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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知：家庭徒步游 

华人联谊会徒步俱乐部计划于 2017 年 9月 17

日（周日）组织举行本年度第二次的徒步游活动。 

经讨论，UC Davis Arboretum 线路以难度较

低、老少皆宜、且风景优美而成为联谊会此次徒步

活动的指定线路。有关该线路的详细情况可参见 

http://arboretum.ucdavis.edu/plan_your_visit

.aspx。参加活动的会员请于当日早晨 9:00 在

Davis 的 Whole Food 停车场集合,一同前往；并请

大家自备午餐。 

请有兴趣参加该活动的会员家庭积极报名。此

次活动联系人：体育理事胡韶华。联系电话：

(323)873-8047，电邮：hshaohua@hotmail.com。 

若因天气不佳等不可抗拒情况出现，本活动将

被取消。 

联谊会 2017 年会和聚餐活动 

华人联谊会本年度的年会和聚餐活动将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举行。具体信息如下： 

时间：8月 26 日（周六）下午 5:00 至 9:30。 

地点：Elliott Ranch 小学礼堂（10000 E 

Taron Drive, Elk Grove, CA 95757）。 

此次年会的议程包括：1）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

2）理事会年度财政报告；3）“麦当劳奖学金”颁奖

仪式；4）网球比赛颁奖仪式；5）新一届理事会选举

活动。（注：理事会鼓励大家服务于社区，欢迎各位

会员自我推荐或提名他人作为候选人。若想将提名候

选人放入选票，请联系会长梁建华女士，联系方式：

916-718-7301 或 jhliang77@yahoo.com。） 

届时，联谊会还将收取新一年的年费，费用为：

$30/家庭，$15/人，接受现金或个人支票。 

理事会将在餐馆预定丰盛主菜，也希望会员家庭

或个人不要错过此次聚会机会, 积极参加，并带上拿

手好菜，和朋友们分享。该活动向会员与儿童免费开

放，非会员参加需付费$5/人。 

活动报名：二十周年青少年回顾展 

值此华人联谊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理事会拟将

组织举办“联谊会青少年二十周年回顾展”。届时将

邀请曾经及现在的联谊会青少年会员前来讲述个人与

联谊会的共同成长经历。请大家踊跃报名，积极参

加，并将过往故事及难忘照片上传至

https://goo.gl/F2HByu。该活动联系人：会长梁建

华女士，联系电话：（916）718-7301；邮件地址：

jhliang77@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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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二十周年庆祝晚宴 

为庆祝华人联谊会成立二十周年，联谊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5日（周日）晚 6:00 在顺峰大酒店举办

二十周年庆祝晚宴。费用：$25/人或$250/桌。请有兴

趣参加的会员积极报名。报名联系人：中老年事务理

事孙玛瑞，联系电话:（916）684-0361。 

活动通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十日游 

华人联谊会拟于 2017 年下半年联合新天地旅游社

组织举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十日游”活动。 

具体信息如下： 

 发团日期：2017 年 10 月 6 日或 11月 8 日。 

 旅行团费用： $998/人。 

 旅行机票（三程）：$498/人 （限该出发日）。 

 小费： $9/人/天（限现金）。 

 自费门票：$295/成人，$183/小孩（限现金）。 

 10 人以上发团，每团限 40 人以下。 

 第三人（同一房间）参团，优惠价 $898/人。 

 第四人（同一房间）参团，优惠价 $798/人。 

 参团人数超过 10人，联谊会会员可享受每人减免

$120 的优惠（限该出发日）。 

 参团人数超过 15人，联谊会会员可享受每人减免

$150 的优惠（限该出发日）。 

 参团人数超过 20人，联谊会会员可享受每人减免

$200 的优惠（限该出发日）。 

因机票确定等原因，请有兴趣的会员家庭尽早报

名，额满为止。该活动联系人：联谊会老年事务理事 

— 孙玛瑞女士，联系电话：(916)684-0361。 

 

 

活动通知：国庆乒乓球比赛 

由国庆基金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 Sacramento

地区华人乒乓球团体赛即将于 2017 年金秋十月开

战。联谊会现面向全体会员招募运动员和拉拉队

员，不限年龄和性别。如果你热爱乒乓球、喜欢乒

乓球、会打乒乓球，请加入“麋鹿林华人联谊会代

表队”和你的队友为联谊会的荣誉并肩而战。 

该活动联系人：体育理事胡韶华。联系电话: 

(323)873-8047，电邮：hshaohua@hotmail.com。 

关于历届比赛的信息可以查看： 

http://www.chinanationalday.org/tttournament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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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享：《红高粱》歌舞演出 

青岛歌舞团将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在 Folsom

的 Harris Center 演出歌舞剧《红高粱》。该演

出预览请参见：https://youtu.be/NOXNv4WYx6c。 

华人联谊会目前可提供团体票订购服务，可以

省去每张$7 的手续费，早买早得，售完为止。此次

演出没有儿童票和老人票优惠。具体票价（折前）

为：VIP：$68；普通一区：$38；普通二区：$28。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联谊会会员窦寰宇联系，

联系方式：email: douhuanyu@gmail.com 

友情提醒：请在报名的时候写明买哪个价位的

票和张数，并请标明是联谊会成员和留下您的个人

联系电话，以便在拿到票后与您联系。 

联谊会在 Amazon Smile的专用链接 

Amazon Smile 是亚马逊网站的一个项目。顾客

通过它在亚马逊网站完成购买后，亚马逊会向顾客

指定的非盈利组织捐赠相当于购买价格 0.5%的金

额。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基金会(EGCA Foundation)

现已在该项目下注册了专用链接。我们鼓励会员和

其他朋友通过这个链接在亚马逊上进行采购。顾客

不会为此多付出任何金额；而华人联谊会基金会将

由此获得相当于购买金额之 0.5%的捐赠，并把获得

的经费用于为会员家庭的老人和孩子提供服务。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1）点击联谊会基金会在 Amazon Smile 的专门

链接：https://smile.amazon.com/ch/20-1055103。 

2）由此进入登陆页面。用您本来的亚马逊网

站账号和密码登陆亚马逊网站。 

3）搜索商品，完成购买（与平常在亚马逊网

站上的操作完全一样）。 

欢迎广大会员及亲朋好友积极参加！ 

信息分享：国庆升旗仪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2017

年 10 月 2日（周一）下午 12:15 在加州州政府大

楼（State Capitol）正门（西门）将举行国庆升

旗仪式，届时还将有舞狮、功夫及合唱等表演。有

兴趣的会员朋友可以前往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