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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8 第 3 期   同鄉會會訊 December 2018 

活動通知        年慶暨春節晚會 
 

時間：2/16/2019 （星期六），5:30pm - 9:30pm 

地點：St. Bernadine of Siena，24410 Calvert St.，Woodland Hills，

CA 91367 （見圖） 

節目：舞龍、舞獅、歌唱、跳舞、摸彩及其他精彩表演。 

餐點：5:30pm – 6:30pm 豐富的自助餐。 

費用：會員 $15；長輩會員（75+）$10；兒童（6-12）$10；學

生$10；非會員 $20。 

報名：敬邀親朋好友，舊雨新知共聚一堂；把茶言歡共饗佳餚，

共襄盛會。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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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會長 

副會長 

祕書 a 

 

財務 

總務 b 

 

王蕙芳 

鄭夢寧 

徐郁蓮 

蔡孟豪 

陳麗美 

周芳全 

蔡美美 

（805-585-0674） 

（818-626-6933） 

（661-388-7240） 

（805-500-8999） 

（805-484-5222） 

（818-386-8545） 

（805-379-4369） 

Ventura 

Porter Ranch 

Van Nuys 

Camarillo 

Camarillo 

Encino 

Thousand Oaks 

huifanglee1@yahoo.com 

marlonmcheng@gmail.com 

ohmygirl2003@yahoo.com 

edward_tsai@yahoo.com 

leemay93012@yahoo.com 

fchoutw@gmail.com 

meimeitsai6@gmail.com 

  祕書
a
：由徐郁蓮、蔡孟豪分擔職務 

  總務
b
：由周芳全、蔡美美分擔職務 

會費交繳通告： 

敬愛的鄉親們， 

年度將更替，請同鄉將2019會費同時交予

售票人員或寄予同鄉會財務，以免中斷活

動通知。 

2019年會費：（1）永久會員$250，（2）

單身$15，（3）家庭$20。 

***每年年費有效期是自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mailto:marlonmc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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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王蕙芳

時間過得真快，一年又要過去了。這是我們今年最後一期會刊，也是我最後一次寫〝會長的話〞。 任職九個月

來，幸虧有強大的後盾副會長、五個理事群、七個組長、及不少的志願同工，幫我順利的渡過這期間。 

 隨著六月份的肉粽節烤肉後，在七月底我們舉辦了二天一夜 Palm Spring 的郊遊，一部大遊覧車坐滿了五十幾位

鄉親，在旅遊組長漢民兄的帶領下，玩得非常愉快。 

八月十二日蔡英文總統過境洛杉磯，我們有十一位同鄉受邀參加歡迎晚宴，場面非常熱鬧，大家都很興奮為總

統加油！隔天她到雷根圖書館參觀，有五十幾個鄉親也趕到 Simi Valley 去迎接她！ 

 十月十三日我們邀請劉瀞心敎授及她的先生 Dr. David Hines，來為我們的生活座談會做專題演講，有七十幾位同

鄉參加，她以台灣話把人類學很有趣地介紹給大家，Dr. Hines 也把他在伊拉克做 Mass Graves Investigation 的經驗

分享給我們。當天副會長夢寧兄為我們準備了豐富的便當。 

 明年二月十六日星期六將是舉辦春節晚會的日子了，這是我們一年一度最大且最熱鬧的活動，平常大家生活忙

碌，希望所有鄉親能利用這個機會，出來與同鄉們共度佳節。晚會的節目一般都是我們鄉親自己出來表演，我

知道同鄉裡面人才濟濟，很歡迎能夠提供表演節目…唱歌、跳舞、話劇、樂器…等等都可以。有興趣的人可以

和活動組長豐一兄聯絡。 

這一兩個月來由勢敦兄及豐一兄的努力，招來了不少新的青年會員，給我們 TANLA 增添了新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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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LA 公告欄                         理事徵詢通告                          王蕙芳                         
 TANLA 成立至今將近 30 年了，一直都靠著歷屆會長及理事們無私的努力經營，才能成長到現在幾乎是洛杉磯

最大的社團。過去似乎總是由同樣的幾位鄉親輪流當理事，而且這些同鄉們的年齡也都趨近於長老者，我們確

實需要新血來替代。為同鄉會服務當然是自願的，但在任期中與大家討論議案，商量事件，您會發覺學到了很

多東西，這是非常可貴的經驗。如果沒有新理事接班，這個同鄉會將無法存在。我相信鄉親裡有很多人熱心幫

忙，並且希望 TANLA 能繼續為在洛杉磯的台灣鄉親提供各項活動，借機聯絡同鄉感情。 

再次拜託同鄉們自動向任一位理事報名或能踴躍提名熱心的鄉親，來為 TANLA 服務二年，相信您會為這個社

團感到榮幸及驕傲。謝謝您！！ 

************************************************************************************************************s 

TANLA 公告欄             誠徵新版 TANLA LOGO 圖案設計                          
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簡稱：TANLA）目前的 LOGO 使用為時已久，所以我們決定公開徵求全新的圖案設

計。圖案徵求設計規則如下：  

1. 參賽者必須是本會有效會員或其子女。 

2. 參賽作品應以黑白與彩色打印一份，連同參賽表格一同交稿，同時繳交原設計圖的電子檔。 

3. 最終獲得採用之圖案，該設計者將獲贈$100 獎金以示獎勵。 

4. 所有參賽的作品交出以後，無論最終獲採用與否，其版權將全權歸屬於 TANLA 擁有。 

5. 參賽表格請在此 TANLA 網站連結索取：http://tanla.org/wp-

content/uploads/2018/11/2019_TANLA_LOGO.pdf 

6. 比賽截至日期：2019 年 1 月 31 日 

如有任何疑問或欲知更多詳情，請聯絡 TANLA 策劃組組長倪洋洲（ymni88@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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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TANLA 青年團活動簡記                         王豐一 
TANLA 的青年團成立起於 2018 年 7 月，主要是為了提供本地年輕一代的臺灣同鄉，有個能讓相近年齡層成員

與家庭相聚活動的機會。目前已舉辦過的活動有： 

http://tanla.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2019_TANLA_LOGO.pdf
http://tanla.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2019_TANLA_LOGO.pdf
mailto:ymni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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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22，新生嬰兒慶生趴，地點在 Avalon Camarillo  的 Club House。當天出席的

人數超過 30 人，包括稚齡嬰兒，有 2 個月、4 個月與 6 個月的嬰兒各一名

（https://youtu.be/44ly4sdKbQI）。 

2. 9/1，Labor Day weekend，Seabridge Marina in Oxnard：BBQ 與 kayaking，出席

人數近 40 人。 

3. 9/22，中秋賞月烤肉，Camarillo：參加人數也是超過 30 人。 

參加活動的雖然多是同樣的成員，但是每次都會有數位新同鄉加入。成員間平

時也經常三五成群相約小聚，或是下午茶，有時火鍋趴、babysitting、串門子打

伙食…等等，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並且相互支援與分享生活經驗與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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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認親結緣 -  新會員融入                       徐素娟 
今年三月三日在 Oak Park Library 舉行的 TANLA 工作團隊檢討會中，會長提起“ＴＡＮＬＡ 每年的工作團隊檢

討會都是由一些熱心的會員針對會務做一些建設性的檢討；今年所有與會的同鄉除了一般會務外，最最關切的

就是傳承和如何吸引更多新會員的加入 . . . ”。針對這議題，田惠娟提出了她的新會員活動計劃：“我們將拿

這兩年新會員名單做三次“Open House”邀請新會員參加；每次的 Open House 將請不同組別來參與 . . .”。 

五月三十日，第一次新會員聯誼 OPEN HOUSE @ 林博文和玲瓏府上 （謝謝你們!），大家有幸欣賞到人人嚮往

的“林家花園”，還有晚上的“Laser Light Show” 真的令人驚艷！ 

六月三十日，理事會敲定第二次 OPEN HOUSE 將於九月三十日 12:30 – 3:30 pm 在謝靖遠和美美府上舉辦。周醫

師和美美努力用電郵招兵買馬，田惠娟也聯絡舞蹈組成員權充當日的後援部隊。萬事俱備就等著好戲開場。 

九月二十九日，周醫師 e-mail“OPEN HOUSE 臨時改在周芳全和田惠娟家， . . .”；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

不如一通電話（e-mail）。身經百戰的老會員在改戲碼後處變不驚，努力配合幾小時工夫內一切搞定。  

九月三十日，TANLA 第二次新會員聯誼 OPEN HOUSE @ 周芳全和惠娟府上 （謝謝你們!）。12:15 pm 周醫師家

硬體已就位（桌、椅、杯、盤、碗、筷、水），人客開始陸續到臨，田惠娟開始調度人員。12:30 pm 原來靜悄

悄的空間突然加添了近四十位軟體（大人、小孩）；大人們忙著寒暄問好，小孩也不落人後的結伴嬉戲。  

Kitchen counter 上擺滿了各家大廚美味的佳餚，Bar 台上也有好多秀色可餐誘人的甜點。 新、舊會員和小小朋友

們共聚一堂好不熱鬧喔！ 

會長歡迎所有的與會會員，也感謝新會員的加入，替同鄉會注入了新血更增加同鄉會的活力。午宴正式上場，

席開五桌，每桌雖沒有對號入座，但都能新舊會員共聚； 大家一面用餐一邊互相認識，切磋人生經典。 

就在熱鬧氣氛下男女主人出場，周家客廳即刻變成眾星拱月的新星“政見”發表會；認親結緣戲碼正式開場。 

在周醫師提綱板的引導下每個家庭輪番上台與大夥兒 ”開講“，除了眾所皆知的資深會員外我們很快的也認識

了一些新會員： 

 朱森元（Mike，嘉義市人）Nebraska -> Chicago 退休後搬來加州與兩個兒子當近鄰，享受天倫之樂；朱教授

專精英美文學、詩、詞和小說，九月份的生活座談會有幸親臨教授漫談 “英美文學與詩” 受益匪淺； 現在

最大的樂趣除了陪孫子外就屬種菜了，聽說今年苦瓜就生了一百多條呢! 朱夫人陳雪峰（Yukie，基隆人）來

美國後由文轉電腦曾在 Lucent 上班； 現在除了 Line Dance 外還參加很多活動，生活多采多姿；很高興 Yukie 

將成舞蹈組的生力軍。 

 陳瑞貞（Jane）陽明大學護理研究所畢業； 任教護理專科學校多年後，隨任教於奧勒岡州立大學的先生住在

奧勒岡十幾年。因女兒任教於 CSUN 所以搬至加州，未來新居在 West Hills。剛開始不習慣，很想哭，快得

憂鬱症。還好有同鄉會後頭村，感謝大家支持。希望能多一點聯絡問候，找到同鄉的溫暖。親不親故鄉人，

未來會更好。 

 孫重生（Chong，臺南人）Houston -> Chicago -> Rhode Island， 三年前來到 Camarillo 在 Amgen 上班；喜歡唱

歌和旅遊。孫夫人李惠珠（Julia，臺南人）：星期二爬山隊的忠貞會員；喜歡旅遊，花花草草和種菜。 

 賴劉利（Larry，員林人）少有的複姓，成大工程現在開電腦軟體公司；80 年到加州，喜歡旅遊； 小時家中

種田，理當是農學專家，可是現在種的菜卻成果不佳。Why??? 賴劉夫人林慧珍（Janie，宜蘭人，臺北長大）

成大建築。 

https://youtu.be/44ly4sdKb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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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啟文（Calvin，臺北->屏東）1977 來美，目前在 UCSB 服務；喜歡旅遊。高夫人陳珮瑜（Annie，臺南人）

婚後來美，素食者；所有水果都愛吃，喜歡旅遊。 

 蕭錫閔（Jim，彰化 ->臺北 ）成大畢業在美 11 年， Rochester -> St. Louis 結婚 3 年後搬到加州； 喜歡電動； 

Atara Biophamaceutical Analytics Scientist。蕭夫人張婷婷（Ting Ting，臺北人）與先生共組〝囂張〞夫婦；

Georgia 唸書，專長是音樂治療； 喜歡戶外活動、遛狗。 

 許乃積（Nigie，臺中人）1997 年來美國上大學； 研究所時主修數學和統計學，目前在 Bakersfield College 教

書； 喜歡游泳和徒步旅行。 許夫人曠佳音（Jessica，南投人）喜歡旅遊，愛吃荔枝和所有水果。 

 葉佳展（Max，中壢人）吃素+海鮮； 小學後來美到 NY，Cornell 畢業； 工作：手機晶片； 小時愛讀中國歷史，

來美後自修中國歷史文學； 喜歡旅遊，有兩個女兒（Erica 6，Isla 4）。葉夫人林佩施（Caroline，臺北人）

全職媽媽，婚後來美；家中種植有機蔬果。喜歡做菜和烘培，當場也分享許多種菜注意事項。 Erica，愛吃

各樣的水果，所以叫“水果妹”。  

 陳映宇（Andy，臺北人）從灣區搬來目前工作和住在 Camarillo； 喜歡打球，最愛吃鳳梨； 有一女（Ivy，4）

一兒（Max，6 Months）。 陳夫人李宛臻 

（Jenny，高雄人）護理人員； 喜歡刺繡，

Travel； 愛吃：荔枝、龍眼。 

 宋怡欣（ Emily，豐原人）在東莞工作 16 年，

現在是全職媽媽； 喜歡運動以及戶外活動，愛

吃所有水果；兩個兒子（13 ， 10）。  Emily 將

負責帶動舞蹈組明年的春節熱舞，謝謝！ 

 李秋桂（Grace，高雄->臺南->臺中）在 Shoes 

Business，來美 16 年。 平常有空喜歡與朋友吃

飯，聊天。 所有水果都喜歡，最想吃的是釋迦，

因爲很久沒吃了；有一女（12）； 歡迎 Grace

當場就加入我們的舞蹈組，今年舞蹈組多了幾

位強棒，年會陣容應該更龐大吧！ 

 林瑞中（John，臺南人）4 歲 Vancouver ->9 歲 Taiwan -> 高中 Vancouver ->大學  Montreal -> US；Chiropractor  是

個不開刀不給藥專治跌打傷痛的脊骨神經醫師，目前公司在 Sherman Oaks and Woodland Hills； 喜歡吃飯、

Frisbee、打羽毛球；水果最愛吃芒果和釋迦；John 可能是 TANLA 最年輕的單身會員；聽說他已首肯願意來個

有關各種預防與修補跌打損傷疼痛的座談會，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接下來資深會員也分享了他們精彩的人生歷程；在短短幾小時的聯誼裏所有同鄉享受了豐富的午餐和愉快的交

誼。 好高興在這次認親結緣活動裏舞蹈組增加了三位生力軍；很多人找到了同鄉、近鄰和同好，小朋友們也找

到了更多的玩伴，收穫還真不少呢！ 

謝謝周醫師和惠娟的 OPEN HOUSE，也感恩他們倆真的做到了 “藉由幾次的 OPEN HOUSE 讓新會員藉機和不

同的人相聚，能在很自在的氣氛下進一步的了解 TANLA 的人與事，增進對同鄉會的向心力才比較容易融入”。 

這回可能是同鄉會平均年齡最低的一次聚餐；特別要感謝豐一兄的努力，才能號召到這多的 Young Families ，也

十分歡迎所有新會員的加入； 希望藉由你們的創新與活力，讓同鄉會能永遠做我們 ”出門在外人”溫暖的後頭

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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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聆聽人類學者之專題饗宴                  林美里 

十月十三日一個風和日麗的週末，大約七十五位西北區同鄉會的兄姊們，聚集在萬縣臺美基督長老教會，聚精

會神地享受了一對人類學者夫妻，極為高水準的專業演講：劉瀞心博士，以「淺談人類學」切入，深入淺出地

將同鄉們帶入現代生物人類學領域。吃過便當午餐之後，由我們的臺灣女兒之夫婿 David Hines 劉海音博士，接

續以他法醫人類學之專長和經驗，敍述「伊拉克的萬人塚」。 

瀞心博士，以年齡來看，似是在座許多同鄉的第二代子女一般的年紀，但是她不僅說得一口道地的臺語，而且

也能很恰當地，英台兩種語言巧妙的翻譯，幫助同鄕們的瞭解，我不由得對她按「讚」，給予誇獎！ 

李宛臻（左），黃麗平，葉家展夫婦，陳映宇，Elaine，許乃積夫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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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她說：好比女人的生產嬰兒，她有一位老美同學，產後第二天就回到學校上課，

不像台灣的女性，就是不坐月子，也不可能當做小事一樁的把 baby 留給先生照顧，

自己不只回校上課，而且去買菜打點家務事。又好比，在美國打個噴嚏，必須說

"Excuse me"，別人"Bless you"之後，還得"Thank you"一下，多麻煩！再說，人與人碰頭，

別人問 "How are you?"，假如你傻儍的要回報「噢！我怎麼怎麼了...」對方一定會「儍」

住了，以為你真的怎麼了....  

這些事，就是人類學的一部分。 

當今的人類學，美國學派將之分為：語言、考古、生物及文化四大塊。臺大是臺灣最

早設立有考古人類學系的大學，後來也改名為人類學系了。目前臺灣共有八個學府提

供這方面的教育：臺大、暨南、東華、慈濟之大學部，及清華、政大、成大之研究所

等。 

日治時期著重在對臺灣原住民及考古學之研究，有：伊能嘉矩、鳥君龍藏、森丑之助三位代表性學者。 

現代人類學之研究，分別在區別語言之使用 ，歷史遺跡遺骸之挖掘和復原，生物科技去探討骨骼、牙齒、基因

與行為之關係，再而從各種不同的文化中，去勾畫出人類文明；如此引導出人類學「透過過去，準備未來」的

貢獻。 

Dr. Hines 以法醫人類學之長期工作經驗，敍述他在伊

拉克萬人塚（三人以上就稱 mass grave）之專業經歷。

萬人塚之測試發現，依靠金屬測試機去找出彈頭散聚

的地區，再觀察沙漠地忽然出現劃割整齊有長草的地

區，都有助於萬人塚的發現。挖掘之後，藉由服飾的

特點，去辨別性別或族群；往往在大型怪手挖掘出來

的屍骨，已經被破壞，所以若有牙齒，則有助於鑑識。

伊拉克暴君海珊政權下被屠殺之亂葬崗，在法醫人類

學者領導下的努力，仍是艱辛又緩慢的。劉海音博士，

近年來也加入不少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軍人分散在太

平洋地區的遺骸鑑定，協助戰亡國軍重歸家鄕，入土

為安的工作。 

當然，在發問時間，有同鄕提出希特勒政權下的猶太人被屠殺，以及臺灣二二八臺灣人被屠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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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簡介                      Chiropractice – 脊骨神經醫學                 林瑞中 

相信大家對於 Chiropractor（脊骨神經醫學，以下簡稱脊醫）這個詞不陌生，但是多數人對

於這個專業卻不太清楚。到底是中醫、推拿、整骨、民俗療法，還是按摩？其實都不是。 

脊醫是由 Daniel David Palmer 於十九世紀末創立，字面上 “Chiro-practikos”即 “practice with 

hands”，為徒手治療的意思。脊醫治療是不動刀、不開藥、不打針的，講求協助身體自我

修復，如同自然療法一般。 

現今的脊醫師在美國的法規歸類為五大醫師行業（Physician）的一種（其餘四項分別為西醫、

牙醫、驗光師、足科醫師），可做獨立的診斷及治療。有八年高等教育及專業學程，國家

考試以及各州執照考試方能成為脊醫師。脊醫師拿到執照後，可再進修專科，包含小兒專科、運動專科、放射

專科、營養專科、復健專科、顱骨專科、神經專科、動物調整專科等等，分別一到三年不等。 

教育學分包含生理學、大體課、微生物學、病理學、驗血報告、Ｘ光判讀、營養學、心理學、婦產科、診斷學，

與西醫課程時數幾乎無異。因職業本身不動刀不開藥，取代這方面課程的為觸診（Palpation）以及徒手脊椎調整

（spinal manipulation）。 

脊醫師的治療方式除了徒手調整，還有電療、超音波、低能量雷射、冰熱敷、復健運動、營養調理等，針對不

同症狀做不同的治療方式。可以諮詢脊醫的常見問題包含頭痛、腰痛、肩頸痛、拉傷、扭傷、姿勢不良、網球

肘、腕隧道症候群，等等。就如其他醫療行業，碰到脊醫非專業的領域，脊醫也是會做轉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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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可惜的是，目前在台灣脊醫還不是一個合法的醫療行業，故在台灣任何人都可以用 Chiropractor 一詞自稱。

學一個禮拜推拿課就開業的王老師，在國術館長大的林師傅，買書無師自通整骨的張先生，在台灣都可以稱做

Chiropractor。這也是為什麼在臺灣脊椎調整的風險如此高。 

術業有專攻，每個專家在自己的領域外也只是普通人。脊醫並非神通廣大，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根治。就如同

生小孩不會找皮膚科，拔牙不會找眼科，如果碰到中風、心臟病，脊醫師最多能做的也就是幫忙叫救護車罷了。

希望這樣的介紹對於認識脊骨神經醫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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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冰島自助旅行                                                               林勝雄 

九月中，我們住在 Camarillo 的兩對夫婦，穿短襯衫從 LAX，搭 WOW Air 直飛冰島。一出機場冷風剌骨，要穿

雨衣及禦寒衣物。我們租了一部 4x4 van 準備環冰島一圈。 

冰島土地是台灣的三倍大，人口不到 35 萬，是近年來世界遊客的新寵兒。2017 年有 230 萬人來此一遊。冰島人

友善，講英文也通。年國民平均所得 US$7 萬多，比美國還要高。 

公元 784 年，維京人 （Vikings，挪威的諾爾斯族人）發現冰島。維京人善長造木船、行船、經商，也是戰士，

更是鄰國的侵略者（海盜）。發現這島是宜人居住且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維京人就放假新聞，説“這島是整年

冰天雪地，土地貧脊的火山岩島。”，故取名 Iceland， 不想讓別族移入。不久他們又發現叧一大島嶼，其大部

份土地是覆蓋在冰天雪地下，取名叫 Greenland，說這大島“綠草如茵”。冰島位於北極圈邊緣，在北大西洋上，

西看 Greenland，東向挪威，東南方是丹麥及英國。 

冰島位於歐亞板塊及北美洲板塊上面。這兩板塊一年平均以 2.5 cm 速度分離。長時間的分離，造成冰島地表/地

層內有很多裂縫 （fissures）。地球內部的高溫岩漿及高壓氣體便借由這些裂縫往上衝， 造成今天冰島上有三四

百座火山 （含四五十 座的活火山）。 

不斷的板塊分離，火山爆發，地震，地層上升/下陷，其火山、地熱谷、溫泉數量是全球第一位。“造山運動”

造就冰島起起伏伏美麗的地型景觀 。值得参觀的是冰島 Thingvellir 國家公園 （在西南區），遊客可摸到分離的

板塊。世界各國的潛水客，很有秩序每十分鐘一梯次（五六個人）下水看水底下的板塊。 

Blue Lagoon 是冰島最大的溫泉。遊客多要先預約，門票是 ISK 7500 

（US$75）。我們遇到一團（約十位）來自台中坐輪椅的女士，他們飛了二十

多小時剛下飛機，高興地等著去泡湯。外面也有不少的小野溪，很多人也在

泡免費的熱湯。 

火山湖：有些火山有五彩爭艷的山壁，多次出現在冰島雜誌上。地質學家可

以告訢您它的化學成份等等。我們也去人煙稀少的火山口。內裝深藍色的水，

無波無浪靜靜地呆在那裡流不出去。 

冰島天氣冷，有高山，山上又降雪，有利於冰河的形成。有些冰河口在海邊，

遊客可就近看/摸大小不同的流冰。有的透明的，也有灰黑色的。景點有直昇

飛機，水陸兩棲巴士船，可供近距離看冰河。有的冰河躲在山上，旅客要穿

雨衣/夾克，背帶食物/水，走碎石山路上山。來回 6-7 公里。高山的冰河當然

比平地的更雄壯，更水 （美），比較適合有體力，愛好健行的人。 

瀑布：受到大地震，地層下陷，或軟石層水沖蝕，有的河床垂直斷落。形成

水量，高度及寬度不一的瀑布。走近瀑布聽其聲音，盡量呼吸充滿負離子清

新的空氣，下山後三天内依然感受到。 

在西南區的 Black Sand Beach 其沙灘是由黑色火山玄武岩（Basalt）風化形成的。很多電影在這裡拍攝。來冰島

不來 Black Sand Beach 不算來過冰島。 

冰島夏天種牧草餵牛、羊、馬。自古冰島沒有猛獸或蛇，羊群喜歡呆在外面不怕冷。羊肉好吃且没有腥味，但

是羊肉上火，適量地不宜多吃。從農場餐廳内，可看到他們自養放牧的羊群。 

有一天下午在公路上，碰到四千多頭羊慢吞吞的移動，不怕人，好可愛。兩邊車輛都停下來。反正來此度假，

也不差這一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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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有很多中文資訊提供景點及行程規劃。去冰島 比較舒適的方法是參加 西北歐團。從英國上船> 丹麥> 挪

威>冰島>英國。吃、住、交通都包了。航空公司 （Iceland Airlines，WOW air）也有們自己的 promotion package 

包機票、住宿、交通等。 

自助旅行需自己租車、開車、找旅館，比較多花時間，但是行動自由，可多看一些景點。謝謝 Helen 的仔細規

劃。冰島國際機場在西南區。我們依順時鐘方向從 機場> 西南區> 東北區> 東區>南區>西南區> 機場。 

夏天去冰島不會太冷。有機會會再去玩，但不是 14 天。冰島生活費用高 （i.e. 一加侖 gas 是 US$ 8.5， 小木屋一

天 US$250）。有的小木屋只供暖氣、床被、WiFi、電及煮飯工具、小冰箱， 自己要去超市買回來煮。去冰島没

看到“極光”不會覺得遺憾。環島公路有柏油路面，但是很多景點車子要走碎石路。開車有 4x4 的比較安全。 

這次高高興興的玩，平平安安的回來，感恩了!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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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四川稻城亞丁深度遊                    陳漢民 

用生命換取永恆的回憶，這個回憶何等珍貴，被公認世界最美的景色，上帝創造

宇宙之奧妙，呈現在世人面前、雄偉鼎立、壯觀景緻優美、神奇景觀，從觀賞攝

影角度拍到的照片無法用言語筆述來形容神山雪頂之美。我們有 33 人團員，西北

區同鄉會有陳漢民、盧智媛、李勝明、洪玲玉、曾敏雄、張簡慶美、彭平等 7 位。

我有 5 個最之：1 年齡最大、2 體形最胖、3 走路最慢、4 食量最多、5 氣候預測

最準（跟我出遊不會下雨）。在亞丁公園內海拔都在 4500 米以上，空氣稀薄、呼

吸困難、體驗人體的心臟機能，走路慢慢地！慢慢地！，有了絕世美景慢慢走、

慢慢悅目欣賞，也就忘了高山氧氣稀薄的感覺，雖然空氣稀薄尚能頂住。 

從成都出發到達峨嵋山頂纜車索道穿過雲層到金頂四面佛，陽光普照攝出金色燦

耀的景色，我們是幸運的遊客，天氣晴朗萬里藍天，整個峨嵋山頂像是一幅美麗

艶色的油畫，真捨不得離開這金光閃閃動人的畫面。拍照後我們要下山時雲霧瞬

間從天而降，蒙蓋整個山頂，彩虹也出來了，彷彿在歡迎我們下山，難忘的峨嵋

山回憶。 

往深度稻城亞丁前進，在康定市海拔 2890 米住 2 天適應高山氣候的體能準備。到冰川-海螺溝，河川石頭穿一

層紅色外衣，奇景美麗絕世怪異，有如天方夜譚之謎。貢嘎神湯溫泉是沐浴純天然的生態温泉水，推稱世界

一流溫泉，泡湯是一大享受鬆鬆筋骨的方法，留連忘返的好地方。

瀘定在海拔二千米左右再住一夜，第二天開始上山進入高山地區，

雅江縣到木格措國家森林公園，海拔 3500 米再住一夜適應高山環

境，然後到亞丁國家公園風景區。經 S 形的公路往上爬，90 度旋

轉路段我數到 108 次轉彎尚未到達山頂，路段危險轉彎外測就是

萬丈懸崖，我閉上眼就睡著了。兔子山海抜 4696 米，沿著公路觀

賞雪山美景，空氣質量稀薄。又到卡子拉山海拔 4718 米、折多山

海拔 4298 米，徙步走到山谷黃金海岸湖，海拔也在 3780 米，湖

面清晰、湖水藍色連天、神山雪頂倒影在湖中形成一幅美景，永

生難忘的回憶，沿途 2 小時步行，這三座神山雪景之美就在走路

時都可以欣賞美麗風光角度。雖然空氣稀薄，我們被眼前的絕世

美景征服了，不後悔用心臓機能來換取這優美雄威的景色。人生

在世中能觀賞到這大自然之美，此生沒有白活，死而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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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動態  

 歡迎近期入會的新會員：陳愈新 宋怡欣；李秋桂 柯瑞文；蕭錫閔 張婷婷；陳瑞貞 陳輝煌；許乃積 曠

佳音；陳映宇 李宛臻，六對年輕夫婦。他們的入會為同鄉會注入新血。 

 恭賀謝靖遠/蔡美美兒子 Andrew 新婚之喜。 

 近期有林雅麗、謝靖遠、林美里、李玲瓏等同鄉接受手術，在復原中，祝他們盡速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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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8 December                                  同鄉會會訊                 編輯：蔡美美，林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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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座談會：劉瀞心，劉海音，鄭夢寧，陳麗美，李婉婉，李惠珠，陳達文，陳勢敦，陳

信祺，林美里，林秋玲，林泰山，王蕙芳，李東熹。（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十二月份鄉訊：主筆 王蕙芳，王豐一，徐素娟，林美里，林瑞中，陳漢民，林勝雄，陳

達文；校對 李婉婉，陳達文，林美里，陳昭吟，林秋玲，徐素娟，王蕙芳，林芳慧；郵

寄 歐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