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1                                          

         EGCA Newsletter 

糜鹿林聯誼會通訊 

 

 

EGCA Newsletter 201111 November 2011 

    聯誼會近期活動 

 2011 年儿童才艺表演和節日晚會 
 

 2011年兒童才藝表演將于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 

下午2:30 在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禮堂 

(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95757) 舉行。如

您對節目準備以及其他有關事宜有任何問題或建

議，請與以下聯誼會兒童才藝表演及節日晚會籌備

委會委員聯絡： 

 
袁敬   -  (聯誼會文娛理事)  電話﹕(916) 612-6052

 郵件:  jean_y2001@yahoo.com 

葉鳴紫  -  (兒童才藝委員)     電話﹕(916) 897-1331  

 郵件:  ye_mingzi@hotmail.com 

陳建軍  -  (聯誼會會長)         電話﹕(916) 529-8410 

 郵件:  jjchen81@hotmail.com 

 

兒童才藝表演之后， 联谊会将举办新年聚餐。聯

誼會將提供多樣式的主菜,希望大家带上自制的可

口菜肴和点心, 与會員分享。 

 

緊接著聚餐的是節日晚會。將會有武術, 唱歌, 粵

劇, 相聲等精彩表演。 

 

為了保證演出順利進行,希望大家在觀看演出時:  

 不要讓兒童在觀眾席內奔跑,喧嘩  

 不要忘記把您的手機關閉或設成靜音 
 

表演當天需要多名志願者, 負責臺上臺下的協調工

作。请与聯誼會兒童才藝表演及節日晚會籌備委會

委員聯系。 

 

謝謝大家對聯誼會活動大力支持! 也預祝活動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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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三文魚洄游活動 
 

聯誼會將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 點和 11 月

22 日上午 10 點在   m                  o    n    （

2001 Nimbus Road, Suite F, Gold River, CA 95670）

舉行觀看三文魚洄游活動。 
 

請和黃長志聯繫： 

電話: (916) 616-0735; 

郵件:  zcharlie_huang@hotmail.com 

活動內容, 請瀏覽以下網址: 

Photos Gallery  

http://www.sacbee.com/2011/11/01/4023249/nimbus-

fish-hatchery-ladder-opens.html 

News Report – Sacbee.com  

http://www.sacbee.com/2011/10/31/4020184/salmon-

run-to-be-on-display-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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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回顧 

 2011 年麻將大賽 
 

撰稿:梁建華                               

攝影: 孫瑪瑞 

 

                    

二零一一年麻將比賽于十一月五日在副會長孫瑪瑞

家舉行。 參賽者一共有十六人。年輕的二十幾歲; 

年長的有八十幾歲。 他們的麻將經驗也不同: 有

的打了一輩子麻將, 有的剛學會打麻將。 他們都

盼望著一顯身手, 同時又以牌交友。據參賽者張雲

稱, 他等待著這一天已有一年了。比賽第一輪共設

四桌。 經過三輪廝殺,從早上九點開始, 至晚上十

點結束, 最後決出了四位贏者。 他們是: 
 

第一名:翁祥光  

第二名: 陳維章  

第三名: 黃惠雲  

第四名: 丁銘 

 

 

愛心捐款  
 

近日,一户不愿透露姓名的家庭向联谊会捐款

$400，以支持联谊会的各项活动。按照捐款者的意

願， 捐款中的$100 將專門用于支持麻将比赛。  

 

在此, 理事會的全體理事向他們表示感谢！  

 

 

  麥當勞獎學金 

 
“麥當勞優秀青年獎學金＂旨在獎勵那些即將進入

大學的全美歷屆優秀高中畢業生。每個獲獎者可以

獲得高達$1,000 的獎學金。多年來, 聯誼會一直是

其亞洲部門委員会成員。  

 

新一年的麥當勞獎學金開始接受報名，如果你的孩

子明年中學畢業，請及時向副會長梁建華聯絡

（jhliang77@yahoo.com）。 
 

 

 
 

 

經聯誼會理事會討論通過，熱烈歡迎以下新成員入

會。 

 

 
Jason Tan 譚日輝 

May Kwong   

Lambert Kwong 
鄺美薇  

鄺忠良 

 

mailto:jhliang77@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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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arriinn  縣縣――――華華人人蝦蝦寮寮攝攝影影游游  
  

 供稿: Cici 

                                      攝影: Steve Leung, Andrew Woo, Eric Wong 

 

 

 
                                               攝影:Steve Leung 

 

一如往常，麋鹿華人協會攝影小組一行人到外采風，本次目的地是在海邊的城市San Rafael。它鄰

近三藩市，是Marin 縣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以擁有各式古典建築而聞名。這次主要的攝影目的是

Marin county 附近的建築，還包括本次活動的重點CHINA CAMP（華人蝦寮）。 

 

 

 
         

攝影:Steve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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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攝影小組個成員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例如相機、電池、活動路綫圖和禦寒衣物等等。上午十點，

我們順利來到了首站 San Rafael 的 China Camp State Park。 

 

 

 

 

China Camp State Park 

（North San Pedro Road，

San Rafael）是一個占地

1，648 英畝的海邊公園，

進入公園，沿途就有很多

的景點適合拍照。這個公

園因曾經有一個以捕蝦爲

主的中國漁村而冠名，歷

經數十年的滄桑變幻，當

年曾經繁盛喧囂的漁村現

在只剩下一個作爲博物館 

而保存下來的蝦寮和一間 

破舊的咖啡屋。博物館原來是一個蝦寮的小倉庫，保存著當年的中國漁民如何生活和捕蝦的各種器具和工

具，蝦干烤作過程，獨特的漏斗型蝦网，圓筒形的烤爐，和製成出售的蝦干模型。屋子四周掛著的古老的相

片見證著這個華人蝦寮的歷史變遷。當年的中國漁民由于被外族擠兌和政府法例迫使離開他們的家園，最後

只有一家姓關的家庭留下來。我們移步到旁邊的咖啡屋，有幸見到關家的後人Frank Gwan。八十多歲的老人

是唯一還在這裏居住的中國漁民後代，他每天給來往的客人講述著漁村的故事。當我們品嘗著老人做的海鮮

湯的同時，老人提到加州政府打算在2012年關閉這個州立公園。關老先生希望我們把信息傳達出去，請求不

要關閉這個有著 很多中國傳統和歷史見證的漁村，以譲我們的後人也能知道那段中國漁村的歷史。午餐后，

帶著關老先生的叮嚀，我們離開了中國蝦寮，往市中心進發。  

 

 

San Rafael市中心的街道兩旁商鋪林立，藝術氛圍濃厚。當天正好是萬聖節

周末，街道上小孩和大人都打扮起來，熱烈歡快的節日氣氛充滿著整個城

市。 

 

我們信步來到Mission San Rafael Arcangel （1104 Fifth Avenue, San Rafael）

，這個複建于1949年的大天使教堂面積雖小但是精簡，內設醫院、教堂、

儲物室和修道院，還有禮品屋和小型博物館。 

 

 

一街之隔的就是S . P  l’  Ep   op l       （1123 Court Street, San Rafael）

，這個聖公會教堂建于1869年，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哥特式建築，以玫瑰琉

璃窗花和內部的紅木內設結構而聞名。當時正好午後，陽光斜照，光綫穿

越五彩的玻璃瀉入室內，頓感神聖。 

 

 

下一站是Falkirk Cultural Center（ 1408 Mission Avenue, San Rafael），它建

于1888年，是精心設計的典型安妮女皇式建築。據説它由當年的一位富豪 擁有，內有

17個房間。可惜當天已經預訂為私人婚禮派對，不允許參觀，所以我們只能在門外庭院漫步參觀。 

攝影: Steve Leung 

攝影: Andrew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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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 Andrew Woo 

 

之後我們有幸能及時參觀到Marin County的市政中心（3501 Civic Center Drive, San Rafael），它是建築大師

F  nk Llo d W  g  ’  最後的偉大作品。市政中心橫跨三個山頭，包括11英畝的瀉湖，和20英畝的公園。最引

人注目的是造型獨特的金黃色尖塔，尖塔有三十多層，層曡著往上延伸，直插雲霄。整個建築采用很多圓拱

型設計，聽說建築設計師早年曾到日本學習，故細看下很有日本廟宇的味道，難道設計師也希望在市政中心

裏面能多些和平少些紛爭呢？ 

 

  

來到灣區了，當然還是少不了金門橋這個標誌性建築。我們到達Golden Gate Bridge的Vista Point Overlook停

留，大家架起三脚架，在海邊捕捉夕陽的燦爛餘輝。 

 

 
                                                                攝影:Andrew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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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臨，還是攝影小組的保留節目――飽餐一頓后，大家帶著滿足結束了這次活動。在此要再次感謝攝影

小組各位參與活動的組員，特別是ANDREW的路綫策劃，聯誼會孫瑪瑞理事的組織，譲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一

天。 

 
                                                攝影: Eric Wong 

  
                                                     攝影: Eric Wong 

鳴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