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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第 3 期   同鄉會會訊        December 2019 

活動通知       三十週年年慶暨春節餐會 
 

時間：2/8/2020 （星期六），12:30pm - 5:00pm 

地點：Camarillo Community Center，1605 Burnley Street, 

Camarillo, CA 93010 （見圖） 

節目：舞龍舞獅、布袋戲、歌唱、跳舞、摸彩及其他精彩表演。 

報到：12:30pm 

餐點：1:00pm –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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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會長 

副會長 

財務 

活動 

祕書 

總務 

倪洋洲 

蔡孟豪 

徐郁蓮 

王豐ㄧ 

林佩施 

高啟文 

(862-812-7580) 

(805-500-8999) 

(661-388-7240) 

(503-319-4617) 

(805-716-3138) 

(805-509-3122) 

Camarillo 

Camarillo 

Van Nuys 

Camarillo 

Thousand Oaks 

Oxnard 

ymni88@gmail.com 

edward_tsai@yahoo.com 

ohmygirl2003@yahoo.com 

fongyeewang@gmail.com 

shihpeilin@yahoo.com 

ckmath123@gmail.com 

會費繳交通告： 

敬愛的鄉親們， 

年度將更替，請同鄉將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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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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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101 

走 US-101 往 Camarillo，從 Carmen Dr. 出口，向北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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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倪洋洲

新的一年很快的就要來臨，先預祝各位同鄉新的年萬事如意，平安幸福健康！ 

為了慶祝新年，今年理事會將在二月八日星期六，中午到下午五時左右，舉行一年一度的年會，大家共聚一堂。我們

改變了年會的時間，由晚上改成白天，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安全著想，希望因此能有更多的同鄉們都能來參加。 

明年也正好是我們同鄉會三十周年年慶，已經親自邀請了目前可以聯繫上的前會長們，來參加這個難得的盛會。 

我們同鄉會強大的工作團隊，正在籌劃年會的餐點及節目，讓大家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很多抽獎及大家同樂的節

目！希望大家都能來參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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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卡拉 OK 組的簡約              卡拉 OK 組長  林秋玲 
唱歌不僅能釋放心靈，還能加強記憶，是一正能量的活動。 

阮ㄟ同鄉會卡拉 OK，每二個月定期舉辦，有自己的音響系統和親愛敬重的工作團隊人員，若無鄉親們的熱情支持與

捧場，是撐不起一個滿滿的同心圓。偶爾也會來個 potluck 唱歌方式，不僅歌一首接一首唱，一手好料理並和大家一

起分享。卡拉 OK 組，個個都有無私奉獻的精神；王蕙芳的快精準財務支出明細表、蔡孟豪+陳勢敦+徐郁蓮的 DJ 

& 音響系統設定、顏玲蘭的歌單列印、李婉婉的歌單整理歸位、從遠程幫我們遞送餐盒的鄭夢寧、王豐一的海報製作、

器材保管者 mixer-徐郁蓮 / 伴唱機-蔡孟豪 / 歌本+DVD player-李東熹 / 台語歌本+選歌單-陳達文，以及默默早來幫忙桌椅

排列的陳寬虎和謝飛燕。 

感謝大家 ，有你/妳真好 （若有遺漏唱友者，望請諒解）。 

 “雖不能吃得特飽，卻仍能唱得夠爽” 一向是我們伴唱組的座右銘。請不要在意唱得好不好，唱得開心最重要了。 

歡迎大家逗燒報，燒揪到陣來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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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我的秋季旅遊分享                李沛容 Penny Lee 
巴伐利亞啤酒節＋箭頭湖遊船＋橡樹谷蘋果農莊 

爸爸 10 月 6 號快到了吧？！我一直很期待這一天，因為我們要和台灣同鄉會的朋友去旅遊。

一大早 5:30 就被叫醒了雖然還很想睡⋯只是我們更想出去玩。我們搭上了遊覽車，車上有我最

懷念的香蔥麵包，一路上香菜哥哥和大家說了謎語及笑話，還有 Elaine 姐姐準備的精美禮物，

這樣就打發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眼看著就快到達目的地了。 

我們到了箭頭湖，剛好有德國啤酒節的活動好熱鬧啊！工作人員帶我們坐上遊艇遊湖，船長介

紹了許多棟房子的歷史背景，原來很多都是明星的家，每棟都是歐式建築，景色實在是很美！

我們邊聽介紹邊餵鴨子，鴨子的吃相真的好可愛喔！就在這時候，船長突然問我們要不要開船？

我興奮的舉手，能開船載著大家，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 

開完船，想到鴨子可愛的吃相，我也餓了⋯吃完午餐後，大家前往下個地方「蘋果莊園」。一下車就看到好多好多的

蘋果樹也聞到蘋果香，看到了古早搾蘋果汁的方法。可惜我們待在這的時間太短，沒辦法親身體驗，不過我們還是買

了許多的蘋果跟新鮮果汁到車上品嚐。 

晚餐特別的豐盛，有我最愛的壽司、魯肉、高麗菜，還有水果跟餅乾，吃飽喝足一下就到家了，結束了一整天愉快的

行程，希望下次還可以跟大家一同去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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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秋季旅遊的後敘                 李沛恩 Winnie Lee 
禮拜天一大早起床，就要準備去搭遊覽車，車上有我最喜歡的蔥花麵包，不只這樣我們還去了

漂亮的箭頭湖，讓我們搭上了遊艇。船長還讓我們小朋友開船遊湖，真好玩！ 

箭頭湖有乾淨的湖水，可以清楚的看到水裡的魚在游泳，我們邊餵鴨子吃飼料，餵著餵著我也

餓了... 

還好回到車上有阿姨、叔叔們的點心可以吃，我們就前往下一個景點。到了蘋果莊園，第一次

看到蘋果樹跟那麼多種類的蘋果，讓我們大開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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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次的路程有點遠，但車上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還有香菜哥的腦筋急轉彎，讓我們一點都不無聊。回去的路上

還有豐盛的晚餐可以吃，好期待下次能再和大家一起去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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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生活漫談會六週年回顧                  陳達文 

今年的八月二十一日的生活漫談會，正是黃健造兄，六年前創辦第一次漫談會的同一天。當天我趁機將這六年來的聚

會做個回顧。 

很早以前，健造兄就有構想組一個小組，能讓退休同鄉定期相聚，談天說地。大家分享相

互交換日常生活經驗、時事、旅遊見聞、生活疑難、投資、保險、醫藥、科學知識等等，

無所不談。但苦於沒有場所。六年前，有機會參加一個社區的座談會，得知該場所

（Ventura County Supervisor office）的會議室，每月第三個星期三此會議室有空檔，可以讓

我們免費使用。健造兄迫不及待連絡幾戶有興趣的同鄉，於 2013 年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第

一次聚會， 將聚會定名為“台美人生活漫談會”。六年來總共聚會 71 次，不曾間斷。三

年前，健造兄因身體關係無法繼續承擔這每月的重任，又不希望從此中斷，卻找無人願接

任，託我暫時代理至今。 

記得第一次聚會共有 10 人參加，參加人數逐月有增加。參加人數最多的兩次是去年初的

討論及哀悼賴家祥同鄉的家庭悲劇，及今年初陳國昌兄的新稅法，多達 36 人，雖場地僅

供 24 個座位。近年來每次參加同鄉約在二十人左右。 

漫談會的題材包括專題及一般話題。專題有醫學如：洪碩礪醫師的心臟保健，吳汝崧醫師

的中風原因及防治等。工程方面有俊昭兄的太空梭引擎設計和勝雄兄的琉球填海工程/土

壤液化；文顯兄的自製潛水艙等。文學有森元兄的英美小說及詩的欣賞。科學方面有欣次

兄的解說何為 5G，我也談過雷射的原理及應用。一般生活話題由大家輪流提供分享，包括各國旅遊見聞及各地美景、

時事、政治、歷史、人物、著作、保險、音樂、男女性格、婆媳相處等，無所不談。提供話題者包括：漢民兄，勝雄

兄，宏洋兄，輝男兄，國昌兄，燦河兄，美珠姐，美里姐，孔昭兄等人，感謝他們的不吝分享。我們希望有更多各方

面不同領域的同鄉，

前來分享你多年的

知識和經驗，將這

定期的活動當作每

月聚會交流的平台。 

這幾年來漫談會，

已成為同鄉會内定

期活動，除卡拉 OK

組外的兩大組之一。

歡迎同鄉前來參加。

如你有興趣每月接

到漫談會通知，請和我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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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醫學講座迴響                                 同鄉們                                
 陳漢民：2019 年西北區台灣同鄉會一年一度的醫學講座於 9 月 28 日在 Camarillo 懇莫離我-萬縣台美敎會開講。同鄉會

員踴躍參與，人數空前超過 120 人。分段課程，中午休息，大家享用特色午餐（便當），用餐中高興談論。第一講由

黃邦雄的精彩幽默風趣的言談舉止，聆聽中全場笑聲連連。從肅靜解釋得到泌尿科珍貴的醫學常識，圖片解析度高達

100 分，讓會員永存心中，準備教學資料及授課言談可敬可佩。第二課由兒子和女婿解説泌尿科的預防、保養、醫療

保健系統解說，圖片解說詳細內容易懂，真是難得的一門三傑醫生世家！給同鄕會準備講座資料，顯示用心良苦，同

鄉們受益良多，非常成功圓滿的醫學講座。黃邦雄醫師，同鄉會有您真好，謝謝您！ 

徐素娟：謝謝黃醫師一家出動帶給同鄉們很多專業及實用的資訊和秋燕姐小芳姐的道地冬瓜茶。大家也嚐到海源兄家

的棗子和白蓮姐親做的紅豆麻吉，好吃哦！謝謝所有幫忙的人。好棒喔！能看到好多好學的同鄉一起來共長知識。 

陳達文： 感謝黄邦雄醫師，親自並動員兒子 Gene 及女婿 Larry 兩位年輕優秀的泌尿科醫師，為同鄉會提供了這麼優

質的醫學座談會。黃醫師以幽默的台語，與有趣的卡通講解，不僅讓大家輕鬆聽講，且令大家對一些重點印象深刻。

真是感謝三位醫師。 

2019/1/23 陳國昌- 新稅法 

2017/9/20 柯美珠- 

台灣最久的怨獄案 

2018/1/17 楊文顯分享“潛水艙/電子琴噴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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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邦雄：各位同鄉們，謝謝你們的捧場，謝謝你們的幫忙，更謝謝你們的褒獎。只是盡了一份份內的事，我們都很高

興大家都能學到一些東西。昨天一大早到了場地，首先豐一兄大包小包道具齊全，從家搬來，再來孟豪兄推車運送，

螢幕、音響在他們兩人的迅速安裝下完成了。豐一汗流浹背，孟豪滿臉笑容。會長夫婦、達文婉婉、東熹小芳和麗平

連續到來。哇國昌兄、芳慧嫂也到了，準備工作就這樣完成了。非常感謝各位參與者有遠到的，有連身體微恙的都能

趕來！謝謝漢民兄、會長夫婦、達文婉婉、豐一兄，還有國昌兄和芳慧嫂的美言！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幫忙，沒有那

好的道具，那能有好的深刻印象表現。最後也要感謝我們的親家泰山兄嫂，爲我們交涉訂定舒適的場地，得於有完滿

的 2019 醫學講座！最後請大家放心，有沒有記住所聽到的都沒有關係，但是可別忘了一項運動，那天天必須練習寫

的毛筆字“生日快樂＂ ....凱格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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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昨夜夢中                                          顏玲蘭

昨夜夢中，我又回到出生、長大的臺灣。在夢中，我穿著我們銘傳的制服：白襯衫，深藍窄裙快步走在校園的山坡

上。我才十七歲，充滿希望與愛嬌，我在山坡上笑著走...。下一個場景，我看到父親中風躺在醫院裡，我大三，再也

不向父母任意要錢，我母親對我說，「我們沒錢供妳上大學了，妳可以去找工作，半工半讀，或者休學。」 

我在大吃一驚之餘，決定半工半讀。的確辛苦，日間部變成夜間部，白天上班，晚上上課，天天早出晚歸，還好我很

年輕，什麼都不怕。 

再下一個鏡頭，爸爸的墳墓在淡水河畔出現。那一年，我父親剛過 61 歲。 

匆匆忙忙的，我也 60 歲了。莊周夢蝴蝶，我是那隻蝴蝶？或是那隻蝴蝶是我？ 

想起父親在世時，他永遠以我們孩子為第一優先。60 年前的臺灣十分貧窮，我的父親的父親被日本人徵召去南洋打

仗，死在南洋，我從沒見過祖父的面。我父親的母親生產時難產，沒有得到應得的照顧，過世很早，我也沒機會見到

祖母。爸爸是阿祖看大的，所以，我最愛我的阿祖。 

但是，她在我小學時也過世了。這個原因，父親特別珍惜家庭與孩子，我得到父親的真傳，對孩子，除了愛與珍惜，

就只有更多的愛與珍惜。 

父親過世 24 年了，我總是想起父親的愛與鼓勵，我人生最初的十八年只有溫暖與愛，是這些溫暖的回憶在我跌倒時

給我力量重新站起來。 

我永遠憶念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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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西班牙探索記（一）                 林秋玲 

先生退休後的旅行計劃，首選西班牙。跟團行程方便但他不太滿意景點，自由行優勢然傷神費時。商討後敲定自助慢

遊。我規劃，先生負責翻譯。如何更經濟地有效擬訂行程著實兩種心情，ㄧ是何苦來哉，另一是興奮期待。 

充分地利用網路各平台資訊，行程參考王儷瑾的西班牙旅遊論譠，高鐵則參閱 seat61 網站。根據體力/季節天氣/旅行

天數/經費/景點/住宿/交通及必買的旅遊保險，再慢慢爬梳加減，選出最適合我們的旅程。貼身防竊裝束與手機等必備

也妥善打點。我們不自駕，利用公車/高鐵/地鐵和腳力好好深入各景點遊玩。參加當地的導覽行程也是規劃之一。確

定四個城市路線，十月份，十五天，各四天三夜。Madrid 進 Madrid 出。南下ㄧ路遊 Córdoba、Sevilla、Cádiz。同時緊

盯著西班牙 Renfe 官網，ㄧ般釋票時間提早 60-90 天，有早鳥優惠。座位有頭等 preferente 和普通 turista 二種，自三月

份就持續上網察看。開始訂票時，很順利地買到由 Madrid 到 Córdoba 普通艙高鐵票，劃了位且收到電子票。可是接下

來三個城市的訂票卻卡卡，出現我的信用卡不授權。打給信用卡公司說明原由，信用卡公司為防盜用，建議在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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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時間趕緊購票。屢試屢敗，最後敗給 Renfe 系統，果然網路論壇說得不錯，西班牙的國鐵網站很隨性。轉而向

Loco2 網站訂票。Loco2 程序順暢，不過，劃位時無法看見座位圖，沒有電子票僅能下載紙本車票。搭乘德航漢莎，

自洛杉磯至法蘭克福再轉機到馬德里，行李直掛。以往買機票都是自己上官網，這次圖個方便透過旅行社開票。登錄

才發現是輕旅行票價，清楚對比票價、艙位、對應的行李件數後，付費托運行李是跑不掉的，加上付費保留座位(扯

的是網路報到時發現從法蘭克福飛往馬德里的來回座位被換掉)，總和價格正好可買優選經濟艙。對於拖著行李箱的

不便及無法瞥見高鐵上置放行李箱區塊，正也提醒我們該好好重新看待行李大小問題。 

歐洲第四大國也是南歐一顆璀璨明珠，西班牙。她位於歐洲西南部的伊比利半島上。伊比利半島呈五角形，以馬德里

為中心。我們的行程也以馬德里為軸，南下安達路西亞。 

LAX 飛 FRA 轉機時要經過安檢（回程轉機時無安檢），ㄧ圈又ㄧ圈人陣隊伍，我們差點錯失班機。好加在，我們被

允許插隊安檢。馬德里機場出關，半茫然，向公車司機請教後，循著公車的號碼顏色搭乘至 Atocha 的 renfe 車站。再

從 Atocha 車站拖著行李箱走到旅館，約十八至二十分鐘。機場公車上有置放行李箱的鐵架，司機座位被間隔圍起侷

限於ㄧ小空間裏，二人$4.54 歐元給五歐元小鈔，司機會找零列印收據給乘客。第一晚迎來的見識>我的海鮮 Paella，

鹹，雙耳平底鑊飯量是低淺的。街道上垃圾桶高大又胖，矗立在每一街道完全不擔心有礙市容觀。巷弄狹小，車輛進

入，行人要小心閃避。積水的石板路以為會踩空發出噗唧聲，沒有，石磚很貼實。很多人抽菸，吞雲吐霧毫不在乎行

走。Reina Sofía 藝術中心在夜晚下外觀清冷。藝術美術館不在行程計劃內，時間珍貴，只好割捨。 

十月九日，天一亮就迫不及待整裝出門，公車上人多但不擠，望向窗外沿路街景，驚訝公車在狹小巷道中穿梭自如。

下了車，循著導航，穿過高聳的石板拱形門，走進 Plaza Mayor Square。這時早上 8 點多，人煙稀少，零落的店家進貨

卸貨，ㄧ側的遊客中心已開門。中央矗立著百年的 Philip III 騎馬的雕像，九個入口，四面被磚紅色的櫛比鱗次的四層

樓建築圈成一個佔地廣大的主廣場，它是馬德里的中心廣場，很難想像這裡曾經為鬥牛場及處死囚犯的刑場。西班牙

的特色除了豐碩歷史與宏偉的教堂風采，就是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廣場，偶爾廣場或多或少會遇見不同色彩創作的侍女

雕像，Las Meninas。接著 Plaza de la villa 市政廳廣場，正好遇一批攝影記者訪問官員，可看見警衛分散。經過 Iglesias 

Catedral Castranse Church，堂內靜悄悄，內部金碧輝煌，沒久留。前往美食廣場 Mercado de San Miguel，一群吉普賽婦

女圍坐在正對面地上，她們邊說話邊向四周東張西望，我們警惕隨身物。也許剛營業，食客不多。火腿、paella、甜

點、海鮮、啤酒、牛肚湯、tapas、飲品、冰淇淋及各樣的刈包（喜見刈包），我們還真的餓了。試試伊比利火腿沒加

cheese 的三明治，不鹹，濃香入口油而不膩。油炸透抽和 Hake fish，鮮味，不錯。走出美食廣場轉角處，前方咖啡館

有 churros。西班牙的 churro 和墨裔的肉桂糖漬 churro 有別。西班牙的 churro 無肉桂糖漬，看似臺灣油條，要沾熱的巧

克力吃，很甜。La Plaza de la Armenia 建築壯觀，稍許被震撼到，許多遊客反而聚集在對面的 Royal Plaza 門口買票，

我們也加入。Royal Plaza of Madrid，歐洲三大王宮之一。王宮的外觀是一方正格局，一側有拱門連接形成走廊，中間

廣場廣闊，建築內部呈現巴洛克風格。每一個大廳有其招待或晉見或授禮或貴賓款宴等意義，每個天頂壁畫的彩繪和

顏色也都不一樣，裝飾著水晶吊燈、絨刺繡壁毯、地毯、中國風，收藏著各畫派作品、金銀器皿和瓷器，牆壁和牆柱

都是花崗岩大理石，富麗堂皇。已非皇室日常住所，現成為博物館。值得一提，人及隨身攜帶物進 Royal Plaza 要安檢，

背包或行李箱不得進入，可存放在儲存櫃裡（有大小櫃），一歐元硬幣置入才能鎖櫃，參觀完畢取回。前往 Naval 

Museum 海軍博物館途中，對路癡來說即使使用手機導航還是會在地鐵站迷失方向（後來走錯方向已成常態）。入海

軍博物館要買票、要安檢。館內放映海事發展史影片，收藏西班牙的海軍海圖相關文物、船舶比例模型、船頭的頭像

演進史、海上航行發現的歷史及私人紀念物品。Retiro Park，公園佔地一百二十五公頃，綠樹很多，是馬德里市區最

大的公園。公園裡有精緻雕塑、紀念碑、玫瑰園、水晶宮（關閉整修）、人工湖、噴水池、兒童遊樂設施、戶外運動

區。有的划船或跑步或騎腳踏車，還有騎電動雙輪平衡車的旅遊團。 

出發前報名參加當地的古城 Toledo 一日遊，包括五個景點門票及午餐，很期待。十月十日清晨，在預定地點等，已

超過約定時間 11 分鐘，我們以為被導遊放鴿子，卻姍姍來遲。Toledo 古城，位於馬德里西南方，中古世紀時是西班

牙的首都，由於山城的地理位置限制發展，十六世紀末遷都於馬德里。現今是 Castilla-La Mancha 自治區的首府。曾被

羅馬人佔領、摩爾人攻陷，是三重文化匯流之城，融合天主教、猶太、伊斯蘭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一座城鎮，被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車沿著山坡而上，站在觀景區，整個古城盡收眼底，靜謐地被 Rio Tajo 河三面環繞著，遠眺周圍

城堡，彷彿穿越於中古世紀。導遊說，古城夜景的風貌與美，要住一晚才值得。Toledo 古時以製造兵器聞名，進入城

門前，亦參觀了製作刀劍武器盔甲金銀首飾工廠，特別是騎士的盔甲與劍。古城有幾個防禦性城門，沒走正門，導遊

反而帶領我們走進有個箭和馬蹄型的拱門，正是 Puerta Vieja de Bisagra 舊城門，國王 Alfonso VI 時期摩爾人建造的。

歐洲相關歷史我不瞭解，雖然我們要求導遊一半西語一半英語，導遊看我拍照拍得過癮，她乾脆全程講西語，等到我

停下來看著她，她才快速地以英語描述。古城裡的 Mezquita Del Cristo De La Luz 清真寺，興建於十世紀，相傳國王阿

方索六世征服 Toledo 時，清真寺發出一道光芒，帶領國王在內尋找到一個埋藏多年的基督像，國王便在此舉行了第

一場彌撒，清真寺被改為教堂。近代又復為清真寺成為基督冠名的清真寺。 

Cathedral Primada Toledo 主教座堂，氣勢恢宏。建築風格融合了哥德、摩爾、文藝復興及巴洛克風格，西班牙三大教

堂之一。建於十三世紀，原址是清真寺，後改為天主教堂。外觀仿照法國的 Bourges Cathedral 設計，極致精美的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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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築，尖塔、彩繪玻璃，欲掩藏清真寺原貌。鐘樓關閉整修，無緣登高。教堂裡最肅穆壯觀之處是祭壇，高度約有

兩層樓，祭壇上鑲金的木嵌板描述了耶穌的一生。祭壇後方同樣有令人驚豔的雕像壁畫，特別為其而開的天窗引進自

然光照明，流洩的光影照映在聖母瑪麗亞。聖堂金光閃閃，共有八座金艷管風琴，唱詩班的五十四個合唱席的椅背上

有五十四個當年天主教徒攻打 Granada 的故事。往後行程探訪的景點，可見西班牙天主教教堂的聖堂其細膩浮雕都極

精美無比，嘖嘖驚嘆。唯一的雕像，可在此教堂見到樸實布衣裙的瑪麗亞喜悅地抱著幼兒耶穌，而年幼耶穌的手觸托

著瑪麗亞的下巴。在眾多的 chapels，一幅壁畫讓我眼亮，Saint Christopher 左肩坐著幼兒耶穌，而耶穌左手握抱著球。

彩 繪 玻 璃 遍 佈 整 個 教 堂 頂 部 ， 自 然 光 透 射 ， 很 美 ， 彩 繪 中 的 圖 案 都 是 聖 經 中 裡 的 人 物 。 Toledo 的 市 政 廳

（Ayuntamiento） 和總主教府（Palacio Arzobispal）位於主教座堂對面，前有一廣場。導遊說這個古城市的人民都外移

去工作，房租便宜，雖有保護古蹟政策，仍讓很多有錢人混合古城改建成現代格式。在三角路口地段上，出現三個不

同字體的“The JEWISH QUARTER”銅崁板，即八年前由官方以英文、希伯來文和西班牙文鑲崁入地。若看到有藍白

色的小磁磚在鵝卵石地面或牆角，上面有地圖、動物或是燭台標誌，就表示已進到猶太人區域了。Synagogue of Santa 

María la Blanca 是猶太教堂建築，不大，十四世紀西班牙人屠殺猶太人，其會堂也遭破壞。內部白色樸實，二十四根

石柱與馬蹄型拱門呈現穆德哈爾式建築風采。 

Monastery of San Juan de los Reyes 猶太區的聖方濟修道院，地下室的壁繪已斑剝難辨。修道院有自己的教堂。外牆的鎖

鍊是當時教徒被異教徒囚禁時身上所綁的鐵鍊。奴隸的鎖鍊，卸下鎖鍊即代表新生。在西班牙收復失土期成功並教堂

建成後，把那些鎖鍊掛於教堂的外牆以紀念當時教徒不畏的精神。Santo Tomé Church，位於巷弄間的小廣場上，堂內

不准拍照。裏面有一幅佔據整面牆的巨大壁繪 El entierro del conde de Orgaz“歐貴茲伯爵的葬禮”是畫家 El Greco 最有

名的傑作之一，保存的非常完整。導遊詳細說明其創作背景，場景布局及人物形象。死與新生、蓮花指、靈魂升天通

道的暗喻及畫家本身不著痕跡地融入畫中，能夠親眼見識到，很值得。不時看見遊客手裡提著 Santo Tomé 袋子，

Mazapán 杏仁糖糕餅店，我們隨俗也買了伴手禮。下午近三點的午餐，食在 Cigarral Monte-Rey Toledo，餐廳裡高朋滿

座，先生的素食餐和我的羊排餐，外加麵包、紅酒、咖啡、糕點、冰淇淋，平凡美食美味。離開古城 Toledo 前，走

進聖馬丁城門（Puerta de San Martin）時，城門前的地上有整個古城的銅板地圖鑲崁在石板路上，有意思。古城裡的每

一棟建築、石板路、城門、教堂、寺院、門以及拱橋無不承載其紛擾歷史，處處歷史遺跡，不虛此行。可預見隨後探

訪的景點，因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曾經佔領統治西班牙南部長達近八百年的歷史，摩爾文化的建築雕刻及蹄形拱門

將如影隨行。 

西班牙的火車，遠程為 AVE（高鐵），短程則是區間車 Cercanias，站名有別。高鐵上有小型餐飲部，頭等艙免費提

供餐飲點心（只有星期六沒有）。每節車廂上車的地方，都有置放行李箱的雙向櫃架，高鐵建議貼個人標誌以免拿錯

行李箱。每個城市的 Renfe 國鐵車站規範不盡相同，有的行李箱及隨身物件要安檢，有的則不需要。例如，從馬德里

的 Atocha 高鐵車站南下 Cordoba，行李要安檢，在候車廳裡等候直到發車前的二十五至三十分鐘才准掃描車票進站。

由 Cordoba 到 Sevilla 的 Santa Justa 車站，行李隨身物件仍需安檢，但 Sevilla Santa JustaCadiz 以及 CadizMadrid 

Atocha 行李隨身物件都無安檢。 

人們對上年紀的人很禮讓和尊重，在餐廳公車地鐵上偶爾會看到。公車上和機場的候室廳的博愛座也包含小孩和孕婦。

搭地鐵，先生被讓座，他自認很驚訝。 

旅遊城市的餐廳營業時間，剛開始常搞不清楚，尤其是晚餐時間點。一般餐廳午餐營業到 16:00，晚餐則 20:30 或

21:00 才開門。對西班牙人來說，午餐是他們的正餐，很熱鬧。過了午餐營業時間，有的餐廳不賣主食，因廚師要休

息，但 tapas 和酒會繼續，我們就曾碰到過正趕上時間點。後來入境隨俗以 tapas 當三餐或點心才不至於挨餓。Tapas，

有冷熱食，餐量有大小價位。類似臺灣小吃店的熱炒也像美國的 happy hour。小費要不要給呢，只能說不要吝給。基

本上，我們所到的一般餐廳其服務生態度都很好。我們常點油炸鯷魚，鮮美，從不厭倦，也是當地人必點的最愛。 

有趣現象，西班牙是有文化國家，先生看到小孩在博物館前踢足球，一小男孩竟在樹幹下放尿。遛狗的人，會在狗狗

尿後，手上的水瓶會灑在狗尿地方清潔，但是狗便便時，沒有任何清理動作，就離開了。話說每日一學，西語的廁所

浴室 baño 發音，很像臺語放尿。 

古城 Toledo Cathedral of Toledo
內的祭壇 

Mosque of Córd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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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cha 乘高鐵南下安達路西亞自治區 Cordoba，一個小時五十二分的車程。 Cordoba 歷經羅馬帝國、阿拉伯摩爾人以

及基督徒佔領，曾是伊斯蘭統治時期的學術中心。其老城區的各景點，清真寺>羅馬橋>基督教君主城堡，從我們的投

宿點，以步行的方式都不算太遠。十月十二日是西班牙國慶日，當地的人則說是 military national holiday，這天正好是

星期六，老城區的教堂外和古羅馬橋喜見數對新娘新郎。 

慢慢踱步到雕塑家 Mateo Inurria 在 Las Tendillas 廣場上雕刻的 Gran Capitan 騎馬雕像時，人潮已湧動。摩爾人建築的

Mezquita Catedral 清真寺是一回教與天主教融合的宏觀建築。回教初建於西元八世紀，多次擴張後，經天主教勢力收

復後保留了原始摩爾建築，加入天主教元素，形成一座複合式大教堂，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這天它寺內不對外

開放，打算另擇日好好參觀。我們沿著清真寺外圍邊走邊拍，經過 Cordoba 的 St-Raphel 守護神紀念碑，是十七世紀時

紀念 St-Raphel 拯救 Cordoba 全市免於瘟疫之苦所立。走過曾為迎接菲力二世來訪改建的凱旋門 Puerta del Puente，有著

文藝復興式風采，上有戰士裝扮、家徽及文字。踏上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所建橫跨 Rio Guadalquivir 河的古羅馬橋，有著

走入舊時空的錯覺，記得 Game of the Throne 影集裡有出現這座長橋。橋上有 St-Raphel 天使雕像，雕像下有供放著小

小的燭臺祈禱。觸碰著橋石，再對望著另一橋頭，十四世紀要塞的 Calahorra Tower 是為防守古羅馬橋所建，現已成為

博物館，主要展示伊斯蘭時期的文物。買票進 Calahorra Tower 附英語導覽，聽著聽著驚奇摩爾人的聰明及運用先進的

灌溉技術。登塔遠眺古羅馬橋，橋全長二百四十七公尺，最早建於公元前一世紀羅馬時期，經過多次重建修復及翻新，

現在所看到大都是阿拉伯摩爾人留下來的建築。這座橋連結凱旋門和要塞塔南北對望，是 Cordoba 有名的地標。有幾

個橋墩我沒數但有注意兩側橋墩不太一樣，遠方一邊還有個廢棄老舊水車輪。日頭赤焰焰，雖是慢步加上背包，仍汗

流浹背，肚子也餓了，只想趕緊找冷氣最強的餐館填飽肚子灌冷飲，平常不喝冷飲的我自來此卻對上眼 Sangria。一

提，餐廳貼告示不准遊客借廁所，有些中國遊客進來，坐著喝著餐廳提供的開水，她們一個個輪流上洗手間，再一個

個離開餐廳。我還真長了知識。 

十月十三日，天未全亮就摸黑出門。疾走約十五分鐘抵達 Mezquita Catedral 清真寺，我們以為是最早到，一對來自澳

洲夫婦早已在大門邊等候。8:30 a.m. 各四方大門將同時打開。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 8:30-9:30 免費，可今天星期日，門

票一人五歐元，鐘塔一人二歐元。早到人少安靜，寺內幽暗，只有少許自然光照明透過彩繪玻璃。置身於數不清的紅

白相間蹄形拱門石柱及 chapels，雖有了古城 Toledo 的探訪經驗，那神秘的氛圍，瞬間還是被震撼到。石柱材質有大

理石、花崗岩和有色的寶石。拱門上的材料和工法可一窺不同時期完成。有一系列展示拱門上的花紋實體模型與舊石

柱原貌圖照。天主教風格的聖堂、雕像、壁畫、黃金聖器以及華麗的聖殿仍是美的另人屏息。寺外的中庭有一片橘子

園，最特別是一排排橘子樹的灌溉引水是以鵝卵石砌圍起來，一氣連結而成。登鐘塔要有腳力，只有三十分鐘登高望

遠。鐘塔樓旋梯有木板地和石板地，木板地共有七十五階，石板地則一百一十階。石階間隔大且不平，佩服古人腳力。

一旦登上鐘塔才有點後怕，主要是鐘塔邊緣及石壁看起來真不堅穩。接著前往 Alcazar of the Christian Monarchs 城堡，

原為摩爾人所建的王宮。歷經基督教奪取、阿方索內戰、費迪南、拿破崙駐軍，其用途從住處、堡壘、宗教審判地、

監獄一路演變成現今旅遊景點，難以想像。城堡入口是從獅子塔的城門進入，入口處可瞧見 Alfonso X 國王持劍像。

登上獅子塔頂過程提心吊膽。其迴旋石階往上變窄又陡，一邊有扶手，一邊沒有。往下走與往上走常迎面撞上，往下

走沒扶手時還得依靠迎面往上者的牽手幫忙才能安穩下樓，很尷尬。下了樓走到地下室，它有幾個間隔成小小的空間，

稱為浴室，空氣不流通，感覺不怎麼舒服，後來看了壁上有導覽說明才知道浴池與地下室是刑求犯人的審問室。尤其

是中庭分東西兩半，東半邊呈現亂石廢墟，從前是女監獄稱為婦女中庭（Patio de las Mujers）。西半邊有二個水池，

小庭園維持的很好。城堡外有各種花卉、噴水池、園藝造景，花園的中央有座哥倫布覲見天主教雙王（Ferdinand and 

Isabella）的石像。這次總算記住了晚餐時間點，我們早早鳥的晚餐在 Bar Santos，見識到像整個乳酪般大的西班牙式

的 Tortilla，徵求拍照時，服務生特地拿一個完整未切的讓我們拍。西班牙式的 Tortilla 和墨西哥式的 Tortilla 完全不同; 

墨西哥的 Tortilla 很簡單就是麵粉做成的麵皮，再油炸即成。而西班牙的 Tortilla 像 Omelette，主要是蛋和馬鈴薯，再

混合其他食材。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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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動態  
 恭喜王豐一理事遷入 Camarillo 新居。 

 恭喜黃邦雄醫師與秋燕姐於上月 21 日，喜添内孫女，取名黃筱嵐，英文名字 Charlotte Huang。 

 恭喜前會長陳漢民今年連任僑務委員會僑務顧問委員。 

 恭喜前理事顏玲蘭從二十年來辛苦工作的崗位上退下，進入快樂悠閒的退休生活。 

 12 月 7 日星期六卡拉 OK 歌唱、跳舞、聚餐，熱情滾滾時，發現少了一位歌后會員-楊瓊音。原來當晚媳婦生產，

瓊音在醫院忙前忙後，首次做少年阿嬷，高興得跳躍三尺。生產中母女順利平安！唱生日快樂歌時，大家也恭喜

瓊音做阿嬷了！ 

 恭喜年輕同鄉林熙怡、林宜逸夫婦 Deric and Holly Lin 喜獲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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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9 December                                    同鄉會會訊                                 編輯：蔡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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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講座：黃麗平，黃邦雄，黃秋燕，林龍佑，黃國珍，林泰山，劉素惠，陳國昌，蔡孟豪，王豐

一，林佩施，徐郁蓮，陳漢民，陳勢敦，王惠芳，李東熹，陳信祺，陳達文，李婉婉，倪洋洲，田

惠娟，張淑姝，林芳慧，李惠珠，楊海源， 陳白蓮，許文仲。（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秋季旅遊：陳燦河，蔡孟豪，徐郁蓮，王豐一，林佩施，高啓文，徐素娟，李婉婉，王惠芳，李東

熹，謝佳臻，陳明恭，蔡美美，倪洋洲，Sean Tsai（香菜）及可愛的小朋友。（無順序排列，如有

遺漏敬請原諒） 

十二月份鄉訊：主筆 林秋玲，陳達文，顏玲蘭，李沛容，李沛恩，陳漢民，倪洋洲；校對 李婉

婉，陳達文，陳昭吟，林秋玲，徐素娟，林芳慧及理事們；郵寄 歐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