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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會會訊 Aug 2017 
 

 

活動預告:               ***電腦手機平板研習*** 
 

手機（smart phone）及平板電腦（iPad, laptop）遇上軟體與APP不易上手時，曾讓你茫然退卻嗎? 想知道如

何輕鬆使用成為快樂學習人，特邀陳勢敦和徐郁蓮與我們分享他們的3C產品相關實務經驗。建議自備手

機平板電腦，在邊聽問邊實際操作下，歡迎您來挖寶。 

主題: 電腦手機平板研習 Q&A 
主講: 陳勢敦，徐郁蓮 

日期: 09/16/2017 （星期六） 

時間: 10:00a.m.-2:00p.m. 

地點: 蔡美美家  87 E. Gainsborough Rd. Thousand Oaks, CA 91360  

費用: Potluck 美味午餐聚餐會，參加者請帶一盤美味家常菜或點心來分享 

報名: 09/08/2017（星期五）前，報名時請告知菜名和想問的問題 

名額有限，最多容納35人。報名從速，以免向隅。有興趣者請洽王蕙芳（805-612-2675）; 李慧津

（pecodolphin@hotmail.com） 

***請先自備幾個問題，報名時傳寄給王蕙芳（huifanglee1@yahoo.com）或李慧津。
 

活動預告:               ***生活座談會專題演講*** 
 

主題: 青光眼與白內障的醫療知識 
主講: Lina Lin 林醫師 

主講簡介: undergraduate-UC San Diego; Optometry School-Southern California College of Optometry; 

Currently Associate of Dr. Alvin Lo Optometry; Director of Tzu-Chi Vision Van  

日期: 10/28/2017 （星期六） 

時間: 10:00a.m.-2:00p.m. 

地點: 萬縣臺美基督長老教會 2304 Antonio Ave, Camarillo, CA 93010  

報名: 10/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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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612-2675）
 

活動預告:            ***代表TANLA回臺參加國慶活動***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的同鄉們將代表本會組團回臺參加國慶活動。團長是陳漢民，副團長是李勝明，與其他同

鄉團員總計18位。有意參加者尚可報名參加，要有僑胞條件資歷者方可參加，可跟團長陳漢民連絡（805-

551-4825），請於8月18日前報名。詳細活動內容也請與團長陳漢民聯絡。 
 

活動預告:            ***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少年團*** 
 

為了鼓勵家有未來國家棟樑的家庭，讓孩子得到更多實際經驗，我們計劃成立西北區台灣同鄉會少年團，目

前開始徵求少年團團員和團長。參加的少年，可以得到community service credit。有意者請來電詢問會長陳

麗美（805-484-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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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團隊的話 
 

     今年的通訊錄已於肉粽節當天發行，2017會員可有一

本免費精美的通訊錄。經轉交或郵寄，都已分發完畢。

沒收到的會員可向財務王蕙芳或會長陳麗美查詢。由於

頁數有限，今年理事會決定，今後將不予列冊三年以上

沒續繳會費同鄉。 

會長陳麗美的話 

時間飛快，半年過去，暑假也已近尾聲。承蒙同鄉們的

支持與盛情參與，我們四月的春季一日遊，和六月十七

日的肉粽節大鄉聚，鄉友們興奮搏感情，許多祖孫三代

歡聚一堂，熱鬧滾滾，吃喝玩樂都盡興，相聚愉快！ 

這一切都要感謝我們理事團隊們的同工協力，和多位前

輩們的盡心力相助，才能有如此歡樂，心懷鄉情的場面。

會長在此感謝，再感謝。 

接下來要辦的秋季旅遊，由於兩個因素，理事會開會後

決定取消，停辦一年。因素之一是大亨假期旅遊提供的

兩個景點（1）Palm Spring, Lake Arrowhead，（2）Santa 

Barbara & Morro Bay ，同鄉會以前都已經舉辦過，重複

了。因素之二是，在九月中至十月底，很多同鄉報名參

加回台灣慶祝十月國慶典。擔憂人數會湊不足，敬請同

鄉們諒解 !  我們正努力，積極地在籌劃兩個活動。請看

此期鄉訊的報導。 

希望同鄉們能繼續踴躍參與與支持！謝謝！ 

副會長鄭夢寧的話- 

今年我邀請了幾位鄉親朋友，來參加我們西北同鄉會舉

辦的端午肉粽節，他們都告訴我，你們舉辦的非常好，

讓他們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端午節，聽了實在很欣慰。

這真的要為陳會長，理事們及幕後指導的前輩和甘心樂

意來幫忙的同工，給他們掌聲，獻上感恩！大家本著一

個共同的目標，要帶給同鄉們一個歡樂的佳節，而無私

的奉獻，不辭辛勞，互相分工合作，終於圓滿完成任務。

有了這樣的信念和精神，相信再來的各項挑戰，也將能

順利的達成。再次向這些同工們致謝！ 

理事顏玲蘭的話- 

今年增加十一戶新會員。有許多人願意努力發展新會員

的力量。 

我們正在籌劃新構想，努力吸引年輕人家庭。我們面臨

的挑戰是，年輕家庭的孩子，依照法律，要取得法定監

護人的同意才能夠參加所有的活動。所以有家長們的支

援就是推動所有活動的關鍵。我建議在新年晚會，5分

鐘給予10歲到18歲少年，展現他們青春活力。 

理事林秋玲的話- 

端午粽節的第二次成人文藝展能獲得廣大迴響，主要是

位置取得好且樹蔭下不日曬,才得以吸引鄉友們駐足欣賞。

感謝蔡美美和謝靖遠的地點建議，也感謝參展者與我們

分享其獨特創意美作。更感謝謝靖遠的搭架佈展工作。

忙亂中忘記張貼鄉友文章，萬望海涵，下回謹記。盼來

年多增加白板與折疊畫架(Easel)，好讓各方新銳者寬心

參加。文藝展區或兒童勞作區或抗衰健身操區，熱鬧繽

紛的大字報手筆，在此謹向陳漢民致萬分的感謝。 

理事王蕙芳的話- 

半年前麗美要我擔任理事負責財務管理，我想說在家裡

我可以平衡支票簿，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沒想到首先

勢敦就給了我TANLA的Laptop，一向對電腦的操作非常

有限的我，突然覺得事情沒那麼容易，我的功課可多了

呢！ 

在這個電腦時代，很多對大家來說是司空見慣的用詞⋯⋯

Excel, Word, Copy and Paste, Attachment on the Email, print 

label⋯⋯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東西，我以前只是看看Email，

News，Facebook，或是在Expedia訂機票及旅館，而且還

是我兒子和先生替我把bookmark弄好，我只要click一個

手指就可以了。所以我很感激TANLA給我這個機會多學

習一些東西，稍微可以跟得上潮流！ 當然不懂的地方還

是很多，我還會慢慢的加油。 

活動報導                         Spring field trip                                     Allan Chio 
 

Early morning Saturday April 22
nd

 2017, I got the luxury of spare time (between running an IT company, down-
sizing house project, organizing USTA teams, preparing TATA Open 2017 and expecting first grandchild…) to 
jump into a tour bus with our fellow Taiwanese buddies for a pleasantly surprised visit… 

It is mid spring, with un-usual amount of rain falls last winter to South Land all the wild flowers along freeway 
405 are blooming lovely. Before we barely settle in our seat while enjoying our snacks and entertaining by 
TANLA officials, we arrived this awesome, massive, almost endless flower field – The Flower Fields At Carlsbad 
Ranch. The ranch sits on a gentle slope. 50 acres of colorful flowers in formation overlooking Pacific Ocean 
creates an unforgettable site! A must see if you haven’t. 

After good walking around at flower ranch, we were starving! We arrived at Las Vegas Buffet to satisfy 
everyone’s craving. This buffet place is comparable to flower ranch in a way they offer enormous varieties of 
food of American, Japanese and Chinese buffet. Almost everyone eat there the entire hour non-stop and spend 
minimum time socializing…we all busy eating! 



 3 

Our next stop is La Jolla beach. The hilly seaside cliff and lagoons are natural habitat for sea gulls and lions…I 
shot a funny video of a sea lion climbing up the cliff looking for clams and ended up chasing off a kid! Numerous 
pictures were collected by my phone for its soothing scenery… 

On our return route we stop by “Ah Tu Bor” farm. This roughly over one acre lot is full of fruit trees. Ah Tu Bor 
posseses one of a kind farming technique. There are huge Buddha’s Head Fruit, loquat, passion fruit…and a 
fruit rarely known to anyone – chocolate fruit. Ah Tu Bor generously shares his fruits with all of us…One of the 
unique technique Ah Tu Bor has is raise a cat to guard his farm from rodent intruders. His white cat’s name is 
Tiger. 
 

活動報導                 西北區同鄉會肉粽節鬧熱                               鄭炳全 
 

6月17日西北區同鄉會有兩百多位鄉親，在千橡市公園野餐同慶肉粽節。 

因天氣炎熱上午十點就有三十多位從山頂的植物園健行回到會場，兒童勞作棚和藝文展示分別裝置，其中有油畫、

攝影、學生畫作、木彫和早期台灣留美學生史料展。開始烤肉後，陳漢民的健身操在樹蔭下，數十位會員認真操

練。西瓜肉粽老早就擺好，為了體貼老幼，烤肉和沙拉還切很細。總之，在陳麗美會長領導下，每位理事和義工

幾個月前就考慮周到。 

卡拉OK一早就自由發揮，有幾位唱來不輸給原唱，有些是有進步的空間，勇氣可佳。受邀的歌手充分準備，還印

發歌詞，帶領大家唱「賣燒肉粽」。台美小姐候選人也出場，懇請大家支援，十幾件特別設計的T-shirt一下都賣出

了。另有會員鄭炳全提供十本舊的台美文藝給同鄉會義賣，和一大袋樟木屑與大家分享。 

經文處副處長特地來表揚陳會長及工作團隊，僑教中心翁主任每年都到，也肯定同鄉們熱愛台灣的表現，並祝福

大家康健順利。諸多團體節目中以吃西瓜比賽最熱鬧，點到為止個個有獎。 

（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太平洋時報） 

   

   

   
照片來源：洪鏡清，胡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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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第六屆兒童繪畫比賽結果  
 

今年第六屆的兒童繪畫比賽終於辦成了，畫題是「我最喜歡的

台灣水果」，很感謝家長們的鼓勵和支持。雖然參加人數不多，

但每位再次參加的小畫家在這兩年之間進步神速。和往年一樣，

他們生動活潑的作品會登在下一年度（2018）通訊錄的封面。

以下是得奬名單:  

K-1 組，第一名鄭凱薇、第二名劉宜珊 

2-3 組，第一名林佑旭、第二名劉一克 

初中組，第一名陳 Phoebe、第二名林雅薇、第三名林佳宜 

希望小朋友們繼續練畫，明年邀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參加第七屆

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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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美人生活漫談會                 生活漫談                                             柯美珠 
 

這個月的生活漫談有 27 人參與，首先由徐俊昭向大家介紹太空梭的引擎。太空梭的三枚主要引擎是由南加州的

Rocketdyne 航太公司所研發生產的，Rocketdyne 也是全美唯一能製造大型火箭引擎的公司。1960 年代，美國總統

甘奈迪驚覺到在航太的研發上嚴重落後於蘇聯，於是決定全面奮起直追，也因此引發了美蘇兩國的太空競賽，促

成了美國航太工業的蓬勃發展。在那個年代由台灣來美留學的學生恭逢其會，加入了各種航太的研發行列。 

Rocketdyne 在 1960 年代的全盛時員工超過 6 萬人，到徐俊昭

2012 退休時，已剩不到 2000 人。太空梭從 1972 年開始研發

到 1981 年第一次發射成功歷經九年。在第一次成功發射之前

幾年，引擎的噴氣口（nozzle）屢屢出現問題，徐俊昭在

nozzle 的設計上做了一些修改從而解決了問題，也算是小有

貢獻。太空梭的引擎是一種 reusable engine ，原始設計每一

台引擎可重複使用 50 次，但後因造價及維護昂貴，國會決定

以後改用較便宜的一次即廢（expendable engine）的引擎。到

2011 年太空梭正式退休走入歷史。 

接下來大家談論最近不幸在空拍台灣的過程中喪生的齊柏林，他用空拍的記錄片展現台灣之美，同時也揭露美麗

山河的被人為破壞，他用盡心血想要搶救他所愛的美麗的台灣，可惜英年早逝，未盡全功，有待大家再努力。陳

漢民也分享他 28 歲時有機會在豐原坐直升機見證臺灣珍貴的檜木在國民黨時期被濫砍的痛心。陳國昌則對空拍景

觀有興趣的同鄉提供 Aerial America 的節目，用空拍的方式介紹每一州，很值得觀賞。 

陳崇仁提供美國國會議員退休後的薪水供大家討論。會中有人發起抗議川普對健保的改革將砍 Medicaid 影響窮人

福利。但是陳碧錦則認為削減 Medicaid 並不全然無理，因為她親身參與義務替人報稅的經驗，Medicaid 被濫用的

百分比的確很高，反而截取了真正窮人的福利。這是很健康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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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英、法三館參觀記」                          陳國昌 

參觀博物館對我一向都是雙重優惠，我把它當景點看待的「到此一遊」心態濃厚，而也亟想一睹這些寶物的真面

目，今年英、法兩國的博物館之旅就在這種心情之下完成了！ 

「大英博物館」的英文名稱 British Museum，翻譯上只是「英國博物館」，不知是誰為它膨風，加上一個「大」

字！它的建築物外觀平實，一點也沒有其他「宮」啊「堡」啊的氣派，而且不收門票，只在大門口及幾個展覽室

前擺了勸募箱，建議$5 英磅的樂捐。 

不過它的收藏品之豐富，真叫人張口咋舌！其實這並不為奇，這個國家在歷史上四處爭戰，擴張領土並強佔殖民

地，其間以豪奪巧取的各地珍寶古董不計其數！單看它的埃及收藏大全，從巨型石像、木乃伊、壁雕、卷畫，到

各種珍玩，如果技術問題可以克服，我相信它也會把金字塔搬一個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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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參觀當天不巧中國展品區在整理內部而停展，否則我也想去為中國人「同仇敵愾」一下，因為聽說他們看到

眾多寶物竟然流落在蠻夷之邦，不禁想到當年的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恥，口頭上都要 X 他兩句！ 

「凡爾賽宮」位於巴黎的郊區，佔地大的誇張，是鍛練腳力最好的場地，不過須要有足夠的耐心，因為從大門口

就開始有超長的人龍，嚴格的安檢更使進度牛步化，它那著名的花園現在也須另外買票了，真是生財有道！ 

凡爾賽宮共有一千多個房間，不曉得路易十四有幾個分身來使用，它不外就是一間又一間金壁輝煌的彩繪宮殿及

廂房，鑲金鍍銀，華麗壯觀，似乎當年的御用藝人們從地板到天花板絕不放過一寸可以發揮的空間！除了看不盡

的壁繪，它還收藏了不少名畫、雕塑及皇室的傢具和器皿，反映出當時的奢華生活。也許我太容易滿足了，在看

了幾間相似的成績單後，老實說我的眼睛已經在找尋下一個出口了！ 

「世界三大博物館」中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及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都去過了，羅浮宮就是我的最後一站。它的見報

率居三館之最，不只收藏品最豐富，展覽室空間寬敞，陳列形態也是上乘，堪稱天下第一館！三十年前羅浮宮經

過大整頓以迎接新時代，特地指定華裔貝聿銘設計了金字塔形的入口，屹立在廣場中央，與本館的古典建築群極

不搭調，但卻反成了最吸晴的焦點！ 

我早早就把「鎮館三寶」（蒙娜麗沙的微笑、維納絲、勝利女神）列入對象，加上拿破侖封后約瑟芬的巨幅油畫、

古西臘的塑像「馬首」、卡諾瓦的「愛神之吻」大理石雕等，起跑令一下，三個館八大部門按圖索驥，只恨腳程

不夠快，已經不去計較這些寶物是怎麼淪落在法國人的手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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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與八十四歲母親遊首爾                             顏玲蘭 

母親大人，在老年幼稚園努力上課，該吃就吃，該睡就睡，精神比一年前好。母親大人每天忘的比記的多，整

天找已經掛在鼻子上的眼鏡，卻對計算複雜的三位數字以上的算術情有獨鐘，令人刮目相看。她每天都要額外

自己多做一大本加減乘除習題，老媽到底是新竹女中的高材生，不一樣。 

我每天還得看她做家庭作業，所以我問老媽，"我帶妳出國去玩，你和我就可以不寫家庭作業，如何?"，老媽很

高興， 問我:"去日本嗎?"  

日本是她的最愛，因為她唸日文學校，日文是她的第一語言。我對日本不著迷，去過七，八次了。建議韓國。

媽媽說"為何?"，我說她没去過，韓國離臺灣近，松山機場飛到首爾金浦機場只要三個小時，而且我們去找個韓

國老帥哥陪妳說笑話。老媽聽了哈哈大笑。 

我負責接洽旅行社，老媽開始把旅行皮箱，衣服，皮鞋擺滿地，又跑去幼稚園宣布她美國女兒要帶她出國去玩。

她下課回來，得意洋洋說同學，老師每個人都羡慕她好命。老媽每天都加更多衣服進皮箱，到後來二個大皮箱

塞到提不動。 

我問 "老媽是不是要移民去韓國?" ，老媽問 "我們到底要去幾天?"，我說 "只去七天"。老媽不聽話，堅持每天要

一套套裝。我給她看我的小箱子，她才勉强同意只帶一個大箱子。 

出發前三天，我帶她去銀行換韓幣一元台幣當時換三十六點七元韓幣。我計算機還没拿出來，老媽已告訴我總

額。我們身懷巨款足足带了一百多萬元韓幣（大約美金一千多元）要去韓國天女散錢。 

五月二日出發，旅行社事先通知大家下午二點鐘在松山機場見。我家去松山機場五分鐘計程車程。可是，老媽

太興奮，早上十點就準備出發。我們也只好十點二十分就坐在松山機場看人，與被人看。還好我們松山機場有

吃，有喝，又有免税商店可以消磨時間，一點都不無聊。時間在吃喝玩樂中過的很快，一下子就上飛機，又在

飛機上吃一頓飯就到首爾了。到首爾金浦機場，這個機場比我們桃園機場稍大，可是很乾淨，很現代化。 

旅行社共安排了八個熱門景點，包括盟浦大橋，南山塔，東大門，明洞，景福宮，青瓦台，清溪川，南怡島。

我們由金浦機場出來就先經過盟浦大橋，然後又去吃人蔘鷄。吃的東西，當然是台灣菜好吃。旅行嘛，入境隨

俗。但是首爾十分特别，很多地方保留中國明代的建築與特色。 

出外旅行，住的好，吃的好。第二天帶了一百多萬元，開始充當觀光客。韓國製品早已不是八十年代的粗糙産

品, 他們的成衣與化粧品已經可算精品。可是每件衣服都八萬，九萬起跳，一點不便宜。但是令我驚喜的是，幾

乎每家店員都會說國語。韓國人賺錢有用心，在店裏的衣服，裁剪合身，質料細緻，比美國買的成衣好穿。但

是一件都美金一百多元，我們一百多萬韓幣也只有一千多元美金，只夠買幾件。台灣人回台北再買才對。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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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買主義，我們只買了三件上衣和褲子。我們去景福宮時換穿韓服，拖拖拉拉，行動不方便，又熱的要命。謝

天謝地，我們只一輩子穿一次這種衣服。也許因為我們去的地方太出名，到處是人擠人。路上的人，没有我們

台灣小姐漂亮。但是，韓國女人強調化妝精細，又全套五顏六色，加上時尚打扮穿著，乍看之下很引人注意。 

我注意到馬路上全是韓國自己生產的汽車，韓國人真的愛國心超强，他們只用韓國貨。還有那道清溪川，使我

一直想起高雄愛河和早年台北的榴公圳。愛河在，但榴公圳早被填土蓋房子。清溪川整理的十分乾淨，十分藝

術，種滿不同種類的樹木，花朶隨風搖曳，流過首爾最熱鬧的地方。我真希望，我們台北鬧區也有一條靜靜的

小河。 

我們在專門旅遊的人帶領下把一百多萬元花光光，心滿意足回台北。母親大人是全團四十個人中年紀最大，走

路最慢的人。但她全程參與，是真正的參與。也許，這是這輩子最後一次帶母親去異國，我們都感恩彼此的陪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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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吃過麵包果嗎?                                     林秋玲 
 

小時候讀故事書，看到麵包樹這三個字， 總是半信半

疑它真的可食嗎? 半

輩子走來，竟在大島

面對它，摸到它，烹

煮它。高大的麵包果

樹，熟成時外皮會有

白色的黏稠汁跑出來，

軟硬適中就可吃了。 

剖開它，綿密像

Avocado。陣陣濃郁

清香聞像土芭拉。

大島本地人多半是

以蒸或烤的方式食

用。蒸後，撲鼻的

淡香又像是豆花。

吃它原味，有如吃

吐司，甜蜜似奶油，

味道像青芒果。二

片下肚很有飽實感。 

很獨特的 Bread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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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A Journey Through Music               Alwena Lin 

Although a little late for a fourteen-year-old girl as myself, I joined Glorystar Children's Choir during the 
September of 2015. Back then, I became a member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out the group since their 
conductor, who's also my piano teacher, needed more voices during their Taiwan expedition. 

In the few months I spent practicing before leaving for the trip, I learned so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From 
simple things like different voice types such as the group I'm identified in, alto, to much more complex terms 
such as having perfect pitch.  

The short visit to Taiwan was filled with multiple choir performances executed at various locations, including 
concert halls, universities, and even during a busy mall spread out among many cities. Not only was the 
presentation an eminent first experience for me, our entire group fully traveled around Taiwan alongside the 
coast and received an informationally great tour. 

Later on, my interest in singing grew exponentially and my family decided to let me continue taking choir 
lessons every wee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expand my musical knowledge and even learn snippets of 
other languages contained in the pieces, such as French, Taiwanese, Chinese, German, and Latin. I became a 
part of their annual celebrations and performances, allowing myself to be more involved with the new choir. 

Being a part of Glorystar showed me how important each role was and how much teamwork was involved in a 
single piece. I was lucky to be surrounded by not only boisterous and confident individuals but also quiet and 
reserved companions. I've come to realize over time that it's not just another extracurricular, but nevertheless a 
great experience I can take part in. 

As I continued to consistently come to practice over the two years, I could clearly see how much I've been 
improving little by little. I'm glad to say now that I get to be one of Altos lead singer, for a new group of younger 
singers has migrated into the chamber singers section. Ultimately, starting a new generation, a generation that I 
get to assist and partak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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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this summer, a few of us are going on another expedition again, but this time to Europe. I'll be awaiting 
our grand performance in the Santuario Della Madonna Della Salute in Padova, Italy, and will definitely focus on 
achieving a satisfactory presentation. 

作者簡介 

Alwena Lin 林雅薇是前理事們林志偉和黃麗平的千金，今年 14 歲。Alwena 多才多藝，會彈鋼琴、打網球、跆拳

道黑帶、會畫畫、會唱歌、還會寫文章。暑假過後就是高中生了，要上 El Camino charte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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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創作                              故事分享                                                楊子文 
 

茲介紹"台灣好所在"台語歌詞作者陳德全先生。陳先生是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外科主任，副院長，行醫50年以上退

休。他是一位很優秀的外科醫師。日語台語CD錄音是在他的錄音室錄製。他在醫學院是舍弟楊子思的先輩，早三

屆。歌詞及CD是舍弟於2012年交給我們的，請大家欣賞。提起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在此有一段故事分享。 

1. 畸型兒人數不正常的增加: 舍弟楊子思進入仁愛醫院婦產科初期，發現這幾年畸型兒人數不正常的增加，於

是市立醫院向全台衛生單位發出通知調查登記。初步硏判可能是孕婦服用安眠藥 Isomin 易速眠所致。

Isomin 易速眠是從日本進口的安眠藥，處方買自德國的 Tharitomito 撒利多麥多 (發音) 。此種藥在德國造成

數千人畸型兒。 

2. 收集市面上的 Isomin 易速眠安眠藥做實驗: 舍弟與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做研究的家兄合作. 把微量的

Isomin 注入孵卵三天的雞蛋，繼續孵卵。結果孵出的小雞都有畸型。歪嘴不全，翅膀變形欠缺，腳跡變形

欠缺。 

3. 家兄留美：家兄與舍弟做完實驗後留美。得到學位後在康州大學(U.Conn) 研究所當教授。 

4. 邀請德國專家來台會同鑑定: 全台調查登記畸型兒將近千人，德國專家 Dr. Lenz 來台與舍弟在仁愛醫院會同

鑑定，鑑定結果有三百多人是服用 Isomin 引起的畸型兒。 

5. 向日本藥廠請求賠償：鑑定結果送衛生署，由衛生署代表台灣政府向日本藥廠要求賠償，受害家屬終於獲

得合理的賠償。 

6. 舍弟向日本大學提出論文及著作"中國人的先天異常"(中英文)，獲頒醫學博士學位。 

7. 在台灣舍弟的論文獲嘉新基金會評為最佳論文並獲頒獎金及獎狀。 

8. 舍弟的著作"中國人的先天異常"獲頒衛生署的最佳著作獎。 

9. 舍弟曾任仁愛醫院婦產科主任，副院長。服務醫界 55 年退休。 

10. 舍弟的嗜好之一是研究古瓷器，退休後著作 "古瓷鑑賞"。有時在歷史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分享並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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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動態 
 
 

 會員電話更新如下: 

莊煙船 呂惠如 805-383-6627，陳燦河 林朝楨 818-359-4739 

 蔡大任新住址 5730 North Willard Ave. Apt.20, San Gabriel, CA 91776 

 前會長夫婦陳勢敦和呂麗琴的大女兒 Phyllis Chen 暑假過後就上大學了。她將在 UC Reverside 主修 CS-BA 

(Computer Science with Business Applications)「企業專用電腦科學」。

 

2017 年理事會                                    同鄉會網頁：www.tanla.org 

會長 

副會長 

祕書 

財務 

活動 

策劃/總務 

陳麗美 

鄭夢寧 

林秋玲 

王蕙芳 

李慧津 

顏玲蘭 

(805-484-5222) 

(818-626-6797) 

(805-216-4730) 

(805-612-2675) 

(805-233-5218) 

(805-659-5121) 

Camarillo 

Porter Ranch 

Ventura 

Ventura 

Camarillo 

Ventura 

leemay93012@yahoo.com 

marlonmcheng@gmail.com 

feminist_daughter@yahoo.com 

huifanglee1@yahoo.com 

pecodolphin@hotmail.com 

worrymotherlysa@yahoo.com 

tel:805-383-6627
tel:818-359-4739
mailto:marlonmc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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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2017 August                                    同鄉會會訊                       編輯：林秋玲 蔡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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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粽節 : 蔡孟豪，徐郁蓮，陳勢敦，李東熹，陳達文，徐安琪，田惠娟，李婉婉，徐素娟，張雪

娥，蔡麗環，楊海源，楊建勳，陳碧錦，倪洋洲，徐俊明，林志偉，高啟文，陳珮瑜，陳麗美，林

秋玲，鄭炳全，李慧津，王蕙芳，楊右民，陳漢民，楊文顯，謝紀美，林朝楨，鄭夢寧，張淑姝，

楊傳賢，林玉麟，蔡美美，曾張簡慶美，曾敏雄，張菊惠，楊白蓮，陳明恭，徐俊昭，柯美珠，洪

鏡清，孫重生，李惠珠，曹志揚，陳昭吟，黃禾溱，陳國昌，李孔昭，蔡美惠，林芳慧，盧智媛，

李勝明，胡澤銘，謝靖遠，呂麗琴，Monica Lin，James Lin，Phoebe Chen（無順序排列，如有遺

漏敬請原諒） 

八月份鄉訊: 主筆Allan Chio，Alwena Lin，柯美珠，鄭炳全，楊子文，顏玲蘭，林秋玲，陳麗美，

王蕙芳，鄭夢寧，蔡美美; 校對李婉婉，陳達文，陳勢敦，林美里，顏玲蘭，林秋玲，陳麗美，王

蕙芳，鄭夢寧; 郵寄歐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