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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同鄉會會訊 April   2012 

活動通知 慶祝肉粽節郊遊/烤肉 
 肉粽節就將到了，我們選擇了新地點 Conejo Community Park 就在 Conejo Valley 

Botanic Garden(兔谷植物園)旁，環境優美，地點適中，設備齊全，有森林步道，適合漫步，抗

衰老健身操，請大家扶老攜幼，一起來郊遊，享受肉粽的美味和烤肉的樂趣，餐後有團體遊戲和

舞蹈等活動，保證盡興而歸。 
 

時間: 6 月 23 日 (星期六) 10:00 A.M. – 3:00 P.M. 
 

地點: Conejo Community Park (Picnic Area 1) (新地點) 

近 Conejo Valley Botanic Garden 的入口  

沿著 101 在 Lynn Road 下高速公路. 向北 0.7 mile 

到 Gainsborough Road 右轉，之後繼續前行 ½ mile

到 350 W. Gainsborough Road 轉入右邊的道路到達停

車場. 

 

票價: 會員: $10; 非會員: $12; 

長輩(75 歲以上)/學生及小孩(6 歲以上): $8；(六歲

以下免費)。(今年度會費：個人$10，家庭:$15，有效

日期 1/1-12/31，可一起交給售票同鄉。) 
 

活動內容: 

 10:00 AM -  12:00 AM 參觀植物園, 健身操, 聊天交誼, 烤肉. 

12:00 PM - 1:00 PM 午餐: 有燒肉粽, 烤肉, 玉米, 沙拉, 西瓜及飲料. 

 1:00 PM – 3:00 PM  節目:  介紹新會員, 團體遊戲和團體舞等. 
 
請大家把握這個難得的交誼機會,儘早向任一位理事購票參加: 
 

  2012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 www.tanla.org 

 會長 陳碧錦 (805-495-4011) Westlake Village bijiinchen@yahoo.com 
 副會長 陳麗美 (805-484-5222) Camarillo leemay93012@yahoo.com 
 祕書 陳勢敦 (818-851-0377) Agoura Hills job314st@yahoo.com 
 財務 李明信 (424-744-8052) Santa Monica wilbert.lee@gmail.com 
 活動 楊瓊音 (626-458-0778) Pasadena rosa88@gmail.com 
 活動 徐郁蓮 (818-492-0603) Van Nuys ohmygirl2003@yahoo.com 
 總務 黃麗平 (818-932-9695) West Hills lipinghuang125@yahoo.com 

轉入右邊的道路

到達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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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通知  2012 第二屆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兒童繪畫比賽 
 
主旨：促進西北區的台灣同鄉兒童活動，分享兒童們成長的樂趣！家長們請鼓勵兒童們參加。 

辦法：凡台灣同鄉子弟皆可參加，於五月十五日前繳交畫作與填妥之報名表， 本會將請楊文顯同

鄉擔任主任評審，各組前三名將於肉粽節頒發獎狀乙份，並發與到場的參賽者小禮物乙份。   

 

 

2012 第二屆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兒童繪畫比賽報名表 

參賽組別 ○幼稚園一年級組 K-1 ○國小二三年級組 2-3 ○國小四五年級組 4-5 ○初中組 MS 

 

題目 

Topic 

本次繪畫題目為『我的興趣』。 

Topic Title: "My Hobby" . 

畫紙自備，請用白色的圖畫紙，最大不超過 22 吋寬 X17 吋高。  

Please use max. 22" by 17" white drawing paper.  

我的名字 

Name 

 聯絡人 

Contact 

Name 
 

學校 School  年級

Grade 
 

連絡電話 Tel 

電子信箱 email 

 

聯絡地址 

Address 

 

參賽者 
同意事項 

 

Contestant 

Agreements 

 報名資料表請浮貼於畫作背面右下角，並請清晰填寫可辨，以免造成無法聯繫。 
1. Lightly tape this form to the lower right corner in the back of your drawing. 
 參加徵件的作品，均不保證退件。 
2. Please keep a copy of your drawing.  We will not guarantee the return of 

your drawing after the contest.  
 凡參加徵件，則視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擁有其作品之使用權，將其作品製作為畫

冊、轉印、公開展覽等非營利用途。 
3. All submitted parties agree to authorize TANLA right of use of the drawings 

for non-profit purposes. 

交件方式 

Delivery 

1. 由同鄉會理事代為交件 Turn in your drawing through TANLA Board members 

2. 郵寄 Mail to: Shih-Tun Chen， 27800 Calle Margarita， Agoura Hills， CA 

91301 

如有其他疑問請向陳勢敦同鄉洽詢， Contact ST Chen for questions:  

(818) 889-1638 /  job314st@yahoo.com 

意見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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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團隊的話
陳碧錦 (會長)  

很榮幸能和 2012 年的理事們共同

服務鄉親。今年理事團隊有五名

新血加入，還有麗美和我第二年

理事二人，一共有七位理事。我

們將竭誠為我們的同鄉盡最大的

服務。同鄉會是屬於大家的，您

的參與和支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讓我們一起

同心來耕耘！ 

陳麗美(副會長)  

我是今年的副會長， 感謝同鄉

會再栽培我一年。 我的--自我

感覺--提升很多哦！ 很高興能

有五位年青的熱血加入新理事陣

容， 相信有了大家的團隊精

神， 同心合力下，鄉親們，我們會一起歡渡這

個大龍年。 

 李明信 (財務)  

來美後，一直都有參加台灣人的

活動，也參加底特律台灣同鄉會

的建立工作。2008 年退休時，

剛好我太太在洛杉磯有一個工作

機會，我們就搬到了洛杉磯。在

2009 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朋友家認識了蘇

先生，才知道 TANLA 是目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中最繁榮最有生氣的。會員人數最多，組織也

最健全的。後來經蘇先生的幫忙，和陳達文同

鄉的介紹，我們第一次參加春節年會，自此成

為同鄉會的會員。每次參加同鄉會的活動，我

們總感受到鄉親的熱誠，也看到每一個理事熱

心和競業的精神，非常欽佩。因此，當柯美珠

會長邀我當理事時，也沒有考慮自己是否適

任，就不自量力，一口答應。今後，我應該學

習的地方很多，希望同鄉們多多指教。 
 

黃麗平 (總務)  

台北人，15 年前來美，居住過芝

加哥和堪薩斯市，2004 搬至 LA。 

我是全職家庭主婦，沒有特殊專

長，但興趣廣泛。 參與同鄉會理

事的工作，深知自己在能力上有

許多的不足，需要學習的地方也還有很多，懇

請各位同鄉支持與指教，我會很努力的!  

楊瓊音  (活動)  

彰化人， 搬來南加州二十多年，

平常喜愛歌唱，從同鄉的卡拉 OK

活動開始參加，卡拉 OK 組的同鄉

應該對我都很熟悉。很高興能服

務同鄉，希望大家能給我支持和

鼓勵，並踴躍參加同鄉會舉辦的

活動， 同心協力繼續同鄉會的發展。 

陳勢敦 (秘書)  

落腳於洛杉磯已有十五年，目前

住在 Agoura Hills，之前住

Binghamton, NY。我加入同鄉會

已十多年，2002-2004 曾任同鄉

會理事，屬本屆"回鍋理事"，這

次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在同鄉會再

努力看看。 

徐郁蓮 (活動)  

我是徐郁蓮，是回鍋的理事，曾

於 2007 年和 2008 年當任過同鄉

會理事，很抱歉又回來了！   

雖然是回鍋，但這次我有不同的

點子和花招，謝謝大家過去給我

的肯定，我也很高興能再次為同鄉服務， 與大

家一起開開心心同歡樂！ 
 

2012 年度活動計劃 
 

時間 活動項目 

4/28 清掃洛杉磯河 

6/1-6/30 台灣民俗文物展 (Mid-Valley 

Regional Library) 

5/20 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 

6/23 肉粽節野餐 

9月29-10月1日 中秋節旅遊 

10-11月 生活座談會 

1-2月2013 年會暨新春晚會 

卡拉OK (5/26, 三個月一次) 

園藝組 (每月第三禮拜六晚) 

舞蹈組 

金健康烘培組 

不定期舉行 

金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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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年會暨春節晚會報導 黃健造
    本會的 2012 年會暨春節晚會，由

柯美珠會長率領全體理事及工作團

隊，合作精心準備幾個月後，於 2月

18 日假 World Vision Church 的大禮

堂舉行， 會場佈置充滿親切春節歡

樂，有三百多位同鄉及來賓出席，雖

然場外寒風凛凛，但會場熱鬧滾滾。這次特別演講

者是資深的國會衆議員 Howard Berman， 這表示本

會對美國政治的關心，要爭取台美人的利益。 

    晚會在六點開始先用餐， 有炒蝦仁、紅燒魚

片、滷牛肉、四季豆、炒米粉等豐盛菜餚，不太鹹

又美味，大家頗滿意，另有 Karaoke 組的成員獻

唱，他們都用心練唱，有的同一首練唱一百次，因

此歌聲悦耳感情豐富，大家都愉

快享受，感謝他們，組長陳達文

身體有些不適沒唱歌，只介紹

Karaoke 組近況請同鄉加入。 

     年會在陳漢民及周莉娟的主持下，由電音三太

子獻瑞開始，這風行五大洲表演，穿古裝服飾華麗

金光閃閃，隨著輕快節奏的近代音樂跳舞，生氣活

潑，新舊東西合併表演，引人入勝，一片掌聲及爭

相拍照。接著發放敬老友幼新年紅包，大家特別向

年九十六高齡還健朗的醫師江文勇

鄉親致敬。然後由林博文帶領大家

合唱“伊(台灣)是咱的寶貝”來關

愛台灣-咱大家心中的寶貝。 

    緊接著，柯會長致詞歡迎來賓

和同鄉出席，感謝長久支持，多謝

理事及工作團隊的辛勞，她又說很

多同鄉都期待台灣選出第一位女總統，但是很可惜

蔡英文落選，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接著介紹來賓並

請劉副處長致詞，他讚揚本會團結，祝年會成功，

同鄉春節快樂。最後柯會長頒發感謝狀給卸任理事

林武彥、陳冠彰、林朝楨及李美夏

(缺席)，再介紹新任理事、陳勢

敦、徐郁蓮、楊瓊音、黃麗平及李

明信。最後蔡美美以 Slide Show 

回顧過去一年來本會活動令人溫馨

懐念。 

    Berman 衆議

員曾在本會的

1999 年會做過特

别演講，那時講

題是“美國與台

灣”由吳澧培介

紹，這次是由陳

國昌介紹 Berman，他過去二十多年來不斷支持台

灣，例如台美人的護照出生地只寫台灣不必寫中

國，他是提案人之一。 Berman 在演講前特別提到

台美人的優秀，如 Knicks 的林書豪(Jeremy 

Lin)，台美人在美國的成就引以為傲。然後他講述

六十年來美國與台灣的關係，讚揚台灣人為民主、

自由的奮鬥，對將來台灣的大選，他希望美國政府

官員不可亂發言，會攪亂選情，他同意歐巴馬政府

提昇台灣現有 F-16 戰機能力，但他認為台灣急需

要更高級的 F-16C/D 戰機，因為中國仍未放棄用武

力攻擊台灣。最後 Berman 眾議員向同鄉保證，會

繼續努力使得台灣能有防衛力。由於本會鼓勵同鄉

參加社區服務，例如清掃洛杉磯河，市議員

Mitchell Englander 派代表 Semee Park 送感謝狀

給同鄉會，由柯會長代表接受。 

        精彩的晚會節目首先是 Antoinette 和 

Mieh 姐妺的揚琴古笋演奏開始，她們的手藝高超

如行雲流水，琴聲優美，然後與 Mathew Chen 大提

琴合奏恭禧發財，並有她們父母敲金打鼓的協奏，

中西樂器合奏頗新奇悅耳動聽，獲得大家掌聲。 

再來是我們第三代兒童合唱丟丟銅，八位天真可愛

的小同鄉真令人喜愛，那幼嫩純真的聲音，唱出鄉

親的心聲，滿堂的同鄉鼓掌。另外小同鄉林雅薇的

跆拳道表演，Graceful Lee 和  Ivy Lee、 

Phyllis Chen 的小提琴和鋼琴演奏，都是彈得有

聲有色，扣人心弦的精彩，大家都拍手鼓勵她們。

青少年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吳玉玲舞蹈班的四位女生

表演六月茉莉花， 她們穿淺綠色缎質古裝，手拿

精美陽傘隨著古樂翩翩起舞，美麗的服裝優雅的舞

姿，也得到同鄉讚賞。 

      接著進行第一次摸彩，由江媽媽加州主計長

江俊輝的母親抽號碼，林美里唱號碼，大家即刻專

心對號碼，因為獎

金獎品很多，中獎

機會大，有可能中

最大獎，皇家商業

銀行捐贈的 32 吋

LCD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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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傳統週 
o 清掃洛杉磯河活動 LA River Clean Up 

4/28 (SAT) 9:00AM 同鄉會參加清理Compton 

Creek 河道， 請同鄉踴躍向任一位理事報名。  

o 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 
5/20 (SUN) 10:00AM–7:00PM，  

o Barnes Park， 350 S. McPherrin Ave， Monterey 

Park，626-307-4881 

o 台灣民俗文物展  6/1- 6/30 (星期一三五，

10:00AM-5:30PM，星期二四，12:30-8:00PM)  

Mid-Valley Regional Branch Library 圖書館展覽 

(16244 Nordhoff Street, North Hills, CA 91343,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Woodley & Nordhoff)，請

同鄉踴躍參觀。 

有關台美人傳統週的慶祝活動，請參考洛杉磯台

灣會館網站  http://www.taiwancenter.org/ 

      第一代同鄉的表演有楊右民的模仿秀，他飾

演義大利著名男高音 Luciano Pavarotti 到台灣訪

問，由陳漢民飾記者採訪，翻譯黑白講的義大利

語， Pavarotti 說台灣很奇怪有二隻腳走的狗， 台

灣人對外來人很友善熱情，因此高歌一曲 Funiculi 

Funicula 答謝同鄉，大家也跟他齊唱這快樂的歌

曲。接下來是歌舞秀-舞女， 由三位男同鄉楊海

源、謝靖遠及林勝雄扮女裝演出舞女，維妙維肖，

比女人更有女人風韻， 陳漢民說可以帶他們回家，

引起哄堂大笑。最後是 TANLA 舞蹈組的表演，由組

長徐郁蓮和七位美女演出，她們穿閃閃红紫色無領

無袖的短洋裝，帶白金色長手套， 顯眼美麗已是迷

人，再跟著 Jazz hip hop 歌曲 Nobody Nobody But 

You 婆娑起舞，複雜的舞步性感美妙舞姿，更是令

人目不暇己，風靡轟動全場。 

       歷年的晚會壓軸節目是話劇，今年改為同鄉

作伙來開講，題目是台灣民俗文化趣談，由王梅鳳

主持，柯會長及蔡敏雄、李孔昭、 陳漢民三位前會

長主講，柯會長說有關台灣過年有趣習俗，但遺憾

不能在美國實現;  蔡敏雄講平埔族結婚風俗，母

系社會結婚趣事，李孔昭說養兒防老的習慣所引起

趣味故事， 陳漢民談台灣俗語，指出我們祖先的

智慧，要愛惜保存，這有娛樂又有教育性很値得大

家鼓掌。 

        最後一次摸彩有最大獎的 32 吋電視，由 

周莉娟家人抽到，她買五張入場劵有兩張中獎，她

們運氣旺盛。 抽獎完畢所有節目都结束，大家正

在準備回家時，林國彥同鄉皇家商業銀行董事很热

心捐五百元 Macy Gift Card 做特別獎，一時會場

騒動，就屏息看林國彥抽獎，傾聽林美里唱號碼，

看今晚是誰運氣最好，結果男高音楊右民中獎，大

概在天堂的 Pavarotti 保佑他。 

 晚會準時順利完成，大家感謝柯美珠會長、

全體理事及工作團隊的辛苦，再互道晚安，下次本

會活動再會。 

---------------------------------------------------------------------------------------------------------------------- 

2012 年晚會-花絮-聊添 
常聽人勸慰那些超緊張型的人說：唉

呀！凡事船到橋頭自然直， 你別在

那兒瞎擔心。 今年此慰語用得特別

多。因適逢年初台灣總統大選，許多

鄉親返鄉投票， 並順便留台和家人

過農曆年。雖然 TANLA 許多精英，對年會晚會節

目有完美構思，但提到排練日子。 不是老陳有朋

友來訪，就是老黃要顧孫不方便，老林，老蔡要

過完年才會回美。真要考倒師傅。可是二月十八

日晚會聯歡，每組個個精彩。橋頭不但橕直， 來

個轉跟斗也行。 

Rosa 小姐專程到 99 Cents 找到特大號胸

罩，用回收的塑膠袋，把該填的地方，給它塞滿

滿，穿在林勝雄身上。站在台上的林勝雄， 那豐

滿曲線的福相， 羨煞許多人。 謝靖遠的長髮披

肩，五顏紅唇雞蛋臉，迷倒不少男士。 踩高跟的

楊海源，頸掛珍珠項鍊，婀娜多姿。 聽說有人真

的想領養此三位美舞女，歡喜帶回家。  

那一紅再紅的八位 TANLA Dancing Stars， 

今年歌選的 hot，人也要 hot。選裝上台，Stars

有的是身材。 姑娘們腿長裙短， 正中下懷。 衣

服顏色， 要鮮紅或艷紫色， 嗯.…..皮膚白啥色

都可襯。 鞋子的高跟， 當然不能輸給 Broadway 

的舞台秀。 白手套， 假睫毛…..大娘們照單全

收。 nobody， nobody， but us， 當晚贏來的

口哨聲不是假的。 

壓軸話劇團，本來原始構想是名嘴來答嘴鼓。 也

因多位名嘴返鄉， 排練不便，取而用作伙開講代

之， 感覺更溫心。 小時候分啾口香糖， 娶嫁，

拔牙習俗太不好玩。轎子潑水， 竹筐罩頭， 台語

心意非凡。 感謝四位開講英才， 更認知要保好

『三老』 --- 老本，老伴，老朋友。 漢民兄的四

月四， 桃子來李子去， 七月七好兄弟拿湯匙，又

拿筷子， 讓我整晚唸唸有詞回到家……. (陳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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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照片在同鄉會網站！請前往 WWW.TANLA.ORG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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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報導
卡拉 OK 組      很快的又一年了！這一年來

由於大家的分工合作使三個月一次的活動辦得非常

順利。 彼此由觀摩鼓勵中互相學習，其進步結果

單從年初郭伯達的錄影及年底陳勢敦再錄影的結

果相較，即可見一班。況有新年晚會的精采演出

足以證之。 社中除了老兵越練越勇之外，我們還

多了幾位新秀：黃麗平、張家銘、林功豫、周莉娟，使

得卡拉 OK 的陣容更加堅強。 

 每次聚會我們都要偏勞潘素霞(Sara)幫忙

訂場地，經常一訂就用它一整天。舞蹈班練舞、

理事會開會也都安排在同一天，以便充分利用場

地。這使得潘素霞格外辛苦。幸好大家都幫忙善

後清潔，也每每由蔡大任搬走垃圾，使場地很快

地恢復原狀。 

       音響器材保管歸楊右民、楊海源、陳達文

負責。機器的操作屬陳勢敦和徐郁蓮。陳寬虎、

李東熹、林勝雄等人經常提早到場幫忙 setup。

楊瓊音(Rosa) 每次帶來她的麥克風、楊文顯帶來

他的 screen 供大家使用。除了訂購便當外，很多

人帶點心、水果來與大家分享。唱歌之餘，也有

人愛翩翩起舞。有時另有新歌帶唱。半場時，還

請陳漢民帶領 5分鐘的健身操。 

       三個月一次的卡拉 OK 似乎有人覺得太過

漫長，我們希望以後能分區在家中多舉辦幾場小

型的聚會。一年的歲月在快樂的歌聲、融洽合作

的氣氛中很快地消逝了。今年七位理事中，有四

位來自本社，我們誠感驕傲。更加感謝他們服務

同鄉的熱誠！(陳達文) 

 

園藝組今年度除了每月第三禮拜六晚八時的電

話會議，也會前往見習參觀成功的菜園，也會有

種子交換的活動，有園藝興趣的同鄉請與倪洋洲

連絡！ 

舞蹈組  今年除了年會的成功表演，預計於五

月台灣傳統週時，也登台演出。我們希望有更多

喜好舞蹈的同鄉加入目前十餘人的班底，有興趣

的同鄉請與田惠娟，徐郁蓮理事連絡！   

 

金菊會  日前於新任理事的第一次理事會中，

通過為了增加資深的會員的交誼，成立金菊會(名

稱暫定)，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年紀稍大的資深會

員，能在平日同鄉會沒有活動時，也能有彼此交

誼的機會，尤其藉彼此的互相關心，建立聯繫的

系統。主要讓各區的同鄉們自行定期活動，如一

起走路，飲茶，飲咖啡談天。剛開始需有各區的

種子成員，逐漸開始各地區的活動。每一段時間

則與同鄉會的活動一起合流。有意一起推動本組

的同鄉請與會長連絡！ 

 

金健康烘培組  英文裡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平常都不覺得怎麼樣，突然(!?)進入

中年後，身材也好，體檢的數據也好，發現直指 

I am what I ate！雖然跟所學與醫學相離甚

遠，也無研究，但總想做點什麼來自救！所謂先

自救而後人救，我們從膳食中取得營養，但如何

才是最好的食物觀念，本組就是建立健康觀念的

飲食習慣，自救的三分之一就在飲食！(其他的

三分之二在其他活動的組... 運動與心情...) 

今年度先發的研究的題目為『纖維質』！與其他

的小組相同，我們用討論的方式來交換資訊，我

們也有實做的安排，互相交換心得！有意加入的

同鄉請聯絡陳勢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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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動態 

1. 歡迎新同鄉呂廷森李慧津夫婦從台灣搬來Camarillo，黃邦雄黃秋燕夫婦從Ohio搬來Thousands Oaks。 

2. 感謝黃邦雄醫師運用他製作Video的專長，很快地把年會的活動相片作成一個30分鐘有專業水準的專

輯， 歡迎同鄉借閱或拷貝。 

3. 本會著名攝影家 班傑明‧楊 在Balboa Park 拍攝櫻花時，榮登LA Times 版面 (LA Times March 28, 

2012, page AA4)。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2 April           同鄉會會訊     編輯：陳勢敦，陳麗美，李婉婉，陳碧錦 

 

----------------------------- 感謝------感謝------再感謝----------------------------- 

年會: 柯美珠，王梅鳳，王淑真，尤美珠，田惠娟，江媽媽，朱若維，李孔昭，李東熹，李美夏，李婉婉，

李勝明，李明信，吳淑雅，周莉娟，林木慶，林芳慧，林美里，林朝楨，林雅麗，林博文，林宏洋，林勝

雄，林武彥，林功豫，林文瑛，周芳全，洪秀雄，徐安琪，徐素娟，徐俊昭，徐郁蓮，倪洋洲，翁淑鐶，高

朝淮，高政弘，許文仲，郭伯達，陳冠彰，陳明恭，陳漢民，陳達文，陳勢敦，陳寬虎，陳燦河，陳國昌，

陳碧錦，陳麗美，黃明玉，黃麗平，黃邦雄，張菊惠，張淑姝，張雪娥，張簡慶美，張家銘，曾敏雄，謝靖

遠，楊右民，楊文顯，楊海源，楊瓊音，楊傳賢，廖陳芳惠，鄭俊郎，鄭鳳，潘素霞，蔡美美，蔡美惠，蔡

敏雄，歐玉惠，盧智媛，謝飛燕，謝紀美，謝啟洲等(無順序排列, 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四月份鄉訊:  李婉婉、陳達文、陳勢敦、歐玉惠、陳麗美、陳碧錦、黃健造。 

圖書館台灣文物展：李明信、李孔昭、美國台灣文化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