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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的話

王蕙芳

六月十六日，西北區臺灣同鄉會在所有工作團隊的
同心合力，及全體會員的熱心支持下，完美展開結合傳
統與創新的節目，很高興新增加的土風舞和四寶剉冰得
到大家的認同！

特別感謝勢敦一直不斷的付出電腦方面専業能力，
讓我們西北區同鄉會站在現代通訊的最前端。這次經由
網路迎來了一位新的年輕會員 John 林瑞中。更鼓舞人
心的是回臺十幾年的江鵬崑和侯淑賢夫婦，再由臺灣回
來重新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當天早 上八點十五分
到 公園時，看到靖遠兄自己一

個人已經搬下了滿滿一整車內所有 TANLA 的“財產”
了，心裡非常感動。陸續的工作人員來到，我只看到滿
地的零件、工具及大大小小的袋子、盒子，手足無措，
覺得亂糟糟。這些數不盡的幕後英雄們，各就其位，很
熟悉的把整個場所佈置起來！真是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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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我們接下來要完成 2019 年 2 月的春
節晚會的構思。請各位有意參加的同鄉提供意見，我們
誠懇的歡迎您的參與。

***生活座談會專題演講***

同鄉會將於十月十三日舉辦生活座談會，特別邀請 CSUN 人類學教授 劉瀞心和夫婿劉海音博士（Dr. David
Hines）主講。
講題: （1)劉瀞心教授 -“淺談人類學 Anthropology 101”
（2) 劉海音博士（Dr. David Hines）-“伊拉克的多人塚（Mass Graves in Iraq）”
日期: 10/13/2018 （星期六）
時間: 10:00 a.m.-2:00 p.m.
地點: 萬縣臺美基督長老教會 2304 Antonio Ave, Camarillo, CA 93010
報名: 10/6/2018 （星期六）前
費用: 每人$10（便當+場地費）
歡迎參加， 有興趣者請洽王蕙芳（805-585-0674）

主講簡介:
劉瀞心博士 Chin-hsin Liu，Ph.D.
劉瀞心畢業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隨後前往佛羅里達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與博士學位。畢業後在北卡阿帕
拉契州立大學（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擔任兼任助理教授兩年，於 2015 年取得 CSU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一職，與夫婿 David Hines 遷居至洛杉磯。劉瀞心專長生物人類學
（biological anthropology），研究主題包含史前人類骨骼發展與健康、飲食型態、以及社會與環境變遷對人類
健康的影響，研究地區著重於東亞與東南亞。

劉海音博士 David Hines，Ph.D.
劉海音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於 2016 年取得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專攻法醫人類學
（forensic anthropology）。2005-2014 年間，他先後受聘於 Regime Crimes Liaison Office Mass Graves Investigation
Team （RCLO/MGIT）以及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ssing Persons（ICMP），長駐伊拉克與波士尼亞，協助
鑑識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與巴爾幹半島因戰亂與種族屠殺造成的大規模萬人塚，並訓練當地專業人員進
行法醫人類學與親緣鑑識。在美國境內，劉海音亦曾任佛羅里達州傑克森維爾（Jacksonville） 法醫局的法醫
刑事案件調查員，以及從事考古遺址發掘及人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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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兒童繪畫比賽結果

今年是狗年，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第七屆的兒童繪畫比賽採取的畫題是「我最喜歡的狗」。很感謝家長及祖父母們的鼓
勵和支持，今年增加好幾位小畫家。從再次參加的小畫家們的作品上，可看出他們的進步與成長。和往年一樣，他們生
動活潑的作品會登在下一年度（2019）通訊錄的封面。以下是得奬名單:
K-1 組：第一名 Noelle Tu、第二名 Jaden Hsieh
2-3 組：第一名 Josiah Tu、第二名 Paola Kim
4-5 組：第一名（兩位）Jashua Lin 林佑旭、Hugo Kim
初中組：第一名 Julia Lin 林佳宜、第二名 Phoebe Chen、第三名 Sara Tsai
希望家長及祖父母們鼓勵小朋友們繼續練畫，明年邀請他們的朋友一起來參加第八屆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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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創作聯展

林秋玲

短短三年來，每一次端午烤肉活動的成人創藝展辦理，雖是一場小小的展示，卻是慢慢累積經驗而進行更新，感謝謝
靖遠的技術支援及陳勢敦和王豐一的善意建議。此次，很榮幸地邀請了八位鄉友共襄盛舉。不管是老中青世代的攝影、
插畫、油畫、手工藝、寫作，都值得掌聲喝采鼓勵。隨著 Alwena Lin 的 After Sunset、自畫像，Phoebe Chen 的燈籠，蔡孟
豪的煙火、浩瀚星空，李東熹的 A step too late、似飛似奔，林美秀的刺繡、鉤針編織，彭定瑞的景物插畫，林秋玲的杯
紙龍，蔡美美的貼身觀察蜂鳥生命的最初十五天，陳漢民為臺灣小將來美參賽草地曲棍球的圖文壁報，乃至楊文顯的海
洋世界、臺灣島嶼油畫。每一幅作品，透過作者的巧思，讓單純的詮釋更具驚喜。感謝大家的支持與相助，有你/妳的參
與，才能圓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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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勇十蛟龍賣剉冰

顏玲蘭

二 O 一八年六月十六日，我們豪勇十蛟龍摩拳擦掌準備開張生意。
在烤肉公園的賣冰帳蓬内，共有四個作伙賣冰發財夢的二
男，二女，曾敏雄夫婦、陳燦河、顏玲蘭。其實，幕後英雄
早已策劃月餘，王豐一夫婦負責精美的海報，孟豪審校賣冰
流程並提供第一臺剉冰造錢機器，王蕙芳夫婦貢獻第二臺造
錢機器，十個人努力創造財富。
淑姝帶來由黃禾溱煮的紅豆、綠豆、手工自做芋圓、煉奶、
糖水，孟豪大清早就把方圓五百公尺内的冰塊搜購一空。
十點鐘，參加烤肉節的鄉親陸續抵達。我們剉冰勞工使出吃奶的力氣拼着老命製造噪音，感動許多愛吃的同鄉。但因
為我們這群高級知識份子從來没賣過剉冰，我們動作秀氣，堪比姑娘綉花，有的吃冰顧客叫著：「你們找錢動作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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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呀，零錢給你們了，不用找了！」。我們有點不好意思，又很高興，慢慢賺錢，感覺很不錯。
那一天，我們這群創造金錢的人，迎來了美金三百多圓，令人驚嘆我們職業規劃成功。冰中自有錢滾滾，無形中為同
鄉會增加了財富，謝謝大家。

剉冰記之 1 - 陳燦河
TANLA 剉冰，是專門治嗽。
有嗽吃冰，保證就沒嗽。
無嗽吃冰，就會顧身體。
一碗二元，要去那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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剉冰記之2 -曾敏雄
(Translated to Taiwanese - 王豐一)
TANLA 剉冰 專門治嗽
有嗽呷冰 保證𠀾嗽
無嗽吃冰 顧你身體
一碗兩塊 兜位迄找

第一賣冰，第二做醫生！三生有幸，
託莉莎姨的福，兩者都做到了！
當天，天陰水舞熱，見到剉冰姨，
一碗綠豆波霸冰，讓人心涼脾透開，
爽歪歪！

Singing With Friends.... For Your Health

Roanna Lee Battocchio

TANLA's bimonthly karaoke nights are not just for singers and not just about singing, although there are wonderful singers who do
sing. There's such a joy that we get from music, whether making or listening to tunes and melodies, and sharing this joy with others is a
gift. But that's not all it does for us: music is also great for our brains! According to one Johns Hopkins otolaryngologist, “There are
few things that stimulate the brain the way music does.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brain engaged throughout the aging process, listening to
or playing music is a great tool. It provides a total brain workout.” So,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these musical events are not only
having a great time eating and fun socializing, but they are also exercising their brains! Come make music at the next karaoke night as
part of your regular wellness routine!
（註：Next Karaoke night 8/25，Contact Elaine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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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會青年團特別慶生會

陳勢敦

同鄉會青年團於七月二十二日舉行特別慶生會，
歡慶William Hung （6 mo. ）及 Elijah Chen （2 mo.
）的誕生! 除了洪鏡清及Abby夫婦，Coree/Carrie 夫
婦及媽媽，我們並歡迎剛剛搬來的蕭錫閔及張婷婷
夫婦。同時還意外地得到了陳映宇及李宛臻一家，
許乃積教授及媽媽一同的參加，大人小孩共有二十
多人一起歡聚。謝謝豐一兄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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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區同鄉會啦啦隊的成果

一年一度美國加州世界杯曲棍球比賽，故鄉臺灣陣容龐大，有彰化平和國小
隊、高雄路竹國小隊、桃園凌雲國中女子隊三組代表臺灣參加比賽。
4月30日接到僑務委員會僑教中心主任電話，這次比賽就在西北區，你們的
地盤細米村大學比賽，邀請西北同鄕會請會友去加油，義不容辭就在我們家門
口，理當盡地主之誼要去參加。經蕙芳會長、理事會通過，由活動組承辦。
活動組組長王豐一是鬼才，精心設計傑作，「TAIWAN. Go Go Go」、「臺
灣加油」，大看板。西北區同鄉會的紅色橫布條。經會長蕙芳帶領、陳漢民負
責購買礦泉水、飲料、水果、點心，並由同鄉會友李勝明、曾敏雄、黃明玉、
李東熹、楊文顯、黃麗平，分擔費用。借用豐一兄的搬運四輪車二台，協力推
到比賽現場。也由楊文顯、王豐一代表西北區同鄉會給小朋友加菜金，溫心感
動所有小朋友，平和國小校長領隊贈錦旗一面以表達謝意。
比賽開始時同鄉會啦啦隊提起大看板TAIWAN GO GO GO，在現場高呼--臺
灣加油！臺灣加油！啦啦隊獨特的看板，好奇的西班牙選手來幫我們拿起大看
板加入我們的啦啦隊，也會高呼臺灣加油！太可愛了！
第三天冠亞軍決賽，從啦啦隊聲勢越來越壓倒優勝。 雖然3：3平手時間終
了，就要進行PK打球門賽，各派5位選手，誰打進多球就得勝。當打進2：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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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民

最後一球定勝負關鍵時刻，我們的啦啦隊齊聲高亢叫出臺灣加油、免驚！豆豆來！看吔腳！打進入了！啦啦隊效果成功，
最後猛員打進一球，3：2成為冠軍寶座。全體高興跳躍三尺，擁抱在一起，感動全場。
我們獲得世界冠軍，榮耀世界體壇一席地位，我們西北區同鄕會啦啦隊功不可沒，同鄉會一貫精神是團結，為臺灣鄉
親服務是目標。

台美人生活漫談會

生活漫談會報導

漫談會小組

台美人生活漫談會（Taiwanese American Discussion Group）於每月第三個星期三下午2-4 點在 Ventura County Supervisor
Office conference room 聚會（625 W. Hillcrest Dr. Thousand Oaks, Lynn Road 與 Hillcrest Dr. 交叉，Oaks Mall 斜對角）。 開講
的事項包括：分享日常生活撇步秘方、旅遊趣味一則、生活疑難、投資、醫學、時事、文學、政治等等。 以下是今年所
分享的話題包括：










電子琴鍵盤噴漆繪畫系統和夢幻工程—潛水艙（人類
生存的避難所）－楊文顯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Colorado）自由行－陳輝
男
 Special Topic：賴家祥、蔡敏玲家庭悲劇
 中醫觀點看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精神分裂症－
陳漢民
 長照的瞭解及看法（2）－陳淑美
歡迎同鄉參加，有興趣者請和主持人陳達文聯絡。

可燃冰－林勝雄
單車台灣環島行－陳勢敦
肉粽節精彩影片－黃邦雄
回台之旅－阿里山見聞－李婉婉、陳達文
退休生活旅遊漫談－ 陳燦河
淺談 民進黨的派系－林勝雄
趣談台美俗話語的表達－黃健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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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旅

陳昭吟

參加旅行社的旅遊，對現在的我而言，同遊的夥伴已更勝於跑行程的景點。年輕時總想走遍所謂的知名風景，只要能
到此一遊，走馬看花、沾沾名氣就很開心，滿足一下小小的虛榮心。
隨著歲月的洗禮，山還是山、海還是海，世界上的名山大川比比皆是。想想所見所聞的各類奇花異草、珍禽異獸，說漂
亮是漂亮、說稀奇也很稀奇；但心中的感動卻已不是視覺上的驚艷所能滿足，倍感珍惜與窩心的記憶，反倒是那些曾經
有緣相聚的旅人。
當然一如往常，坐車的旅遊時間總是大於能在景點的駐足
欣賞。下車總先要趕往洗手間前的冗長隊伍，再快步地趕到
景點稍作觀賞，緊湊的行程，還來不及讓欣喜溢滿心頭就得
匆匆離開。 還好上車不會只有無聊的睡覺，幸好這份小小
的缺憾在多才多藝的漢民兄所精心策劃的車上活動下完全消
失，滿盈繽紛的幸運珠和小禮物，讓整個車程時間過得歡樂
又開心。平時害羞靜默的我也大方地參與活動，看著鄉親們
落落大方地高歌、說故事與笑話分享，我深深地陶醉在滿車
的歡愉裡。
這趟旅程中的成就，感恩的是擁有健康的身心靈以體驗大
自然的美、感念的是能在異鄉領受到故鄉好友的親切關懷、
感動的是眾多人的默默付出與協助，讓我擁有如此美好的回
憶。
「有緣千里來相會」。在漢民兄精采的口琴演奏下，聆聽著望春風、綠島小夜曲這些優美又熟悉的旋律，看著窗外的
峻麗景象緩緩一幕幕地流過，我感嘆大自然的神奇，也沉浸於濃郁的鄉情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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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西北情

高菁黛、葉立傑

許多時候，所有的一切其實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只是當時我們並不清楚。
七月下旬和「西北同鄉會」同行的旅程，源自去年和「釋迦」與「芭樂」夫妻的相遇，年紀相仿的我們第一次認識，就
像多年的好友一般無話不談，對於初到美國生活的我們而言，可說是第一次有交到朋友的體認。之後，我們相互邀約健
行、交換漫畫、聽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歌、分享彼此生活中的喜樂。過程中常聽到他們夫妻談到「西北同鄉會」，一個
4

由來自台灣同鄉組成的社團，在洛杉磯地區以弘揚台灣本土文化馳名，每年一度的肉粽節更是「頂港有名聲、下港ㄟ出
名」。此外，一些名字更不斷地被提起，像是會長「小芳姐」、漢民哥、麗美姐等，未曾謀面的我們只能憑空想像，並
且為他們夫婦的幸運感到開心。
六月初的一個上班日，收到「芭樂」傳來的訊息，提到「西北同鄉會」將舉行夏季旅遊，歡迎我們參加。錯過今年
「肉粽節」活動的我們，當時還在想不知何時才能與同鄉會裡的台灣鄉親們聚首，沒想到緣份來得那麼快。於是，我們
毫不猶豫地報了名，經過數週的滿心期待，終於在7月21日到22日的旅程中，實現了這個念想。
出遊的那天早上和大家在Thousand Oaks碰面，見到小芳姐、漢民哥，當然還有麗美姐。在異鄉用熟悉的母語和來自家
鄉的朋友們問安，無非就是「他鄉遇故知」的心情寫照，一路上大家相互聊天、猜謎、玩遊戲順便顧心臟，最喜歡的橋
段是大家說說唱唱，不論是台語、日語或國語，用思念家鄉的心情唱出我們的歌。已經許久沒有這種心胸舒暢的感覺，
「人親不如土親」所指的不就是這個意思！
此行緊湊的兩天行程，也許到過的景點幾年後就已淡忘，但此情將永繫於心間。由衷地感謝在旅程中相遇的每個人，
以及一聲聲問候、一句句關懷。古人云：「此曲應只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我則以為「此緣或僅天上有，遙望西
北有鄉情」。
******************************************************************************************* ******************

文藝創作

謝謝你， TANLA!

林芳慧

那天肉粽節的活動之後，在上下坡幫忙收拾的當中，腦子裏不禁問自己，在現在快速變遷的年代，為什麼這個會能存
在快三十年了，為什麼大家歡歡喜喜的，忙進忙出的參與。
記得一部老電影「An affair to remember」。女主角跟著男朋友去訪他在小島上的grandma ，她被那美景吸引了，也希望
離開大都會搬來小島居住。那智慧的老人説：「時間還不到，you are young, go and make memories, I have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可回味」。
這同鄕會在過去快三十年當中，給我很多的回憶，有涙有笑。這同鄕會離繁華小台北有點遠，會員工作大半都能長久
穏定，會員也過半是早期來美唸書留下來的。他們的家、工作、孩子均在這裏成長。孩子們也在這同鄉會中認識到一些
從小一起長大的伴，幸運的二代、三代都是好朋友。
我們也許有些想法不同、做事方法不同，但各有空間；專長各有不同，互相搭配。 看著烤肉、文藝、文書、康樂活
動、音響、舞蹈.....，好像要文要武都有。Who 怕who 的多年情誼，讓我們能開懷的、自在的開開小玩笑，是那種長久培
養出來的默契，which make TANLA a very special part in our lives。不會close到有壓迫感，但是也有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的小城親切感。
想想TANLA快三十歲了，心存感激。
Thank you for being there! Thank you, TANLA.
******************************************************************************************* ******************

文藝創作

「貴賓室的惘然」

陳國昌

長期以來覺得是一種享受，甚至是虛榮的航空公司貴賓室，近幾年來卻逐漸變成我的一個負擔。
經常通過關卡進到登機大廳，我就會直奔長榮貴賓室，去享用它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在早年沒有手機的時代，它
有好幾台電腦可以上網，可看看電視，加上我慣吃的炒米粉、義大利麵，拿一罐飲料，然後在昏暗的燈光下讀一兩份報
紙，也算是一種享受。
以我在美國旅行的習慣，我通常會利用起飛前的時間四處走動，不但藉機運動，也使上機後較好入睡休息。但有了桃
園機場「貴賓式」的服務之後，心裏卻覺得早早離開去外頭走路是一種「浪費」，但是留在裏面繼續吃喝又沒有必要，
因為上機後很快就要供應餐點了，於是在貴賓室呆坐，想像自己 VIP 的地位！
心理的負擔在時間緊湊時最為明顯，雖然離登機很短了，還是「必須」去貴賓室享用一下，之後才吃喝得飽飽的直接
登機了！
隨著手機網路的發達，貴賓室僅存的一台電腦己經乏人問津，也隨著年齡漸長，餐枱上的簡食已引不起我的食慾，報
章雜誌和電視也比不上我的手機精彩及方便.........今夜
難得換搭「華航」，與長榮貴賓室就絕緣了，漫步在首次光臨的 D

區登機門，欣然瀏覽長廊上客家庄風貌展、霹靂布袋戲區、兒童創作園地、藝文展演空間、保育森活、原住民文化園區、
嬉遊記.....，才體會到桃園機場為何在世界「最值得觀賞」的機場名列前茅。
走著、看著，不知不覺的腳步更輕盈了，心靈也更開闊了，這，豈是貴賓室所能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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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會報導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的歷史

王豐一整理

適逢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創館 20 週年慶，本會[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特此撰文，與會館之各友好社團共慶賀台灣會
館館運昌隆，共濟群力，繼續為故里的母親-台灣，出聲與出力，作伙來打拚!
本會全名為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簡稱 TANLA），位於洛杉磯西北
部而得名，包括 405 高速公路以西，沿 101 高速公路一直到萬縣（Ventura County）。 本會於 1989 年 9 月 9 日假聖谷福
音教會中秋晚會成立臨時理事會翌年同鄉會正式成立，選出理事 7 人及首任會長李豐明，至今（2018 年）屆滿二十八週
年。經歷屆會長及理事們的接棒努力經營，倍受同鄉的肯定與支持，使本會不斷成長，會員人數也由創會初期的百餘人，
增至頂盛時期的近五百人。本會並於 2012 年自力申請 IRS-501(c)(3)非營利機構資格，2013 年獲得正式認可。
自創會以來，本會鄉親多次展現身在異鄉，心繫故鄉的心，在故鄉遭遇過的幾次重大天災時積極賑災募款，以桃芝風
災，及 2009 年八八水災（莫拉克颱風）， 2014 高雄氣爆，還有 2016 台南地震為最具代表性，發揮愛鄉護土，人饑己饑
的同胞情懷。1994 年 1 月 17 日北嶺（Northridge）的大地震，不少同鄉的住宅受到嚴重的損壞。本會積極協助同鄉爭取
台灣政府撥款 30 萬美元慰問金的補助，盡一些力量幫助受災的同鄉得到較公平的補助款。2014 年積極捐款並參與支援
南加學生 318 學運示威活動而盡力。
本會信守會章的宗旨與立場，服務鄉親，關懷故鄉，現在每年舉辦的例常活動有：三次的大型活動-春節年會、端午
野餐、秋季活動（近年來經常以中秋旅遊或座談會取代），每個月的生活漫談會，雙月的卡啦 OK 之夜，還有季節性旅
遊，甚受同鄉喜愛。發行通訊錄年刊跟每 4 個月一期的會訊亦已成慣例。除了固定的常年活動之外，本會也經常主辦或
參與友人社團舉辦的跟故鄉有關的大小活動，如由台灣會館主辦的每年五月的傳統週，228 紀念會，小英總統就職茶
會…等等，也舉辦過台灣文物展把母親台灣介紹給美國的普羅大眾，還會三不五時組織啦啦隊為從台灣來的各類運動比
賽隊伍加油、打氣!
欲知本會的資訊與最新活動詳情，歡迎洽臨本會官方網站： www.tanla.org

活動報導

肉粽節烤肉野餐特寫鏡頭

黃邦雄、胡澤銘

從黃邦雄和胡澤銘兩位攝影師的快門裏，看到所有工作人員的辛勞與賣力精神。在這麼多人的努力下，肉粽節烤肉活
動再次成功地辦好。請上網站欣賞黃邦雄醫師精心製作的 2018TANLA 夏季旅遊影片（https://youtu.be/efqcwlJZqLE）。

顏玲蘭很有魄力的帶動大家，跳兩條老少咸宜的土風舞水舞和沙漠之歌。

6

徐郁蓮主持的成人與兒童遊戲也十分有吸引力。參與者玩得開心投入，旁觀者也看得興奮快樂。

今年有約 250 人參加，豐富熱鬧節目下，最特別的是祖父孫三代同樂及年輕父母陪著小朋友體驗動靜遊戲。很榮幸地，
經文處處長和僑二中心主任撥空遠來和我們ㄧ起歡喜同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鄉動態









永久會員太平洋時報社長林文政親筆報導「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歡度肉粽節一文，刋登 6/21/2018 太平洋時
報（http://www.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780ad87a-7d4a-4234-8222-220fd2b8739b）。
移居 Pasadena 的永久會員林焜雄來電，感謝西北同鄉會理事們和工作人員的辛勞。多年來他詳讀每期會訊，每年
都收到通訊錄，很受感動。
永久會員江鵬崑、侯淑賢夫婦回台服務十五年後，退休回美。
恭喜前會長許文仲和會長夫人搬新厝、娶媳婦。
恭喜前會長翁淑鐶、王政明同鄕娶媳婦。
恭喜前會長江鵬崑、侯淑賢同鄉娶媳婦。
同鄉江文湧老先生於五月九日蒙主招見回天家，享年一百零一歳。
餐飲組組長張淑姝的母親於 6/2/2018 壽終正寢，享年 94 歳。

2018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會長

王蕙芳

(805-585-0674)

Ventura

huifanglee1@yahoo.com

副會長
a
祕書

鄭夢寧

(818-626-6933)

Porter Ranch

marlonmcheng@gmail.com

徐郁蓮
蔡孟豪

(661-388-7240)
(805-500-8999)

Van Nuys
Camarillo

ohmygirl2003@yahoo.com
edward_tsai@yahoo.com

財務

陳麗美

(805-484-5222)

Camarillo

leemay93012@yahoo.com

周芳全
蔡美美

(818-386-8545)
(805-379-4369)

Encino
Thousand Oaks

fchoutw@gmail.com
meimeitsai6@gmail.com

總務

b

a

祕書 : 由徐郁蓮、蔡孟豪分擔職務
b
總務 : 由周芳全、蔡美美分擔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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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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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粽節: Alwena Lin、Phoebe Chen、Phyllis Chen、顏玲蘭、侯淑賢、呂麗琴、周芳全、孫重生、張淑
姝、張簡慶美、彭定瑞、徐安琪、徐郁蓮、曹志揚、曾敏雄、李勝明、李婉婉、李孔昭、李惠珠、
李東熹、林志偉、林朝楨、林瑞中、林秋玲、林芳慧、盧智媛、楊傳賢、楊右民、楊文顯、楊海
源、江鵬崑、倪洋洲、王淑真、王美卿、王豐一、王蕙芳、田惠娟、盧永章、胡澤銘、蔡孟豪、蔡
孟嘉、蔡文玲、蔡旭輝、蔡美美、蔡美惠、蔡麗環、蘇嘉儀、許文仲、謝靖遠、謝飛燕、鄭夢寧、
陳勢敦、陳國昌、陳寬虎、陳昭吟、陳漢民、陳燦河、陳珮瑜、陳白蓮、陳碧錦、陳達文、黃麗
平、陳麗美、黃明玉、黃秋燕、黃邦雄、黃禾溱（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八月份鄉訊: 主筆 王蕙芳、林秋玲、顏玲蘭、陳燦河、王豐一、曾敏雄、Roanna Lee Battocchio、
陳勢敦、陳達文、陳漢民、陳昭吟、高菁黛、葉立傑、林芳慧、陳國昌、蔡美美; 校對 李婉婉、
陳達文、林美里、林芳慧、陳昭吟、林秋玲、王蕙芳、鄭夢寧; 編輯 黃明玉、林秋玲、蔡美美; 郵
寄 歐玉惠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8 August

同鄉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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