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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王豐一
適逢 2020 金鼠年原是本會創會 30 週年，全體工作團隊籌備多時準備要在春節年會時一併隆重慶祝，無奈偏偏遇
上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人心惶惶，病亡無數，經濟發展嚴重受損，日常生活
與工作秩序大亂。
主要考慮到鄉親們的健康與生命可貴優先的最基
本原則，我們在一月底時毅然決定取消春節活動，
而且鑒於疫情到目前還無法有效受控制，我們也
取消了另一年度的肉粽節活動。在可預見的短期
內，我們也不認為有效的防疫與對抗病毒的特效
藥能夠現世，所以我們今年接下來的時間也沒有
計劃舉辦任何形式與規模的活動，一切皆以各位
鄉親，跟你們的周圍親友健康著想。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
每年于肉粽節活動時出版的年度會員通訊錄，也因為
今年的兩大年度活動無法舉行，所以無法完整的記載
年度的活動，也沒有發放刊物的適當機會，所以今年
將停刊一年。
有關已經繳付 2020 年度會員費一事，理事會與工作
團隊討論後決議，已繳的會員費有效期將自動延伸與
包含 2021 年度的年費。
現今的台灣因為防疫工作成果亮麗，不但完善的
照顧到寶島-台灣的人民，更是有餘力幫助國際社
會，讓世界看到台灣在這方面傑出與傲人的軟與硬實力，我們身居海外的台僑們也都為小英團隊的表現感
到讚賞，也沾了台灣的光在海外以身為台僑與有榮焉!!!
希望在疫情穩定與安全受控的將來，本會可以藉著這股動力，持續在本地為母親-台灣，做一些草地文化外
交的工作。最後，要再次叮嚀鄉親們，出入務必做好防疫措施，保護好自己，不只為了自己，也為了周圍
的人。願祝各位安康，疫情早日結束。

2020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會長
副會長
祕書
財務
總務

王豐一
賴林慧珍
宋怡欣
李秋桂
高啟文

(503-319-4617)
(818-612-1581)
(818-930-7098)
(818-624-1602)
(805-509-3122)

Camarillo
Calabasas
Agoura Hills
Westlake Village
Oxnard

1

fongyeewang@gmail.com
janie@janielai.com
yishin48@icloud.com
gcraven2006@gmail.com
ckmath123@gmail.com

2020 TANLA 理事會介紹
會長 王豐一 (Fong Yee Wang)
台中人，初中時全家移民新加坡，1992 年來美，主修
電機，畢業後在波特蘭的半導體產業服務超過 20 年。
2017 移居南加州，目前從事無線通訊 IC 設計工程師 工
作。 去年加入理事會，職責活動組，今年粉墨登場接
任會長一職。 在波特蘭期間，積極參與過數個 不同性

質的台灣社團與活動，喜歡與不同台
僑或主流社團互動與一起舉辦活動。
嗜好是愛吃好動，喜歡生態旅遊與各
類戶外活動。 家有老婆大人，另有二
位在外地工作的成年女兒。

副會長 賴林慧珍 (Janie Lai)
台北市長大的宜蘭蘇澳人。畢業於北－女及成大建築
系。1980 到 USC 唸建築碩士，畢業以後幫不同建築公
司工作。1987 開始自己作小投資，作營造，裝修及建
築管理。同時相夫教子，兩個兒子都長大獨立了，所
以比較有時間做公益，因為我的建築及管理背景，所
以是二個 HOA 的 Board member 及 Oxnard Downtown

Management Group member。一輩子
接觸很多工人階級，看盡人間百態。
我喜歡旅遊，營造及園藝，有空喜歡
看政治及歷史新聞，關心台灣的民主
及美國的未來。

財務 李秋桂 (Grace Craven) – 新任

總務 高啟文 (Calvin Kao) – 續任

我是李秋桂 (Grace Craven)，高雄縣
人，2002 跟著老公來美國定居，18
年來都住在 Westlake Village，有一
個 14 歲的女兒。2018 很高興跟著
Emily 加入台灣同鄉會，今年很榮幸
可以擔任財務一職盡份微薄之力，
但是財務方面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
學習了解，Elaine 是一個好老師，我
會好好向她請教學習。

我是高啟文（Calvin Kao）出生於台灣
台北市，小學在屏東讀書，國中時全
家移民來美國。
目前住在 Oxnard。我服務於 UCSB，輔
導有關於數學、物理、經濟⋯等學科。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承擔理事，為同鄉
們服務，請大家多多指教！

秘書 宋怡欣 (Emily Sung) – 新任
大家好，我是怡欣 Emily，很榮幸今年加入理事群擔任秘書的職務，我在台灣豐原長大，2017 年
正式搬來美，住在 Agoura Hills，目前是全職媽媽，有兩個兒子，還有一隻可愛的迷你雪納瑞。
先生從事鞋類的國際貿易工作，我的興趣是跳舞，爬山，聽音樂以及旅遊。我的夢想是不斷學習
還有環遊全世界。謝謝台灣同鄉會給我機會加入理事群學習，我會盡最大的力量為大家服務，謝
謝！

2020 年度活動
我們知道，向來關心台灣，美國社會的同鄉們，2020 年的一開始就走來不易，也都因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 (COVID-19) 的影響，生活中有許多的變動與挑戰，不只需要集結我們的所有資源來共同對抗病毒，
也需要增加面對疫情衝擊的韌性。
因新型冠狀病毒還在持續中，所以目前同鄉會尚未訂定 2020 的年度活動，等疫情結束後會擬定通知大家。
希望那一天能早點到來，不然大家都因長期關在家裡吃睡吃睡變成貴妃 N 次方了 :(
感謝黃邦雄醫師為同鄉會製作 2019 年和 30 週年影片回顧，同鄉們可以到這個 Link 觀賞：
2019 TANLA 回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qcqBuJQ3Q&feature=youtu.be
TANLA 30 週年慶回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NSv0ysxBQ&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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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題

口罩背後的科學原理

董純吟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最近已建議民眾在公眾場合戴口罩或是其他可以遮住口鼻的產品。研究指出，新冠狀病毒
(COVID-19) 感染者可藉由噴嚏，咳嗽，講話時的飛沫，散布病毒。最近，由於此項建議，一些人開始在家做口罩。
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口罩製作教學影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也有相關製作教學，大家可以多方參考。在這，我想向
大家介紹口罩製作材料與其物理科學原理。給大家在選擇製作材料時做參考。
口罩原理
一般醫療口罩的設計原理其實很簡單，就是藉由口罩布料的纖維來吸附及阻擋感染的飛沫。現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口罩
有三種：
• N95
• 一般醫療口罩
• 布口罩
這些口罩最主要的區分是它們過濾的效率。任何一種口罩都可以提供某種程度上的保護。N95 可以提供最高的保護程度，
所以建議留給專業醫護人員配戴。研究指出它可以過濾 95% 的飛沫，及僅 0.3 微米的小顆粒。（一般新冠病毒的尺寸是
0.1 微米，但是，其常附隨在大於 20 微米的口沫。）由於它的透氣率不高，因此不適合長期配戴。
醫療口罩可以過濾 60-80% 0.3 微米的小顆粒。利用家中一些材料的組合，一般人也可以製作出類似過濾等級的口罩。
一般醫療口罩材料
一般醫療口罩是由三層布料及一片金屬條製成。每一層布料都有特定的功能。
• 最外層：防水，透氣，靜電，防塵，防菌
• 中間層：防感染源，透氣，靜電，防塵，防菌
• 內裡層：吸濕，柔軟，舒適
• 金屬條：固定服貼度，防空隙
最外層主要的功能是防止水，血液，其他身體體液的穿透。所以最外層可以防止因為講話，咳嗽，打噴嚏製造出的口沫及
大顆粒。中間層主要是過濾感染源，及其他小一點的顆粒，例如細菌及病毒。這兩層都有靜電功能，可以吸附飛沫顆粒在
纖維上，幫助防阻感染源穿透。內裡層需要直接接觸穿戴者，因此不僅要柔軟舒適，也要能吸收從呼吸透出來的濕氣或是
汗水。每一層雖然有不同功能，它們都應該要有良好的透氣性，這樣使用者才可以久戴。布口罩的過濾效率則是根據使用
的布料及紗支數 (Thread Count) 有程度上的差異。
關於材料的研究
紗支數是織布每一平方英寸中，經紗（縱向）跟緯紗（橫向）加起來的總數。而針織布（如 T-shirt 布料）是由一連串的線
圈交套而成，線圈形成行列。這種排列形成多孔的構造使得防阻顆粒變得困難。
我們可以將布料的構造比喻成網球拍的弦，用沙子來比喻飛沫顆粒來解釋紗支數如何幫忙阻擋飛沫顆粒。布料的結構就如
同網球拍，如果想要用網球拍抓住沙子，則必須縮小球拍弦與弦的空隙。我們可以增加更多的弦在同一支網球拍上，或是
加上另一支網球拍，使得球弦形成交錯的結構，來縮小空隙。
根據研究指出，用 600 紗支數的枕頭套做成的口罩，只能阻擋 22%的飛沫顆粒。如果使用四層相同布料，則可達到 60%。
（但是這樣的多層結構，舒適性則有待測試）。400 紗支數的枕頭套布料則比 600 紗支數的表現差。以下是其他布料的實
驗結果：
• 600 紗支數（一層）：22% （過濾效能）
• 600 紗支數（四層）：60%（過濾效能）
• 厚毛料圍巾（二層）：21%（過濾效能）
• 厚毛料圍巾（四層）：48%（過濾效能）
• 100% 棉質頭巾（二層）：18%（過濾效能）
• 100% 棉質頭巾（四層）：19%（過濾效能）
可取代材料
依照以上介紹的一般醫療口罩結構與原理，以下是消費者一般可以買到的取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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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外層：防水不織布，例如在診所或是美容店裡用的拋棄式不織布床單
中間層：空調系統的濾網（需要注意濾網材料成分，不要買到有毒材料，例如玻璃纖維）
內裡層：棉質布，T-shirt 布料
金屬條：金屬繫帶（例如繫在土司麵包塑膠袋上的金屬繫條）

不織布是利用纖維直接堆疊做成的布料。在眾多製造不織布的技術中，一般醫療口罩用的是以熔噴方法製成的不織布。它
將纖維不規則的堆疊，因此形成錯綜復雜的排列結構，使得飛沫顆粒在穿透布料前，就被吸附在纖維上。
所以如果要增加過濾效能，可以在自製的口罩上，加一層類似的布料。目前常見的纖維材料是聚丙烯(polypropylene) 又常
稱為 PP。這是一種跟塑膠同質性的材料，可以拿來做空調濾網，快遞(FedEx) 用的白色信封，及建築的防水層(Tyvek)。
自製的口罩，可以加上一隔間層，用來塞入濾網或是醫療口罩，增加防護及延長醫療口罩的生命。總之，一個有效的口罩
材質需要具備下列幾點：
• 錯綜複雜，不規則的纖維結構
• 靜電功效
• 透氣
• 舒適（柔軟跟輕）
• 防水（外層）
如何正確穿戴（脫）口罩
任何一種口罩都可減低飛沫傳播，減少感染機會。除了戴口罩外，如何正確的穿脫口罩也很重要。飛沫顆粒是直接被吸附
在纖維上。因此如果太大力甩口罩，那原本已經被吸附的顆粒可能掉落下來到其他地方，例如使用者的衣服上。如果使用
者此時又摸了衣服，再摸臉或是嘴巴，這樣就算戴口罩，還是有機會感染病毒。除此之外，口罩服貼也是很重要的。任何
臉與口罩之間的縫隙都會折損過濾效能。N95 口罩可以達到很好的服貼率。但是也是因為需要強力的服貼，往往脫下口罩
後，臉上會留下口罩痕跡，就像我們看到一些醫護人員臉上的口罩痕跡一樣。這樣的服貼程度，是一般醫療口罩達不到的。
因此，戴口罩時 1) 一定要完全遮住口鼻，2) 脫口罩時，動作不要太大，並且不要碰到臉，鼻子，眼睛及嘴巴，還要馬上
去洗手。布口罩每次用完時可以清洗，或是放置幾天後再用。
環保議題
一般醫療口罩和 N95 口罩是以一次性使用為原則。因為聚丙烯是石油塑膠類纖維，所以這些口罩對環境的影響需要再進一
步觀察。
最後，還是再次強調，很明顯的，任何口罩都沒有 100%的過濾效能。因此，戴口罩不僅是要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無
症狀感染者也會散播病毒）。保持社交距離及勤洗手也是很重要。居家隔離以及減少不必要的外出都可以幫忙維護人類及
地球的安全。
*本文作者董純吟教授(Tracie Tung)，本會年輕新會員，任教於北嶺大 (CSUN) 家庭與消費者科學系。受本會特邀撰寫口
罩專業知識分享同鄉。如需要本文參考文獻，請聯絡作者 tracie.tung@csun.edu 。

文藝創作

2020 返台投票觀感

陳國昌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總統大選，從 1996 台灣實施總統民選以來，從沒見過素質如此低的候選人，也沒見過在困境中使出如
此怪異的招數，2020 的小英 vs 韓國瑜無疑是空前絕後的奇觀！
以「德不配位」來形容這個 KMT 的候選人再也恰當不過了，生性懶惰加上腦袋沒有東西而空有一張嘴，騙完了高雄市民
進而肖想席捲全台灣，在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怎能不被看穿？連帶而來的稱呼像是草包、韓總機、落跑市長、賣菜郎等等
再也不為過了。
但是讓我訝異的是這個人居然拿到 550 萬選票，雖然說有人不滿小英的政策及施政成效，但你也可以不投票啊，投給那個
人不就降低你的品質及格調，你又如何能理直氣壯的批評小英？當然大多數的選票來自藍營的基本盤，這其中又以外省及
客家族群加上傳統挺藍的軍公教為主，但是相當多的也是台灣人，難道他們呼應「九二共識」，期望與中國統一，而不想
維持自由而獨立的生活型態嗎！
被壓縮了近一年的情緒總要有宣洩的時候，大型的造勢就是這個出口！從阿扁當年在馬路中央架設舞臺開始，激情嘶喊並
且大力的揮動小旗子已經是典型的場景，我歷經松山煙廠、維新廣場、板橋體育場一直到今天的凱道，滿坑滿谷的人潮依
舊，只是氣笛聲不再。但如果說只憑聲勢就可以勝選，也難怪對方那個陣營一直膨脹人數到媒體也捉狂！
靑年選票包括首投族的 110 萬，是小英的生力軍，萬頭鑽動盡是黑髪人！「國瑜草包」固然早已成為年輕人的笑柄，「返
鄉投票」更是這次選戰的終極武器，從爆滿的高鐵、台鐵及客運看來，投票當天的天平已然傾斜，開票時小英一路領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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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然的結果！我特別觀察到一個人物- 林飛帆，這個太陽花運動的領袖加入民進黨絕對是一支好棋，他對年輕選票的號
召力實在太大了！
另外一個功臣是蘇貞昌，他一洗 2012 偷跑選台北市長的爭議形象，毅然接下 1124 敗選而空出的行政院長，在短短一年內
衝衝衝展現魄力穩住施政成果，而讓小英可以放手猛攻「亡國感」及主權獨立，對他的政治生涯也算是個圓滿的交待。
今年不同上一屆的是沒有如「小英商號」的「點亮台灣」小額募款，更沒有「三隻小豬」的全民運動，取代的是較為高額
但參與人數較少的捐款贈品，這表示經費較充裕還是風格的改變？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 2020 元旦公布的三個願望已經實現兩個：
（1）小英大勝，至少 250 萬票
（2）民進黨立委過半，至少 60 席
（3）韓國瑜在六月六日被罷免，鬧劇結束
寄望高雄人不要鄉愿，”We Care” 的年輕人已經展現良好的示範，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行使市長罷免權就在你們手
上，全世界都在看，加油！

文藝創作

西班牙探索記(二)

林秋玲

十月十四至十七日，行至西班牙第四大城市，Seville。一出高鐵車站就走錯方向多繞了一圈，最失算的是下了公車到投宿
約四十多分鐘腳程。又累又餓一安放行李後就走在巷道中找尋餐廳，涼風徐徐看似要下雨，連續二家據網際推薦的餐廳過
午休息，先生沒帶外套只好就近小吃館顧巴度要緊。小小餐館食物簡單，坐在外面的廣場上，風吹下共享醃漬冷盤鯷魚、
炸鯷魚薯片醃漬高麗菜及喝著 ginger ale，低要求的滿足。綜橫交錯不起眼的巷道中有小菜販店、理髮廳、肉品市、酒吧、
鋼琴教室⋯尋著飄來咖啡香，走進買糕點，未曾見過女店主用心地包裝蛋糕避免糖霜花朵塌陷，她很熱忱地介紹蛋糕名
Pionono Malaga，不錯吃。
城市中心除了公車也有輕軌運行，主要景點都在舊城區，我們搭 Hop-on Hop-off，紅色的觀光雙層敞蓬巴士先做地標外圍
瀏覽，二十四小時與四十八小時有效票價，不限次數上下車，可選一車到底飽覽十四個景點或四個徒步導覽景觀。坐在上
層的優點是視野好取景方便，結果坐著太舒服昏昏欲睡。Seville 的 Plaza de España 是一壯麗的半圓形迴廊，具有西班牙和
摩爾及復興建築的縮影。迴廊中心有一噴泉 Vicente Traver，橫跨護城河上有四座拱橋，最吸引我的是拱橋上的欄杆和藍白
青花瓷圖案，河上可划船或乘電動船，過了拱橋就到達連接不斷的三座主建築樓。主建築的一樓迴廊其外圍的矮牆上共有
四十八個壁龕，各壁龕以美麗瓷磚拚貼著人物或場景，代表西班牙不同省份。主建築只開放一、二樓的迴廊。拱橋上有兜
售響板的小販或一樓的迴廊裡有佛朗明哥舞者表演或唱者或廣場上有馬車的躂躂聲，聲音交融熱鬧登場。我們很幸運能在
這迴廊欣賞一場免費佛朗明哥舞蹈。回宿前也難得遇上墨西哥餐廳 Mano de Santo，正合先生胃口，可惜無豆泥。點餐單
無圖可參考，需靠先生翻譯。待菜上桌，西班牙的 Quesadilla 完全顛覆我所熟悉的美墨式 Quesadilla，因無 cheese 且不是
兩片麵餅緊合著。它簡直就是 taco 樣式。

Alcazar of Seville 比 Alcazar of Cordoba 更廣大。這座王宮在重新回到天主教勢力後，就在這摩爾人的城堡原址上重新建立
宮殿，一九八七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城門入口處，上方有鑲崁著冠冕的獅子爪子瓷磚圖。長長的二排隊伍緩慢移動，
因已在官網訂購早上十一點三十分的票，十一點十五分允許入內參觀。入城門，穿越老舊的石拱門後，眼前展開的是一片
廣大的中庭(The Lion Courtyard)被三面相通的建築環抱。中庭左手邊建築是 Hall of Justice，內有一小噴泉，水流連結到外
面的水池，特別的是蹄形拱門上的不同花雕。中庭右手邊則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運籌帷幄開拓美洲事務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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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ral’s Hall，其一樓收藏著十九與二十世紀畫作、扇子、Chapel、Hearing Room。樓上展示私人陶瓷收藏品及另預約導
覽參觀的 Royal Bedroom。
中庭正中央的建築是國王 Don Pedro 一世修建的宮殿，懾服於不同顏色的花紋、不同繁華雕刻的蹄形拱門以及金艷的穹頂，
可謂雕樑畫棟。尤以 Salon de Embajadores 使節廳，蹄形拱門上方又被另一個大的拱形壁包圍，天花板有幾何圖形和金黃
圓頂木雕，圓頂上有星星狀的雕飾代表浩瀚宇宙，同時也可看到王室房間的四個小陽台 (上面正是 Royal Bedroom)。跟著
走著，來到有名的 Patio de las Doncellas，也就是少女庭院，中間有一長方形水池，這個名稱由來傳說當時摩爾人每年向伊
比利亞的基督教王國強烈要求進貢一百個處女到這裡。每個展示廳的裝飾與顏色不盡相同，有的整面牆壁裝飾彩繪人物瓷
磚，有的牆壁是巨幅掛毯，與金碧輝煌的門互相輝映。王宮裡萬頭鑽動，實在無法和一團團的歐洲導覽共享。
王宮外有大小不同風格的花園和植物園、噴水池、橘子園、檸檬樹、白葡萄涼亭、芋園、棕櫚樹、孔雀園、灌木闢成的迷
宮及一處輕飲食餐廳區。噴水池旁有一高樓窄迴廊城牆，可上去放眼城牆內外風景。僻遠處有一最古舊的城門與半邊的廢
墟防禦堡，鮮少人煙。Game of Thrones 也曾在這花園和地下室的澡堂取景。Los Baño de Dona Maria de Padilla 這個皇家浴
池位於 Patio del Crucero 宮殿地下，很不起眼的地方，循著看景圖找了好久，是皇后專用的。黝暗，攏長的一長方形浴池，
兩邊的小通道圍禁不准進入，極不通風。走出王宮，已沒多少時間進 Cathedral de Seville 主教座堂參觀，它比古城 Toledo
的主教座堂更雄偉，只能扼腕嘆息。坐馬車沒繫安全帶，感覺挺怪的。躂躂聲繞著 Guadalquivir 河邊內幾個景點與廣場，
當馬停下等紅綠燈時，不由好笑。餐後漫步消食，走至 The Torredel Oro 黃金塔，曾經是以金色瓷磚著稱。十三世紀時是
一軍事瞭望塔，有三層樓，塔身有十二面，每面代表一個方位，現則是航海博物館。鬥牛廣場，不在計畫裡，湊巧經過，
正紅與鵝黃色外觀正是西班牙國旗的顏色。
計畫趕不上變化，行程中的第一個星期，漢莎航空要罷工時，我們祈禱勿滯留海外望一切順心。第二個星期旅程前往
Cadiz 碰上 Seville 的公車計程車司機罷工，加上感冒，在飯店經理協助下早早退房搭計程車去高鐵站等候。為此，一天不
曾與女兒聯絡，讓她擔心了。
十月十七至十月二十日，遊 Cadiz，腓尼基人於三千年前建立，位於西班牙南海岸，三面環海，細長半島型的古老港口城
市，曾是戰略重港。哥倫布第二次和第四次遠航就是從此港出發，因此也讓這裡自十六世紀起成為西班牙海軍和貿易重要
基地。也是先生堅持來訪景點。高鐵車站離海港不遠，Plaza de San Juan de Dios (city hall) 市府廣場面向海港，是 Cadiz 的
中心廣場，廣場上有噴泉，附近有餐廳、咖啡屋和小商店，很熱鬧。市府周邊的巷道動線又與舊城區連結，許多歷史遺跡
座落在舊城區，繽紛蜿蜒小巷弄往往又通向大大小小的廣場，幾度讓我們迷失於巷弄裡。Cadiz 是我品嚐海鮮最棒的城市
之一。住宿的經理推薦一家海產店，我們姑且前往一試，迷途中來到 Central Market 傳統市場，可惜已打烊關門，不過建
築外觀圖案蠻有意思。找到 Seafood Market-Las Flores 餐館，內外擠滿人潮，堂食區、吧檯、油炸海鮮外賣區，座無虛席。
炸鯷魚炸鱈魚冷盤大蝦，名符其實美味。我們二度光臨時，帶位服務員叫出先生名字，更親切。Puerta de Tierra 是進入
Cadiz 舊城區的古防禦砲臺守城門，氣勢宏偉，我們悠悠通過城門。美術博物館免費，同樣地，背包不可入館，需存放在
儲物櫃，一歐元硬幣，參觀後取回。一樓收藏器皿及無頭羅馬雕像，亮點的是陳列人像雕刻的腓尼基大理石石棺。二樓的
畫作收藏關閉，三樓展示不同故事的皮影木偶劇。
從市府廣場沿著舊城區的海岸線，悠哉地漫步整個半島，也是不錯的享受。由 Playa Santa Maria del Mar 海邊北行，來到
Playa la Caleta 海灘，看見遠方 San Sabastian 堡壘位於 La Caleta 海灘盡頭，走上長長石橋上，正處退潮，有人踩在淺礁石
上釣魚。到 San Sabastian 堡壘門前，才發現關閉整修。好吧，外圍欣賞及拍照再漫走回岸。La Caleta 海灘另一側是 Santa
Catalina 堡壘，它也關閉整修。一旁白色小船也正因潮退，零落地擱淺在海灘上，整個風景呈現頹廢狀。沿著海岸線彎道
來到了 Paseo de Santa Barbara 公園，繼續前行。經過 Ingles del Carmen 教堂，登石階上 Murallas de San Carlos，長且寬敞，
是古防禦城門牆上的迴廊，有十幾個砲檯對著海上。走下迴廊來到憲法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一八一二，
拿破崙戰爭期間佔領西班牙時，由各省西班牙人代表在 Cadiz 起草自由主權君主立憲宗旨，Cadiz Cortes 批准一八一二憲法
宣言。這座紀念碑由建築師 Modesto Lopez Otero 設計，雕塑家 Aniceto Marinas 完成。每一面都是和平與戰爭的栩栩人像，
會議廳、座椅、平臺，代表勿忘一八一二，紀念碑正中央的女性形象，代表著西班牙。沿著海岸走一大圈後正好慰勞五臟
廟，穿梭於巷弄中覓食去。
Teatro Romano 建於公元前七十年，一九八零挖掘發現，結
構具有古老戲院的特徵，有馬蹄形禮堂和拋物線形的層次
看座，免費參觀。進館，一股地下汙水味瀰漫著，展示羅
馬戲院模型圖及其歷史，有影片介紹。再往下層走，有一
長長地下通道可進出拋物線石座位看檯區，座位區後面上
方就是濱海道路。Torre Tavira，共六層，建於十八世紀，
是用來瞭望到達的船隻，位於市中心，要買票，樓層的
Camera Obscura 室，正有導覽團佔用一小時，我們沒等，續往上，有一百七十三個鐵製迴旋梯，登屋頂能三百六十度眺望。
Cathedral of Cadiz 外的廣場，有一小胡同其石拱門稱為 The Rose Arch，是牆壁上砌刻出來的舊門。遇上一位很友善歐洲遊
客，他不會英文以西語告訴 Robert 有關玫瑰拱門的故事。Cadiz 新大教堂，它曾被大火焚毀，現今這樣貌和風格是十八世
紀新建，大教堂黃色圓頂和鐘樓是 Cadiz 地標。買票入堂附導覽耳機，莊嚴廣大，主壇上方的天頂有網線圈圍起來，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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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有多個小聖堂和畫像，是一整體簡單不華麗的教堂。因下雨，室內空氣不流通，光線暗，遑論觀地下陵墓，故不看。
也沒登鐘塔，鑑於鐘塔樓梯都很窄且地濕怕滑。一個 Cadiz 的最古老教堂，Parroqia de Santa Cruz，導航和旅遊景標都無顯
現，先生表示曾讀閱這座歷史，問了店家才找到。一整面斑駁石牆，牆上有一幅耶穌像以鮮豔瓷磚拚貼而成。它原為清真
寺後改建為天主教堂，沒開放。
十月二十日，高興地乘高鐵北上馬德里 Atocha 國鐵車站，五個小時多全程不寂寞，因我們後座有一對有趣夫婦，一個英
語一個西語威威鬥嘴。留宿於機場附近飯店，清晨由飯店巴士送往機場。法蘭克福轉機時，一個小插曲，Robert 無緣故被
滯留帶到小房間，被問到一個極無聊的問題:你會說德文嗎?
我們的西班牙自由行，懷著殷切的期待，抱著滿滿的豐收體驗，感謝平安回到家。西班牙有其豐富歷史文化，處處是歲月
的古蹟，尚有未知的吸引人之處，一遊未盡。

文藝創作

談台灣抗疫成果

宋怡欣

2020 年可說是改變全世界人類活動的一年，自從中國武漢爆發不明肺炎的疫情，在 1 月 23 日中國武漢進行全面封城時，
新型冠狀病毒開始橫掃全球，台灣能有如今的防疫成果，除了借鑑 2003 年 SARS 的防疫經驗，在疫情爆發最初的 50 天做
了許多關鍵防疫決定，去年底台灣透過社群媒體發現武漢出現 27 例不明原因肺炎，立即展開因應作為，12 月 31 日即對武
漢直航班機實施登機檢疫，一週內召集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並開始研發用於診斷不明肺炎的檢測試劑，著手整備防疫物資。
今年 1 月 15 日，疾管署宣布將武漢肺炎公告為第 5 類傳染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20 日即啟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CECC）由部長陳時中帶領整個團隊，讓台灣即使身處最接近疫情爆發的第一線，仍能將確診病例數控制住，截止至 5
月 15 日累積確診 400 例，超過一個月零本土感染，不僅沒有進行封城或禁足措施，人民生活與經濟活動也運行如常。
以下截取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時代雜誌訪問的內容：「台灣是堅韌之島。多個世紀的滄桑，使得我們社會可以在艱辛環
境下，應付、適應、存活下來。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總能有方法共度時艱，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亦一樣。儘管病毒傳染
性非常高，我們與病毒發源地近在咫尺，不過我們還是成功遏止了境內的大流行。她寫道，「台灣的成功並非偶然。在醫
療專業人員、政府、私人領域及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做好了防疫的準備」。蔡英文又指，為預防民眾慌搶購，政
府密切監控商品市場的波動，並接管醫療用口罩的製造與分配。經由工具機與醫療用品公司的合作，經濟部協調擴增口罩
生產線，加倍產能。另外在科技專家、藥房及便利商店支持配合下，設計出一套配售口罩的機制，讓台灣的醫院和民眾都
買得到也負擔得起。「在政府與民間企業合組的『國家隊』通力合作下，使台灣有餘力捐贈物資給疫情嚴重的國家」。
她說，台灣除了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醫療體系以及強大的研發能力外，也致力於資訊的公開透明，積極與民眾及國際組織
分享。「台灣確實已有效遏阻國內疫情，但在國際社會，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場人道災難，需要所有國家的通力合作」。
「雖然台灣遭受不公平待遇，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之外，我國仍然願意及有力發揮我們在製造、醫藥與科技的
強項，與全世界攜手合作」。
蔡英文說，全球危機考驗整個國際社會的韌性，要打擊並撕裂我們。因此，現在比以往更須要重視全球網絡中的每一個連
結。我們必須擱置歧見，只有全球人民齊心努力，才能對抗新型冠狀病毒，也才能共同為人類謀福。她最後說，「台灣飽
經苦難，堅忍不拔，因為大家願意攜手團結，共渡任何難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台灣能讓世界了解：人類共同克服挑戰
的潛能是無限的。台灣能幫忙」。最後整理台灣抗疫的五大關鍵：
1. 檢測，檢測再檢測

2. 隔離，掐斷感染源

3. 提前部署，迅速行動

4. 保證社交距離

5. 強化群眾衛生

雖然疫情在全世界仍然在延燒，藥物以及疫苗都尚未研發成功，但是台灣抗疫的成功經驗，在全世界發光，成為全世界學
習的榜樣。身為台灣人，我為台灣感到驕傲！

感謝 2019 卸任理事

倪洋洲

蔡孟豪

林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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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郁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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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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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會籌劃及答應幫忙工作人員（不包括娛興節目表演者）: 陳麗美、鄭夢寧、王蕙芳、顏玲蘭、
林秋玲、蔡美美、陳達文、陳漢民、陳勢敦、呂麗琴，李長興，張雪娥、徐安琪、黃邦雄、倪洋洲、
林博文、曾敏雄、曾張簡慶美、許文仲、李東熹、黃麗平，劉瀞心，董純吟，李秋桂，宋怡欣，林佩
施、徐俊昭、柯美珠、陳國昌、楊文顯、謝紀美，張淑姝、楊傳賢，楊右民、田惠娟、周芳全，徐郁
蓮、楊瓊音、胡澤銘、林志偉、謝靖遠、徐素娟、林朝楨、陳燦河、林芳慧、陳寬虎、謝飛燕、李勝
明、王淑真、黃秋燕、李婉婉、楊海源、楊建勳、王梅鳳、王美卿、陳昭吟、曹志揚、陳貴珠、陳白
蓮、王豐ㄧ、蔡孟豪、洪秀雄、陳盈光、李孔昭、林雅麗、盧智媛、蔡秀寬，高啟文，翁淑鐶，侯淑
賢，吳淑雅，林慧珍，李惠珠，孫重生，朱森元，陳雪峰，許乃積（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六月份鄉訊: 主筆: 王豐一、賴林慧珍、李秋桂、宋怡欣、高啟文、董純吟、陳國昌、林秋玲
校對: 林秋玲、陳達文、蔡美美、徐素娟; 郵寄: 歐玉惠
會員文藝創作作品可由同鄉會理事代為交件，如有其他疑問請向活動組組長 Andy 陳映宇洽詢。

洛杉磯西北區臺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20 June
同鄉會會訊
編輯：徐郁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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