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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份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會訊      Oct. 2012 
 

稅法講座 
題目:美國國稅局的「海外大追稅」

及台灣新制的海外僑民「基本稅」- 

兼談幾項有助益的日常稅務知識 
 

陳國昌會計師 
KC Chen CPA  
 

 美國「海外大追稅 」- 自 2013 起，美國政

府將責成外國 (包括台灣) 金融機構交出美國人開戶

的資料，並頒佈新表格，要求美國納稅人詳實申報在

國外擁有的股票及銀行帳戶。過去許多人認為這只是

「A咖」的有錢人才須要煩惱的事，現在起不能再心

存僥倖了! 

 台灣海外僑民所得「基本稅」 - 凡是在台

灣設籍的台美人, 只要有超過 100 萬新台幣的美國所

得，就有可能須要繳納台灣稅，這個涵蓋內容及推算

公式，每一個鄉親都必須暸解。 

 「有助益的日常稅務知識」- 幾項您可能不知

道或誤解的稅法, 包括房地產稅 (property tax)、房

貸上限、子女贈與、自宅交換、國稅局查帳... 來聽

聽看, 也許您會不虛此行！ 

健康講座 
更年期伴侶的互諧 
The Harmony Of Change Life 
 

黃邦雄醫師 
Peter H Huang MD, FACOG, FACS, RDMS 
Clinical Professor of OB/GYN, NEOMED OHIO 

 
四十分鐘的研討會後，我們就能了解以下十點： 

1) 女人有更年期，男人也有。 

2)  男女更年期的徵狀。 

3)  學會更年期，以瞭解去互諧。 

4)  你會覺得很幸福也很性福。 

5)  妳也會感到性福更上一層樓。 

6)  女性賀爾蒙的好處。 

7)  女性賀爾蒙的壞處。 

8)  偉爾剛等藥物對男人的用處。 

9)  日常骨質疏鬆的注意事項。 

10)  每天八蔬果，持身心開闊，保適量運

動，醫生遠離我。 

 

時間: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11:00 A.M. – 3:00 P.M. 
地點: 榮星餐廳, Mandarin King Chinese Restaurant 
 17092 Devonshire Blvd. Northridge, CA 91324 
 Tel: (818)366-8999    
費用: $10，需先登記，場地人數有限，不接受當場報名 

  請洽會長陳碧錦(805-495-4011, 805-906-9345) 副會長陳麗美 (805-484-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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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ayang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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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 12:45 交誼，用餐 
12:45 – 2:00 稅法講座 

2:00 – 3:00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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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陳碧錦 
 

9 月 29 日-30 日秋季旅遊，很抱歉由於遊覽車拋錨，

所以沒有成行。接下來理事會將於 11月 17 日舉辦生

活座談會，我們很榮幸請到同鄉陳國昌會計師講解台

灣及美國海外新稅法，及黃邦雄醫生講解更年期伴侶

的互諧。熱切盼望同鄉們踴躍報名參加把握此一難得

的機會，呯朋引伴來吸取新知，聯誼又長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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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 OK 活動預告 
 
時間： 11/3/2012 (星期六)  

 12:00 AM-4:00 PM (含 Buffet) 。 

報名: 10/31/2012 (星期三)前。  

費用: 每人 $13 (餐費包括小費、稅、飲料), 

吃甲飽，唱甲爽。 

地點：   租用 Mandarin Buffet 卡拉 OK Party 

Room 及其音響設備。 

 

55 Rolling Oaks Rd, Thousand Oaks, CA 

91360 (位於 101 南邊，Moorpark Rd 東) 

 

1.    同鄉會備卡拉 OK 伴唱機可點歌，使用餐

廳音響設備。  

2.    請自備 CD 以備萬一你要點的歌不在伴唱

機內。  

3.    訂位請洽 陳達文(805-492-5152 or 回此

email)或楊右民(818-436-4260)。  

4.    場地坐位有限，請儘早報名 (額滿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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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報導 旅遊篇 --- 從失望到超級開心 徐郁蓮  

 

早起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難的考驗，通常都會賴床鬧鐘

按了好幾次，但是九月二十九日旅遊的那天早晨，我

只按了四次鬧鐘就起來了！你知道嗎....  我那天居

然還沒有遲到，還早到了ㄟ！不錯吧！ 

 早上到了台福教會集合，看到同鄉們都開開

心心的要去旅遊， 我和他們就趁著等遊覽車來接我

們的空檔，大家一起聊天，有的跳舞運動，有的大談

目前紅遍全世界的『嘔爸乾南撕袋哦』，結果等了很

久的遊覽車還是沒來！最後會長來電話通知遊覽車拋

錨了，試著找了另一輛....  但是那一部車卻門打開

了就關不起來了.... 會長盡了最大的努力溝通協

調，遊覽車公司還是無法調到遊覽車，最後無奈地決

定取消這次的旅遊。  

 本來為了這次旅遊，同鄉會準備了很多隨行

點心早餐文旦和月餅，所以當場就發給到場同鄉早

餐，這次雖然可惜沒有去成，但是能吃到好吃的食物

也很棒啊！旅行社對突發的狀況也感到很抱歉，不但

願意全額退款給我們，並提供下次參加旅行團 50% 

off 的優待卷，前來的導遊也現場拉小提琴給我們

聽，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表示歉意。 

 我雖然失望旅遊沒能去成，但也覺得車子不

是在旅遊途中故障也是一種幸運。我還是很開心能和

大家一起等車聊天，那時的心情就好像好久不見的一

群小學生興奮的感覺。只要能聚一起，就超快樂的呦

! 

啟事: 
1. 徵求明年度理事會理事 
2. 年會節目表演(團體舞及兒童才藝) 
請洽會長陳碧錦(805-495-4011) 

2013 年會暨春節聯歡晚會 

時間： 2/16/2013 (星期六)，5:30pm - 
9:00pm 

地點： World Vision Church, 19514 Rinaldi 
Street, Northridge, CA 91326  

節目： 唱歌，跳舞，摸彩及其他精彩表

演 …。 

餐點：豐富的自助餐。 

報名費用：(詳情將在下次鄉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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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分享 
探女兒──雅加達記行   陳國昌  
在女兒 Annie 去印尼雅加達 (Jakarta) 教英文之

前，我對它幾乎毫無印象。在網絡上稍微搜索了一

下，證實了我的感覺 ── 很少有一個大國的首都如

此的被國際觀光業所冷落。它位於赤道，四季炎熱有

如泰國曼谷，而下午平均濕度 65%，又類似柬埔寨的

吳哥窟，但這兩地都能成功的吸引國際觀光資源，而

雅加達處在印尼旅遊勝地峇里島(Bali)的陰影下，幾

乎沒有努力在開發觀光資源。它的最大負擔就是超載

的人口－中城區就有一千三百萬人口，而大雅加達區

更多達二千五百萬。印尼雖然國力不弱，天然資源豐

富(石油、礦產)，但內政始終不彰，洪水時常氾濫，

又有激進份子製造事端的威脅，而貧富懸殊之大更造

成社會動盪不安。 

Annie 個性外向，又有膽量嘗試新鮮事物，舉凡高空

跳傘 (sky diving)、垂直彈跳(bungee jumping)、

海上滑翔傘 (parasailing)、拉鍊線(zip lining)及

潛水(scuba diving)樣樣都來。UCLA 畢業後工作了

幾年，突然跟我們說她要去外國教英文，藉機體驗各

國的風土民情。 

就在盛夏的一天，我從洛杉磯飛了 14 個小時抵台

北，又得轉飛 5個小時才得抵雅加達。迎面而來的滾

滾熱浪夾著潮濕的空氣，立即讓我回想到熟悉的台灣

夏天，只有高聳的椰子樹才提醒了我，這已是南洋！ 

初到雅加達的人，無不注意到滿街的車潮。主要公路

旁儘是車廠的廣告，這似乎是開發中國家的共同特

色，車輛的驟增已遠超過馬路的負荷。四輪、三輪、

二輪車爭道，加上行人穿織在車陣中，交通之紊亂，

像極了早年的台灣。如果說：「交通是動脈」，那麼

擁塞的交通對經濟及社會的阻礙，可說是首先要解決

的課題。 

雅加達的名勝，首推「國家紀念碑」(簡稱 Monas)，

它是市中心「獨立廣場」(Merdeka Square) 中最醒

目的建築，高聳入雲，達 132 公尺。塔頂有個用 35

公斤黃金製成的火炬雕塑，象徵印尼由荷蘭人統治中

爭取獨立的精神永不止息。我聽從旅館的建議，一大

早八點不到就搭計程車到了「獨立廣場」門口，赫然

看到眼前黑壓壓的一片人潮，原來這個外圍的公園已

是市民運動及休憩的熱門場地，尤其在週末，更是扶

老攜幼全家出動。我隨著動線進入一個地下道排隊買

票，這 75 公尺長的通道擠滿了人，又只以龜速推

進，很快的我已汗流浹背但又動彈不得，只能任汗水

如雨般的流滿面頰，不禁想到當年在成功嶺受訓時站

在大太陽下的情景。好不容易進了 Monas，正想尋找

上塔頂的電梯，又看到一個熟悉的景色：人龍，一長

條環繞塔底，至少數百人之多，一打聽才知道電梯只

有一部，而且只能搭載 6個人！我立即放棄了這個念

頭，只好進入下頭的史蹟館，那裡頭空間之大固然不

在話下，但是一點也不像你我所熟悉的展覽館─孩童

在那裏追逐嬉戲、打羽毛球，或者成群結隊坐在地上

吃東西、聊天，已成為雅加達在酷熱天氣裏最好的避

暑勝地！ 

談到雅加達的歷史，就不得不提到荷蘭人，畢竟在過

去的四個世紀裏，荷蘭人統治它達三百多年，舊的市

名叫做八達維亞(Batavia)。雅加達北邊靠近海港的

地方就有個「荷蘭區」(Kota)，這是十七世紀荷蘭東

印度公司佔領時期的遺跡，許多建築物現在都已作為

博物館。我和 Annie 去參觀那一天，正好遇到一場市

集在它的廣場舉行，每個博物館的入場券又只有美金

10 分錢，不用說館裏館外都人潮洶湧。最著名的景

點是舊的八達維亞市政廳，現在作為「雅加達歷史博

物館」，裏頭收藏了五百多件殖民時代的文物。隔壁

也是一間古跡建築物，專門展覽印尼特有的木偶及皮

影戲偶，這種傳統藝術叫做「哇揚」(Wayang)，有各

種模擬及幻想的造型，配以古老傳說及神話故事，己

成為印尼的國粹，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這個荷蘭區的老建築物羣曾經疏於維修而破

舊不堪，近幾年來才因私人基金會的介入呼籲而引起

政府的注意，並開始實行保存的措施。 

購物中心 (shopping mall) 在美國比比皆是，倒不

足奇，但雅加達把它「發揚光大」，其數量之多與規

模之雄偉豪華，在亞洲先進國家中也是少見的。雅加

達的商業區在南邊，有個位於交通要衝的「大圓環」 

(Bunderan HI)，周遭五星級酒店及購物中心林立。

我們去逛了一間 mall 叫做 Grand Indonesia 

Shopping Town，共有兩棟八層樓相連的建築物，內

部裝潢極盡奢華，充滿歐美時尚精品，從頂樓往下看

中庭，真有目眩神迷之感。另外還去了在東北邊富庶

區的一間 mall 叫做 Mal Kelapa Gading，店家數目

多到不得不分成四個 mall。雅加達最新的 mall 是 

Mall of Indonesia，好大的口氣！在這個 mall 我吃

到了台灣的「鼎泰豐」，為了品嚐較多的菜色，我們

兩人都只點了四顆裝的點心及小碗麵食，結帳時居然

要美金$35！對於雅加達這些購物中心，我除了驚艷

之外，還感到它們似乎想藉此炫耀富裕的身份，不過

我也記得這幾天看到基層社會的情況及人民，又是那

麼艱苦，對比之下，真是牆裡牆外兩個世界！ 

到了要離開的時候了，雖然捨不得 Annie 留在這個異

族的地方，對她的興趣及選擇也只得接受。至少因她

的緣故，我才有機會來到這個從沒想過的地方。坐在

候機室，回想這幾天來新奇的經歷，我突然想到印尼

和台灣其實還很有緣份，因為兩國有兩次都在同一時

期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十七世紀初統治台灣的荷蘭人

其東方首府就在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而二次大

戰時兩國又同時被日本佔領。看到眼前十餘個印尼傭

即將同機去台灣打工，為她們有此工作機會感到高

興，台灣也有幸得到外勞的協助，兩國關係說來還蠻

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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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動態 

1. 理事楊瓊音日前車禍，目前在家休養，希望她早日恢復。 

2. 台美盃公開賽已於10月6日（星期六）下午6 時，在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CSUN）網球場圓滿結束。籌備的

西北區主辦單位主辦人陳輝男、邱建家同鄉的努力受到參與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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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October  同鄉會訊 陳勢敦、李婉婉、陳碧錦 

 

 

 

 
 
Bi-Jiin Chen 
TANLA 
1771 Southern Hills Place 
Westlake Village, CA 91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