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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月刊 
(2015/5 月份)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TASA) 
3711 Cogswell Rd. #116 El Monte 91732 
      Tel: 626-755- 5105   626-233-3775 

 
 

        
 
 
 

  

 

各位親愛的長輩、會員們：大家好! 
        

                                  『溫馨五月天, 感恩母親節』本會首先在此深切祝福天下所有偉大的母親幸福安

康！母親節快樂。願我們的母親健康長壽，一生幸福。Happy Mother `s Day！ 
         

                                     每年的 4、5、6 月，是全美亞裔傳統月大洛杉磯台美人傳統週；在台美人社區間

每個社團都積極參與，主辦了各式各樣活動項目；本會不落人後. 已於 4/25 日主辦了

「銀髮族婚禮紀念慶典」頗受好評、成績斐然；也即將於 5/16 日舉辦第二項傳統週活

動-台灣民俗府城『成人禮』。以及 5/17 日，文化節園遊會，敬請會員們呼朋引伴多多

捧場踴躍參與；園遊券一張 10 元請共襄盛舉，多來購票參加，意者請洽:蔡漢成會長，

Tel:626-755-5105。謝謝! 
         

                                     近年來長輩會之亂象，皆由於少數理念不適任的理事興風作浪，引發無意義的官

司訴訟，已讓長輩會損失慘重，更加使長輩會名譽蒙羞。本會理事團隊及顧問的愛心

幫忙，大家一起努力奮鬥，有為有守、堅守立場，維護公義，誓必清除亂源。至今已

至決勝的關鍵時刻，所以我們將更堅定信念，擇善固執 ，相信正義一定會戰贏邪惡，

因此呼籲各位長輩、會員、鄉親們團結一致大力支持本會；本會一定能穩健進展，重

振會譽、才能回復往日歡樂溫馨的大家庭，再創台灣人長輩會光明的未來。感恩！ 

 

 

 

 

 

 

 

 

 

 

 

2015年台美人傳統週活動-台灣民俗府城『成人禮』 
 

主辦: 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 

日期: 20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am --- 12:00pm 

地點: 鶴園大禮堂(3711 Cogswell Rd. #116 El Monte CA 91732) 

主   1. 青少年著台灣古式服裝由父母陪同入場 

        2. 經父母祝福叮嚀、感謝撫養親恩後獨自過成長門 

        3. 長老前發誓及接受長老祝福、並由長老領導講吉祥話 

        4. 繞竹林三圈表示志節、虛心、克服人生曲折路途，走 

            向錦繡前程。          5. 自我介紹 

         6. 放幸福鳥，比喻羽翼已豐，需自行找尋自己前途，飛向目標 

         7. 贈送紅包及證書 

         8. 祝詞及勉勵 

      

 

 

典

禮

過

程 

  : 

＊＊ 歡迎母親(阿媽) 帶領您的兒女前來參加「成年禮」，併一起歡樂過「母親節」。＊＊ 

Tel:626-755-5105


2 

 

一、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歌唱比賽於 20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在鶴園大禮堂盛大舉行, 此次比賽分鑽石、 黃金、雙人組。共有 40 幾組

人參加比賽；每組參賽人都表現優異，展現出高水準的歌唱技藝。當天有超過一

百多位來賓來參觀盛會，為選手們加油打氣。大家齊聚一堂大展歌喉，切磋歌技。

也分享歌唱技巧、專長及才華. 。優秀的評審有謝秀緞老師、荒木淳一老師、蔡淑

女老師、王榮義先生、湯梅英老師、王千里老師。以其專業音業素養，熱心奉獻

辛苦服務作評審。每年的 K 歌大賽，主旨為提倡正當娛樂，促進人際間和偕，透

過歌唱比賽落實以歌會友、廣結善縁；快樂參與，「唱出活力，唱嚮健康」。 

           當天比賽圓滿完成後，即依參賽選手音色、技巧、音準、節奏、感情、台風、

儀表評分， 選出各組冠、亞、季軍及優勝 3-5 名；頒發獎金、獎盃 及獎品。  

      恭禧各組得獎者。          
      鑽石組：冠軍 一林益誠      亞軍 一邱黃淑貞     季軍 一孫天昭      

                         優勝獎     一廖秋夫、阮國珍、鄭幗芳 

      黃金組：冠軍 一朱明蓮     亞軍 一杜蕊珠        季軍 一 陳繡枝     

                         優勝獎    一李銘璇、徐遠權、郭銘時、陳惠敏 

      雙人組：冠軍 一楊瓊音&吳至明     亞軍 一 李秋萍&邱國斌   

                         季軍 一堀川月裡&堀川照 

                         優勝獎 一 李映潔&楊錦忠、朱秀勤&孫天昭、張由美&黃旗德 

     精神獎：程大學、其木節子 

 

2015 年 4 月份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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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已於 2015/4/15 日召開四月份理事會議記錄如下: 

台灣人長輩會 2015 年四月份理事會議            記錄: 李美紅理事 
日期    : 2015年 04 月 15日 (星期三) 下午 5:00 

開會地點: 長輩會辦公室(131 S. San Gabriel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主席    : 蔡漢成會長 

出席理事: 蔡漢成  江美娟     陳    嘉   曾振輝     蔡盧錫金   潘林雅卿 

                     蔡秀玟   王喜美      林秋子    王千里     李美紅 

主席宣布開會: 

開會議題:  

1.   討論第二＋五屆 金婚/銀婚 (4/25/15  星期六) 籌備事宜 -  

  決議：. 報名  -  . 目前有四對報名，正在接洽更多合適人選 

                              . 不收報名費、自由奉獻  

               . 金婚的證明文件 - 將由會長寄送至州長處取得卅長簽名      

               . 邀請來賓 -  . 經文處 / 僑教中心 官員   

               . 台灣會館董事長黃文谷先生、及傳統週召集人張簡昭智先生         

               . 獻詩班 - 蔡盧錫金理事已邀請一對夫婦擔當 

               . 禮物  -  多位理事提出各種不同建議，最後通過由副會長江美娟提   

                           議的心型相框，由獎杯公司特別製作。江美娟將負責接洽獎杯公司。     

                              ***另蔡盧鍚金理事的朋友將義務製作肥皂花籃贈送給金婚者 

               . 賀狀  -  有心型相框禮物將不再另外製作金婚、銀婚賀狀。          

               . 蛋糕  -  已向一福堂訂三層蛋糕 (10"+8"+6"). 因同時需做三、四月份的 

                               慶生會所以另加一個慶生蛋糕。      

               . 花童－對  -  將尋找適合人選 

               . 伴郎、伴娘  -  由副會長陳嘉及選務委員李美華擔任 

                                           參加者亦可自帶親友當伴郎/伴娘 

               . 婚禮拱門 - 由副會長江美娟負責購買 

               . 香檳 - 6瓶 

               . 便當 - 90個  (非免費、需自購便當) 

               . 頭紗、地毯 - 都在 儲藏室，無需另外購買 

2.   臨時動議  - 每星期四的活動日因原先義務負責的江副會長及蔡秀玟理事都另有 

                           他事無法前往幫忙 

       決議: 活動日將由 4/21/15 起改為每星期二舉行，屆時 蔡秀玟理事及其它理     

                  事可輪流負責。將與鶴園協商新活動日。 

3.  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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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傳來喜訊，在台美人社區間廣受好評，

每年都會盛大舉行的「銀髮族婚禮紀念慶

典」已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

十時在鶴園大禮堂舉行；這是台美人傳統

週活動之一、由台灣人長輩會主辦「愛你

一生一世-銀髮族婚頌禮讚」暨慶生月例

會；亮麗蔡登場。今年有九對夫婦參加，

他們結婚都超過 35 年。這九對夫婦身穿

新郎、新娘禮服,在伴郎和伴娘的牽引下一

起穿越幸福門，安排喝交杯酒、親吻新娘、切蛋糕。迦勒團契合唱團現場演唱祝福歌

曲一片喜氣洋洋。陳嘉理事及主持人翁芬芬女士演唱結婚紀念歌及甜蜜的家庭，氣氛

溫馨, 然後由王黎明牧師証道、祝福每對夫婦健康長壽,百年好合；並再三推崇金婚夫

妻守護婚姻、家庭，辛苦養育兒女、奉獻社會，是年輕人的學習楷模。感謝經文

處王秉慎副處長及徐允功組長撥冗前來參加盛會，致詞時說: 看到這麼多銀髮伉儷

相扶相持、形影伴隨，他們忠誠相待、和諧相愛經營幸福家庭，對於社會安定祥

和深具潛移默化影響，向長輩們致上最高敬意。當天一同前來觀禮的子女及眾多

來賓都感到又溫馨又興奮而留下甜蜜快樂的回憶。也分享了〝 摯子之手，與之偕老〞

的真諦。(更多活動照片請上網 www.tasala.us ) 隨後由蔡漢成會長主持慶生月例會為 3、

4 月過生日的壽星準備蛋糕和紅包，並有精彩的餘興表演節目。 

       

   

   

   

三、四月是春暖花開鳥語花香的季節， 

http://www.tasa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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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4/11/2015 長青盃卡拉 Ok 歌唱比賽: 
 

贊助者: Meiyi Enterprise $400. 其木節子(王榮義募款)$200. 蔡錦榮$200.  

              林秋子$200.曾輝光$100. 周芳泉( 周月霞募款)$100. 

              黃蔡瑞雲$100.吳信愛$100. 蔡秀玟$100. 曾振輝$50. 

會員奉獻: Johnnie Chuang$50. 巫秀珍$50. 黃盛昭$40. 林益誠$20. 張慧珠$20. 

                 周月霞$20. 曾光華$20. 便當奉獻$440. 

會員會費: 普通會員:(新) 張歐寬、鄭幗芳、黃華權、朱明蓮、李淑晶、 

                                         朱秀琴、邢金蘭、周寶玉、郭銘時 

                                  (續) 路霄霞、杜蕊珠、徐遠權  

 

4/25/2015 銀髮族婚禮紀念慶典: 
 

慶典贊助: 楊嘉猷$200. 張簡俊文$200. 李善謀$120. 翁芬芬$100. 吳信愛$100. 

                 王黎明$50. 李富木$20. 鄭啟煜$20. 黃蔡瑞雲奉獻 15 個便當. 

會員會費: 永久會員:(新) 林雪莉 

                  普通會員:(新) 鄭啟煜、王月錦、顏文雄 

                                  (續) 李達雄、李林玉華 

會員奉獻: 潘林雅卿$86. 林益誠$80. 卓許招治$50. 黃盛昭$40. 李規三$20. 

                  孫李速$20. 周月霞$20. 高玉蘭$20. 范廖吐妹$20. 便當奉獻$306. 

更正:  2015/3/21 日長輩會 35 週年年會黃淑惠奉獻$35.誤記為 $20. 特此更正     

           致歉並再次感謝!    
 

  (感謝以上所有捐獻，如有遺漏請告之更正。謝謝大家)   

感謝:1. 兩位主持人巫秀珍女士(長青盃卡拉 OK 歌唱比賽) 、翁芬芬女士(銀    

            髮族婚禮紀念慶典) 精彩主持，伴娘(李美華) 伴郎(陳嘉) 的牽引服務. 

         2.感謝所有為卡拉 OK 歌唱比賽及銀髮族婚禮紀念慶典的贊助人。 

         3.感謝王榮義顧問為慶典全程錄影拍照, 並制成 DVD 影諜, 贈送一組給 

             本會紀念. 會員若有需要留念可向本會購買一組$20 元。 

         4. 感謝 DJ 邱國斌先生、以及理事、義工為慶典熱心奉獻、辛苦服務。 

 

 

         

~~2015 年 4 月份奉獻名單及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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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TASA)2015/4 月份會計報告表 

日期 項目 說明 收入 支出 結餘 

3-30 上月結餘 上次報表結餘   $13,175.88 

4-2 郵資費 300x0.49=147  $147.00  

4-2 文具用品 Copy 紙一箱  $30.51  

4-11 K 歌比賽 Event 奉獻收入 $1,790.00   

 K 歌比賽 Event 便當奉獻 $440.00   

 K 歌比賽 Event 報名費 $760.00   

 K 歌比賽 Event 會費收入 $220.00   

4-15 年會 Event 應收廣告費(200+100) $300.00   

4-17 K 歌比賽 Event 獎金 350x3=1050 車馬費 60x6=360  $1,410.00  

 K 歌比賽 Event 獎盃 255.61 獎品 102.49  $358.10  

 K 歌比賽 Event DJ  $400.00  

 K 歌比賽 Event 什支(號碼牌等)  $27.68  

 K 歌比賽 Event 便當支出 90x6  $540.00  

4-20 什支 水杯咖啡奶精手紙等  $98.74  

4-25 銀髮族婚禮 Event 奉獻收入 $1,166.00   

 銀髮族婚禮 Event 會費收入永久一名普通 3 名續 2 名 $300.00   

 銀髮族婚禮 Event 便當奉獻($306+$22) $328.00   

 銀髮族婚禮 Event 相框  $39.07  

4-25 銀髮族婚禮 Event 生日紅包 11 個  $66.00  

 銀髮族婚禮 Event 蛋糕、三層蛋糕及香檳  $176.58  

 銀髮族婚禮 Event 什支(禮品花門佈置用品等等)  $189.10  

 銀髮族婚禮 Event 便當 80x6  $480.00  

4-28 應用用品 Copy Machine Rental(4/29-5/29)  $104.03  

      

 小計  $5,304.00 $4,066.81 $1,237.19 

4-30 律師費 訴訟付吳律師、黃律師  $11,000.00  

 總計    $3,4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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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份預告服務事項 
一、本會訂於 5/7/2015(星期四)下午 6:00PM 在長輩會辦公室(131 S. San Gabriel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召開 5 月份理事會議。 討論會務並公佈財務報告,  請  

         理事、顧問務必撥冗參加。 

二、南加州台灣人長輩會,將於 20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10:00- 3:00pm 在鶴   

園大禮堂(3711 Cogswell Rd.  #116 El Monte CA 91732) 舉行 

慶生月例會暨台灣民俗府城成年禮, 這是大洛杉磯台美人 

傳統週活動項目, 本會再次主辦台美式府城成人禮— 

『做十六歲』轉大人的現代意義，在於讓孩子知道自己已 

經長大，今後必須自我約束、自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對家庭、社會、國家盡一份應盡的職責, 其社教意義遠較過 

        去尤為宏廣深遠。邀請 15up--18 歲男女青年踴躍 報名參加.  欲知詳情可洽詢： 

          蔡漢成會長 626-755-5105，召集人蔡盧錫金理事 323-728-5299。同時會  

          慶祝母親節，祝福天下所有偉大的母親幸福安康，並贈送母親們禮   

          物，也舉行慶生月例會，為五月份生日壽星慶生，送生日紅包、         

       切蛋糕., 更有豐富精彩的餘興節目,卡拉 0K 聯歡、還備有精美可口   

       的午餐以及咖啡、 茶水招待・請大家踴躍擕親友參加一同歡樂。 

  
 
 
 
 
 
 
 

！！新活動！！                                        鶴 園 書 法 班 

   

 

 

謝施美桂、廖秋夫、黃漢水、 陳志平、余中媛、Joyce Lin、 

林月桃、劉煥淮、黃淑惠、彭麗雪、吳至明、黃華權、劉濤、 

何孟修、陳禧宏、吳文裕、陳小妹、余文貴、黃林玉珠、 

郭惠俐、陳美珠、林益誠、堀川月裡、 邱秀眉。 

有意參加慶生會，請電話聯絡 626-755-5105 蔡會長 
 

 

 

 

 

 

 

 

 

 

 

 

 

 

 

 

 

 

招   

生 

日期 : 每逢星期一 (1:00pm-3:00Pm) 「時間可再調整」 

人數 : 六位 UP                       

程度 : 不論任何程度 

收費 : 免費 (請自備文房四寶) 

導師 : 黃鵬運       助導 : 二位 

連絡電話: 626-233-3775 (陳嘉副會長) 

揮亳之間、怡情養性 

請快來報名參加吧！ 



8 

 

＊＊＊重重重   要要要   通通通   知知知！！！！！！！！！＊＊＊＊＊＊＊＊＊ 

從 2015 年 5 月份開始『會員聯誼日』，由每週四改至每週二，活動暫定如下:  

新的活動項目如民族舞蹈班、花藝班、畫圖、書法、合唱- - -etc. 都在積極規劃招

生中，敬請留意更新報導。  
 

 

會員聯誼日(每週二 10:00am --- 5:00pm) 

活動場所: 鶴園大禮堂(3711 Cogswell Rd. El Monte, CA 91732) 

11:00AM ----  

            12:00AM         

社交舞 

(蔡秀玟老師) 

大家一起來跳舞 

     —舞出健康人生。 

 

12:30PM ------   

            1:30PM 

元極舞、排舞 

(黃喜穗老師) 

    活動筋骨.怡情養性 

        既健身又可交朋友 

1:30PM ----   

            5:00PM 

卡拉 Ok 歌友會 

(魏博基、廖秋夫主持) 

以歌會友，引吭高歌 

—唱出歡樂生活 

 

  

 
    長輩心聲園地，歡迎大家踴躍說出心內話。(對長輩會現況，有任何意見

或   

                建議，歡迎發表、指教)    電話 : 626-755-5105蔡會長。 

 

 
 

 

 

 

 

 

 

    長輩心聲園地，歡迎大家踴躍說出心內話。(對長輩會現況，有任何意見

或 建議，歡迎發表、指教)    電話 : 626-755-5105蔡會長。 

 
 

 

 

 

電腦咨詢站

 

免費提供電腦運用等相關 

問題解答 (626)755-5105 

 蔡漢成會長 

也會開課教學如 iPad,  

iPhone----等應用操作. 

 
三五好友 

逛花園 

這是一項戶外活動, 每次可

以帶領四至五位長輩會會

員, 免費遊孔雀園或杭庭頓

圖書館花園.在風和日麗, 身

處全美氣候最優的洛杉磯, 

邀約三、五親友, 一起遊花

園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洽詢或預約請打電話 626-

755-5105蔡漢成會長, 或

562-405-5195江美娟秘書. 

                   
影諜互惠社 

本會已接受許多捐獻的

影碟已整理好, 可供會員

租借, , 可在每周四,來鶴

園，選取喜歡的影碟,辦

理登記, 就可帶回家觀賞. 

 

人人歡迎  免費參加 ! ! 
提供: 下棋、閱讀書報、打乒乓球 

聯絡: 蔡秀玟 626-434-0578、 Lily 626-941-6249 

蔡漢成 626-755-5105。Kurt Chen 626-233-3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