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ar TAAGWC Members and Friends, 

Here is the TAAGWC Newsletter - November 2019 - January 2020 

•《會長的話》- President’s Corner  

•《活動預告》- Event Reminder: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 《活動回顧》- Past Events：Annual Thanksgiving Banquet 

• 《人物介紹》- New TAAGWC Member: Milo Hsieh + Chih-Jung Huang 

• 《人物專訪》- TAAGWC Interview: 陳淑媛女士 

• 《會員投書》- TAAGWC Member’s Publication on Liberty Times 

• 《2019 同鄉會活動紀要》- 2019 TAAGWC Timeline 

 
▪ 會長的話 

 

親愛的華府同鄉及好朋友們，大家好! 

新年快樂!恭喜大家新春如意!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數不盡的歡樂!數不盡的財富!屬

於自己的幸福、平安、健康又快樂!大家心有所屬，心想都事成! 

一年的會長任期很快就要屆滿了! 謝謝大家在過去的一年給我這樣的機會，我也覺得

能夠服務同鄉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這句話有耳熟吧!)。感恩藉由服務同鄉的機會，讓

我不斷的學習與成長， 個人能力有限，有很多事情沒有處理好還請大家多多見諒。很

多時候我真的很希望我有一百雙手，奈何心急手慢，總是做不來。還好我的理事團隊

給了我一百雙手的力氣，我要感謝同鄉會的理事團隊，謝謝他們對我能力不足時的協

助與包容，也謝謝他們的群策群力、協調、溝通、無私、無我的貢獻心力。 

我衷心的感謝在這一年內，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所有協助我們的社團、所有熱心的

同鄉，協助我們達成活動的目標 ，我們的活動也許不是盡善盡美，但是因為同鄉的體

貼，也讓我們完成了每一個活動的任務! 

感謝大家， 在我們做不夠，做不好甚至不小心做不對的地方， 大家嘛攏是吞忍甲支

持! 

當然這任內最開心且最驕傲的一件事，是我們共同團結，守護了台灣的共同價值! 台

灣人做到了! 我們關心台灣一切的進步與成長，這是身為同鄉會成員的驕傲，是同鄉

會的傳統光榮! 同鄉會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的社團，就是因我們有共同的台灣夢。雖然

一年內還是有很多的想法，礙於能力與時間沒有實行與實踐，未來還要請大家給同鄉

會更多的支持，明年新團隊一定繼續更給力! 

最後列上 <2019 年 華府台灣同鄉會活動紀要> 供大家參考，再次敬祝大家新春愉快! 

桂鈴敬上 

華府台灣同鄉會 會長 陳桂鈴 

 

▪ 活動預告 

 
 

1. 農曆春節慶祝會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同鄉會年度最後一場活動，農曆

春節慶祝會要來了！我們活動將在二月八日星期六的早上十一點於華府僑教中心

舉行。屆時將有精采的樂團表演以及大家最期待的抽獎，請大家踴躍報名不要錯

過了！另外，也請大家藉這個機會繳交今年的會費，全家以及個人分別為 35 以及

25 美元。可以點擊以下連結繳交會費：https://www.taagwc.org/event-3185866 

 
◼ 活動回顧 

 

1. 感 恩 節 餐 會 （ Thanksgiving 

Banquet）：  我們同鄉會年度

最盛大的感恩節餐會圓滿結束

了！今年活動非常成功，除了

有高碩泰大使出席，我們也請

到了馬里蘭州的聯邦參議員

Jamie Raskin 前來演說喔！雖然

是新科議員，但 Jamie Raskin 在演講中毫不保留地表達對台灣民主以及自由的支

持。除此之外，我們今年也有特別的魔術表演，魔術師孫平不僅在台上有精湛表

演，更特地設計一個魔術節目讓台下三百名鄉親參與，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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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會新成員介紹：謝和軒 

大家好！我是和軒，可以叫我 Milo。我現在在美利堅大學就讀國

際關係，今年是我來華府的第三年。我在台灣淡水長大，老家在

彰化和美，來美國前在新竹唸高中。 

 

華府就學的期間，我也有機會在相關領域的組織實習。我現在是

兼職獨立記者，會觀察台灣的政治現況並寫評論。在美國時我參

加講座、看台灣新聞並寫文章，回台時則會與在地記者會面、合

作，採訪政治圈的各界人物。 

 

雖然這是我第一年正式加入同鄉會，但其實我在去前就開始參加

同鄉會還有 FAPA 的活動。來到華府後我認識了很多住這邊的台

灣人。覺得這裡有好多長輩、同輩的經驗值得傾聽。去年二二八

紀念辯論會時，我看到了從許多長輩臉上掉下的眼淚，後來也聽到了許多我從來沒在課本學

到的故事。選舉前，我也看見大家對來華府造訪的政治人物的各種肯定，也時常聽到各種對

台灣政治現況的不滿與批評。身為台灣人，我希望能讓大家在這邊的意見與理念有正式管道

發表，一起貢獻讓台灣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 

 

我現在在歐洲當交換學生，預計六月回華府。雖然沒辦法參加今年的新年餐會，但期待回華

府時能更認識大家！如果有興趣讀我的作品的話，可以參考關鍵評論網英文版、凱特格蘭傳

媒、還有我的推特： 

 

關鍵評論網 The News Lens -- https://bit.ly/2RaCWAw 

凱達格蘭傳媒 Ketagalan Media -- https://bit.ly/36aXwF5 

推特 Twitter -- https://twitter.com/milohsieh 

Email -- hsuanest@gmail.com 

 

◼ 同鄉會新成員介紹：黃致榮  

 

我的名字叫黃致榮（ David ），我老婆叫卜彥

文 （Wendy）。我們家有三個小孩，目前住在

維吉尼亞州的 Arlington。我今年剛從維吉尼亞

大學（UVA）取得法學博 士學位，主要研究

領域是國際公法，尤其是台灣的國際法  地

位、以及東亞與內亞的領土變遷及爭議。畢業

後，我有 幸進入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總會實習，希望能藉 此機會對促進台美關係

與台灣國際權益貢獻棉薄之力。我 老婆自我

赴美求學起就是位家庭主婦，在處理家務與照

顧 小孩之餘，也從事一些翻譯的工作。大華

府地區有著凝聚 力與活動力很強的台灣人社

群。我們很開心能加入華府台 灣同鄉會，並

認識許多熱血、熱心、關懷台灣的朋友們。 

希望之後有更多的機會能與同鄉會的朋友們多

交流，一起 為台灣打拼、加油！ 

 

 

▪ 人物專訪：陳淑媛女士（陳美津撰寫）  

 

陳淑媛女士，身材嬌小，但是神采奕奕，走路背脊挺直，健步如飛，講話更是中氣十 

足，滿頭黑髪只有少數的白髮㸃綴，與她交談，實在無法相信，她已經是 87 歲了… 

read more 

 

▪ 會員投書 

 

本篇投書由同鄉會會員由王瑞瑞小姐口述、美津姊執筆而成，並成功投稿於自由時報 

 

去年十一月底，我回來台灣幫小英和民進黨助選六個星期，這次終於有機會，由鄉親

和友人帶領，全台灣南北奔波，鄉村小鎮走透透，讓我親眼目睹，台灣在各方面驚人

的進步，尤其環境保護，醫療健保，交通運輸，長照設備等都令我大開眼界！還有在

台旅遊期間，我親身領受到台灣人的愛心，樂於助人。這些經驗令我驚嘆台灣實在是

個「人間天堂」… read more  

 

◼ 2019 年 華府台灣同鄉會活動紀要 

 

02/02/19 新年年會暨春節圍爐餐會 

02/24/19 大華府地區 228 紀念活動音樂會 

03/03/19 大華府地區 228 紀念活動辯論會 

03/05/19 桃園市長鄭文燦蒞臨華府座談會 

(同月加映:林右昌市長訪華府感謝同鄉問候，對柯文哲市長發表聲明) 

03/27/19 呂秀蓮前副總統餐敘座談會 

04/06/19 TRA 40 2.0 台灣關係法 40 週年座談會 

04/06/19 李宜軒 大學學費投資講座 

04/30/19 編輯同鄉會通訊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28dJoQci7MR77IY4LlYBYK9fJmipM0c/view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47889


05/18/19 Taiwanese Heritage Week 台美人傳統週 Taiwan Fiesta 

05/18-19/19 *Dragon Boat Race 龍舟比賽(TAA 協辦) 

06/02/19 Ba Zon Festival Picnic 肉粽節夏季野餐會 

06/08/19 張武修監察委員演講會 

06/30/19 民進黨卓榮泰主席訪美團座談會 

07/16/19 宜蘭市長江聰淵姊妹市代表團與同鄉聯誼交流與座談 

08/10/19 台灣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演講「台灣長照體系的現在與未來」 

08/11/19 劉聰德博士「泰源事件:向泰源起義英雄致敬」演講 

08/27/19 立法委員林昶佐 Freddy 華府演講 

09/07/19 UN For Taiwan/ Keep Taiwan Free 紐約遊行 

09/08/19 林元清顧問『迎接挑戰，不枉人生』演講會 

09/11/19 UN 宣達團晚宴 

09/15/19 水牛伯游錫堃院長「初心不改」演講會 

09/21/19 Taiwan Yes! 台灣夜市中秋市集 

09/28/19 台灣巧藝遊! 台灣傳統藝師手工藝饗宴 

10/12/19 衛福部健保署署長李伯璋醫師「台灣健保制度分享與未來發展」座談會 

11/09/19 華府台灣同鄉會感恩節暨臺灣關係法 40 周年餐會 

（12 月 回台返鄉投票海外助選團） 

01/11/2020 台灣總統大選投票 

02/08/20 2020 年會暨農曆新年慶祝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