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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儿童才艺表演和新

年晚会 
    

第 14届儿童才艺表演将于 2013年 12月 14 日

下午 2：30-5：00在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礼堂 (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95757) 举行。 

 

紧接着儿童才艺表演之后的是新年聚餐。联谊

会将提供多样式的主菜, 希望大家带上自制的可口

的菜肴和点心, 与会员朋友们共享。晚上将举行节

日晚会。欢迎会员们向晚会筹备委员会提出宝贵创

意。 

 

为了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希望大家在观看演出

时: 

_ 不要让儿童在观众席内奔跑, 喧哗 

_ 不要忘记把您的手机关闭或设成静音 

 

表演当天需要多名志愿者, 负责台上台下的协

调工作。若有意担任志愿者，请与联谊会儿童才艺

表演及节日晚会筹备委会委员联系。谢谢大家对联

谊会活动的大力支持!也预祝活动成功！ 

 

联谊会儿童才艺表演及节日晚会筹备委会委员： 

 
陈舒  - (联谊会副会长) 电话﹕690-7219 

  email: schen0730@yahoo.com 

叶鸣紫 - (联谊会秘书长) 电话﹕897-1331 

  email: ye_mingzi@hotmail.com 

陈建军 - (联谊会文艺理事) 电话﹕529-8410  

  email: jjchen81@hotmail.com 

张衍达 - (联谊会体育理事) 电话﹕230-8176  

  email: zhangyanda@gmail 

 

 

 

 

 

 

通知三则 
 

一. 吴小红师傅是中国太极拳五段、国际健身

气功教练员。她将从 2014 年 1月 10 日开始继

续在每周五晚上（7:30 pm –8:30 pm）为会员

们义务教授太极拳。 感兴趣的会员请和体育理

事张衍达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是: 电话﹕230-

8176， email: zhangyanda@gmail 

 

二. 近期, 有会员反映无法接收联谊会的月报

和通知。在解决服务器问题之前, 各理事将向

各自小组会员们转发月报和通知。也请会员们

之间互相转发。 

 

三. 会员年费是联谊会收入的主要来源。本年

度会费截止日期为 2013年 12 月 14日。希望广

大会员朋友们按时交纳年费，否则，您的会员

资格可能会被取消。会费支票可寄 Tao Zhan, 

10145 Futuro Court, Elk Grove, CA 95757。 

会费为: $30/家庭或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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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退休计划讲座 
 

 
黄长志撰稿 

 

11月 8日晚，应麋鹿林华人联谊会

理事会的邀请﹐两位专门从事社会安全退

休计划、并有为华人丰富服务经验的官员

David Chan(粤语)和 Myra Jang(国语)前

来我会,就政府社会安全退休计划, 向与

会的会员作了讲座及解答。 

 

当天前来听讲的会员约有 20人。 陈

先生现就职 Sacramento的联邦社会安全

局。 他用幻灯片为与会的会员讲解退休

福利、残疾福利和政府医疗保险的福利等

项目。陈先生详细讲解了退休福利, 退休

福利评估是如何计算的, 以及提前退休的

利弊。陈先生敦促即将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人,与他们约见,以便弄清所有的规定,不

错过可得到福利,以免承受不必要的损

失。因此, 在您选择何时退休之前, 最好

全面考虑,了解各种选择的利弊。陈先生

鼓励我们与他们办公室联络并约见, 他们

可详细解答我们的退休福利等有关问题。 

 

会后, 黄长志会长代表本会对两位官

员坚持不懈抽空来社区解答疑问,致以谢

意! 

 

两位官员临行前还留下了他们办公室

的地址和电话： 

 
SOCIAL SECURITY ADMINSTRATION 
40 MASSIE CIRCLE 
SACRAMENTO, CA 95823 
1-866-763-2302 

您欲想了解他所讲述的有关问题的详

情，可查访联邦政府的网站(中文)：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multilangu
age/Chinese/chinese.htm#a0=-1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烈欢迎新

成员黄若莉、 谢韫峰( Ruoli Huang & 

Yunfeng Xie)夫妇和陈江山、陈绮薇 

(Alex & Jessica Chin) 夫妇入会。  

GODEN ARCH & EGCAF 

奖学金  
2014年, Golden Arch奖学金将从麋

鹿林华人联谊会家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评选出一名优秀学生，并奖励三百美金。  

 

与此同时,麋鹿林华人联谊会设立的

联谊会基金会 (EGCAF)奖学金, 将从联谊

会家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评选出一名优

秀学生, 并奖励二百美金。 

  

联谊会理事会将以学习成绩和社区服

务为 EGCAF 奖学金的主要评选标准。 

 

有意申请者请在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前和副会长梁建华联络。她的联络方 

式是:  邮件：jhliang77@yahoo.com   

电话：916-688-7430  

mailto:jhliang77@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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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ARCH ENTERPRISES 
SCHOLARSHIP SPONSORSHIP FORM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Name /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te: _____________  Zip: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tudent Sponsor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describe how “Mary & Harris Liu, Golden Arch Enterprises” will be 
recognized for this sponsor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fill out and fax with a copy of student’s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to  

(530) 753-8713 or mail to address below anytime in 2014:    
 
Golden Arch Enterprises 
Mary & Harris Liu 

 PO Box 73646 
 Davis, CA 95616 
 

Please e-mail:  MaryYinLiu@gmail.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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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由黄长志提供 

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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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无！比！ 
 

我乒乓球精英完胜晋级 
 

周琨瑜撰写，周继骥编辑 

 
9月 21日故乡“天兔”来袭，而沙加缅度的天气是初秋送爽，相当怡人。就在这个让

人心旷神怡的日子里，我联谊会乒乓球队的七位精英们在 Rusch Park Community Center

大礼堂里上演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角逐。 

 

精！-- 这是精神的精。当 Joe、Andy、Loon、Charlie、Charley、Jang、Jinshan七

位队员来到礼堂时，他们精神抖擞，虽不知道比赛结果会是怎样，但他们已下决心全力以

赴、打到最好。这个精也是精确的精。我联谊会开场第一轮对逐长城中文学校，第一局由

Joe拉开帷幕。只见一开局 Joe与对手两人都积极侧身抢拉，比分咬得很紧。可 Joe精确

地利用边线，拉球成功率极高，削球落点和旋转变化多端，始终占着上风。最终他以 12

比 10、11比 8、12比 10完胜对手，为我队带来了开门红，鼓舞了整个队伍的士气。 

 

彩！-- 这是彩虹的彩。彩虹由多种颜色汇集在一起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这就像我们

联谊会的成员们把力量汇集在一起，为联谊会争夺奖牌。说到汇集力量，这里不得不提的

是 Loon 和 Charlie、 Joe和 Andy、 Joe和 Loon 这三对双打组合。他们沉着应战，打得

非常顽强，最终这三对组合都凭借默契以大比分完胜对手长城中文学校、Sierra 中文学校

以及 Chines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无！-- 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今年的比赛，大会接纳我们的意见首次将比赛队伍分成

了初级组(Beginning level)和专业组(Advanced level)。我联谊会的队员们在初级组里

与新对手和老对手碰面交锋，最终突围而出荣获初级组冠军，可谓史无前例，可喜可贺！ 

 

比！-- 这是比赛的比。我联谊会派队员参加庆祝国庆乒乓球比赛已经许多年。每次

大家都全力以赴，积极体现体育精神。由于本次荣获初级组冠军，来年我们将有资格晋身

专业组与强手们一决高下。在这里我们预祝本会的队员在来年的乒乓球赛里气势如虹，再

接再厉，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编辑整理：鸣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