、馮芳代伉儷的

拋磚引玉。 

   團體會員活動花絮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本著服務鄉親理念，期望能擴大服務會館永久會員，若貴

會有最近已舉辦或即將舉辦的活動需要會館為您報導，歡迎您將活動資訊 Email

到會館 tcgla@taiwancenterla.org，我們將會在每月出版的會訊中為您刊出。 

 

 

 

  

柑縣台灣同鄉會於 1 月 2 日在拉古納尼格爾湖公園

（Laguna Niguel Regional Park），舉辦「元旦健行–跨越疫情．

迎向曙光」活動，吸引 60 多位鄉親一起來享受大自然美景。 

活動由會長黃而明帶隊，大家沿著尼格爾湖邊長 3 英哩的

泥土路健行，在大自然中步行、探索，並欣賞湖山美色，中午享

受品嚐懷念的美食—台式便當。 

林榮松執行長在活動向鄉親說明會館計畫籌款，重新打造

的會館，定會將台灣精神永恆傳承給下一代，誠摯歡迎鄉親出錢

出力貢獻一份心意，讓重建計畫順利進行。 

 

1/23/2022 (星期日)10:30am-4:00 pm 

@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新冠肺炎病毒及疫苗」 

中央研究院賴明詔院士 

 疫情關係名額有限(75 人)，請 NATMA-SC

會員盡早報名參加。 

 若您不是醫師會的會員，北美洲台灣人醫

師協會也歡迎您參加訊視年會，年會講題與

大家息息相關，歡迎報名參加。 

報名請洽：May Tsai 

email: maymayt5@gmail.com  

或是手機簡訊 (909)348-3937 

 

10.30 am: 范同宙會長致詞  

10.35 am: 主題演講「新冠肺炎病毒及疫苗」 

／中央研究院 賴明詔院士 

11:30 am: 午餐 

12:30 pm: 最新心臓病學科技  
／Cheng-Han Chen, MD, PHD 

 1:10 pm: 阿茲海默症新知／廖俊惠醫師  

 1.50 pm: 服務台灣偏鄉醫院的經驗及生活集錦 
／楊熾勳醫師 

 2.30 pm: 如何投資股票／陳惠亭醫師 

 3:10 pm: 娛樂節目 

 4:00 pm: 年會圓滿節束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新館工程進度報告 

親愛的永久會員、鄉親們大家好！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因為有大家的熱心捐助，讓會館原地重建的速度有了很大的進展，相信在

不久的將來就能有一個嶄新而且充滿願景的新會館呈現給大家。會館仍需要大家的鼎力襄助，預

計在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能破土動工，讓我們大家一起為這個美好的願景努力。 

為了能讓廣大的鄉親能更快速地了解會館新館的工程進度，只要有新的進展，我們會在會館

的會訊中報告給大家知道！再次感謝廣大鄉親對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疼惜及支持。 

建築用地：46,075 SF(1.057 Acres)  建築面積：67,919 SF  地上四層樓高：63’-2”/4-Story 

大樓內有：4 間店面、1 間餐廳、辦公室、大禮堂、圖書館、展覽館、會議室、小禮堂、教室、中庭、

42 戶住宅、208 個停車位等。 

          住宅說明：二樓 (一房 3 戶、二房 5 戶) 

              三樓 (一房 5 戶、二房 12 戶) 

              四樓 (一房 5 戶、二房 12 戶) 

         停車位：地下二層(34 位)、地下一層(62 位)、一樓(45 位)、一樓夾層(67 位) 

 

     

  



 

一百萬美元 

冠名：大禮堂命名權 

王桂榮家族基金 

楊信家族基金 

田詒鴻 

古榮一／古陳秀貞 

五十萬美元 

冠名：會館會議室或教室命名權 

徐月蘭慈善基金會 

殷清隆基金  

王家培／許月琴 

林明昆／林榮松 葉上毅 

三十萬美元 

冠名：會館大禮堂走廊展示牆留名權 

黃培城／蘇百瑾 

二十萬美元以上 

林富文／黃美惠   賴銘宗 

十萬美元以上 

冠名空間：會館圖書館區域留名權 

余崇孝 謝婉香 施慶順 

許世崇 陳慶恩 蔡石津 

五萬美元 

冠名空間：會館外磚留名權 

陳柏宇 吳武雄／許世環 

魏昭博 曾繁畑 賴淑遠 

三萬美元 

冠名：捐款名人堂列名 

楊惇義／陳昭瑛 

詹久松／張淑玉 楊盛繼 

二萬五千美元以上 

吳東昇 Young Green Foundation 

二萬美元以上 

林國彥 張國興 曾陽川／陳蕙詩 

洪伯隆 陳忠賢  王肇俊／林敬愛 

蔡鴻展 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 

李汝成李楊娟娟紀念基金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南加州分會 

一萬五千美元以上 

 吳尚誠 蘇俊成／吳伊華  陳昌平 

 吳光太  柑縣台灣同鄉會  

一萬美元以上 

游 泓／張欣珠 吳大衿／羅瑞梅 

葉俊麟 邱俊杰 林創一／王清美

張菊惠 鍾明達  張邦彥／李掌珠 

林裕豐／張淑玲  方子麟 黃祖德 

劉憶明 馮克隆 溫玉玲  林俊明  

余忠村／李月英 張介奎 王世雄 

陳映嘉  林上雲  劉雅薇  張瑞穗 

溫在仁  溫在美 溫白美玉  

不具名銀行  洛杉磯台美商會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蔡女士 Seng Hsiang Lin 

Jeffrey & Meiying Yeh 

Wei Kong & Meisha Chen 

五千美元以上 

陳添壽 周金榜 許春惠 徐先哲 

陳東榮／李芬芬 宋瑞卿 郭慈安 

劉玲華 林淑卿 許正雄 黃英明 

許維鈞 翁英展 蔡錦榮 陳錫清 

蘇詵詵 李俊賢 陳瑞珠 李國鋒 

許宗邦 許正龍／潘掬慧 蔡雲志 

張傳謙／蔡玉燕 潘意玲 沈珀佳 

王美容 洪清順 曾俊杰／吳育玲 

陳金忠／張珍香 郭博資／馮芳代 

南加州台灣客家會 

Chou Family Fund    

Daniel & Joyce Yang 
Commercial & Industrial Design Co., Inc. 

陳行五 陳春仁 曾敏雄 林尚甫 

蔡崇仁 葉思雅 大成鋼鐵集團 

林武彥 

三千美元以上 

林福田 呂世豪 王梅鳳 沈裕明 
沈仁義 張瑞菊 王克雄 蘇惠美 
葉忠佑 林基龍 丁昭宗 黃銘錫 

謝秀月 劉先生 楊惠喬 楊貴運 

Wendy梁  

二千元以上 

廖碧珠 吳兆峯 蔡漢成 王劍峯 陳先生 蔡長宗 何乃智 李錦雪 

楊琬柔 翁英修 張晉作 何峻豪 黃昭竣 陳淑貞 翁一菁 林正德 

林碩儒 蔡瀛如 高瑞智 高文環 陳正宏 何正泰 周芳全 陳文學 

何 元 黃曠仁 傅舟山 陳清義 林仁川 林惠洲 趙韻梅 林益顯 

李美紅 吳連山 李柏園 方玉玫 游蕙綾 薛季祝 黃重明 謝柏年 

黃友彬 蕭秋文 郭禮慶 潘春輝紀念 黃文爵紀念 新台灣食品 

張簡俊文 台美史料中心 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   

Johnathon M. Lee 

一千元以上 

王耀廷 林昭明 林正賢 張佩鑾 陳玲華 楊文顯 陳含青 劉博仁 李豐源 蔡明章 蕭東賢 陳芃佑 黃哲陽 

侯淑紅 沈柏文 陳鶴騰 林蓮華 蔡幸珍 鄭錦家 蔡育智 林若璇 莊秀蓉 袁 玫 洪國隆 楊悅英 冉瑞宜 

黃群雁 黃麗英 黃俊炯 楊朝陽 黃永全 陳東儒 吳信愛 吳先生 楊茂生 蔡明康 林淑娥 林淑美 蕭秋芳 

吳惠鉉 鄭如娜 陳惠瑤 李進興 劉思嘉 陳建全 黃意晴 黃瑞宗 陳素真 李俐奶 朱耀熙 汪碧霞 周慶平 

洪陳鋒 黃伯賦 王文隆 葉錦如 黃淑梅 陳啟耕 陳惠亭 鍾秀雄 李淑櫻 林冠豪 汪俊宇 陳武成 余淑華 

廖振榮 賴鈺祺 賴劉利 林學義 鄭恩良 蔡茂盛 葉怡蘭 吳文化 廖彬淳 黃建誠 宋雲通 張敏君 胡安瀅 

冉淑綺 魏守逸 陳鍵鎔 張 真 潘麗秋 蘇凱筠 楊熾勳 梁先生 何素美 翁櫻珍 王漢平 林名甫 蔡慶邦 

陳立明 莊海瑞 鍾施金女 台美菁英協會洛杉磯分會 洛杉磯台美商會青商部 美洲高雄中學女中校友聯合會   

秦雪華  中美會計事務所 Pu-Tao 李 Bex 黃    Chuang Teng  Beverly 張       Rising Sun Group, Inc.    

Po-wen Hu   David 黃   Joseph H. Liu    Jai Jih J. Jung   Shih Hung Lin         

Mo Mo Wu     Ming C. Lai  Crown Plaza LLc.    Andrew Chou 

2018-2022  

四千美元以上 



 



 



   

講題：「一路發(168)飲食科技」 

1. 16 小時空腹：讓胰臟(Pancrease)有充分時閒休息。平常一吃東西，胰臟就會分泌胰島素(Insuline)來壓

制血糖，形成過勞，產生抵抗力(resistance)的可能性。讓大腸有充分時間休息。大腸是免疫系統的主要場所，

蔬菜是一種益生元(prebiotic)，吃很多各種顏色的蔬菜，到大腸就變成益生菌(probiotics)，使大腸充滿好的

細菌，有利發揮免疫力。最新學說認為有「腦-腸軸心(Brain-Gut Axis)」大腸的健康和腦筋關係密切。這 16

小時內喝溫水，麥茶，綠茶最好，或黑咖啡(不可加糖加奶) 

2. 8 小時內吃進充足營養食物：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或 11 時至下午 7 時。進食時「先」食蔬菜，其次蛋、魚、肉，最後吃米飯麵澱

粉類。理由是如此才能預防「血糖」「突然升高」，血糖突然飆升會引起血管硬化，

容易引起阻塞。可以食兩餐，或一餐，只要在 8 小時內吃完所有營養物，包括水

果(木瓜、鳯梨，奇異果、香蕉、蘋果、芒果 etc.)，任何營養必須物(例如：Flaxseeds 

(亞麻種子，必須打碎）Walnuts(核桃-含多 Omega-3)、蒜薑蔥、薑黃、薑黃素

(Garlics, Gingers, onions, Turmeric, Curcumin )、海帶 Kombu) 

主講者：陳惠亭醫師 
1966 台北醫學院第一屆畢業 

在美任麻醉科醫師 2009 年退休 

時間：1 月 30 日 2022 年(星期日)下午 2 點至 3 點 30 分 

 Webex Meeting 

Meeting link: https://t.ly/Li9Q 

Meeting Number: 2554 593 4688 

Password: tctalk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Taiwan Center Foundation of Greater Los Angeles 

3001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626-307-4881     tcgla@taiwancenter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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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pal@taiwancenter

或 支票  

Title 請寫 : Taiwan Center 

Mail to : 3001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2021 12  

 12/23/2021(星期四) 台美人社區抗議 NFL

將台灣列入「一中地圖」，會館與台美人社

區代表在會館舉行記者會，向ＮＦＬ表達強

烈抗議，要求尊重台美人民意，修改地圖。 

2022 1  

 1/30/2022(星期日)下午兩點將舉辦第 13 

次線上生活講座。講座邀請到疼痛科陳惠

亭醫師來為大家講「一路發(168)飲食科

技」，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參加講座。 

2  

 2/27/2022(星期日) 228 七十五週年紀念

會，將以視訊方式舉辦系列活動。

會館大禮堂及小會議室很適合舉辦中、小

型活動，如需要租用場地或是刊登電子海報廣

告，請與會館辦公室聯絡，電話：626-307-4881

或 E-mail: tcgla@taiwancenterla.org 索取場

地租借申請表。您也可以直接上大洛杉磯台灣

會館網站 www.taiwancenter.org，於首頁左邊

點選「表單下載」，再下載「活動場地租借申請

表」，填好後 Fax 到會館 626-3074-4388 即可。 

  電子海報廣告部分，會員$5，非會員$10，

電子海報廣告可以在 1 個月前即開始宣傳。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台美人僑營商家推薦表

敬愛的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永久會員： 

在大洛杉磯每個人都需要好的服務業

者來協助解決生活起居上的種種問題。如

修理汽車，換輪胎，修理水電， 房屋改裝，

會計師，家庭醫師，專科醫師等等。現在許

多鄉親常常來電會館辦公室詢問能否介紹

僑營業者或專業人士， 因為大家也比較希

望能夠支持自己台灣同胞企業。台灣會館

的永久會員都是熱心公益的台美人，大洛

杉磯台灣會館工商服務委員會保持服務及

回饋台美鄉親的心，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

供自己喜歡的僑營企業及各界業者的相關

資料，請大家提供自己或自己光顧過的公

司，台灣會館將把大家提供的資料列入名

單，來提供給鄕親們參考。 

我們期待更多台美人商家的推薦，煩

請會員幫忙推薦填寫 https://t.ly/wkOo 

 
或請掃描QR Code 填寫表格，等資料

收集彙整齊全後，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會提

供給永久會員鄉親參考。 

謝謝您的協助！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永久會員 

Line 官方帳號 

mailto:tcgla@taiwancenterla.org
http://www.taiwancente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