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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洋洲

08/02/2019 道奇球場的台灣之夜共有四十七位同鄉參加；謝謝大家對同鄉會的支持與踴躍參與。謝謝周醫師對
本活動又快又好的專題報導。
特別感謝同鄉林國彥先生，為了鼓勵同鄉參加道奇球賽台灣之夜的 $800 捐款，我們將會用它來補助參加該活
動的會員。也非常謝謝胡澤銘同鄉，主動組織了 BMW (bus、metro、walk) ，幫助十幾位參加道奇球場台灣之
夜的同鄉，避開星期五下午下班時間的塞車，而改坐巴士及地鐵到球場。球賽結束後，又留下來陪小朋友們
看煙火施放，搭乘巴士、地鐵回家。一行十幾人在半夜後還浩浩蕩蕩的在路上，真是少有的經驗；特別是很
多同鄉，都是第一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雖然有些晚，總算大家都平安回到家，真是感恩。
下個活動是醫學講座，9/28 早上十點在 Trinity Christian Church。同鄉黃邦雄、兒子及女婿三位醫師將針對中老
年人常見的泌尿問題提供深入的報導，為了您的健康，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活動預告

***醫學講座：認識中老年人的膀胱***

同鄉會將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辦醫學講座，特別邀請 Dr. Pang-Hisung Huang 黃邦雄醫師（婦產科）從 Gynecology
婦科觀點介紹及講述"放尿"的常見問題，Dr. Gene Huang 黃國珍醫師（小兒泌尿外科）從 Urology 的角度闡述
攝護腺的保健與微創手術及智慧機器人手術，最後由 Dr. Larry Lin 林龍佑醫師（婦人泌尿科）從
Urogynecology 婦人泌尿科觀點解析手術治療的抉擇。
講題：認識中老年人的膀胱
日期： 9/28/2019 （星期六）
地點：萬縣臺美基督長老教會 2304 Antonio Ave, Camarillo, CA 93010
時間： 10：00 a.m.-2：00 p.m.
10：00--10：30--------------------報到
10：30--11：30--------------------認識中老年人的膀胱（婦產科黃邦雄醫師）
11：30--12：30--------------------享受午餐
12：30--13：00--------------------攝護腺肥大及癌的治療（小兒泌尿外科黃國珍醫師）
13：00--13：30--------------------婦人膀胱脫垂的手術治療（婦人泌尿科林龍佑醫師）
報名: 9/21/2019 （星期六）前
費用:會員 10 元，非會員 15 元（9/21 前報名的包含 lunch box)（便當+場地費）。
即日起請儘速向活動組組長黃麗平（電話＃：818-932-9695）報名。如果您需要素食，請在報名時告知。

黃邦雄醫師、黃國珍醫師、林龍佑醫師的話：




您有過晚上必須要常常起來小便，解小便的時候尿流慢慢的，有時尿到最後還會滴到褲子，或是無法收
尾，而有時候尿急的時候，又會忍不住甚至會滴到褲子嗎？
您有過因為夜間多尿症而剝奪您的睡眠，讓您夜晚必須起來排尿，因此也會增加跌倒或腦出血的風險更
而影響您的生活及情緒嗎？
您有過大笑之後，打噴嚏時，還有提重物時，即使倂合了您的雙脚彎下了腰，褲子還是潮濕了一片，那
種不可避免的情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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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過白天排尿 8 次以上，夜間起床解尿 3 次以上，尿急得難以憋住，有多常因為尿急又憋不住，因而漏
尿的情形嗎？
您有過寧可守在家裏不出門，因爲外出會被無法控制頻頻尋找厠所而煩惱的苦楚嗎？
您曾聽過朋友説關於男女膀胱的功能是“女人年紀大了很慷慨，男人年紀大了卻變得吝嗇”的説法嗎？
您知道任何的排尿問題，我們千萬不要只認為這是正常的老化生理所造成。其實在這些下尿路症狀的背
後，可能隱藏著很多膀胱以及尿道解剖性或是神經性的功能障礙。正確的診斷以及治療，或許可使中老
年人的生活能夠過的更健康活得更快樂，而不必受頻尿急尿或是尿失禁之苦而影響您的生活及情緒。

請來看看聽聽説説認識認識，與婦產科、泌尿外科、婦人泌尿科醫師們一起參與討論切身問題！
在這兩小時的討論，以一般人容易瞭解的語言，配上有趣的圖表相片及影片，讓我們來把中老年人的膀胱認
識清楚，進而改善並應用於日常生活，去除一些膀胱的不便，排尿的不適，免除尷尬的時刻，參與親朋好友
間的活動，勇於外出，高高興興，快快樂樂地享受應當擁有的、正常的 TANLA 黃金年華生活。

活動預告

***TANLA 2019 年秋季一日遊***

同鄉會將於十月六日舉辦 2019 年秋季一日遊，先有箭頭湖遊船，然後去巴伐利亞參加十月啤酒節，回程去參
觀橡樹谷農莊。一日遊詳情以及報名表請參考七月中旬寄出的同鄉會活動預告通知單。旅遊費用會員每人只
要 $120，二歲以下免費，2-9 歲: $100，非會員加$10。詳情請和旅遊組組長陳燦河聯絡（818）359-4739。報名
於 8/26 截止，空位有限，報名從速。報名表請寄至徐郁蓮（P.O. Box 14034, Van Nuys, CA 91409）。

活動預告

***TANLA 2020 年年會***

明年年會將於 2020 年二月初舉行，2 月 8 日為第一優先，2 月 1 日為第二優先。年會地點將在 Camarillo
Community Center，可容納 398 人聚餐及非常好的表演舞台。為了讓年長的同鄉能都來參加及白天開車比較安
全，理事會決定將年會改在白天舉行。敬請期待。
*************************************************************************************************************

活動報導

第八屆兒童繪畫比賽結果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第八屆的兒童繪畫比賽，採取的畫題是「我的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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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通訊錄的封面。以下是得奬名單:
K-1 組：第一名 Erica Yeh、第二名 Isla Yeh、第三名 Issac Huang
Grade 1 組：第一名林敬恩、第二名 Winnie Lee 李沛恩、第三名 Jayden Hsieh
Grade 4-5 組：第一名 Jashua Lin 林佑旭、第二名 Penny Lee 李沛容
初中組：第一名 Julia Lin 林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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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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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Lee

噯呷粽
五月節，噯呷粽，
菜粽、肉粽、粿兒粽，
呷了寒衫提去藏。

每逢端午必思親啊！非常感謝台灣同鄉會於六月十五日用心舉辦的肉粽節餐會，讓大人及小孩們都玩的非常
盡興。不管是從一早的森林晨間漫步、提供小孩們玩樂和畫畫的攤位、解暑又解渴的古早味剉冰、香味四溢
的烤香腸、攝影文藝繪畫創作展、卡啦 OK 時間、熱鬧的團康大地遊戲和丟水球時間、美味可口的自助餐、
心心念念的肉粽節粽子、及緊張刺激的抽獎活動，再再都能感受到台灣同鄉會對於肉粽節餐會活動的用心安
排和精心策劃。
對於我們這些在外地打拼的異鄉遊子來說，那一口粽子的味道絕對不止是對故鄉的思念，感動甚至還帶有淡
淡的苦澀，心中的感受溢於言表啊！更不要說讓我們的下一代體會到台灣傳統節日的熱鬧及傳統。非常感謝
台灣同鄉會對於肉粽餐會的用心安排，這種活動多來幾次都不嫌多啊⋯⋯

活動報導

肉粽節烤肉野餐特寫鏡頭

李東熹、黃邦雄、胡澤銘

請大家欣賞黃邦雄醫師為同鄉會特製剪輯！感謝黃醫師。
2019 TANLA 肉粽節活動紀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r35hUt7CGo）

同鄉胡澤銘照了很多精彩的特寫鏡頭，請上網欣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qquciKYt05EwUE94IlgWg3L8vLHQXj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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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TANLA台語研習營花絮與感言

黃邦雄

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於 2019 年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首次舉辦了台語研習營。好久沒坐在教室上課了，
又嚐到了當學生的滋味！
感謝 Best Western 的大老闆盧永章劉秀玲伉儷，供給我們舒適的會議場所，冷暖適中，桌椅安排恰當，使得老
師們教得好，同學們聽得舒服，學得徹底，午飯也吃得飽飽，收穫良多，午後四小時的課也沒去見周公。
總共有 42 位參加，最年長者 90 歳，最年輕者 5 歳。可見我們同鄉會會員的向上心，可佩！兩位老師教學之
熱心不可言喻竟然忘了下課。

胡玉華老師來自加拿大，七上八下之齡，教起書來精神百倍眉開眼笑，手舞足蹈風趣十足。
胡老師以風趣的教材，臆謎猜，以美麗的詩篇，大聲朗讀，以説唱的方式，引起大家學習的興趣。從幼兒到
年長者的程度，把台語通用拼音，教的淋漓盡致，我們莫不絕口稱讚…..台語真美啊！

要試試看嘛？來！

台灣水果的 “青春舞曲”
台灣水果你上愛吃是什麽
王棃弓蕉檨仔……..攏真甜
台灣水果我上愛吃是巴拉
台灣水果我上愛吃是釋迦

台灣水果我上愛吃是木瓜
台灣水果你上愛吃是什麽
各項攏好吃…各項有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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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完了大家還一直“檨…仔 檨…仔”喊個不停。
還有嗎？有！再試試這個，

感謝胡老師的“聽説讀寫唱”功夫，傳給了我們，希望我們能努力把它發揚光大，傳承下去給後代！

余教授此次由賢妻及子女伴隨由台來美，其子女活潑聰穎善台語，師母美麗端莊笑顔常開，極其溫柔可親可
近。
余教授的教學方式，强調在“聽”與“看”的鈴木式的教學法。他的“藍天生活華語”共七冊且附有 CD、
DVD。全球五大洲均有使用它教學，由唱聽説導出讀寫作，他强調所有整本教材均以語法創作歌曲影音教學，
真是老少皆宜，老外也適合，這樣子就不會說“漢字如天書”了！ 我們真幸運，他發給了我們每人，六張
CD 與 DVD。這樣有聲有影，在家自己就可以練習，真高興！
余教授的教學，結合了“好山好水好無聊”的漫畫家劉興欽，還有儒家尤其孟子思想的蔡志忠的卡通漫畫，
編輯成的教材，可説是具有創新的東西方人生力量結合的工具，含有英語、華語、台語的文字及歌曲，任君
選擇，隨時學習，我們的後代真有福氣！
余教授用有趣又簡單的方法把台語的聲母、韻母、鼻音化、入聲，教得大家吱吱叫，然而台語最困難的聲調，
卻一下就學會了。那台語的五音如何記呢？ 別急，只要記住“美麗大教堂” bhi-lē-dua-gàu-dng 或者記住 ”
滷蛋有夠鹹”或者唱“531 就好”。也是！
余教授在短短的兩天裏，一上起課來就心花怒放，就是故意忘了下課，精神可嘉。難怪我們的兩位年長者，
回家還複習了當天所學的台語通用拼音表。連有位同鄉，把講義拿回去，沒來上課的太太卻一字一字地讀，
一頁一頁地過目，也學會了，真是無師自通！
Lim 啥物 (老師要我們用台語練習)
警察抓違規駕駛。看了他駕照後，想試試看他喝酒了沒。
警察: 你林啥物？
駕駛: 我 lim 米酒。
警察: 不是啦，我是問你叫啥物？
駕駛: 我 dor 叫滷肉、豆乾、土豆配米酒食。
星期天晚上，在京華飯店謝師宴，一共有 20 位出席。熱情融洽之場面令人難忘，珍盤佳餚不在言下。余教授
答應連續三年前來施教，胡老師期盼西北區成立一小台語推廣中心。我們的謝師宴就在茶水過三巡後，“明
年見” 的聲音中大家開始哼起了上課時余教授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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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cia i-ging gei cia-zam
ghun e bhak-ko i-ging ang
cia-tang-lai sim-ai e lang
zi-u-gi-tai ia-ia-bhang
就這樣大家依依不捨地結束了！

活動報導

道奇球賽一日遊

周芳全

８月 2 曰 Dodgers vs Padres Game 在 Dodger Stadium 舉行，包括
47 位西北區同鄉會成員在内的四百多位台美人和現場數萬觀眾
共襄盛舉。Dodgers 今年以來表現不錯，居 National League 美西
組榜首，在場觀眾的心情有多 high 可想而知。
比賽在駐美大使高碩泰開球後就一路無冷場，我們見證了 Cody
Bellinger 成為 Dodger 選手中最快達標 100 支全壘打的人。
Dodgers 有主場優勢，在舉辦單位的助興下，全場觀眾無論老少
也賣力演出，希望能在現場的大螢幕上一博版面。西北區同鄉
林國彦先生身著花襯衫英俊的身影也上了螢幕。我們要感謝他
對這次西北區同鄉會活動的贊助。任何球賽不到最後，永遠不
知道勝負和結局，球員和球迷也就更積極的揮棒打點、跑壘和
加油，期待有驚心動魄的大逆轉。可惜終場 Dodgers 以 2 比 5 落
敗，不過 8 月 3 日及 8 月 4 日還有 2 場，還有機會扳回。終場
後，我們還觀賞了 firework after show。非常感謝會長的精心策劃，真的是很快樂的一日遊。
Dodgers Go Go，Taiwan Go Go。

活動報導

參加道奇球賽花絮

參與同鄉們

這次的台灣之夜活動西北同鄉會有 47 人參加，場面人山人海熱舞滾滾。沒有台灣之夜的節目，開幕時朱處長
及台灣政要發球而已，實際是道奇隊和聖地亞哥隊的比賽，終場 5 比 2 道奇輸球 3 分，沒有看頭，我們這組
有 12 位大人 3 位小孩由胡澤銘兄帶隊，澤銘兄真是我了解中最有用心、耐心、熱心、關心、善心、勞心、小
心的同鄕好人，我們從離開賽場一路輾轉公車、地鐵，平安順利回到家，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二時三十分了，
歡悅勞累的一場聚會。（陳漢民）
胡澤銘當領隊羊要看前顧後，本來就不容易，尤其是他上星期脊椎受了傷還在治療中，就出來服務同鄉，昨
天很不好意思讓他這樣辛苦。非常感謝他的熱誠。希望早日康復！
同鄉會新會員 Brian（李長興），很貼心，太太帶著兩個小孩，但是他多次 offered 要來照顧我們老人坐電梯的
上上下下，還有另一新會員蔡雯景代提椅墊等等，我很謝謝他們。跟年輕人出門有 family 出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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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用 Metro Tap Card，坐 Orange Line，Red Line，and Dodger Express。很新鮮，看了社會的另一層面。
這麼好的交通工具，可以到達目的地，不必開車、停車、找車，對退休族的我來說輕鬆快樂地過每一分鐘，
也是養生之道！我不會不敢坐，但是要有朋友同行比較安心。（潘素霞）
謝謝倪會長夫婦加盟開路，不然上午兩點半應該還在流浪洛城街頭。（胡澤銘）
以後來看下午的球賽，儘量買 Left Field 的座位，才不會受到西照問題。（王豐一）
此次活動是由台美商會發起，向道奇球場爭取到由台灣駐美大使高碩泰發首投，陪同的有洛杉磯經文處朱大
使及多位台灣政要。一共至少有 417 台灣同鄉參加，我們西北區有 47 人參加。球場有答應做十次像 Taiwan
Go Go 類似的跑馬燈，但是只做了一次，而且不明顯。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一次要比一次好。（倪會長）

文藝創作

好聽的台灣話

陳漢民

台灣話是咱祖先最偉大的文化資產，台語有八音，是世界最好聽的聲音文化。四百年來一代傳一代的語言智
慧用語音通話講出來，男女老少，連無受教育的人攏會曉講佮瞭解。這八音發出的聲音，是從口腔形象而成：
獅、虎、豹、鱉、猿、狗、象、鹿。說明發音方法..........。
台語很多有押韻的，通俗好念，閣有真美的音如下：買田看田底，娶新婦看娘咧。家已種一欉，卡嬴看別人。
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飼子無論飯，飼父母算頓。移民美國潮、先來先死，慢來慢死，進來富死。尪親
某親，老婆仔拋車輪。暗頭仔食西瓜，半瞑煞反症。目睭花花，瓠仔看做菜瓜。蚊仔釘牛角。買賣算分，相
請無論。無魚蝦嘛好。無功不受祿。無毛雞，假大格。抹壁雙面光。未博假博，未仙假仙。十嘴九尻倉。在
家日日好，出外朝朝難。十月懷胎，艱苦無人知。草枝有時會絆倒人。千富萬富，呣值著家己厝。飼子是義
務，食子看新婦。食飯皇帝大。食飯食碗公，做穡閃西風。一樣米飼百樣人。一分錢一分貨。言多必失，禮
多必詐。嚴官府出厚賊，嚴父母出唖里不達。海水會乾，石頭會爛。胸坎若樓梯，腹肚若水櫃。香的發音：1.
香港的香，2. 花香的香，3. 㸃香的香，4. 香蕉的香-------。以上課堂解說台語的可貴。
台語的八音是好聼，準確的發音比其他語言更精細，必須配合嘴唇的變化從口腔發出的音質才會好聼，如我
寫的口腔運形的發音獅、虎、豹、鱉、猿、狗、象、鹿。妳試試用嘴唇發這八個字的音準，台語特色有勾尾
音分別大、小、好、壞、高、低、有重疊音、連串音，八音聼起來很舒服，不像北京腔要卷舌音，日語腔要
鼻音，所以台灣話（台語）在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各國方言中最好聽的台灣話。
（注: 閱文時請以臺語發音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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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近入會新會員：李長興及左正怡夫婦，楊尹甄，陳竹香，黃昱雯，Vickie Yu， Min-Chung Ho and
Fei Wen。
李長興從台灣來三個月，是陳勢敦的學弟，現在則是同事，今年肉粽節他們夫婦就大力幫忙，有兩個可
愛女兒。
黃昱雯（Jennifer）自波士頓搬來，營養學碩士，年輕營養師。喜歡户外活動，騎車以及文化活動。
Vickie Yu，宜蘭人，語言治療博士學位和美國聽語學會語言治療執照。在美有數十年臨床語言治療經驗，
目前任教於 CSU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nd Sciences（溝通障礙系）。喜歡吃吃喝喝、戶外活動、健行
和露營。育有一女。
會長
副會長
財務
活動
祕書
總務

2019 年理事會
倪洋洲
(862-812-7580)
蔡孟豪
(805-500-8999)
徐郁蓮
(661-388-7240)
王豐一
(503-319-4617)
林佩施
(805-716-3138)
高啟文
(805-509-3122)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Camarillo
ymni88@gmail.com
Camarillo
edward_tsai@yahoo.com
Van Nuys
ohmygirl2003@yahoo.com
Camarillo
fongyeewang@gmail.com
Thousand Oaks
shihpeilin@yahoo.com
Oxnard
ckmath1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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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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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粽節：王蕙芳、李東熹、林秋玲、徐俊明、胡澤銘、黃秋燕、陳珮瑜、張淑姝、陳碧錦、陳麗
美、柯美珠、鄭夢寧、蔡美美、曾敏雄、張簡慶美、李東熹、黃邦雄、林志偉、陳勢敦、呂麗琴、
Phoebe Chen、謝靖遠、王豐一、高啟文、黃明玉、彭定瑞、徐素娟、孫重生、陳國昌、林慧珠、陳
達文、楊右民、徐安琪、蔡麗環、王淑貞、李婉婉、劉瀞心、倪洋洲、周芳全、田惠娟、許文仲、
徐俊昭、李孔昭、賴劉利、李惠珠、王美卿、林佩施、林慧珍、陳雪峰、蘇麗珠、康淑芬、黃麗
平、徐郁蓮、顏玲蘭、曾燦堂、陳寬虎、Penny Lee、 Winnie Lee、 Jessie Lee、 Brian Lee、 Ryan
Tsai、 Sean Tsai、陳漢民、林芳慧、蔡美惠、陳映宇、洪欣次、郭美安、洪秀雄、陳貴珠、蔡孟
豪、林璇、李宛臻、林朝楨及從台灣來的妹妹和弟媳（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八月份鄉訊：主筆 倪洋洲、黃邦雄、周芳全、陳達文、Jenny Lee、陳漢民；校對
婉、陳達文、徐素娟、林芳慧、陳昭吟、理事們；郵寄 歐玉惠

林秋玲、李婉

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9 August

同鄉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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