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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林新任市长 Steve Ly 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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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对州和地方各级议会的选举等。麋鹿林新
任市长 Steve Ly 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正式
宣誓上任，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蒙裔的地方
市长。
Steve Ly 先生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到访麋鹿
林华人联谊会。联谊会理事会成员与之进行了友
好交流，会长梁建华女士介绍了联谊会的历史、
宗旨、组成、组织构架等，并就华人关心的多项
议题进行阐述，包括社区安全、在本市建赌场等

华人联谊会会员若对本市议会有任何要求，
可以直接或通过本联谊会与市长Steve Ly先生联

金 鸡 贺 禧

系。联谊会相关事务联系人为会长梁建华女士，
丁酉年农历新年将至，再一次衷心感谢华人联谊

联系方式：jhliang77@yahoo.com或（916）718-

会全体会员的热情支持，感谢联谊会理事会新老成

7301。

员、以及各位志愿者在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

2017 年春节聚餐活动

祝联谊会会员及亲朋好友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为庆祝 2017 年鸡年春节，联谊会将于 2017

我们给各位拜个早年！新年再相见！

年 1 月 27 日（周五）晚 6:30 组织会员在丽宝
楼（Rice Bowl）集体聚餐, 并有抽奖活动。成
人每位$25, 10 岁以下每位$10，3 岁以下孩童免
费。欲参加的会员请与联谊会老年理事孙玛瑞女
士联系，联系电话:（916）684-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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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页

信息分享：Steve Ly 答谢庆祝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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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EGCAF 奖学金”申报活动也将开始。联谊会将
向会员家庭中那些应届高中毕业、且即将进入大学
深造的学生发放奖学金，以资鼓励。
请有意申请者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与会长

联谊会徒步俱乐部成立
华人联谊会于日前成立徒步俱乐部，请有兴

873-8047，电邮地址：hshaohua@hotmail.com。
俱乐部计划于今年春季组织第一次徒步游活

联谊会开设舞蹈班

动。目前有四条路线供大家选择，分别是：
1. Folsom Lake, 难度-简单:

联谊会现邀请丁晓红老师从 2017 年 3 月 3 日

http://www.alltrails.com/explore/trail/us/california
/beeks-bight-nature-trail

起开班教授拉丁舞。欢迎联谊会会员报名参加。
上课时间：每周五晚 7:30-9:00；

2. Folsom Lake, 难度-中等:

上课地点：John F Kennedy 高中舞蹈教室。

http://www.alltrails.com/explore/trail/us/california
/pioneer-express-trail

有关课时安排、费用、演出等详情，请咨询
活动联系人：汤利，litang99999@gmail.com，或

3. Lake Natoma, 难度-简单:

可加其入微信。

http://www.alltrails.com/trail/us/california/lakenatoma-trail?ref=search

欢 迎 新 会 员

4. Sly Park (Jenkinson Lake),难度-中等: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迎以下新

http://www.alltrails.com/trail/us/california/slypark-jenkinson-lake-loop

成员加入华人联谊会: 陈佳杏、洪启峰（Jessie

请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建议。活动详情
待确定后另行通知。

Chen & Tony Hung）；以及钟婷婷、刘晋嘉
（Ting Ting Chung & Chin Chia Liu）。
编辑整理：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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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购票服务：成人票$5，12 岁及以下孩童$1。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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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孙玛瑞女士，联系电话:（916）684-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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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周六）在本市 Eden Garden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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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举行答谢和庆祝晚宴。他邀请广大市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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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8 日（周六）在沙加缅度 Hiram
Johnson 中学举行。届时将有精彩的综艺演出、展
会活动、以及儿童游戏，大家还可以品尝到各类家
乡美食。详情请见海报（邮件附件）。
欢迎联谊会会员前去参加。联谊会将提供优惠

信息分享：Steve Ly 答谢庆祝晚宴
麋鹿林市新任市长 Steve Ly 先生将于 2017 年

和华人联谊会会员前去参加，品尝丰富的食物和欣

信息分享：迎新年乒乓球团体比赛

赏精彩的演出。请有兴趣的会员在 2017 年 1 月 30
日前回复登记。活动详情及登记联系方式请见海报
（邮件附件）。

加州乒乓球俱乐部（Cal Table Tennis
Club）将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在沙加缅度地区首次

信息分享：APAPA 实习及奖学金项目
APAPA 今年的实习及奖学金项目申请工作目前
已经开始，并将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截止。

举办迎新年乒乓球团体比赛。详情请参见其网站：
www.caltt.com。有兴趣参加比赛的会员朋友，可以
按其网站上的联系方式进行报名；或点击以下链接
报名https://goo.gl/forms/dIUwucqOnu5QtQyX2；

申请项目包括：1.APAPA加州首府夏季实习项

亦可联系联谊会体育理事胡韶华先生进行咨询，电

目；及 2.APAPA奖学金项目。请有兴趣且符合要求

邮地址：hshaohua@hotmail.com，联系电话: (323)

的会员家庭学生积极报名。申请要求及其它详情请

873-8047。所有参赛者报名费为$20，同时将获得价

参见APAPA网站：www.apapa.org。

值 $35 的球馆卡（免费 5 次），以资鼓励。望大家
踊跃报名或前往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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