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中心活動表 / TACC CLUB ACTIVITY
一年捐款超過$240者，免費參加所有Clubs，授課班只繳師資，一年超過$2,000者則全免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

聯絡
Contacts

卡拉OK俱樂部
Karaoke Club

週五 Friday
1:00pm

歡迎大家一起來自由歡唱
負責人: 台灣中心 
(858) 560-8884

土風舞俱樂部
Folk Dance Club

週二  Tuesday
2:00pm - 4:00pm

迎大家來共舞
Come join us for beautiful music and dance

負責人：黃宜修
Yi-Shiou Huang 
(858) 674-7397

台灣中心長輩會
Senior Group

週三 Wednesday
11am 

週三活動: 午餐、合唱、排舞、senior運動、聊天
 年度活動: 野餐、出遊。  

Senior Activities

負責人： 陳淑慎
 Susan Cheng 
(858) 560-8884

台語社
Taiwanese Club

Virtual 歡迎任何對台語有興趣的朋友參加
Ever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Taiwanese language is welcome to join

負責人：台灣中心 
(858) 560-8884

攝影俱樂部
Photo Club

週三 Wednesday
3:30pm 

攝影經驗交流，歡迎大家攜帶記憶卡或是照片前來分享。
Please bring your memory cards or pictures to share.

負責人：劉信達
 shinliu@yahoo.com

西班牙語班
Spanish Class

週二 Tue 
2:00pm 

西班牙語日常會話
Daily Spanish Conversation

負責人：蘇芳子
Florence Su

排舞俱樂部
Line Dance Club

週四 Thursday
2pm

排舞教學，歡迎有興趣的鄉親報名參加。
Line Dance, everybody is welcomed.

負責人：Cyrus
(858) 560-8884

婦女與婦女之友俱樂部
Women and Friend Club

週五 Friday
2:00pm

土風舞另外不定期安排其他活動
Folk dance and other events

負責人：王英
Ing Huang

(858) 674-7397

電腦俱樂部
Computer Club

每月第二個星期四
2nd Thu. of the month

1pm

現場及遠程進行，在輕鬆的氣氛下可交流並學習新的電腦技能。
In person and remote Webex broadcast.

Computer, tablet and smart phone related topic discussion

負責人：石正平
(858) 560-8884

投資研討會
Investment Seminar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1st Sun of the month

4:00pm

對投資有興趣的同鄉，每個月一次可以在中心分享自己投資的經
驗、撇步及資訊。

Please join us and share your investment idea.

負責人：蔡佳容
 Amber Tsai

amber.tsai3@gmail.com

Ohana 太鼓俱樂部
Ohana Taiko of TACC

週五 Fri 12pm - 2pm  日式太鼓 Japanese Style Taiko Drumming

桌球俱樂部
Table Tennis Club

週三 Wed 12:30pm 
週六 Sat 12:30pm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其他時間，請尋球友。
 聯絡人 ：李元溢 Michael Li  (860) 904-3844

Please contact class leader for more information

台灣媽媽俱樂部
Taiwanese Mom Club

不定期舉行
固定在台灣中心舉辦聯繫台灣人情感的活動，例如: 親子活動或媽

媽交流活動

  負責人 : 黃曉君
(858)-560-8884

*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課程/俱樂部活動時間可能暫時與下列時間不同。
   最新活動時間請洽台灣中心或進入 http://taiwancenter.com/calendars.html 確認***
***Club/Class activity time might different from the listed time below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special operation period. Please contact SD Taiwan Center or go to                         
      http://taiwancenter.com/calendars.html for current schedule*** 

暫停 
temporarily suspended

暫停 
temporarily suspended

台灣中心開放時間

            週日及週一: 休息 週二至週六: 12am - 6pm

*課程時間以課程表為準*

暫停 
temporarily suspen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