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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ARCH & EGCAF 
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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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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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320132013 年儿童才艺表演和晚会年儿童才艺表演和晚会年儿童才艺表演和晚会年儿童才艺表演和晚会 DVDDVDDVDDVD    

 

 
 

 

儿童才艺表演和节日晚会碟片正在火热销售

中： 

儿童才艺表演碟片: $15/套（两张） 

节日晚会碟片: $15/张 

 

有意购买者请和文艺理事陈建军联系。他的

联系方式是:jjchen81@hotmail.com。 

 
 

 

Pacific Rim 
 

5 月 18 日, Pacific Rim Street Festival 将于

10:00 am – 5:00 pm 在 Old Sacramento & Downtown 

Plaza 举行。欢迎会员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表演。 

 

    华人春节联欢会演出华人春节联欢会演出华人春节联欢会演出华人春节联欢会演出 
 

 
 
 

2 月 15 日, 麋鹿林合唱队参加了大沙加缅度华人

春节联欢会演出。演员们声音嘹亮，节拍准确，阵容可

观，表演出色。 

 

春游春游春游春游野野野野餐餐餐餐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联谊会计划组织 Spring Folsom Picnic Field 

Trip, 具体日期另行通知。有意者请去玛瑞处报名。

她的联络方式是: 邮件：maruiw2000@gmail。电

话:(916)684-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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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加州宪法修订案加州宪法修订案加州宪法修订案加州宪法修订案 SCA 5 

 
2014 年 1 月 30 日，民主党占三分之二的参议院（State Senate）以 27 票赞成 9票反对通

过了由民主党参议员赫尔南德斯（Ed Hernandez）提议的加州宪法修订案 SCA 5，旨在推翻 1996

年加州公投通过的 209 提案公共教育领域废除平权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的条款。SCA 5

下一步即将被提交到州众议院（State Assembly）投票。此提案如果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将於

今年 11 月被交付全州公投。如果公投通过，加州公立大学会实行所谓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这将极可能导致亚裔招生受限。 

 

1996 年加州通过了 209 提案，该提案在加州的公共就业、公共教育等领域禁止基于种族、

性别等因素的歧视或优待。这使得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公立大学以种族决定入学的州。这对

加州乃至整个美国社会都有重要影响，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尤为突出。 

 

民主党籍州参议员赫尔南德斯（Ed Hernandez）提出的 SCA 5 加州宪法修订案，允许加州

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依据性别、肤色、种族或原国籍对任何人或团体作出合法的岐视或优待。

加州宪法修正案可以由两种途径提出，最后由选民投票表决，超过 50%选民票同意就可以修改宪

法。第一种途径是 两院中的任何一院提出, 在两院中都获得 2/3 多数同意后可以进入最后选民表

决。另一种途径是由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字提出。SCA 5 采用第一种途径，由州参议员提出。此提

案已经在州参议院获得 2/3 多数通过，并被送到众议院表决。如果众议院也以 2/3 多数通过此提

案，它将最快于今年 11月被提交选民投票。考虑到加州各族裔的人口比例，一旦提交公投，SCA5

极有可能以超过 5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届时此提案就将被写入加州宪法，从而允许加州公立高

等院校和其他公立学校招生以种族等学习成绩和表现以外的条件为依据。目前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各校中亚裔学生比例远超过加州亚裔人口比例。一旦 SCA5 成为法

律，加州大学亚裔入学人数势必受到排挤，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时将面临自己族裔内的激烈竞

争，加州大学的亚裔学生比例可能会从 36% 降到 13%。 

 

加州参议院对 SCA5 表决时体现了鲜明的党派分别：民主党议员赞成而共和党议员反对。

加州众议院共有 80 席，其中 55 席为民主党人，25 席为共和党人。通过这个法案，需要 54票赞

成。所以必须有 至少 2 位民主党议员投反对票，才可以让此提案止步于州议会。 

 

你如果反对 SCA 5 加州宪法修订案，可以做三件事情。 

 

1） 写信、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给代表我们选区的加州众议员，请他们反对 SCA5。 (不

需要再给州参议员写了，因为他们已经投过票了。) 

代表 Sacramento 地区的众议员之一是 Richard Pan。他的网页是:  

https://lcmspubcontact.lc.ca.gov/PublicLCMS/ContactPopup.php?district=AD09 

 

以下是信件样本：  

"Dr. Pan, 

Asian suffered discrimination before. Our kids should not face reverse racial 

discrimination. Please vote NO on SCA 5,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repeal 

provision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enactment of Proposition 209. I belie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ased on race in college admission is not the righ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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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iolates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Children who study and work hard deserve equal opportunity in 

college admission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 I strongly urge you to vote "No" on SCA 

5.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your constituent." 

 

2） 签 Change.org 请愿书。联接如下：   

http://www.change.org/petitions/california-state-assembly-vote-no-to-sca-

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以下是请愿书的节选： 

To understand SCA 5, we have to remember what Prop. 209 is. In November 1996, 

Proposition 209 (also known as the Californi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amended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o prohibit stat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considering race, prohibit stat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considering race, prohibit stat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considering race, prohibit stat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considering race, 

sex, or ethnicity, ssex, or ethnicity, ssex, or ethnicity, ssex, or ethnicity, s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1) public employment, 2) public 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1) public employment, 2) public 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1) public employment, 2) public 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1) public employment, 2) public 

contracting or 3) public educationcontracting or 3) public educationcontracting or 3) public educationcontracting or 3)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18 years that Prop 209 has been in 

effect, California has become the most diversified state in the US. Also, we fully 

support comprehensive measures having since been introduced to help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obtain higher education. 

  

Now SCA 5 seeks to REMOVE any mentioning of “public education”REMOVE any mentioning of “public education”REMOVE any mentioning of “public education”REMOVE any mention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Prop. 209. This 

will unfairly roll back the clock to discriminate a student simply based on her/his 

race. If it succeeds, what will be next in its supporters’ minds to be removed 

between other two areas (public employment and public contracting) in Prop. 209? 

 

3） 向白宫情愿。白宫请愿书链接：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californias-sca-5-against-equal-

protection-clause-14th-amendment-us-constitution/TlHCfZJY 

 

This White House Petition needs your signature TODAY to reach the goal of 

100,000 by March 18th 2014 and get your voice heard: 

 

白宫的连署年龄限制是 13 岁以上。  

 

4） 其它相关信息请见:  

http://www.saynosca5.com/?page_id=2 

http://www.jewishjournal.com/thewideangle/item/a_step_backward_in_higher_education 

http://capoliticalnews.com/2014/02/02/most-racist-bill-in-california-history-sca-5-

by-democrat-senator-hernandez-forces-racism-as-criteria-to-entrance-to-uc-schools-

limit-womens-enrollment-a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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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加缅度华人免费医疗保健讲座沙加缅度华人免费医疗保健讲座沙加缅度华人免费医疗保健讲座沙加缅度华人免费医疗保健讲座 
 

日期：每月第二个星期六 

主办：郑大卫  美国家庭医师协会认证医师 

地址：8701 Center Parkway， Suite 150 

              Sacramento， CA 95823 

(916)896-1682 

时间：12:30 - 14:00   讲座与座谈（国语，粤语） 

14:00 - 16:00   信息交流、 娱乐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讲座内容讲座内容讲座内容讲座内容 主讲主讲主讲主讲 

三月八日 家庭医师的作用、奥巴马医疗保险介绍 
郑大卫 

美国家庭医师协会认证医师 

四月十二日 忧郁症的最新疗法 
夏国华 

精神病专家 

五月十日 慢性病与药物自我管理 
黄孝慈 

医士 

六月十四日 结肠癌的防治 
谭德 

胃肠科专家 

七月十二日 青少年青春期心理发育与情绪波动 
贺晓燕 

儿童精神科专家 

八月九日 帕金森病治疗现状 
张琳 

神经科专家 

九月十三日 口腔与牙齿护理 
许淮 

口腔科专家 

十月十一日 癌症治疗最新进展 
李天红 

肿瘤科专家 

十一月八日 癌症的早期发现 
郑元利 

美国家庭医师协会认证医师 

十二月十三日 秋冬季食疗保健 
郑大卫 

美国家庭医师协会认证医师 

 

编辑、整理： 鸣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