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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鄉訊   May 12, 2013 

親愛的鄉親: 

 

轉眼又換新的季節，寒冬已過，綠葉、百花都齊放、晝長夜短，不要忘了是戶外踏青的好

時光啦!   

 

過去的 3 個月 ， 本會踴躍參與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於 2 月 2 日舉辦的年會及春節聯歡

會、228 紀念音樂會外，也於 3 月 23 日，清明節農曆 2 月 24 日 (西曆 4 月 4 日) 前應景

吃潤餅，並以專題討論食品營養，希望能嘉惠鄉親的保健。兩篇有關春節聯歡會和包潤餅

及食品營養討論的文章藉此鄉訊跟大家分享。包潤餅及食品營養討論的文章也於 2013 年

4 月 4 日在太平洋時報刊登。本鄉訊及本會的包潤餅活動相片也可上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

會的網站 www.tafnc.org 閱讀或欣賞。 

 

本鄉會原定 5/18/13 舉辦去 Lake Chabot  的郊遊， 因與另一社團慶祝母親節衝突，延

期改為 5/25/13 (星期六) 。以後 3 個月內可期本會的活動還包括 6 月 9 日 (星期日) 去

Coyote Hills Regional Park (Fremont) 郊遊，欣賞舊金山海灣風景，順便學習如何吸引

蝴蝶、鳥群來住家庭園裡添增風彩及活力；及 6 月 22 日 (星期六) 的午餐會友加上由蘇 

昭 安博士 (Dr. Teddy Su) 主講 “從經濟危機與復甦的過程，研討個人投資的機會” 。

請大家保留這些日期，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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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 3 個月內可期的 SVTAA 活動  

 

健行活動: 每星期六 (上午 8:15 – 9: 45) 

 地點:The Stevens Creek County Park 

     11401 Stevens Canyon Rd. 

     Cupertino, CA 95014 

 連絡/詢問:  陳桂蘭 (電話 408-245-8371 或 kweilanc@gmail.com) 

備註﹕ 

1.      公園開放時間﹕每天早上八點至天黑 

2.      需要停車證﹕每次停車費一般 $7，Senior (60 歲或以上)  $6，可在公園進口處投錢

購買。 

3.      購買停車證﹕普通停車證每年$80。60 歲或以上購買 Lifetime Senior Pass 費用 $ 

65，可享終身免費停車任何  Santa Clara County Park， 可至公園辦公室登記購買，辦公

室住址如下﹕298 Garden Hill Drive, Los Gatos, CA 95032。 電話﹕408-355-2200，辦公時

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 

 

5/25/13 (星期六): 一日遊，去風景優美，位於 Castro Valley 的 Lake Chabot。  

時間: 9:00 am 整在 Lake Chabot Marina 集合。各自準備午餐、飲料及點心。 

地點: Lake Chabot Regional Park 

         17600 Lake Chabot Road 
         Castro Valley, CA 94546 

活動節目: 環湖漫步、野餐、談心、隨意租船自划或坐遊艇遊湖 (自費) 。 

費用: 停車場停車 $5 (路邊停車免費) 

 

6/9/13 (星期日): 一日遊，去位於 Fremont 的 Coyote Hills Regional Park 

時間: 9:00 am 整在公園進口處集合。 

地點: 8000 Patterson Ranch Road 

            Fremont, CA 94555  

(510) 544-3212 

活動節目: 參加 Coyote Hills 公園的第 14 屆一年一度的 Butterfly and Bird Festival，學

習如何吸引蝴蝶、鳥群來住家庭園裡添增風彩及活力，漫步欣賞公園內的 生態、 海灣風

景，野餐 (自備午餐、飲料及點心)，談心，交友 。 

tel:408-35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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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停車 $5; 其他免費 

 

6/22/13 (星期六): 午餐、會友、談心、專題演講 

時間: 11:00 am – 3:00 pm 

地點: 聯合會活動中心-灣區台灣基督教會 (FUMC) 

          788 Lewelling Blvd., San Leandro, CA 

講題: 從經濟危機與復甦的過程，研討個人投資的機會 

主講者: 蘇 昭 安博士 (Dr. Teddy Su)  

 

以上活動詳情請上 www.tafnc.org 查詢。較接近活動日期時, 也會再以 email 通知/提

醒， 希望大家屆時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剪輯      

        

春節聯歡會 - 2 月 2 日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於 2 月 2 日在

Cupertino 舉辦一年一度的年會及春節聯歡

會。本鄉會雖然剛創會第 3 年，尚屬嗷嗷待哺

的嬰兒，但是，靠會長陳桂蘭的熱誠及人和，

以身作則賣票，不落人後。將近 50 本會會員經

過會長購票與會，增加不少熱鬧與喜氣。 

 

本鄉會被分配到會場維安工作，感謝 4 位男士會員 (李佳林、蔡振瑞、戴幸雄、楊添

茂) ，像是便衣警察，不動聲色，有板有眼地執行任務。剛開始，因桌位遲遲未安排出

http://www.taf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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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秩序零亂，還好，參會鄉親都很有寬宏大量包涵，耐心等待，算是多了和不能坐同桌

的新朋舊友可寒喧的時間，大會也順利地開始，圓滿地結束。 

今年的主講者是由台灣請  來的政治名嘴鍾年晃先生，他主講 “馬英九執政後中國對台灣

的影響。” 鍾先生的口才很好，他分析近五年來中國如何影響台灣的政冶、經濟和文

化，很吸引聽眾的專心及注意力。只可惜前時段的節目拖拉太多時間，加上娛興表演安排

得太長，主講時間只好減半，美中不足的一大遺憾。 

 

應景清明節: 包潤餅、談食品營養 -  3 月 23 日  

清明節掃墓、祭祖、紀念祖先，在臺灣是重要而普遍的文化習俗之一，它是少數與西曆大

致吻合的東方傳統節日。清明節是根據節氣而定的，清明為 24 節氣之一，必須按照太陽

在天空中運行的真實位置而定，它其實是一個「時刻」，而非「一日」。由於一年的長度

是用太陽的運行訂出，24 節氣也是用太陽的位置訂出，基本上，每一節氣在每年中的日

期變動不大。然而，一回歸年實際長度為 365.2422 天，曆法上的一年長度則為 365

天，因此每年會多出 0.2422 天（相當於 5.8 小時），節氣的特定時刻也會每年「順延」

0.2422 天；如此一來，累積 4 年後為 0.9688 天，幾近一天，為修正之，故西曆曆法中

有「閏年」制度，每四年會多 2 月 29 日一天。若順延的結果，使得某節氣的時刻越過午

夜至隔日， 或因閏年之故而提前到前一日，都會使節氣的日期改變，但日期差異只會在

三天內。 

 

清明定在二十四節氣中，春分後的第十五天，今年的春分是西曆 3 月 20 日 (農曆 2 月 9

日) ，因此今年的清明節就落在西曆 4 月 4 日 (農曆 2 月 24 日) 。清明時，臺灣習俗常會

以潤餅來祭祖，本鄉會應景提前於 3 月 23 日舉辦包潤餅的活動。會長陳桂蘭本著她一向

服務細心週到的精神，事先特別安排，邀請一些核心會員及熱心義工到她家去集體培訓試

做 (當然加試吃) 潤餅。活動當天的流程及成果當然就無縫可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B%86
http://tamweb.tam.gov.tw/faq/040507-5.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4%E6%9C%884%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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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報到時間還未到，會長、多數理

事及一些熱心服務的人員，都早就到場，將

他們事先準備好包潤餅的各種材料分盤放在

兩張長桌上，廚房裏張秀琴也已在準備她拿

手的菜頭貢丸湯。感謝林美華、林美子、張

秀琴、及陳桂蘭，準備潤餅內餡的材料，包

括高麗菜、豆芽菜、芹菜、紅蘿蔔、蛋絲、

豆腐干、黑木耳、鹹菜、雞肉絲、五花肉

絲、香菜、甜麵醬、及花生粉。紅、白、黃、褐、綠、黑、五花八色，真夠豐富又營養。 

40 多位與會的鄉親眼睛忙著選挾潤餅內餡的材料、手忙著包，耳朵忙著聽、嘴忙著吃、

不吃時也忙著聊天、熱鬧滾滾。 

正餐外還有健康的水果及新會員陳國雄夫婦特意帶來的美味藍莓蛋糕。這次聚會有黃景生

先生一家三代、加由 Houston 來的親家、親家母，有剛由台灣來美國沒多久的幾位年經

人，也有台南一中、成功大學、及台灣大學的小型同學會。能一起享受一餐道地台灣口味

的潤餅捲及貢丸湯，真是有福氣。見大家吃得開心，歡樂氣氛、談笑聲滿堂，讓會長及工

作人員都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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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接著由取得營養學博士學位的陳碧

雲跟大家一起做食品與營養的討論。陳博士

先由食品內的營養份如何在人體的消化系統

裏被消化、吸收及營養成份的用途講起，再

談如何選擇對身體健康有利的日常飲食。她

強調，大家在選擇食品時，要養成看標簽的習慣、在購買前，先瞭解每包或每罐食品內的

營養成份，才能做最好的選擇，要兼顧質與量。多吃各種顏色之 蔬果、全穀及豆類，選

瘦肉，吃海鮮，喝低脂牛奶或豆奶，以蔬果為零食，少喝酒、少吃含高脂肪 (尤其是固體

脂肪)、高糖、高鹽之食物。健康的食品加上適當的運動，就是維持身體康健的基本根

源。討論主題引起大家共有的興趣，互動討論非常熱絡地結束這場對身心都有益的活動。 

 

感謝捐款       

矽谷台灣同鄉會在此感謝近期捐款的芳名如下:       

蕭昇文/蔡淑貞 ($100); 黃景生/蔡淑端 ($50)  

 

竭誠歡迎新會員 

朱修明、徐梅熙、陳國雄、廖玲美、薛傑仁、鄭立榆、吳秀珠、翁秀美、

孫獻祥、吳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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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年費是本會主要的財源之一，如果您尚未繳交 2013 年會費，請寄會費 (每人 $10) 

到以下住址。我們也會很感激您們慷慨的捐款。 會費或捐款支票抬頭: SVTAA。  

 

SVTAA 

c/o Ms. Yow-Yun Yang 

1564 Eddington Place 

San Jose, CA 95129 

 

如有親朋願意新加入會員, 請填好下頁表格, 跟會費一起寄去以上住址, 或連絡會長 陳桂蘭 

(408) 245-8371.  

 

tel:%28408%29%20245-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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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台灣同鄉會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會員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申請日期(Date)：  

姓名：  姓名 (配偶)*：  

Name：  Spouse’s Name*：  

地址(Address)：  

  

電話 (Tel)： H   C 

電子郵址(Email)：  

電子郵址 (配偶)* 

(Spouse’s Email)*：  

*若配偶同時申請入會時，請填寫配偶資料 (If the spouse applies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complete the spouse’s 

information also) 

會費:    每人，每年度 (1/1 - 12/31)，美金 10 元 

    支票檯頭請寫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Membership fee:   $10 per person, per calendar year (1/1 - 12/31)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Silicon Valley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郵寄 (Mail to):    Yow Yun Yang 

    1564 Eddington Place 

                                             San Jose, CA 95129 

聯絡 (Contact):   Tel: (408) 255-4987 

    Email: svtaa2010@gmail.com 
 

收到日期 (Received Date)：    

付款方式(Payment)： 現金(Cash) $  

 支票(Check) $ No. 

備註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