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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臺灣同鄉會歴任會長 

屆次 年度 會長 

第一屆 2010-2011 翁錦鐘 

第二屆 2011-2012 楊添茂 

第三屆 2012-2013 陳桂蘭 

第四屆 2013-2014 郭華 

第五屆 2014-2015 鍾振乾 

第六屆 2015-2016 高逞陽 

第七屆 2016-2017 簡雅如 

第八屆 2017-2018 李明珠 

第九屆 2018-2019 陳麗都 

第十屆 2019-2020 吳碧蕙 

  

                   矽谷臺灣同鄉會 2019-2020 會務團隊 

會長: 吳碧蕙 

副會長: 李佳林 

理事: 林秀鳳、陳麗都、薛澤煌、王詠絮、黃玉芬 

秘書: 陳碧雲 

財務: 陳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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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陳碧雲 / 主編 

 

2020 年是史無前例的一年。 矽谷臺灣同鄉會慶祝十歲生日，全球面臨如何

有效控制 Covid-19 (武漢肺炎）的挑戰。加州旱季嚴重的野火也雪上加霜

，在已撕裂的傷口上再撒鹽，不只造成資產嚴重的損失，也帶來對身體非常

不健康的 PM2.5 空氣汚染。 

 

自今年三月中旬，加州政府下令居民得居家防疫，除非生活起居的必要，不外出，不群聚。不

賣生活必需品的商店、服務業、娛樂業都停擺。外出戴口罩，帶消毒洗手液，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等，都得規劃成為正常的生活準則。主要以服務鄉親為宗旨的臺灣人社團面臨空前的挑

戰，矽谷臺灣同鄉會當然也不例外，理事會團隊精心設計、策劃的活動得逐一取消。如何解決

無米之炊，就得靠機智應對。幸好，矽谷臺灣同鄉會今年有位反應快、眼觀四面、耳聼八方的

吳碧蕙會長。她警覺到這裡臺灣鄉親因缺乏可信賴的口罩而感到惶恐，積極將本鄉會帶入口罩

隊的陣營，不餘遺力地設法進口、團購 、快速分發 Made-in-Taiwan 的優質醫療口罩，免除

鄉親們心裡的困擾和憂心。 

 

慶祝矽谷臺灣同鄉會 10 歲生日，不能聚集辦慶生會，如何給鄕親身心皆倍受煎熬的一年，留

下一段美好的回憶？矽谷十年的特刋就這樣播下種子、發芽了。感謝理事團隊支持，前會長們

及會員的認同，理幹事團隊成員陳桂蘭，黃玉芬，吳碧蕙，二話不説就答應負起編輯的繁雜重

任，臺美人第二代年輕人 Leona Chen 也爽快地答應以她的藝術天份幫忙設計特刋封面，編輯

小組很快地就順利形成。因為 Covid-19 疫情及經費考量，本特刋以電子檔發行，不但跟上時

代，電子作業的腳步，也附合環保，經濟實惠的原則。(請參閱第 37 頁附註。) 

 

感謝前會長們及熱愛矽谷臺灣同鄉會的成員，在期限內不吝執筆，撰寫、分享他們對本會的回

顧與展望。也特別感謝編輯小組的細心，面面俱到地閲稿，修稿，校稿等等，讓本特刋能在短

期內，順利地如願發行。期望會員及鄉親們樂於閲讀本刋，在其中能尋回溫馨，甜蜜的回憶。

在此 COVID-19 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制之際，敬請鄉親們小心防疫，保重身體健康，平安。希望

我們不久就能解疫，重享快樂相聚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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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矽谷臺灣同鄉會創會十週年 

江詩怡 / 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會長 

 

位在舊金山灣區科技重鎮，矽谷臺灣同鄉會的成員不但人數眾多， 而且人才

濟濟。 

 

矽谷臺灣同鄉會每年夏天的烤肉聚會，是我最期待的！鄉親們攜家帶眷，聚

集在公園裡，吃著烤肉及臺式刨冰，話著家常，讓我們隻身到美國成家立業

，家人都在臺灣的小家庭，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庭的溫馨。叔叔阿姨們熱情的招呼小朋友們，同

儕中討論時事，分享生活智慧，愉快的一下午，可以讓我們回味許久！ 

 

第一次跟矽谷臺灣同鄉會吳碧蕙會長合作是 2016 年美西臺美人夏令會，她的妙語如珠，讓我

緊張的心情放鬆不少，她在現場教導我許多辦活動要注意的細節，讓我受益良多。之後的活動

，我都會先請益吳會長，做好準備，她也都不吝賜教。 

 

去年因為擔任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聯合會”) 的會長，我參加了矽谷臺灣同鄉會的年會聚

餐。從入口的簽到處，年會繳交，到理幹事團隊的選任，讓我見識到了很有系統的作業。除了

享受豐富美食之外，專題演講也讓我收穫不少。 

 

矽谷臺灣同鄉會在 2020 年幫了聯合會很大的忙。二月時因 COVID-19 (武漢肺炎) 而取消春節

聯歡會，必須跟餐廳談判，協商拿回訂金，讓聯合會的損失減少到最低。另外，更是任勞任怨

地協助聯合會由臺灣團

購優質醫療口罩，登記

收錢; 幫忙由卸櫃、卸貨

，依訂單分發，並用最

快的方法把口罩送到鄉

親手上， 讓鄉親不再為

口罩的不足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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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期待未來跟矽谷臺灣同鄉會有更多一起工作的機會，也祝矽谷臺灣同鄉會會務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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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參與同鄉會和社區活動 

黃景生 / 創會會員 

 

現今在美國, 差不多每個大城市攏有臺灣同鄉會，實在真好。想起 1960 年

代，阮來美國的時候，只有三個同鄉會：美東 (New York)，中西部 

(Chicago)，美西 (Los Angeles)。雖然大的大學城有同學會， 但是無幾個號

名臺灣同學會，攏掛彼個咱不認同的中國名， 實在眞倦。  

  

美東於 1965 年分成 Boston，New York，Philadelphia，Washington 

D.C. 等幾個臺灣同鄕會。阮一家 1970 年夏天從東部的紐約臺灣同鄉會南遷華府 D. C. 臺灣同

鄕會，1978 年 1 月初再搬到矽谷。 

  

在矽谷與志同道合的同鄕作伙打拼，為地方做幾項有意義之臺僑活動 (1978 年 7 月 4 日主辦第

一屆美西夏令會， 1983 年 7 月 1 日 主辦第十屆世臺會)；幫助臺灣的民主化 (1979-1981  ICD 

接辦臺灣之音，投入 FAPA 活動)；推動臺僑青少年工作 (主辦 TAYL 夏令營，成立臺語學校)；

臺美公民協會 (TACL 創會理事)；組織臺語教會：推動 UMC 的社區發展工作 (1979-1989 當

ICD 主席)；協助推廣戶囗普查以爭取臺僑在美國的權益 (1979 年聯合 ICD、協志會與同鄉聯合

會作伙全國性的事工，有謝鐐暲、陳隆、張村樑、張富美等參與)；對美國之其他族群介紹臺灣

文化 (舉辦臺灣文化節) 。 

  

四十二年來在矽谷與同鄉共事的經驗，有好，有惡，好的比惡的多。在同鄉會奉仕的人，若是

有野心，想利用同鄉會來做個人的政治舞臺和利益權勢的踏板，這種人終歸身敗名裂，無好的

結局。  

  

這幾十年來, 阮在敎會奉仕的時間較多，好家再有熱心無私獻身的後輩出來仕奉矽谷同鄉會，

使咱的社區得利益，阮在教會與同鄕會之間做橋樑之工作，使社區各團體互動圓滑進展，期待

新年度的理事能繼往開來，使矽谷臺灣同鄉會更加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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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矽谷臺灣同鄉會的創立 

莊靜娜 / 創會會員 

 

矽谷臺灣同鄉會 2010 年 12 月 4 日在位於 Saratoga 的臺美基督長老

教會舉辦成立大會。創會會長翁錦鐘博士強調本會會員應有尊嚴、公

義、守法、民主、權利、義務、和諧及有趣的理念。理事們應有尊敬、

無私、守法、民主和服務的精神。本會將與舊金山灣區友好的組織互動

並與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以下簡稱聯合會），全美臺灣同鄉會等保

持良好關係。我們將協助聯合會每年舉辦的 228 紀念音樂會，臺灣文

化節，春節聯歡會等。另外，本會也將以野餐、郊遊、知識交流方式，

讓鄕親有更多的機會同聚、互動、增進感情、互相幫助、融洽相處。 

 

本會成立當天即有九十多位鄉親成為創會會員，其中也有慕名從 Fresno 遠道而來的鄉親。第

一位加入會員的是灣區長輩中頗受敬重的 88 歲陳震基教授。創會理事團隊，人才濟濟，包括

會長翁錦鐘博士，副會長高逞陽及理事們劉鼎秀博士、王進德博士、薛澤煌、吳色絮、楊增建

，另由楊幼雲掌管財務，大家齊心協力，團結灣區有正義感的臺灣同鄉，為鄉親服務，為我們

的故鄉臺灣盡一份心意。 

 

矽谷臺灣同鄉會成立大會那天，鄉親送花籃，綁紅絲帶的鳳

梨 ( 旺來)，加上白蘿蔔（好彩頭) 和桔子 (吉利)，以臺灣人

傳統習俗，慶賀並給予滿滿的祝福，期待本會逐漸壯大。 

  

 

 

  



 

9 
 

十週年回顧 

薛澤煌 / 創會理事及第十屆理事 

時間過得真快，矽谷臺灣同鄉會成立至今已經十年。吳碧蕙會長提議今

年大會出版 "矽谷臺灣同鄉會十年紀念刋"，慶祝本大會成立十週年，得

到全體理事會及會員們的一致贊同。回顧本會成立不易，期望能持續在

舊金山灣區壯大成為灣區臺灣人社團的主力，繼續宣揚我們的故鄉臺

灣，使她能深入美國主流的社區團體， 讓生活在美國的臺美人都能以我

們是來自臺灣為榮。  

 

臺灣同鄉會的由來是一群從臺灣各地因不同的因素，但一樣是飛越過太平洋來到北美洲這個新

大陸，以圖創造新生活的美夢。 有空的時候，大家相聚在一起，時常不約而同的回憶當年在美

麗祖國的各種不同成長過程，難忘故鄉傳統美食及大家在異鄉打併、求生存、求發展的甘苦

情、彼此交換在異國生存奮鬥的心得、教養下一代的方法。 因此大家都很融洽愉快，每位鄉親

都期望同鄉會的活動能時常舉行，並能參與，自然產生的族群社團。 現今借助網路的發達，在

youtube 上，都可以分享類似如下的 “臺灣留美學生移民史”： 

臺語版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EqWATcmGA 

英文版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UUc5JGLMI ) 

在全美各地參加臺灣同鄉會活動的這群臺灣同鄉，大部分都比較傾向支持臺灣本土政權的主張

及想法，反對所謂的 “外來統治政權"。但傾向國民黨的一群人，就在國民黨黨國一體的官方

支援下成立了所謂的 "臺灣同鄉聯誼會"。數十年來，灣區的臺美人就逐漸演變成為兩個思維、

立場分明不同的社群團體： 反國民黨，支持本土政權的“臺灣同鄉聯合會" 或是支持國民黨統

治臺灣的 “臺灣同鄉聯誼會" 。 

 

長久以來，由於世界局勢及臺灣故鄉政治氣氛的變化，這些團體的聲勢，參與人數亦有所消

長。過去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及政治黑名單的現象已經沒有了，但臺美人中對故鄉臺灣在世

界國際間，能站立生存被各國認同的理念也無形中起了許多質變。因此對臺灣同鄉會熱心的成

員，除了在美國這個不同族群的大熔爐內更需努力地提昇成為主流族群外，又得防止內部少數

人群為了個人的名利製造內部分化及破壞團結。"矽谷臺灣同鄉會" 就是在這種風雨搖擺的氣氛

下成立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EqWATcmG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UUc5JG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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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前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聯合會）的辛會長幾次在不同社區的同鄉會活動場合致詞時，

用了觸犯美國種族歧視敏感神經的言詞，以臺語把美國的地方官員代表稱為“蕃仔"。第一次

受到臺府代表處處長及在場同鄉們的糾正，但他仍然在另一個更大型的春節聯歡餐會致詞時，

犯了同樣的錯誤。聯合會理事們認為他沒有資格擔任聯合會會長，代表臺灣同鄉們跟美國政要

及官員正常交流，因此決議在他任期未滿前以絕大多數票免除他當會長的職責。不幸，在灣區

臺美人中，卻存在有心人士，以此為導火線，聘請中國來的律師，利用罷免聯合會會長程序上

的小缺失，提告聯合會及參與罷免會議的幾位理事們，而且火速地將南灣臺灣同鄉會帶離聯合

會。這個亂象，造成不少熱愛臺灣的鄉親相當心痛，決定把在 1971 年成立南灣同鄉會時的兩

位領導人陳都兄及謝鐐暲兄請出面，一起同心協力，凝聚有相同理念的臺灣鄉親，創立了 "矽

谷臺灣同鄉會"。

轉眼間，這些事

蹟已成為對十年

前往事的回顧。 

 

在此慶祝矽谷臺

灣同鄉會成立十

週年之際，我寫這篇回顧，是真心期望同鄉們能夠以 "熱愛臺灣，讓臺灣能得到世界國際認

同”的前題下，大家團結，分別貢獻自己所能，集中力量，一起使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祖國臺灣

能在國際上站穩，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與尊重，也讓我們這群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臺灣人均能

以 "我們是從臺灣來的”為榮、為傲，證明臺灣是個熱愛和平並很團結的民族。 

 

在世界各地的日本族群及猶太族群的團結、合作意識，很值得我們臺灣族群學習、效法。日本

在德川幕府末年衹用二、三十年的時間結合全國各地諸侯藩主所屬的武士們，具有一致對日本

國的認同，共同作了 "大政奉還"，支持日本國家強大，讓明治天皇得以順利實施明治維新，只

以幾十年的時間，得到世界各國的尊敬，成為現代化的世界強國之一。 另外，猶太人的數千多

年遷徙流離，就是靠他們的堅持、同心團結、合作，而得以成立現今強大的以色列國，以色列

族群的這種精神，也很值得我們當為借鏡。在本會慶祝十歲生日的同時，期許我們在北美的臺

灣同鄉們，為了我們的祖國臺灣，大家能和睦融融、一起打拼，讓臺灣成為一個雖小卻是發光

發亮的強大國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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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查理隨筆 

李佳林 / 第三、四及第九、十屆理事 

  

矽谷臺灣同鄉會成立 10 年了，回想當初，北加州臺灣社團內部，由於某幹部

的不當言行，遭罷免處分，其卻以訴訟結黨對立，引起社團紛亂。多位鄉親

則堅持以公利為重，維護鄉親情誼的共同理念，號召發起創立本鄉會，並在

各屆會長以及理幹事們的努力下，逐步茁壯。 

 

矽谷臺灣同鄉會也是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聯合會）的一員，非常盡力積極參與北加州臺灣

鄉親大家庭的各項活動。舉例，在 2016-2017 我擔任聯合會會長時，剛當選的臺灣總統蔡英

文訪問舊金山灣區，欣逢盛會; 魏德聖導演的“52Hz I Love You”電影，來北美巡迴首映; 臺

中林佳龍市長來訪等活動，也都有矽谷臺灣同

鄉會的力挺協助，得以順利完成。 

  

今年 2020 年是從沒想過會發生，奇怪的一年，

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生活都被中國肺

炎病毒的來襲，搞得天翻地覆。譬如開車上下

班，路上的車少了很多，餐廳、理髮店等都關門，超市買菜限制人數，規定戴口罩等等，已經

過了八個多月了，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正常？ 

 

因為疫情影響，經濟重挫，今年又逢選舉，有非裔美國人被白人警察執勤時不慎致死，引發的

全國性種族問題抗議，有不法分子趁機打、砸、搶，造成各處局部的社會動盪。自己開始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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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些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ideology）、仇恨對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譬如最近聯邦和密西根州政府破獲犯罪組織，密謀綁架民主黨的密西根州州長。州長趁機影

射說，這是因為川普總統間接慫恿極端份子的原故，企圖打擊對手，為所屬政黨的選戰加分。 

 

另一方面，最近在中文圈瘋傳，加州的 SB 1322 法案是「未成年賣淫合法」，乍聽之下很聳動

，其實民主黨推這個法案，明定 18 歲以下賣淫，不能被當成刑事 (criminal) 犯罪者來抓，原

意是要保護青少年，用受害者的角度來處理，結果導致壞蛋們更變本加厲，大幹未成年賣淫的

勾當。另外有標題寫說，加州的第 47 號提案 (Prop 47）是民主黨推動的「偷竊搶劫 950 美金

以下不算犯罪」法案。其實該法案，說的是 950 美金以下的盜竊由重罪（felony ），改為輕

罪（misdemeanor），而且該法案是 2014 年，加州全民公投通過成立，代表多數的民意。 

 

其實，選舉雙方用的都是選舉語言，激發選民情緒，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平心靜氣 

去想，這是保守右派 (conservative right）和進步左派 

(progressive left) 的「價值選擇」，各取所需，並沒有絕對

的對與錯！但以美國行之有年成熟的民主，選民自然會做判

斷。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樂

天派，世上紛紛擾擾，都

是人性使然，很多事不必

強求，也實在是無法強求

，把持住自己的核心價值 

(core values），自然凡

事就能樂觀看待，對於很多苦惱的事，也就都能坦然處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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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臺灣同鄉會的起點 

翁錦鐘 ／ 第一屆會長 

 

今年 (2020 年) 12 月 4 日「矽谷臺灣同鄉會」就滿 10 歲了。當時「矽谷臺灣

同鄉會」是在舊金山灣區相隔多年後一個新誕生的同鄉會。因此可以想像當時

同鄉的期待與歡迎的氣氛。在籌備成立的過程也受到灣區臺美人極大的協助與

鼓勵。然而「矽谷臺灣同鄉會」的誕生也有一個重大的任務。 

 

打開記憶的盒子，在 2010 年當時「南灣臺灣同鄉會」出身的「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辛義

德會長因故而被罷免。辛先生被解除職務後竟然反過來訴訟「聯合會」，並率領「南灣臺灣同

鄉會」的理事在未經多數會員授權下退出「聯合會」。許多同鄉在不願附和失去理性的「南灣

臺灣同鄉會」之前提下而頓時流離失所。接納並安頓這群臺灣同鄉也就是前面所提的「矽谷臺

灣同鄉會」的重大任務。 

 

由於這個任務，「矽谷」的成立確實是有其時間上的急迫性。在 2010 年 11 月 7 日，陳都、

高逞陽、李佳林、吳碧蕙、王進德、郭忠、黄冠群、黄清照、楊增建、劉鼎秀、陳桂蘭出席由

我召開的成立「矽谷」第一次籌備會。會後大家分工合作，其中完成漢、英文版會章草案、銀

行帳號、募款、會員申請和名冊、成立大會場地租借及邀請函、會名掛聯、網頁等等；並向

「聯合會」會長

李華林博士申請

會員資格。在成

立當時有一股巨

大的能量由「聯

合會」旗下「東

灣」、「東南

灣」、「舊金

山」、「中半島」各臺灣同鄉會、「協志會」、

「婦女會北加州分會」和「長輩會」；另外還有「臺獨聯盟」盟員、「臺灣人教授協會」會

員、FAPA 會員等等從四面八方注入。於是「矽谷」在熱鬧中 2010 年 12 月 4 日於「聖荷西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成立大會中誕生。「矽谷」從籌備到成立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現在

回想起來我只能說「矽谷」是得到無限的祝福而將延綿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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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矽谷」主、協辦多場講座、夏季烤肉活動、協

助「聯合會」的 228 和平音樂會及文化節、FAPA 的舊

金山和約 60 週年

紀念。第一年年會

則邀請到聲樂家李

雪玟教授 (內華達

大學) 做一個感性

的演講。講題是

「作為有尊嚴臺灣

人的驕傲」。 

 

我們要在「矽谷十年紀念刋」特別記錄第一屆的理事

們：會長翁錦鐘、副會長高逞陽、理事薛澤煌、劉鼎

秀、吳色絮、王進德、楊增建以及財務楊幼雲。其中劉

鼎秀博士在去年 (2019 年) 8 月逝世；在此我要特別感念

他的熱忱和貢獻。 

 

在這慶祝十週年時如果要問我的感言，就是每一個創會

會長最感欣慰能看到那個會的繼續蓬勃成長。這要感謝

歷年來的會長、理事和同鄉的接棒。今年 7 月在電話中

現任會長吳碧蕙告訴我「矽谷十年紀念刋」的構想時，

她喜悅與充沛的語氣把我的記憶拉回到當年籌備會議時

的她。她對「矽谷」的熱情十年來有增無減。在她的欣

悅聲音中，「矽谷」繼續朝第二個十年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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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矽谷及對未來的期許 

陳桂蘭 / 第三屆會長 

 

2012 年十一月矽谷臺灣同鄉會剛開始邁入第三個幼嫩的年齡，當時是熱心

的鄉親們先有了團隊，只缺會長。一向我主張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看到大家

的熱忱，加上受到被熱烈推薦，才下定決心，鼓起勇氣，決定接受承擔第三

屆會長的重責，就希望把本鄉會照顧得能讓會員有更多相見歡的機會，並漸

漸成長、茁壯。 

 

首先要感謝第三屆的團隊，戴幸雄副會長，林桂

瑛、楊添茂、李明珠、李佳林、陳碧雲理事們，

最佳秘書陳碧雲和最佳財務楊幼雲，更要感謝幼

雲的先生劉鼎秀博士幕後的關心、付出及協助。

不料，劉博士於 2019 年早走了一步，但我心中有

永遠的懷念及感激。 

 

一年中，由於團隊精心策劃、團結服務，加上會員們熱心參與及鼓勵，我們除了協助及參與北

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舉辦灣區鄉親聚會的多項大型活動，本會還真辦了不少矽谷自己室內 

及室外的活動，給大家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當年我們矽谷臺灣同鄉會，約每兩個月，就有聚

會、共餐、話家常。一年總共辦了七次活動如下: 

 

12/8/12 學做臺灣泡茶和臺灣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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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3 Fremont Ardenwood Historic Farm 參觀和野餐 

 

 

3/23/13 包潤餅和陳碧雲博士演講「食物和營養」 

 

5/25/13 Lake Chabot 一日踏青環湖漫遊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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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3 Coyote Hills Park 郊遊 

 

 

 

 

 

 

6/22/13 聚餐及蘇昭安博士演講「經濟危機，復甦和個人投資機會」 

 

 

8/31 /13 會員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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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13 壯元樓舉辦年會 

邀請洪千雅醫師講解常見的眼睛疾病，保健和治

療。在當天，我們也把棒子交給下屆團隊。 

 

我離開臺灣已經四十年有餘，想當年來到北加州

，能參加講臺語 (閩南語) 和用漢文（繁體字）的

臺灣社團，倍感親切。我同時也是長輩會、婦女會和舊金山臺灣同鄉會的會員，能夠說母語和

看、寫自己最熟悉的文字，該是移民來美最快樂的事。想當初勤學英文，努力工作，為的就是

能夠進入主流社會，果然，勤能補拙，在半導體公司工作將近三十年，直到 2013 年退休。 

 

值得一提的是家父，大家稱呼他陳教授，即將滿

98 歲，他一直總是熱衷於跟著我參與臺灣人的

各種活動，十年以前健康體力所能及之處，他也

是位很好的幫手，是一位讓人人尊敬的長輩。現

今我年齡已是坐七望八，不敢想像即使僅是未來

的十年將會有如何的變動？可喜的是臺美人的第

三、第四代都能跟進主流社會。女兒三歳離開臺

灣，因為家父母，女兒的外公、外婆在美國照顧她長大，學得能説一口流利的臺語，但長大後

嫁的是洋女婿，有個六歳的小孫子。女兒、女婿都有一份熱愛臺灣的心，但我不敢説，他們會

自己主動參加臺灣同鄕會。 

 

現有較實際的期許是，希望從小移民來的臺美人，或在臺灣上完高中、大學再來美國進修或工

作的臺灣人能夠接棒這裡的的臺灣同鄉會，繼續傳承，跟著時代潮流有創新的構想，開拓另一

片天地。身為臺美人，我也會在有生之年，繼續參與矽谷及各臺灣社團的活動，有需要時，當

然也樂意再盡可能的棉薄之力。 

 

結語之前要感謝碧雲當年的完整會議記錄、編輯矽谷十年來空前絕後的鄉訊季刋和提供照片，

才能完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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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臺灣同鄉會網球隊誕生 

郭華 / 第四屆會長 

 

當年很榮幸受矽谷臺灣同鄉會創會會長 翁錦鐘博士的推薦，被選為 2013-

2014 年會長，並請洪其壁博士當副會長。 

 

由於剛剛創會不久，會員人數不是很多，財務也不充裕，但由於理事團隊們

的努力、合作及會員的支持，使所有的活動都能順利執行，圓滿完成。 

 

除了協助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的春節聯歡會，228

紀念音樂會，臺灣文化節和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

夏天與協志會在 Sunnyvale Ortega Park 合辦野餐，

讓會員及朋友們能聚集，話家常，享受色香味俱全

的烤肉，沙拉，蔬果野餐及人人期待配料豐富的臺

灣刨冰。當年也第一次組團以矽谷臺灣同鄉會隊的

名義參加每年一次灣區臺美人的陳文成網球紀念盃比

賽。經過二年練兵，在 2016 年，我們终於取得冠軍。 

 

2014 年 11 月舉行年會時，有幸邀請到前 Kaiser 醫院

內科醫師，同時也是史丹福老人專科的廖俊惠醫師，

以有關 "失智症" 及老人保健為專題演講，替大家解答

一些老人生活常碰

到的問題，讓與會

者增加不少醫學常

識。 

 

在此趁機再次感謝

當年理事團隊們的努力和鄉親們隨時督促及不斷扶持。

也期許矽谷臺灣同鄕會能吸引更多年輕人、注入新血，成長為灣區最年輕也最受歡迎的臺美人

社團。   



 

21 
 

我跟臺灣同鄉會的缘份 

鍾振乾 / 第五屆會長 

  

北加州客家同鄉會 1980 年創會，我是 13 位創會家庭會員之一，這是我來美

參加的第一個臺灣社團，1986 年擔任該會會長，1989 年因為在東灣工作的

關係，自南灣遷到東灣。北加州客家同鄉會的大部分會員都在南灣，原以為

我住離南灣較遠，大概不用再擔心該會的會務，沒想到 2000 年北加州客家同

鄉會因為會內有臺灣意識型態不同，又有會長制及理事制的爭議，加上全美

臺灣客家會會長選舉之事，該會退出全美臺灣客家會，造成了約有一半本土意識較強的會員，

寧可放棄會內餘有四萬美元的基金，退出另創北加州臺灣客家會 (“客家會”)，一切重新開

始，我有幸被推為新會的創會會長。當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全美臺灣客家會夏令營時，就將北加

州臺灣客家會申請加入全美臺灣客家會成為正式會員。2007 年我首次當選全美臺灣客家會會

長，更將全美臺灣客家會加上加拿大客家會，總共擁有 22 個客家鄉會的大團體改名為  “美洲

臺灣客家聯合會”，今年我第二度當選該總會會長迄今。自此，因臺灣意識型態相近，有機會

更熟悉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 (以下簡稱聯合會）內的八大臺灣社團，跟聯合會團隊裏的理幹

事們也有更多緊密的互動。 

 

2002 年聯合會及客家會聯合起來，我被推選為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的主任委員。每年要舉

辦 21 項活動，有上百社團及上萬人參加。需動員幫忙的人數之多，要募款的金額也大。幸好

有聯合會及很多其他社團的大力支持，才能圓滿完成。2003 年客家會資深元老張祿生博士擔

任聯合會會長，客家會全力支持參與聯合會的各項活動。我因為在華運會對各項體育活動很熟

悉，因此也擔任此後十數年聯合會文成盃網球賽的主導者。2012 年我剛卸任聯合會會長，也

開啟每年灣區卡拉 OK 比賽及舞會的活動至今。 

 

2008 年我當選北加州臺灣大專校友會會長，因經常參加聯合會理事會會議及活動，而跟聯合

會會長陳碧雲博士更加熟識。當年年底前，東灣臺灣同鄉會在物色新理事，碧雲姊打電話給

我，邀請我當理事候選人，並說當理事沒有要做很多事，只要做二年就可下任，我認為做理事

難不倒我，就輕易的答應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年會進行選舉前二週，我正在機場要起

飛往加拿大時，碧雲姊突然打電話給我，告知東灣臺灣同鄉會原預定接任新會長的時任副會

長，因為新工作在南灣，沒有辦法接任新會長，邀請我當新會長候選人。由於多年來，擔任過

一些臺灣社團會長，在公司又有負責多年管理公司計劃經理的經驗，加上我是個不太會拒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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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服務的人，所以就勉強答應，就是這樣，我在 2009 年第一次當上東灣臺灣同鄉會會長，

讓我親自開始跟臺灣同鄉會社團團隊有更綿密一起工作的經驗。隔年接任聯合會副會長，2011

年接聯合會會長，卸任後又擔任二屆聯合會的秘書長。從此以後，我變成永遠離不開聯合會的

幫手。2019 年十月十五日也擔任了北加州蔡英文總統連任，四個後援會的總召集人，辦了全

美最成功的造勢大會。 

 

2010 年年底，矽谷臺灣同鄉會創會，我就加入成為創會會員。2015 年郭華會長跟我說，那年

副會長因為一年要在臺灣半年，沒有辦法接會長，希望我接會長。因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就這樣答應當了矽谷臺灣同鄉會第五屆會長，之後也擔任二屆本會的秘書。以前，我一直以為

自己不太會説福佬語 (臺灣話），從來就沒有想到我竟然會多次當上臺灣同鄉會會長，而且還

投入這麼深及長久，感謝很多同鄕好友的支持及幫忙，才能讓我多次過關，謹此深謝。 

  

我當矽谷臺灣同鄕會第五屆會長那年，理幹事團隊還包括副會長簡雅如，理事郭華、洪其壁博

士、陳重雄、李佳林及楊增建。李佳林兼任秘書，陳重雄兼任財務。為了讓鄉親們多享受戶外

遊，留下更多美好的回憶，除了每年例行活動外，多辦了較特殊的 Google “探索內在自我”

講座，天使島遊輪、登山一日遊和 Reno 樂趣火車冬季及 Sierra 山賞雪景二天一夜遊。當屆活

動，以下除了較詳述三項特別活動及會員大會外，其餘例行活動就簡列。 

 

11/11/2014 協助聯合會參與 San Jose 舉辦的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 

 

12/13/2014 組矽谷臺灣同鄉會隊參加聯合會舉辦的灣區卡拉 OK 比賽 

 

1/31/2015 協助聯合會舉辦春節聯歡大會 

 

2/24/2015 雷諾樂趣火車冬季及 Sierra 山賞雪景二天一夜遊  

為了辦這個活動，我們邀請北加州臺灣客家會，東灣臺灣同鄉會和矽谷臺灣同鄉會一起共襄盛

舉合辦。共有 76 位鄕親參加。其中南灣 23 位分別從各地坐 Caltrain 或 BART 到 Amtrak 的

Richmond 站，東灣鄕親則相聚於 Martinez 站，坐上了專為這個行程所用的別緻豪華火車。

大家在車上會合，分別坐在為我們同鄕會預定的二個專用車廂內。這列火車共有十幾個車廂，

我們就佔有二個，是所有參加團體的最大隊伍，車長還特地到我們車廂內感謝大家的支持，並

送一張 Reno 旅館一個晚上免費住宿券，可惜最後大家都沒意願使用而浪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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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行程是專為每年二月及三月賞雪的豪華 Amtrak California Zephyr，從舊金山灣區開始，

經過 Sacramento Valley 及 historic Mother Lode Country，火車到達 High Sierra 山頂，可

以看到白色雪毯覆蓋整個 Sierra Nevada 山的美麗景色，火車上有餐廳，酒吧等供應美食，有

樂團，魔術表演及跳舞等娛樂活動，甚至可以到高層，無遮視野的車廂欣賞雪景。上午十一時

出發，下午五時到達 Reno。這個行程每人花了約美金 275 元，包括來回火車票，午餐及旅館

費，價格合理，加上是以團體申請，每 17 人獲得一人免費的優惠，這優惠也平分讓大家同

享。 

  

在到達 Reno 之前，有人在火車上推銷 Circus Circus Hotel 晚上表演的票，每張只美金 25 

元，很多鄉親都買了。我們到達 Reno 火車終站後，只要轉個彎，走路幾分鐘就到住宿

的 Circus Circus Hotel。快速 check in 旅館，住進房間，發現房間又大又舒適，還有很好的

外景可看，價廉物美，大家做了簡單整理及短暫休息後就出去晚餐，接着去趕看夜間表演。該

表演著重精彩的高空特技及魔術表演，非常值回票價。 看完表演後，很多人去賭場，希望大賺

一筆， 有些人則只去玩機器，試試運氣，也有些人乾脆回房享受房内設施，睡覺去了。 

  

次日，很多鄉親一大早先去

離旅館約一哩左右的 Reno 

River Walk，這個步道不很

長， 一個小時來回，沿途可

以看到 Truckee River 及

Movie Theater 的美景，值

得一走。走完步道回來，大家就回旅館打包，準備於早上 11:30 登上回灣區的火車，一路上大

家在車上有說有笑，其樂無比，轉眼四、五個小時就過去了，回到灣區火車站已近下午五點，

大家各自打道回府，完成這很特别的旅行，給鄉親們留下永久美好的回憶。 

 

2/28/2015 協助聯合會舉辦 228 紀念音樂會  

 

5/19/2015 協助聯合會舉辦臺灣文化節 

 

6/27/2015 舉辦 Google“探索內在自我”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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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內在自我」(Search Inside Yourself) 是 Google 公司裏最受歡迎的課程， 通常排隊等課

要長達 6 個月。這個課程傳授如何訓練自我靜心專注 (Mindfulness) 和培養情緒智慧，有現代

先進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的佐證。 很多上過課的 Google 員工轉述，這課程改變了他們

人生，在工作上及生活的各方 面獲益良多。獲益包括良好的人際關係、有效的領導管理、工作

效率的提升、健康快樂的生活等。 

 

矽谷臺灣同鄉會很高興邀請到，由李佳林理事介紹，傑出的第二代臺美人 Peter Weng 來演

講。Peter 是探索內在自我領導力學院 Search Inside Yourself Leadership Institute (SIYLI)行

銷及公關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的主管，工程師出身，曾擔任 Google 的事業開

發部門高級主管，是此 Google 課程三位原作者之一。他以流利英語及華語交叉講解，分享他

的知識和經驗，讓鄉親聽眾受益良多。演講之後還有瑜珈 (Yoga) 健身，此次活動非常特殊、

成功， 座無虛席。 

 

7 月 18 日 舊金山天使島 (Angel Island) 渡輪及登山一日遊 

 

鄉親們坐 BART 或開車於 9:00 AM 前到達 Oakland Jack London Square 遊輪 

Terminal 或 9:45 AM 到達舊金山 Pier 41 Terminal，才一起乘渡輪到達天使島。總共約有 20

位鄉親參加。參加者自備水及午餐，本會供給 Energy Bar， 渡輪費用來回約美金 10 元，由

Pier 41 行駛約 40 分鐘就抵達天使島。天使島四週往外看，風景很美，遙望舊金山大橋，當日

天氣涼爽，正適合登山漫步，幾乎所有鄉親都步行環繞一週漫走約 2 小時，走不動 2 小時的鄉

親，則走半小時再依原路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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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015 與臺灣協志會合辦暑期烤肉 

 

9/12/2015 矽谷臺灣同鄉會隊參加聯合會舉辦的文成盃網球比賽 

 

11/14/2015 矽谷臺灣同鄉會會員大會 

為了讓此年會節目較多元有趣，更改往年的單一演講，當天邀請了顏詒通博士帶領的合唱團

隊，包括呂學明，何美櫻，范瓊瓊，陳瓊英等高

手，歌唱表演好聽的臺語、華語名曲及西洋歌

曲。臺灣名曲包括黃昏的故鄉， 偶然，一剪梅，

月琴，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及馬蘭姑娘。西洋歌曲

包括 My Way，O Sole Mio，All I Ask of You，

La ci darem la mano，讓鄉親們在年會中享受一

流的 Karaoke 演唱 。另外也邀請了黃東昇博士

的公子 Gene Huang 演奏小提琴曲，孫子 Alex 

Huang 表演魔術。樣樣表演都很高超，贏得滿堂

喝彩，還有大抽獎壓軸，大家盡興而歸。  

   

 

 

 

 

十幾年來，和在不同臺灣同鄉會一起服務的志工們共事、互動，由本來限於臺灣客家的族群融

入福佬臺灣人的團體，結識不少由臺灣各地來，具不同背景的鄉親，甚至成為好友。感謝有這

緣份及經歷、增廣我的見識和視野，有機會磨練多學一點福佬話 （臺灣話），多瞭解臺灣不同

族群的文化及思維，加深我和臺灣同鄉會的情誼，也讓我的人生更加充實、有意義。期許矽谷

臺灣同鄉會永續傳承，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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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多姿的矽谷同鄉會 

高逞陽 / 第六屆會長 

 

2015 年 11 月接下矽谷臺灣同鄉會會長的重任，有機會為鄉親服務， 實

在是一件榮幸的事。更幸運的是有堅強的團隊， 包括副會長簡雅如，理事

鍾振乾，李佳林，林正男，陳麗都，周信結及秘書李佳林， 財務陳重

雄。  

 

那一年總共辦了十二項活動。其中有八項是協助北加州臺灣同

鄉聯合會辦活動，如卡拉 OK 大賽、春節聯歡會、228 紀念電

影的放咉、臺灣文化節、美西臺美人夏令會、文成盃網球賽、

小英小豬回娘家和臺南大地震祈福會。 另外四項包括與北加州臺灣客家會合辦的西雅圖 7 日

遊，與臺灣協志會合辦吳怡明牙醫博士講座， 與臺灣協志會、臺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分會、 臺

灣教授協會北加州分會合辦的夏季烤肉會，十一月舉辦 2016 年會員大會，邀請謝清志博士主

講他為南科減震工程案所受的 59 天冤獄。感謝理幹事團隊盡心盡力的把每一項活動都辦得有

聲有色、多姿多彩。 

  

這眾多的活動中以美西臺美人夏令會和文成盃網球賽讓我印象最深刻 。當年為了在灣區舉辦美

西臺美人夏令會，矽谷同鄉會會員不僅參加了會議，還擔任了秘書、聯絡人、音頻/視頻和電

腦技術支援、分組會議主持人、接待員、會後旅遊主辦聯絡人， 並負責接待鄉親由 Cupertino

來回 Foster City 會議現場的遊覽車事誼。 擔任職務的每一位會員、義工不僅在 7 月 8 日到 7

月 10 日大會期間忙碌，有些人還得在大會前觀察場地、與旅館人員會議討論…等事前準

備， 就花了不少時間與精神; 有些人從兩個月前陸陸續續將每一位主講人豐富的履歷， 講題內

容，絞盡腦筋由兩、三頁文章濃縮為一頁，編輯夏令會紀念刋物，忙得不可開交 ; 會後旅遊也

是三個月前就得開始規劃，回答問題，接受報名等

細節。聽到夏令會與會鄉親的讚賞，這些辛苦的付

出都是值得欣慰的。2016 年 9 月由郭華會長擔任隊

長組成的矽谷臺灣同鄉會網球隊，經過雙打配對，

培養默契，每個隊員球場上奮勇善戰，勇奪聯合會

舉辦的文成盃網球賽團體冠軍，也是非常難忘的回

憶。 



 

27 
 

 

此外，我要在此特別感謝張祿生會計師，因為他的建議，開始著手為本會向政府申請、註冊為

非營利組織，當年完成聯邦政府的申請手續。向加州政府申請非營利組織的事務也在簡雅如擔

任第七屆會長時完成，矽谷臺灣同鄉會就此正式成為非營利組織。 張會計師全部免費義務奉

獻，對鄉會的愛心令我非常感動。 

  

如果説有美中不足的事，應是當年也試著找更多年輕的鄉親加入本會，以期能有所傳承，可惜

成效不彰 。希望將來的會長，理事和全體會員能完成這艱難的任務 。此外，當年也曾有簡單

的矽谷網站，可惜沒有找到專業人才來承接，最後無聲消失。 網路的時代，可以聯結到北加州

臺灣同鄉聯合會網站或臉書。每年報稅事宜也應列入每屆交接事項之一。希望矽谷臺灣同鄉會

一年比一年好，成為灣區臺灣人生活、交誼、文化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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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鄉愁的矽谷臺灣同鄉會 

簡雅如 / 第七屆會長 

 

十年在人生中也算是一段不短的日子，矽谷臺灣同鄉會創會初衷的精神還在

，當年我們這群生活在矽谷的臺美人懷著共同的理想，希望能藉著成立矽谷

臺灣同鄉會將大家凝聚在一起，在這裡尋找鄉音，得到認同感，用我們親切

的福佬語 (臺灣話) 交談，交換著生活經驗點滴，讓我們的異鄉生活更精彩。  

  

你是否也和我一樣?  每次當從矽谷臺灣同鄉會收到活動通知，我就會感到一股親切感----有收

到遠方朋友思念信般的感動，有年輕人期待要去約會的興奮，還有參加同學會的期待。雖然每

次相聚時間短暫，但它總能給我們的生活增添滋味，留下美好的回憶。 

 

還記得 2017 年夏季，我們到位於 Monterey 縣 Carmel 附近的 Point Lobos State Reserve 郊

遊遠足嗎?  一早我們像一群小學生般，搭上了巴士，帶著興奮的心情去旅行，義工朋友們又送

午餐又送水果飲料，一路上有說有笑，我們的目的地 Point Lobos 是 Carmel 附近最美麗的自

然風景保護區。那裡有佈滿鹅卵石的海灘，也有細軟的白色沙灘。我們看到許多奇形怪狀的樹

木，也看到許多海豹和海鳥在這裡棲息。大家漫步在海邊的步道上，偶爾停下腳步望著湛藍的

大海及懸崖下的奇石，心情豁然開朗、心曠神怡，留下永遠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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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為這前所未有的疫情關係，迫使我們必須用文字交流代替傳統的郊遊、聚餐。祝福大家

平安、身體健康。希望矽谷臺灣同鄉會繼續努力，為大家辦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 

 

在矽谷臺灣同鄉會十歲生日之際， 我許下了這個願望-------願大家珍惜、支持、鼓勵、傳承，

期待我們早日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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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回憶的一年 

李明珠 / 第八屆會長 

 

2017 年自簡雅如會長手中接下了矽谷臺灣同鄉會會長的擔子，感到既榮

幸又惶恐。很怕辜負鄉親期待。所幸有很堅強的工作團隊才能順利完成

任務。團隊成員包括副會長謝芳

裕，理事簡雅如、范良惠、戴幸

雄，秘書鍾振乾，財務吳碧蕙。

藉此文再度表達感謝。 

             

那年矽谷臺灣同鄉會的活動很多，包括： 

12/9/17 參加聯合會舉辦的 Karaoke 紅白對抗 

                賽 

1/27/18 協助聯合會舉辦春節聯歡大會 

2/24/18 協助聯合會舉辦 228 紀念音樂會 

3/28/18 Garrapata State Park and Point Lobos State Reserve 一日遊 

5/12/18 協助聯合會舉辦臺灣文化節的巴士接送 

6/09/18 協助聯合會舉辦臺美人乒乓球賽 

7/04/18 協助聯合會花車隊伍參加 Fremont July 4th 遊行 

9/08/18 組矽谷臺灣同鄉會隊參加聯合會舉辦的文成盃網球比賽 

9/16/18 協助聯合會舉辦魏德聖導演《幸福路上 》在灣區臺灣教會放映一場 

9/22/18 Alamere Falls 一日遊 

9/29/18 參加 Race for the Cure 乳癌防治慈善募款健走 

11/17/18 舉辦 2018 年會員大會 

 

感謝簡雅如前會長推動捐款的成就，當年捐款共有 $2,355，才能夠讓 2018 年財務結餘增加 

$2,293。 

 

每一次舉辦活動，大家都盡興而歸，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年會時邀請了林慶順教授主講關於

膽固醇、膠原蛋白、維他命、維骨力、地瓜抗癌等等，常見的養生迷思及長者的開心快樂之

道。林教授對醫學的研究非常深廣，是「科學的養生保健」版主， 「元氣網」及「早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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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他精闢的演講内容及看法與眾不同，讓鄉親有大開眼界之感，收穫良多，特此致

謝。  

 

此外，以下二個一日郊遊的活動也讓人難忘。 

 

Garrapata State Park 州立保護區位於 Monterey 縣，距離 Carmel 約 10 分鐘的路程, 在加州

1 號公路 Big Sur 一條通海的河口，長有很多野生馬蹄蓮 (Calla Lily)。每年 3-5 月，馬蹄蓮盛

開的季節，河口會吸引許多賞花遊客和攝影愛好者。 在保護區内有多條步道供遊客選擇，難度

都不是很大，約走半小時觀賞該地美景。Bixby Creek 

Bridge 又名 Bixby Bridge，加州海灣 Big Sur 邊 ，在建築審

美觀的立場看，是一個非常值得攝影的美麗橋樑。此次旅遊

人數與客家

會合計 44

人，是一次

很快樂的出

遊。  

 

 

 

        

 

矽谷臺灣同鄉會再度和北加州臺灣客家會於 9/22/18 聯合舉辦潮汐瀑布 Alamere Falls 一日

遊。此次旅遊人數與客家會合計 36 人。潮汐瀑布位於舊金山北邊 (Point Reyes National 

Seashore，Mesa Rd，Bolinas, CA)。這個瀑布很壯觀，它可以直接通入大海，名副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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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瀑布”，這種瀑布全世界只有 25 個，全美也只有六個，堪稱奇觀！如此美景怎能不令

人回味無窮? 

         

 

 

 

 

 

 

 

 

 

 

 

那一年的會長生涯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豐富了我的人生，時光雖飛逝，但記憶卻永恆。再

次感謝鄉親給我服務的機會，真的感受到收穫比付出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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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精神 

陳麗都 / 第九屆會長 

 

愛臺灣的同鄉們組成的南灣臺灣同鄉會，在 2010 年已有四十年歴史，大家相

互同樂、旅遊、烤肉、示威、抗議、遊行、等等，是一個很團結的臺灣人團體

。很不幸，當年因為有一些同鄉的擾亂，造成一百多名會員正式退出南灣臺灣

同鄉會，另外於 2010 年 12 月 4 日正式成立矽谷臺灣同鄉會，至今也經歷了

十年，現時有一百七十多位會員，包括早期留學生，移民，及臺美第二代年輕

人，大家和平相處、一起工作很快樂，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臺灣人社團。 

 

我於 2018-2019 擔任第九屆矽谷臺灣同鄉會會長，任期內，承蒙理幹事們的團結、合作及鄉

親們的支持、鼓勵，舉辦不少活動，讓鄉親們能相

聚、同樂、話家常，同時增長知識、享受美食。除了

會長外，第九屆的理幹事團隊包括理事鍾振乾、范良

惠、戴幸雄、 李佳林、林秀鳳、吳碧蕙。鍾振乾兼任

秘書，簡雅如掌財務。以下簡列當屆所舉辦、合辦、

協助，或參與的活動： 

 

 12/6/18  參加北加州臺灣聯合會 (“聯合會”）舉辦的 Karaoke 紅白對抗賽及舞 

 會 

 1/26/19  協助聯合會舉辦春節聯歡慶祝大會 

 2/23/19  協助聯合會舉辦 228 紀念音樂會 

 6/08/19  協助聯合會舉辦灣區臺美人乒乓球賽         

 7/04/19  協助聯合會佈置花車，參與 

                  Fremont 辦的美國國慶遊行 

 8/24/19   與北美洲臺灣工程師協會矽 

                  谷分會合辦夏季烤肉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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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19 組矽谷臺灣同鄉會隊，參加聯合會舉辦的文成盃網球比賽，榮獲第四 

                 名     

 9/23/19 醫學講座：李敏益醫師主講年長者的聽力保養 

 

 

 

 

 

 

 9/28/19 協助東南灣臺灣同鄉會，在灣區臺灣基督教會放映《我們的青春， 在台 

                灣 》電影 

 9/29/19 參加舊金山 Race for the Cure 乳癌防治慈善募款健走 

 9/29/19 參與聯合會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11/23/19 在壯元樓舉辦矽谷臺灣同鄉會 2019 年會員大會 

 

矽谷臺灣同鄉會的組織健全、公正、和平，雖然難免偶有爭議，但不

傷和氣，應屬正常。希望將來的矽谷臺灣同鄉會理幹事團隊及會員/朋

友們，都能本著本會創會精神，以和平、愛心、正義的團結之心，把

矽谷臺灣同鄉會發揚壯大，不要再有像南灣臺灣同鄉會的不幸之事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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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挑戰的一年 

吳碧蕙 / 第十屆會長 

 

説到 2010 年 ， 矽谷臺灣同鄉會的成立，就不能不想起當年造成灣區臺灣鄕親

分裂的那場浩劫。如今回想起來仍然心痛不已。 臺灣 人生性平和，喜歡與人

為善，如果在一個全是義工的團體中，被八票贊成，一票棄權，一票反對的懸

殊比數情況下，被罷免職位，自己是否應該深思反省，想想自己怎麼會做到“

天怒人怨”呢？竟然還將北加州臺灣同鄉聯合會及當時參與罷免會議的其中四

位理事告上法庭，這是我永遠無法理解的。但我也親自體會到“幸福不是必然的”。從此，在

鄕會裏，我從享受接受別人服務的角色，變成積極參與而且願意加倍提供服務鄉親的人，希望

藉此保護我認同的本土臺灣社團，呵護它成長，而矽谷臺灣同鄉會就成為我的首選。 

 

2019 年年底，我滿腔熱情，胸懷壯志地接下矽谷臺灣同鄕會第十任會長的職務，希望貢獻我

微薄的力量。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武漢肺炎＂的病毒突然洶洶來襲，真是被打得措手不

及！三月中開始居家避疫，疫情持續惡化，以鄕親的健康為最優先的考量，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在疫情沒完全受控之前，理事會不得不陸續以視訊開會決議，逐一地取消計劃中的所有活

動。 

 

居家避疫初期，資源缺乏，尤其是品質可靠的口罩難買，大家心裡惶恐。此時，我們就捫心自

問，能為鄉親做什麼呢？ 

當時，正好有臺灣的善心人

士寄來布口罩，趕快寄給需

要的鄕親。接著響應北加州

臺灣同鄉聯合會的募款活

動，臺灣口罩外銷一解禁，

趕快用募到的款額買 

Made-in-Taiwan 的醫療口

罩。這些醫療口罩，除了捐贈給本地最需要協助的弱勢團體和醫療機構，也留下一部份免費送

給鄉親。後來又有機會幫鄕親團購臺灣製的口罩。這一連串的“口罩活動”陸續解決了鄉親口

罩缺乏的燃眉之急，最終也讓鄉親不再為口罩的不足而煩惱、心慌！ 



 

36 
 

 

 

 

 

 

 

 

另一個不會被疫情影響的活動就是本刋的誕生。創會十年説長不長，説短不短，希望藉由本刋

為鄕親留下歷史記錄。在此特別感謝今年的理事們可以讓製作本刋提案順利通過，謝謝各位前

會長的贊同、協助及本屆團隊願意予以多方幫忙，加上莊靜娜提供上百張照片的珍貴資料， 在

此一併致上我最誠摯的謝意。 

 

本屆團隊包括副會長李佳林，理事們王詠絮、黃玉芬、薛澤煌、陳麗都、林秀鳳，及秘書陳碧

雲，財務陳桂蘭。本刋由碧雲姊擔任主編，加上陳桂蘭、黃玉芬及第二代的菁英 Leona Chen 

組成堅強的編輯團隊。只是深感抱歉， 發行本刋有時間性，需有期限地做功課、繳稿。 

 

最後希望疫情能儘快結束，深切期盼，大家再相聚時，能看到每一位鄉親都平安、健康。解疫

之前，敬請大家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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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捐款贊助本刋付印 

$300      陳麗都 

$200      高逞陽 

$100      翁錦鐘，鍾振亁，陳桂蘭，黃清照，陳碧雲 

               吳碧蕙  

 

附註: 11 月 15 日召開第十屆最後一次理事會，根據最新估價，決議募款付

印本刋。除廣傳電子檔外，免費贈送符合資格會員，每家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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