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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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2018 

活動通知 慶祝肉粽節郊遊/烤肉 
一年一度的肉粽節將要到來，同鄉會將於 Conejo Community Park 舉行活動，就在 Conejo Valley 

Botanic Garden 旁。 我們並有文藝繪畫創作陳列展暨兒童繪畫展。 該公園環境優美，地點適中，又

有森林步道極適合漫步。 請大家扶老攜幼，一起來郊遊，享受肉粽的美味和烤肉的樂趣，餐後的團

體遊戲將讓您玩得痛快，盡興而歸。 

時間: 6 月 16 日（星期六）10：00 AM –3：00 PM 

地點: Conejo Community Park （Picnic Area 1） 

            1175 Hendrix Ave，Thousand Oaks，CA 91301 

            近 Conejo Valley Botanic Garden 的入口， 

            沿著 101 在 Lynn Road 下高速公路。 

            向北 0.7mile 到 Gainsborough Road 右轉，之後 

             繼續前行 1/2 mile 到 350 W. Gainsborough Road 

             轉入右邊的道路（Jeaunine Drive）到達停車場。 

             （我們會插牌提醒） 

票價: 會員： $ 12 ； 非會員:  $15； 

長輩（75 歲以上）/ 小孩（6-12 歲）:  $ 10  

（六歲以下免費)。 

活動內容： 

10：00 AM - 12：00 PM   森林漫步、手工勞作、聯誼及烤肉。 

12：00 PM - 1：00 PM   午餐: 有燒肉粽、烤肉、玉米，沙拉、西瓜及飲料。 

1：00 PM - 3：00 PM   節目: 介紹新會員、團體遊戲、兒童繪畫/文藝繪畫創作陳列展及繪畫頒獎等。 

 

請大家把握難得的交誼機會，儘早向任一位理事購票參加。未繳 2018 年費的會員請順便繳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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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入右邊的道路 Jeaunine Drive 

到達停車場 

停車場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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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十日又過了一個圓滿成功的春節晚會，這真得感謝

所有工作人員的辛勞努力。 也謝謝所有同鄉們熱烈的

參與，讓鄉親們一起快樂的過新年。 

        自從 2004 年參加 TANLA 已經 14 年了，直到前年

退休後去年才加入了理事會。 沒想到只是一年時間就

被推上了會長的職位，真是不可思議。 

        今年由於缺乏理事，我們採取了一個臨時方式，

由二位工作團隊裡的成員分擔一個理事職位。臨時理事

任期一年，補足當前的理事不足，無形中減輕了不少的

壓力。 另外我們加強了工作團隊的功能，每一組選出

一個組長，負責協調每一組的活動。 

        現在發現我們的工作團隊陣容相當的堅強，大家

也都非常的熱心要替這個社團服務。 我相信有這麼好

的後盾，我會盡力的學習，努力的為 TANLA 服務。

新理事介紹 

徐郁蓮/ 蔡孟豪(秘書組) 

大家好 :)  我是徐郁蓮，拍謝這次我

是二度回鍋的理事，曾於 2007、

2008、2012 和 2013 年擔任過同鄉會

理事，雖然是二度回鍋，但這次我

有帶了一位 team member 愛德華．蔡

孟豪，他是一個笑臉狼(少年人)哦！

同鄉會多了這匹狼，我們今年會融

合更多創新的 ideas。 感謝大家過去給我的肯定，也希望大

家給愛德華．蔡孟豪溫馨的支持，我們會無壓的盡心盡力

為同鄉服務，與大家一起歡歡喜喜參做伙！ 

周芳全/蔡美美 (總務組) 

各位同鄉好，我 1979 年台北醫學院畢

業，1981 年來美。 先在 St. Louis 完成內

科訓練，1989 年到 UCLA 接受腎臟科訓

練，此後就一直在西北區生活及工作。  

1991 年加入同鄉會，有幸和一個熱心無

私的團隊共同為這個團體打拼。 這次和

美美姐 team up 再次加入理事團隊為大家

服務，承續過去的傳統，吸引新血和號召以往的伙伴來面

對新的挑戰。 

2018 年度活動

 

 

 

會員文藝創作陳列展/兒童繪畫比賽 

2018 年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第三屆會員文藝創作作品」暨「第七屆兒童繪畫比賽」徵稿開始，即日起到五月二十

日止收件。 歡迎同鄉會會員們提供您自己的文藝作品（短文、詩詞、繪畫、照片和藝術創作⋯等等），與大家分享您的

創作。 本次兒童繪畫比賽繪畫題目為「我最喜歡的狗」(My Favorite Dog)，畫紙自備，請用白色的圖畫紙，不限尺吋大

小。 歡迎同鄉們鼓勵小孩報名參加。 兒童繪畫比賽報名表請從下列連結網站下載:  2018-children-drawing-form | 洛杉磯西

北區台灣同鄉會 (Ctrl+Click to follow link) 。 

會員文藝創作作品及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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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豐一（503-319-4617）及文宣組

組長黃明玉（818-368-0933）洽詢。 

時間 活動項目 

3/03 工作團隊2018年度第一次會議 

4/07
 

理事及工作團隊小組會議 

5/20 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 

6/16 肉粽節野餐 (文藝創作/兒童繪畫展) 

7/21-7/22 初夏旅遊 

10月 生活座談會 

2/9 或 2/16/2019 年會暨新春晚會 

5, 9, 12月 新會員融入活動 

兩個月一次 卡拉OK 

不定期舉行 舞蹈 

每月一次 台美人生活漫談會，第三個星期三 

台美人傳統週 
 

o 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 

5/20 (Sun.) 9：00 AM–7：00 PM 

Barnes Park, 350 S. McPherrin Avenu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有關台美人傳統週的慶祝活動，請參考

洛杉磯台灣會館網站  

http://www.taiwancenter.org/ 

626-307-4881 
 

http://www.tanla.org/2018-children-drawing-form/
http://www.tanla.org/2018-children-drawing-form/
http://www.taiwan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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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春節晚會花絮與感言                                    王豐一 
 

因為工作關係，從美國西北區波特蘭遷居落地洛杉磯西北區近半冬，一來就接受到 TANLA 不少鄉親與朋友的照顧和關

懷，真的讓人很感心，而且剛好也趕上了 TANLA 的年度最大盛會：春節餐會，所以就義不容辭的挽起袖子跟一大群鄉

親投入當天的會場準備工作。 

參與這次活動當天的準備工作，給了我不少感觸跟事後感想。 最大的感觸就是由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們賣力演出的各種表

演內容豐富的節目。 參與演出的鄉親都秉著“台前扮戲五分鐘，台後汗流五禮拜”的精神準備表演，令人感動。唯一美

中不足的，也是以往所常見過的情況，那就是類似這樣的場地與表演節目，坐在大廳後方的來賓一般上都無法清楚看到

細節的部份，只有聽到聲音跟看到人影幢幢在振動，所以我會建議下次類似的活動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可以考慮以現場

攝影舞台然後同步投影在大螢幕的方式，讓來賓都能更完整的欣賞到表演活動，而不是名符其實的聽聲看影而已。 

另一點是我後來輾轉聽到後有感而發的，那就是年會餐券價格，會員資格審核與摸彩券分發紛亂的問題。依我們以往的

經驗，我的建議是：不預售餐券，採用口頭報名的方式。 報到的時候讓來賓決定加不加入會員，所以資格跟票價當場確

認，摸彩券也只分發給會員，個人會員一張，家庭會員兩張。 有人擔心說以口頭報名的方式會發生有人報了名但不出席，

造成食物過剩的情況。 一般會口頭報名的人多少都會有帶有責任感才報名的，所以最後因故無法出席而又無法提前通知

取消報名的人數，不會比買了票而不出席的人多。 很多時候預售票是通過贈予的方式送出去的，而收到票的人不一定是

有意願，或不確定能否出席的。 有的人買票是因為盛情難卻，或抱著捧場的心情買票。 

總而言之，這是一場讓我大開耳目又窩心的新體驗。 期待與各位鄉親佇（台語：在）下一攤 TANLA 的活動再相會!

活動報告                             春節晚會的反應                                              工作團隊 

感謝各位的團隊合力，我們又一起展現了一個美好，滿意的年會

各位好同鄉、好理事， 

我和我們各位理事們，就是要表達感謝再感謝各位大前輩

們的全力幫忙、助陣、和諧及團隊精神，才有昨晚我們大

家可以一起拍背稱好的年會演出。 

一時不知道要多寫什麼？感覺暫時可以喘口氣。 這個星期

五好好迎接今年的狗年。 順祝各位新年快樂！天天美好，

身體健康，平安快樂的過好每一天！ 

鞠躬再鞠躬，多謝再多謝各位的幫忙。 

真歡喜，同鄉會又過了順心溫心的一年。 

~麗美／會長 
 

麗美會長：感謝妳領導這團隊完成這每年一次同鄉會最大

的活動，使本地同鄉得已享受到過舊曆年的氣氛。妳的責

任心與負責，我們心中感激不盡。歷年來同鄉會這個工作

團隊看似鬆散，到時全歸隊合力完成年會的大活動。一方

面我以這團隊感到驕傲，一方面為妳給我的表揚感到問心

有愧，我只不過是團隊的一員，這個榮譽該屬大家。反而

節目中卻忘了安排給你的感謝儀式。讓我在此代表大家向

妳說聲 “辛苦了，謝謝。” 

新春愉快！ 

~達文 
 

親愛的各位團隊辛苦了！西北區同鄕會就是不一樣，麗美

會長的領導下和理事會的帶動下，中午一點時間到全體團

隊同時到齊精神飽滿，準備工作就各自開始，這是同鄕會

的特色，可敬可佩，晚會給同鄕帶來新春新年氣氛的高潮， 

翁主任告訴我，西北區同鄕會是大洛杉磯最優質的社團代

表，我們的成功是屬於全體會員的支持，會長、理事們和

各團隊成員你們辛苦了，加油！加油！謝謝你們的奉獻。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陳漢民敬賀 
 

謝謝會長，理事群，工作團隊和志工。 

~Elaine 
 

漢民兄，謝謝你的讚美和肯定。 同鄉會是大家的，能有機

會為同鄉會盡力是我們的榮幸和驕傲。 光榮是大家的，讓

我們共享吧！ 

再次謝謝你的參與和無私奉獻的娃娃禮物。 同鄉會有你真

好！新年如意！ 

~Lee-May 
 

達文兄，你客氣了！你和婉婉無時無刻都在為同鄉會設想，

這是大家有目共睹。 期待我們大家繼續合力，繼續維護好

這個有緣的大家庭，大團隊吧！ 

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喔 

~Lee-May 
 

RE: I love your smile… 

* February 12, 2018 at 1:00 AM 胡澤銘傳送照片給鄉友 

哇，難忘😉！ 活一日，呈現"撩落去"姿態，就有當一日的

精彩。 收藏了。 感謝胡澤銘的照片。 

~秋玲 
 

I love the pictures and enjoyed the food and performance very 

much. Thanks to all! 

~惠娟 
 

胡老大，您寄來的相片中，有一個美麗的資深美女。 看了

有一點眼熟，仔細一看，原來是我自己。 哈...哈...哈......謝

謝你。 

~Lysa Plambeck 
 

Thank you for putting on a good show。Two thumbs up!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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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看到大家合力辦完一個成功的年會後的喜悦，互

相讚美鼓勵，把幾個月來的辛勞都彌補了過來。 看了

Emails 相片喜悦中帶有感動。 這種心情只有參與的人才能

領會到。 怎麼看同鄉會也不像是日落的組織。 我强烈鼓

勵大家一起來參加下次的檢討會，這個大家庭需要大家的

關愛才能更甜蜜，你們說對不對？ 

~達文 
 

不是我自誇，我做的吉他在舞台上效果真好，這是老娘的

傑作，我被自己的才能感動了。 

我想到一個節目，做肉粽節的高規格演出， 我先想一下，

再問大家意見。 請耐心等待我的神來之筆。 

~Lysa Plambeck 

 

真的效果太好了，當時忘記告訴 SuSu，吉他是出自顏玲蘭

的巧手，這 4 隻吉他本來是淪落到垃圾山的，是顏玲蘭給

它們新的生命。 

原來妳女兒就是遺傳到妳的基因。 期待下次更多的驚艷！

再次謝謝大家的努力與付出。 

~Rosa 
 

等你發揮你的才能囉！ 

~Edward Tsai 
 

我很喜歡你們的表演，請你們繼續發揮創意！ 

~惠娟 

二月份生活漫談專題討論 

                  放下一切，安息吧！－懷念 Sam and Caroline                              郭美安／陳達文 

二月份禮拜三的漫談會，大家心情沈重，因為我們再也看不到 Sam (賴家祥）與 Caroline (蔡敏玲）兩人親切熟悉的面孔

。 人生無常，焉知年會見面竟是最後的一次。 

相信這時同鄕們都在報上或其他管道得知此家庭悲劇。 Acorn, Thousand Oaks community newspaper, 首頁標題“Popular 

piano teacher victim in Westlake murder-suicide”這則新聞震驚了一向平靜的西北區。大家心中有一連串的問號 。 主持人達

文臨時改變原本的話題，直接討論此家庭悲劇。 他首先領導我們為 Sam 和 Caroline 默哀一分鐘。 也認為我們不必猜測

其因，就聊聊我們對這兩人的認識，就此突發事件，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教訓？ 此類悲劇能避免嗎？ 

與 Sam 一起打球多年的輝男兄，首先放映一張年會上 Sam 夫婦的

合照，字幕-So long, my friends。 配上哀傷感人樂曲，思念之情不

禁湧上。 這麼好的人，為了什麼想不開，實在令人惋惜。 輝男兄

言注意到 Sam 近來對參加活動失去興緻，正想約他單獨談談，不

料晚了一步，深表遺憾。達文也說 Sam 去年夏天忽然告訴他不再

參加所有活動，包括生活漫談。 從此每月的漫談會就沒來過。 直

到年初為支持輝男兄主辦的網球協會聚餐，才雙雙出席，當天也

告訴達文幫他預留兩張 TANLA 2/10 的年會票。 很高興見到他們如

期出席，和很多鄉友互動並和網球老友一起合照。 蕙芳姐問他為

何好久不見來漫談會，他言我身體不適，妳們外表可能看不出。 

婉婉的分析，以為與朋友述說情緒上的困擾，在溝通上，女人比

較 open，得以舒解壓力。 男人大多悶在心頭，不敢求教於朋友。 有文章言，憂鬱症或是 dementia 會導致過度敏感，產

生幻想，無中生有，導致無法溝通，進而判斷錯誤。 

英烈兄與 Sam 也是球友多年，Sam 對他總是以兄長待之。 Sam 不只熱愛各種球類運動，也熱心出面交涉，讓熱愛打籃球

的球友得以每週一次，利用 Westlake High 的籃球場。Sam 經常對兒子打 golf 的表現及外孫女打 Tennis 的表現也相當自豪。 

容佑兄不只與 Sam 是網球友也是釣魚伙伴。 Sam 對他非常照顧，不只教他如何選魚鈎魚餌，還分享自己日製的名牌魚

鈎。 而 Caroline 也是很熱心的人，知道他有 disc hernia，就親手抄寫如何做 physical therapy 長達三頁，圖文並茂，還親身

示範。 

淑美姐回憶由於 Sam 有聽力障礙，打電話來請教她如何選購助聽器而相識的。 從穿著儀容判斷，她認為 Sam 是一個 

business man。 由頭髪到鞋子隨時都是整整齊齊的。 出手大方，助聽器就花了七千元。 

Jully 的兒子曾是 Caroline 的學生，後改學 saxophone。 每次見到她都會關心問及兒子近況。 Caroline 教小朋友鋼琴非常有

耐性和專業。 

文顯兄在 TANLA 成立二十周年慶編導 TANLA 的故事，Sam 非常感動，特地向他表意，強調我們是同國的。 並默默捐

款一千元給同鄉會，這是達文剛才透露的，也因此同鄕會贈與他榮譽會員殊榮。 

欣次兄談到初識 Sam 是搬來南加 house hunting，就是 Sam 帶我們看房子。 後來買到新屋，暫住 Sam 弟弟的 condo 直到新

屋完成。 最近較有見面是在禮拜三的座談會及 Westlake Sprout supermarket 買菜巧遇頻頻。 對談中覺得 Sam 有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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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屢重複的毛病，譬如白內障手術後造成的乾眼毛病，得隨身攜帶眼藥水非常 bother 他。 燦河兄也說注意到 Sam 有同

一話題複述的現象。 誠如英烈兄所言，Sam 對自己近來眼耳不適造成生活運動上的不便很困擾。 是因此而對活動失去

興趣，還是另有原因？ 局外人不知。 

漢民兄藉此解說由中醫來分析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及思覺失調等症狀和可能發生的不正常舉動。 以上症狀要有六點

注意事項：1.對任何事物不感樂觀及不感興趣的憂鬱；2. 負面思想的迷思和影響；3.有自殺念頭的憂鬱；4.身心成長與使

用藥物；5.猶豫不決的、反覆無常的憂鬱；6.罪惡感和失落自我價值。 

此不幸事件即就不探其因，我們可以借鏡學到，suicide/murder-suicide，不能解決問題，只是傷了自己和彼此，甚至最愛

的家人。 面對絕望無助的時候，換個心態想想，再轉不出來時，尋求周邊適當人的協助。 而我們同鄉朋友平時也要多

關懷注意親戚朋友左隣右舍，如觀察到有不尋常現象行為，適機給予協助開導或向警方求助。 

最後我們 TANLA 同鄉向 Sam 與 Caroline 告別，放下一切，安息吧！ 也希望其家屬早日走出傷痛。 
 

文藝創作  台灣自行車環島 Taiwan Bikepacking          陳勢敦
  

2017 年十月我給自己放了一個長假，帶著我的腳踏車回到台灣單車背包環島，這部混合

腳踏車作為通勤用三四年了，為了環島也添購了一些車包及單人露營裝備，我沒有長途

單車旅行的經驗，平常鍛鍊最多只騎三十英哩。 雖然體力上不知道是否可以完成環島，

但抱著依自己的體力找自己的節奏... 及 I move my own bot, everything my pace 的精神迎向

挑戰！ 

基本上事前的準備工作除了裝備的採購外，還有路線的規劃。 從各個環島的資訊網站，

Youtube 的錄影，發現已經有相當多人已經完成過單車環島的旅行，雖然多數都是多數人一起環島，也是有單獨一人環

島的，越看越覺得自己也能做到一千公里的環島。 

抵台幾天後從中和出發，開始逆時針環島，一個多月下來，騎騎停停，我一共環島一圈

半，里程計有兩千一百五十公里。 除了台灣本島，我還坐船去了澎湖環島，到了壽卡、

蘇花公路和墾丁。 大部分的路線都是沿著環島一號線走，停過的加油站、超商和派出

所不計其數。住過土地公廟、公園、尚未驗收的活動中心、小學、停用了的月台、堤防、

MOTEL、背包客棧、好心人家及親戚朋友家。 我在那時真的有一種“騎上單車就像跨

上了自由”的感覺。 在路上遇到很多親切友善的人，台灣著名的風景...  

我也跟很多人成了臉友，有台灣環島的高雄車友、半年環島的前輩、桃園及香港的車友和義大利的徒步旅行者，還有從

法國來開會騎車的車友、中國來的留學生、加拿大的捷安特騎友和最後在機場遇到的瑞士車友。 真的是到處認識新朋友。 

故事很多在這裡寫不完，雖然開始的點是我知天命之年的刺激，結論是騎腳踏車旅行真的很好！希望能再來一次！ 

註：阿扁末年，為了結合地球日推動自行車環島運動，邀請了著名詞曲家製作了自行車日主題歌曲，「踩動地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fcPDisPwY 
 

文藝創作                                     週五婆孫情                                                鄭美芳 

小外孫歐文 23 個月，快滿兩歲了，從他出生，我就每個

星期五去照顧他一天，看著他一點一點學會新把戲，感覺

小生命成長的奇妙。 

歐文屬猴，果然肢體動作比語言發展得快，從地板爬行，

蹣跚學步到小跑步，都靈動如猴。 一歲半開始進入牙牙學

語的階段時，猴子說「猴」，大象說「大」，再來是一個

字的疊音-爸爸、媽媽和狗狗。 目前可以説兩個音節的字，

譬如 a-pple、b-lue 和 ye-llow。 上週五我教他說 banana，他

說：nana-baba，稚嫩又認真的嗓音令人忍俊不禁。 

歐文有細嫩白皙的皮膚，讓「粉妝玉琢」這形容詞很具象

化，我常常藉著嘉獎他時，趁機親他那鼓鼓的小臉頰。 

我們在一起時除了看書，玩玩具，吃東西，出門散步，還

會娛樂彼此，他隨著音樂跳舞逗得我拍手叫好，我絞盡腦

汁唱兒歌給他聽，還要比動作，歐文開心大笑。 

對於每週一次的照顧，雖然距女

兒家車程約一個多小時，需清晨

六點多就出門，但是，我這個外

婆喜滋滋的，完全臣服於小傢伙

的魅力，樂此不疲。 

「誰是小可愛？」「歐歐」
1
 

「婆婆最愛誰？」「歐歐」
2
 

耶！ 
 

註 1.：「歐歐」是歐文的自稱。 

註 2.：這兩句話，我每次去都要跟歐文複習，讓他牢牢記

住婆婆的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fcPDisPwY


6 

 

同鄉動態                                                                                      李婉婉 
這次年會很多老同鄉没來，如林功豫、高朝淮老師和簡萬華等。我打了電話向他們賀年。  

林功豫説：「我們老人像一隻在海邊靜待的小鳥，它們看到水面浮動才有魚吃。而我們老人在家苦等什麼呢？」天黑時， 

自己一個人住，心裡有時也有點害怕，所以最近去女兒家過年。 出門叫 Uber 比拜託別人來載，更方便。 我們竭誠歡迎他

來參加每月一次的生活漫談和兩個月一次的卡拉 OK。 

曾在同鄉會幫忙音響多年的高朝淮老師，搬家後已很久没來了，但他仍然關心同鄉會的活動。從報上看到同鄉會有 300 人

參加年會，頗感羡慕。問他為什麼搬到市内去？他説為了方便買菜和吃東西。近來走路全靠 Walker，行動不很方便，參加

教會活動也很難準時，所以不如往昔熱絡。很感激郭泰安仍然常和他打電話聯絡關心。希望下次進城時可去探望他們。 

簡萬華 85 歲，精神奕奕仍然和建中同學到處旅遊。他們以台、日語並用交談，對他的日本太太來説比較方便。他感慨的

説他們現在只剩下七對夫婦一起旅遊了。 

郭伯達台大化工系畢業和簡萬華同屆不同系，一向都相約而來同鄉會。郭兄因去年 8 月車禍後尚未完全復原，没能來年會。

談到即將返台會見失聯多年的朋友，包括小學同學，頗感興奮！他們兩位同鄉雖没能來年會，

但仍記得繳交會費，可見他們的熱心！希望很快就能見到他們。 

劉瀞心是新會友，經田惠娟介紹來參加。她現在是 CSUN 人類學系 assistant professor，先生

是 David Hines。當晚她看到了那麼多鄉親，非常高興，特地用手機轉播現場情况給屏東的父

母看。胡澤銘更熱心地找來了好幾位屏女校友潘素霞、張簡慶美和洪瑞珠來與她認親結緣及

合照。她説：好久没有像這樣整晚被濃厚的鄉情、鄉音環環包圍的經驗了，感覺好像回家一

樣的溫暖。我也把她先生 David 介紹給另一位台灣女婿-Bella 的先生 Robert Yenney。我們很

歡迎這對年輕夫婦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最新同鄉動態：恭喜林芳慧陳國昌夫婦榮升阿公阿嬤。 

新年晚會特寫鏡頭                          黃邦雄、胡澤銘、李東熹、高政弘攝影 

編輯註：請上同鄉會網站閱讀會刋，欣賞所附彩色照片，體會其中真實感。 

 

 

  

熱心服務的餐飲組 報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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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4,200.00             

      Contributions from TECO 450.00         

      TANLA Members - Active Fund 2,500.00      

      TANLA Members - Door Prize 1,250.00      

Membership Fee 2,980.00             

Incomes from Activity Services 16,778.00           

      2017 New Year Banquet Ticket Sale 4,260.00      

      Dragon Festival Ticket and Food Sale 4,047.00      

      Spring Trip 5,096.00      

      Health Seminar 595.00         

      Directory Advertisement 2,780.00      

Miscellaneous 408.70                

      Bank interest Income 7.70             

      Redeposit 401.00         

Total Revenue 24,366.70           

Expenses  

      Member-Door Prize cash exchange 800.00         1,800.00             

      Door Price Cash 500.00         

      Donation 500.00         

Rents 467.60                

      Dragon Festival Picnic Site 382.00         

      Equipment 85.60           

Expenses for Activity Services 18,330.10             

      Dragon Festival Celebration 2,751.13      

      Working Team Activty 840.00         

      Spring Trip 5,181.29      

      Healthcare and Investment Seminars 653.60         

      New Year Celebration 6,535.13      

      Newsletter Mailing 608.84         

      Insurance 795.00         

      Directory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765.69         

      Tax 35.00           

      Office Expenses 164.42         

Toatal Expense 20,597.70           

Profit/(Loss) 3,769.00$           

      2016 recorded  cash receipt $1000.00, but deposited in the bank on 2017

      2017 recorded  cash receipt  $200.00, but not deposit in the bank yet.

      The $34.95 check, payable to Bella for watermelon, was not cashed.

Profit & Loss Statement (1/01/2017 -12/31/2017)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Northwest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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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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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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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春節晚會幕後工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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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津、蔡美美、陳達文、陳漢民、陳勢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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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nna Battocchio、徐俊昭、 柯美珠、陳國昌、楊文顯、張淑姝、

楊右民、田惠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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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lis Chen、王豐ㄧ、蔡孟豪、洪秀雄、陳盈光、李孔昭、林雅麗、盧智

媛、蔡秀寬（無順序排列，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四月份鄉訊: 主筆王蕙芳、徐郁蓮、周芳全、王豐一、郭美安、陳達文、李婉婉、陳勢敦、鄭美芳、

林秋玲、工作團隊; 校對林秋玲、陳達文、王豐ㄧ、陳勢敦、林芳慧、黃明玉、徐素娟、陳昭吟; 郵

寄歐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