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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是婦女會最高決策單位，理事會議表決的提案也需在會員大會通過，加上發佈新年

度的預算。四月二十日早上的會員大會由會長潘賢敬主持。潘會長表示，一年來，在各分會會長、

區理事以及各工作小組的努力下，會務的進展順利。接著開源組顧名思義是「討錢組」，這次為

了年會，開源組找廠商來會場擺攤位，並向各機關商號、個人募款，也募集到八千多元，成果斐

然。會員組的林美華報告會員組的工作是收會費，會費是婦女會的主要收入，目前有會員 1152
人，每人會費是二十元，二十元中的八元退回分會做經常費。2006 年有 140 位新會員加入，會員

組的資料編的會員名錄是最有用的聯絡網。新年度的會員組將由洛杉磯的蘇惠美接掌。 

  程韻如報告聯手組的工作，主要是辦理世界台灣婦女會(FOTWA)年會。去年在多倫多與世台

會合辦，今年將在日本，也是與世台會合辦，日期已訂在九月九日開始。獎學金組由李碧娥報告，

婦女會獎學金在年會舉辦時頒發，社區獎學金由各分會頒發，分會也可決定是否做社區服務。單

親媽媽獎學金一名，是全國性的，今年得獎人是喬治亞的亞特蘭大。經由婦女會頒發的傅康平獎

學金，鼓勵台美人第二代關心公共事務，頒給獲得政務實習職位的第二代，有二至三個名額。婦

女會又提供實習獎學金一名給台美人第二代女性，鼓勵她們來參與 NATWA 的工作，今年由

Syhthia Liao 獲得，她也是去年傅康平獎學金得主。 

  五月將到，傅林郁子報告 NATWA 姊妹組成 WHO 宣達團前往日內瓦，在過去幾年 NATWA
都有十人的隊伍，今年也將再組團前往。 

  楊美麗報告基金組的工作時指出，今年將有一萬一千三百元的預算可用。葉寶桂鼓勵各分會

來申請經費辦活動。選舉組徐梅珊報告今年選舉的結果，理事會發寄選票給所有會員，有三百九

十七票寄回來，下任會長人選顏淑華獲得三百七十票，高票當選。新的區理事為東南區李芬芬，

西北區劉玲霞，中西區徐梅熙，加上留任區理事有翁淑鐶、徐梅珊、林瑞葉、何麗珍。下半年度

的提名小組由卸任會長任召集人，提名組須有九名成員，由留任之區理事擔任，是以當天又補選

四名，依票數選出邱瑞惠、李佩容、劉美卿、林青棻。因林青棻不在場，若林青棻無法擔任，將

由次高票遞補。新年度的選舉組由何麗珍領軍。 

  月曆組李素秋報告，2007 年月曆雖出來較晚，在各姊妹力銷下，成果不負眾望。2008 年月曆

起跑較早，現在已選好主題。 

  報告完舊會務後，新舊團隊交接，潘賢敬將重任交給洪珠美。來自南加州的洪珠美首先感謝

提名小組給予機會，再感謝會員的信任。接著表示，新年度的工作要項是繼續推動 NATWA II。
希望藉由第二代把 NATWA 帶出去，也讓第二代經由 NATWA 更認識自己的傳統。再者她希望推

動台灣正名制憲的草根運動，呼籲 NATWA 姊妹一起來。 

  會員大會中並推選趙夏蓮為榮譽會長。多才多藝的趙夏蓮自 NATWA 的第三屆年會開始，就

年年參加 NATWA 年會，並且教大家跳排舞，帶給大家很多歡樂。洪珠美特地做一個水晶紀念匾

送給趙夏蓮。 

  最後新任會長洪珠美宣布今年十月年中理事會將在賭城拉斯維加斯舉行，2008 年年會將在洛

杉磯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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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007        Seattle, WA. 

 
潘賢敬、洪珠美、林瑞葉、林美華、涂惠鈴、翁淑環、廖錦鶯、徐梅珊、何麗珍、宋常妙、李佩蓉、

王梅鳳、林麗蓮、王淑芬、鄭淑華、邱瑞惠、劉美卿、陳雪嬌、李素秋、楊美麗、葉明霞、吳秀惠、

林郁子、曾瑛貴、程韻如、黄美惠、吳美芬、賴碧良、李碧娥、李錦容、施慶惠、王金碧。(32 人) 

 

1) Opening remark: 會長潘賢敬 

2) 通過 2006 年十月理事會記錄：潘賢敬 

3) 會務報告: 

1. 會長、副會長、分會會長、區理事、台灣災區學童認養計劃及捐書回台等，請見書面報告。 

2. 開源組－施慶惠報告：今年廣告收入$6,680.00 捐款$1,360.00 共$8,240.00。並爭取到兩張機

票：華航、長榮各一張，將在 NATWA NIGHT 抽獎。 

3. 會員組－林美華報告：今年增加了兩個新的分會，聖地亞哥分會在一月成立，夏威夷分會

在四月成立。因會員記錄 Spreadsheet 的 update 非常費時、請大家一定要在五月底以前、將

會費交給新組長蘇惠美。 

4. 基金組－潘賢敬代葉寶桂報告﹕現有基金 26 萬 4 千多，主要為月曆及絲巾收入加上約 6.5%

基金 return，比起去年同時增加了 3 萬多。很可惜，大家都沒有好好的利用，社區服務及分

會獎學金只有兩個分會申請，而演講局也只發出四百多，大家應多利用。 

5. 出版組－楊美麗報告：出版組的工作自五月一日開始到年會的 Handbook 出來為止，感謝

Kansas 及 St. Louis 姊妹的全力幫忙，明年新組長是王金碧、有幾項建議願意給新組長參考： 

a. 廣告應寄原稿至印刷廠才會清楚。 

b. Bulk rate 要早申請、且應到郵局受訓。  

c. NATWA 是非營利機構不能有營利的廣告、如 Travel Agent 、Insurance Company 等。 

d. Zip Code 應事先註冊以免第一個 0 被 cut 掉。 

e. 分會收到會費應馬上交到總會，以減低總會 Database 工作人員的負擔及減少錯誤。  

f. 聯誼通訊如被退回每本罰$2.00，所以應特別注意會員通訊的正確。 

g. 文章、報告如能在 local 找人打字，可減輕編輯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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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HO－林郁子報告：去年無法參加、今年到目前為止已有 9 人、希望大家踴躍參加。 

7. Scarf & Our Story－賴碧良報告﹕Our Story (英文版) 仍有 177 份、 scarf 仍有 117 條，歡迎大

家認購。 

8. 月曆組－  

a. 製作小組 - 李素秋報告：去年的月曆太慢寄達、對大家的推銷產生不便與困擾真是抱

歉，希望這種情况以後絕不再發生。因為美國臺灣往返對話困難、想將 graph design 搬

到臺灣。程韻如認為不見得每年的藝術家都願意在臺灣製作，而林郁子則認為 NATWA

的各小組、是對會員非常好的訓練、不應因困難而搬到臺灣，應留在美。今年的封面已

決定使用古董縫紉機。至於製作小組何時交接、因稍有誤解，請李素秋與洪珠美私下溝

通。 

b. 宣銷小組－洪珠美報告：去年的月曆因來的較慢，為了趕緊送出，我們包裝到三更半夜，

去年第一次嘗試行銷全美各地的經文處，效果不錯、因他們一次 order 很多，感謝整個業

務團隊及各地姊妹的全力支持，月曆總算全部賣光。 

9. 獎學金組－李碧娥報告：NATWA 總共提供四項獎學金 

a. NATWA 獎學金－提供給年會所在地的高中生，重點是必須家境清寒者。今年年會在

Seattle 舉辦，共有 12 所高中，到三月二十都還無人申請，後來又 email 又打電話、總算

有三人來申請，錄取兩名，其中一人因無 transportation 不能來參加，一人則會全家一起

來參加領獎。 

b. 傅康平獎學金－截止日期為五月底，申請人必需要有參與台美公共事務社團實習(如

FAPA 的 Internship)經驗才合格申請。 

c. 單親媽媽獎學金－申請者必須是單親媽媽且本身是學生才可，應由會員推薦。今年共有

五人申請、出線者來自 Atlanta, GA，她自 Internet 的一百多個單親獎學金的 agents 中找到

我們。 

d. 社區獎學金由各分會自行甄選分發，請多利用。 

* 程韻如補充，我們去年有 20 位姊妹捐款給黃越綏的單親兒童基金，她去年回台時已將捐

款交給了黃越綏。 

* 今年獎學金的頒發時間改為星期六下午一點半，請大家踴躍參加。 

10. 關懷組 - Caring For Soldiers Project－王金碧、洪鳳蓮報告﹕今年我們的經費有增加，從 2006

年四月至 2007 年四月總共收入$7,295.90。感謝眾姊妹的捐款及台南姊妹市的$1,000.00 

minigrand，還有南加州分會將她們社區服務基金$500.00 撥給我們使用，歡迎其他分會跟進。

很高興 Hawaii 分會將加入這個 project 的執行行列。我們送給 Soldiers 的東西都有打上

NATWA 的 logo，他們送給我們的 Appreciation Certificates 陳列在展覽室、請大家前往參觀。 

11. 聯手組-程韻如報告﹕今年 FOTWA 與世台會合辦，將於九月九日在日本大阪舉行，希望大

家踴躍參加。明年聯手組將由張肅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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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屆會長洪珠美提出新年度工作人員名單 (見會員大會記錄) ，名單中删除＂選舉組-徐梅

珊＂ ，修改後理事會通過。 

5) 下屆會長洪珠美提出新年度總會預算，報表中删除 “Interest Income: $250.00”，“Advertisements

由$7,000.00 改成$7,350.00＂， “Local Chapter President 由(100*13)改成 (100*14)＂，修改後理事

會通過 (見附錄)。 

6) 下屆基金組組長楊美麗提出新年度基金組預算，報表中“Community Service 由(500*13) 改成

(500*14)”，“conference subsidy 由(100*20)改成(100*21)＂， “chapter president-elect 由 13 改成 14＂，

理事會修改後通過 (見附錄)。有鑒於社區服務經費使用率偏低，鼓勵分會應多利用。 

7) 提案: 

1. Proposal 1: 為避免引起不必要的差額糾紛及簡化會計作業，建議新舊會員的會費金額須相

同 (建議刪除入會費) ─ 李美夏提案 

2. 討論結果：刪除入會費因牽涉章程修改、此提案因無法討論而流案。提案者可依章程修改

法再提另案處理。至於討論中提出的兩年沒交會費的會員處理、結論應以新會員身份重新

加入。 

3. Proposal 2: To establish an annual funding of $3,000.00 for NATWA New Jersey Chapter’s radio 

program － 黄靜枝提案 

討論結果：因此提案未提資金來源，林郁子提案修正資金由 NATWA Fund 出，潘賢敬提議

修改林郁子修正案成：a. 資金由 NATWA Fund 出。b. 3 years funding, from 2008 through 2010。 

c. Up to US$3,000 per year，並取消 2005 年通過的 3 years funding up to US$1,000per year。d. 是

New Jersey Chapter 的 project。此案表決通過。 

8) 建議: 

1. 曾日英貴建議，姊妹如有任何 “Chicken Soup for the Widow＂的問題、請直接向任何 committee 

members: 曾日英貴、葉錦如、王麗華、吳美芬報告。 

2. 洪錦鈺建議，請關懷組 contact Virginia Tech 受害者的家人表示關懷，大家認為這個議題應透

過 Virginia Tech 的 TSA 或當地的 TAA 來做比較恰當，結論：交由會長處理。 

3. 吳秀惠建議大家踴躍購買在美發行、以台灣地圖製作的美國郵票、每張 sheet 有 20 張 39cent

的郵票，每張 sheet 賣$16.00。請大家踴躍向秀惠姊購買。 

9) 臨時動議： 

  洪珠美提議 NATWA 成立制憲說明會義工：有鑒於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混淆，並基於

NATWA 宗旨之一 “弘揚人權民主、開創台灣新局”，因此提案將制憲正名的推動訂為

NATWA2007-2008 的使命與目標。討論結果：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但無需經過理

事會的投票，理事會不反對、也鼓勵會員自動參加這個 project。有人建議可在年中會提供

Workshop，並在 Speaker Bureau 加入這方面的講員。



2007 NATWA  

 6

  

X’mas 時，NATWA 的 NY 姊妹參加此地的

“Operation Santas Claus”的活動成為 Santa 的

helper。我們先到郵局拿了 needy family 的名單

（名單上列有他們向 Santa 的期待與要求）後，

分頭尋找、購買合適的禮物。事實上，我們拿到

List 時已快到 X’mas，所以只有黃靜枝、廖萃美、

黃滿玉、林瑞葉等姊妹，能夠參加這種回饋社會

的義工活動。我們幾個臭皮匠，在歲末繁忙的期

間中，雖然手忙腳亂卻認真地準備 List 上每人的

禮物，再把它寄給那些需要幫忙的家庭，工作完

了之後，不僅覺得完成使命的輕鬆，也感到些許

「日行一善」的溫馨。 

2 月 10 日，NATWA 的兩位音樂家，許鴻玉

與李智惠，在 Taiwan Center 舉行了一場音樂會，

追悼與紀念為台灣而犧牲的先烈們，以音樂撫慰

被害者家屬以及遭受 228 創傷者的心靈。會中，

除了年輕音樂家的演奏外，智惠姐演唱了她創作

的兩首曲子：「祈禱 228」--陳雷詞；「孩子們」--
王淑芬詞，令人非常感動。 

為紀念 228 六十週年，全美台灣社團舉行了

「為台灣而走」（March for Taiwan）活動。2 月

24 日，三、四百位台灣同鄉聚集在費城憲政大

廳，舉行儀式，於下午 2 時 28 分開始行走。「台

灣阿甘」劉金城先生與台南市議員王定宇，特地

從台灣趕來助陣，Boston 來的亞運三項金牌得主

李秋霞也全程參與。NATWA 是此次活動的贊助

團體之一，各地趕來參加的姊妹有--程韻如、葉

寶桂、吳美芬、黃雪香、涂惠鈴、林純容、方惠

音、廖愛華、林秀合等，不畏風寒的姊妹們，經

過 Delaware, Baltimore 計五天四夜，於 2 月 28 日

到達首都華府，我們的會長潘賢敬也於 27 日趕

到，參加 DC 國會山莊的二二八 60 週年紀念大會。 

3 月 3 日，由台灣來美參加 UN CSW（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婦女團體

與 NY NATWA 的姊妹，在台灣會館同聚一堂，

對話座談。首先，她們報告這回在 UN 的活動項

目外，並介紹台灣婦女的活動及議題，然後大家

互相交換意見，互相鼓勵，希望在提升婦女地位

上有所貢獻。 

NATWA 參加 WBAI 在國際婦女節的 Radio 
Program 今年已進入第五年，卻幾乎「大漏氣」！

因原定的採訪對象臨陣脫逃，截止日期逼在眉

睫，一時主事團隊，陣腳大亂，驚險萬狀。幸而

黃靜枝百忙中，不辭勞苦，竭力聯繫，奮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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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完成婦女節的 Presentation—“From Home 
Maker to Professional”，由 NY 分會方秀蓉接受訪

問，播出「方秀蓉的故事」（The Story of Patsy 
Chen）。 

 

十二月回台與副會長洪珠美、秘書張月英及

二十幾位姊妹代表 NATWA 參加在台北市圓山飯

店舉辦的世大會。會後許多姊妹包括我們東南區

的蕙澄姊南下高雄為陳菊助選，我則留在台北參

與北市謝長廷的助選造勢活動。 

十二月中應邀與翠園姊一同參加我們的榮

譽會長黃越綏姊的單親兒童歲末同樂會。會中頒

發獎學金給各學級的單親兒童，我們 NATWA 姊

妹有許多人為這基金會捐款認桌。 

一月初回美在洛杉磯暫停、見了我們的副會

長洪珠美姊、西區理事翁淑鐶姊、未來的袐書賴

慧娜、也拜訪了我們的大姊頭美惠姊。因珠美及

慧娜的幫忙完成了年會演講系列的講員邀請。並

與淑鐶去 San Diego 看郁子姊及兩位我的由北卡

搬去的朋友。很高興在郁子姊的推動下、今年我

們又增加了一個新的 San Diego 分會，非常高興

認識了分會的創會會長王璨瑾，及台灣同鄉會會

長歐春美。有了北加成功的案例，我趕快將我北

卡朋友的資料給了分會會長，希望這幾個老友也

能加入 NATWA。 

東南區幅員廣濶，除了台灣人夏令會、平時

姊妹難得有機會相聚，本想邀芬芬及淑華到各地

走走、看看姊妹們，及看是否能拉一些新的會

員，可惜大家時間兜不攏，且實行起來有技術上

的困難，這偉大的計劃只好忍痛流產。 

去年底亞特蘭大的蕙茹姊不小心摔斷了

腳、還好總算復原了，真為她慶幸。在今年年初

得知蕙澄姊的媽媽、我們的前榮譽會長廖呂珠女

士開了一個不小的手術，還好一切順利，趕快寫

一封慰問卡祝她早日康復。 

二月台灣同鄉會的春節除夕晚會、是此地一

年中聚會人數最多的活動，惠鈴準備了 NATWA
的簡介、用她三寸不爛之舌大力鼓吹，總算有一

人答應加入，看來惠鈴遊說的功力還有待加強。 

今年是二二八大屠殺六十週年紀念，惠鈴一

知道所有主要台美社團要辦場全程 5 天(2 月 24
至 28 日) ”March For Taiwan” 的活動，當時根本

沒有想到天候可能不好、或是自己可能走不動的

問題，只是一心一意想要報名參加。在得知 Boston
的大姊頭阿香也有意參加、且在大會尚未確定參

與者住宿問題時，就已決定要去住她的好友家。

惠鈴趕快拉住她的 “衫衣尾” ，跟著她一路轟炸

我們親愛的姊妹們。23 日兩人先到紐約參加當晚

台灣會館的紀念活動，也見到許多 NATWA 的姊

妹們，當晚住在東北區理事瑞葉姊家。24 日参加

在費城美國憲法中心獨立廳的「228-60 週年紀念

會」後，所有的 Core Marchers 開始起跑/走，當

天大約走了有七、八 miles 吧？晚上到了 Delaware
的柯錦齡姊家、惠鈴已沒力氣多談倒頭就睡。以

後三天兩人都住在 Maryland 的姜明意姊家、讓明

意姊和她先生來來回回長程接送，惠鈴心裡非常

的過意不去，惠鈴非常感謝一路上這些姊妹們的

照顧與支持，也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認識並與一

些姊妹有更深的了解。惠鈴很慶幸自己參與了 
“March For Taiwan” 的活動，也為姊妹們的精神

與勇氣感到驕傲，Core Marchers 一半以上是女生

且其中四分之三是 NATWA 的姊妹，看來、在幫

助台灣走入正常民主國家的道路上、我們婦女姊

妹們撐起的豈只是半邊天呢！ 

三月梅珊姊來 Cary 為慈濟演講，我們也利

用 這 個 機 會 介 紹 NATWA 、 希望 更 多 人 了 解

NATWA、加入 NATWA。 

歡迎辣媽作家：紐澤西分會會長淑芬姊搬來

我們東南區，惠鈴心裡嘀咕要是早點搬來，她就

不用為點心擔的稿子急白了頭髮。同時也歡迎

Kansas 的楊葆芳姊搬來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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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姊妹們的合作，12 月底順利完成 2006
年收取會費的任務，淨收 2006 年會費 16,200 多

元。新的一年由南加州姊妹蘇惠美接棒，希望各

分會能提早在六月前將 2007 會費及新會員名單

交給惠美姐。 

繳交 3 篇點心擔文章 

參與北加州分會的各項活動，真難為了北加

州分會年輕有為的會長李佩蓉，舉辦了好多非常

有意義的活動，並帶領姊妹們協辦了灣區同鄉會

的各種活動。詳情請參照北加州分會的活動報

告。 

希望 NATWA.com 能有地方讓各分會 post 
分會的活動照片。 

 －  

二○○六年五月五日，參加 Baton Rouge 
McKinley High School 在 Holiday Inn Select 所舉

行的 Award Ceremony。這是我以 NATWA 名義，

由一位熱心台美人慷慨解囊，贈與本地三名獎學

金  “NATWA American Taiwanese Community 
Scholarship” 中之二名。另一名由 Baton Rouge 
High School 應屆畢業生獲得。趁機借用獎學金

頒獎典禮中，推銷我們的故鄉 “台灣”。這是我第

三年在路州州府頒發獎學金。 

六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參加 Austin，Texas 
之美南夏令會。禮拜五暗時七點有 NATWA 的節

目。首先分發 NATWA 簡介，並簡單地向在場的

婦女們介紹 NATWA 之歷史、組織、目標以及最

近 NATWA 正在進行運作的活動。Austin 姐妹有

意想成立 NATWA 分會，現仍在進行中。當場也

吸收到兩位年輕的 NATWAII 會員 Jaclyn Lu 和

Janice Lu。 

七月間，用 E-mail 送信給南區未繳本年度

NATWA 會費之姐妹，提醒她們。兩個禮拜後，

查出尚未繳費者，再郵寄出信函給她們和無

E-mail 未繳會費之姐妹者一併寄出，催繳會費。 

十月六日至八日，賓州的翁進治姐和我代表

NATWA 到 Washington D.C. 參 加 WTC(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和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聯 合 主 辦 的

"Strengthening Taiwan's Democracy: Connec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orkshop。參加的數十人攏受益

真濟，瞭解美國政壇之運作和如何傳達咱台美人

的心聲。利用所學，我在 2006 年底，於參加 FAPA
大會後，在 Capital Hill 拜訪路州六位議員。其中

Bobby Jindal 議 員 在 數 日 內 就 答 覆 加 入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前往 St. Louis, MO. 
參加今年度的年中理事會。Louisiana 有五人參

加。當時向大會申請繼續給與 Louisiana 分會獎學

金事宜，奈何已連續舉辦三年了卻無法通過，實

在可惜。 

二○○七年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第十九

屆 NATWA 年會在全美西北的大都會 Seattle, 
Washington 舉行。氣候涼爽清新，一切草木皆迷

人，不愧為隱居養老勝地。在會長的賢能領導

下，大會完滿閉幕 久居於東南地區的姐妹們借

此暢遊加拿大溫哥華地區。 

六月間，用 E-mail 和書寫信函給南區未繳本

年度 NATWA 會費之姐妹，提醒她們(催繳會費)。 

七月六日至八日 參加 Dallas, Texas 之美南

夏令會。在此多謝中女前輩詹繡香姐，特地在禮

拜六下午，邀請全美聞名的家庭和婚姻諮詢大師

葉李麗貞姐南下為姐妹們講演，可惜在下因為是

FAPA 分會長，在同一時間須為 FAPA 講員之一，

無法聆聽，想必是精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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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06 波士頓分會林青棻第一次參加

今年在 St. Louis 舉辦的年中理事會。三年前從 St. 
Louis 搬到 Boston 的她，能重回舊地，見到許多

老朋友，份外高興。她也見識到名不虛傳的婦女

會有規模，有組織的一面，諸位前輩的經驗，實

在值得學習。 

11/11/2006 婦女會和台灣同鄉會聯合舉辦了

一場台灣時事論壇。原本邀請了四位從台灣到此

進修的專業人士進行討論，但當天只有一位邱太

三先生出席，同鄉們提出問題也只能聽到一方面

的回答，與原先預期的活動進行有所出入，但大

家還是熱烈討論台灣的現況，期望明天會更好。 

11/23/2006 一年一度的感恩節聚餐，再度由

台灣人長老教會、婦女會和同鄉會合辦。當天有

許多人參加午餐聚會，姐妹、同鄉們各自使出看

家本領，煮了許多拿手的台灣料理，加上傳統火

雞主食，大家心存感恩，齊聚一堂，共度一個美

好的下午。 

2/3/2007 ITASA East Conference 今 年 在

Harvard University 舉行. 他們邀請波士頓婦女會

參與，提供一個 Cooking Workshop 的節目. 當日

林青棻、陳紹鴻、李燕珠和羅靜春各自準備了台

式油飯、菜脯蛋、炒米粉和烤年糕，給大家品嚐

美味，並分發食譜，講解給現場有興趣的同學，

在外讀書的同學們，能吃到像媽媽煮的家常菜，

都格外興奮。 

3/10/2007 Harvard 台灣同學會的 Winter Fest
於晚間八點舉行，今年由於有許多姐妹們回台參

加 FAPA 二十五週年活動，而不能幫忙，但仍有

四位姐妹幫忙料理，羅靜春的炒麵，李貴容的炒

米粉，劉秀春的炒河粉和林青棻準備的油飯，都

讓同學們吃得過癮，他們都很感謝婦女會每年的

大力贊助。 

3/11/2007，婦女會和同鄉會，及長老教會聯

合邀請了廖淑貞女士和陳美瑜醫師舉辦了一場

醫學健康講座，讓大家瞭解Ｂ型肝炎的種類、成

因及預防，同鄉們也紛紛提出問題，和講員交換

意見。廖女士並成立一個關懷網，希望能多幫助

癌症病患的家屬。在場五、六十位聽眾都吸收了

他們寶貴的經驗，也增長許多知識。 

節目預告：四月份波士頓婦女會將舉行年度

會員大會，陳紹鴻將接任下一屆會長，會中也將

選出副會長人選，平常大家工作忙碌，少有機會

溝通認識，希望藉由此聚會，增進彼此的瞭解，

讓波士頓婦女會成長茁壯。 

會長邱瑞惠

9/10/06，我們以 “Team Taiwan＂的名義參加 
“Susan Kome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每年在

中央公園舉辦的”Race for the Cure”慢跑活動，為

這個組織募款及參與。我們潘賢敬總會長及各地

飛來的姊妹們在 NYC 共襄盛舉。 

11/18/06，前華視總經理江霞女士在台灣會

館舉辦北高兩市市長選舉座談會。 

12/01/06，回台參加 WTC 的年會及為北高兩

市市長選舉助選。 

1/27/07 ， 在 台 灣 會 館 舉 辦 音 樂 會 -“The 
Compelling Power of Ludwig van Beethoven”，“貝

多芬的震撼力”，由鴻玉姐帶領數十位在鋼琴、長

笛、及大、中、小提琴等樂器有專長的 Young 
Professional-郭虔哲、陳維英、廖信惠、葉秋吟、

李彩慧、陳潔思、林嘉豪……等表演、吸引很多

人來聆賞。 

2/10/07，在台灣會館舉辦紀念 228-60 週年音

樂會-“A Musical Tribute to 228 Event on its 60th 
Anniversary＂由鴻玉姐(NY)與智惠姐(NJ)帶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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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領域有傑出表現的年輕音樂家－陳秋媛、劉

凱文、林維洋、洪莉玲演奏莫札特、舒伯特等作

品來緬懷先人的精神，智惠姐也首度演唱她創作

的“A Prayer for 228＂來紀念發生在 1947 年的

228 事件。 

3/4/07，與來自台灣由嚴祥鸞教授率領的婦

女團體來 NYC 參加 UN 及 CSW 會議的台灣各婦

女 團 體 代 表 們 在 台 灣 會 館 舉 辦 “Panel 
Discussion＂座談會，就婦女很多方面的議題－如

預防乳癌、家暴防治中心、關懷弱勢團體……等

等進行交流。 

會長 王淑芬 

北美洲婦女會紐澤西分會，1 月 27 日下午，

有大約 30 位姊妹，藉著會員大會，享受餐點美

食、盡興的開講，有著一個很快樂的「下午約

會」。 

當天的大會，借用現任副會長鄭淑華家，由

每位姊妹準備一道自製或買來的點心，從紐澤西

各處奔來，驕傲的完成最美好的任務─滿足又

吃、又講的口慾，同時也很有效率的完成新春第

一炮會員大會；更炫人的成果是，當日還募集了

六百元的捐款，可以讓分會發揮最好的功能。 

開會中每一個新舊會員姊妹，都自由的自我

介紹，在歡樂的笑聲中，增進彼此的認識，也縮

短了友誼的距離。會長王淑芬即將搬家，也趁機

跟姊妹們告白說再見；有幸能為眾姊妹服務，是

她離開新州前最高興的一件事。 

在近一年的日子裡，紐澤西的姊妹會員人數

已突破 70 大關，Mailing List 上有百多人；過去

這一年紐澤西分會活動不少；有聚餐、逛花園、

才藝教室，讀書討論會、Race for the cure 活動、

聖誕花圈製作、年節聚餐等聚會，雖然不是「強

強滾」，卻也是「熱烘烘」的過了愉快的一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天的精彩聚會，初衷

是姊妹隨意的點心相會，結果各路才女，提供的

家庭美食，卻可媲美餐館水準，讓人不禁嘆道：

「紐澤西不但可以孕育都會美女，還深藏烹飪高

手」，善哉！紐澤西。 

  當天還有涂石蓮、洪月玲兩姊妹慷慨捐款，

為分會增財、增力許多！ 

  愉快的時光總是飛閃而過，一個下午的嬉

鬧，竟也在姊妹們沒有停的動嘴中溜逝了，但卻

也為大家留下另一次美好的回憶。 

 會長 李美夏 

  十 月 – 十 二 月 : NATWA 月 曆 ： NATWA 
California Chapter 南 加 州 分 會 部 分 成 員 負 責

2007 年月曆行銷，3000 本月曆全部銷售完畢。

非常感謝下列成員：洪珠美、田惠娟、蘇惠美、

翁淑鐶、李美夏、李碧娥、張瑞菊、曾簡慶美、

蘇雅芬。 

  十一月十二日，健康六要素講座：Dr. Mark 
Signore 脊椎神經科醫師為大家講解「健康六大要

素」，包括我們如何攝食、飲水、運動、休息、

呼吸以及思考。Dr. Mark 同時也特別介紹食物的

酸鹼性以及吃對健康的影響。同時，他示範人的

Energy Field 概念，和 B.E.S.T.療法。此次講座是

採取講員與聽眾互動模式，並解答問題和提供講

義。另外有 Ms. Nancy Cheng 講解營養要素，介

紹食物的酸鹼。 

  十一月十八日，特別感謝王瑾瑾姊妹免收工

錢替 NATWA 縫製背心。張瑞菊和李美夏代表南

加州分會送花給王瑾瑾姊妹以表達感謝之意，背

心的前面印有台灣字樣，背面則印有 NATWA 標

誌，供會員在社區服務時穿著，以便提高北美洲

台灣婦女會知名度。 

一月二十一日，講座「台灣和台灣人」：蔡

敏雄博士從歷史的角度探討台灣名稱的演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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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族群的來源，台灣島上住民的融合和台灣人的

形成，共有 50 多人參加，得到很寶貴的知識。 

二月十日，公民協會的新春晚會：李美夏代

表南加州分會參加公民協會的新春火鍋聚餐晚

會. 李美夏的媽媽和另一位長輩準備 100 個麻糬

和咖哩餃與 150 個來自台灣的學生共度新年。 

二月二十五日，Team Taiwan “5K Walk at 
Race For The Cure”，一共 25 人穿台灣隊的 T 恤

參加，並為防癌活動籌款$1290。 

三月十日，聖地牙哥分會成立：洪珠美、翁

淑鐶、李美夏送花代表參加聖地牙哥分會成立大

會。 

三月三十一日，年會：2006 年度活動回顧和

選新理事。王梅鳳當選 2007–2008 會長。 

會長李佩蓉 

8 月 12 日，健康講座「飲食與運動」北加州

臺灣婦女會主辦。演講者 Dr. Gina Chen 陳曉菁

(Kaiser 內科醫師)，及 Huey Chen 游惠倩(Kaiser 
OTR 職能治療師)。Dr. Chen 及我們的理事惠倩

姊，為我們講解了如何吃得健康與苗條，怎麼計

算卡路里及解讀標示，需吃維他命嗎？一般疾病

的飲食控制，運動的種類，怎樣選擇適合的運

動，運動與燃燒卡路里，以及如何做受中風、頸

腰受傷、關結炎、心肺疾病、骨折等後的特殊運

動。姊妹們在短短兩個小時裡，學習了許多新知

識，與如何選擇運動，運動的特殊技巧等等，真

是受益匪淺。 

9 月 9 日，參與在 Fremont 手牽手的活動

“Hand-around-the lake at Fremont Central Park＂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難忘的主流活動經驗。 

9 月 23 日，“法律知識講座＂在南灣文教中

心舉行。多謝春紅姊熱忱的安排，在兩位 “Family 
Law”與  “immigration Law”的專家精彩講解之

後，我們對自身的權力與義務有更深的瞭解，真

是非常實用又寶貴的法律知識講座。 

9 月 24 日，姊妹們參加在 San Francisco 
Embarcadero ＂Race for The Cure＂的活動。這是

由 The Susan G. Kome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舉行的一年一度的活動。當天，舊金山風和日

麗，是個難得的好天氣。姊妹們各個身心愉快，

不僅感受到 Bay Bridge 晨曦之美，更讓週遭活力

十足的氣氛充滿身上的每一個細胞。  

9 月 30 日，臺灣婦女會與東南灣同鄉會，在

Lake Elizabeth Central Park, Fremont 合 辦 
Summer Picnic。大家吃的，玩的十分盡興。 

10 月 19-10 月 22 日，參與在 St. Louis 舉行

北美洲臺灣婦女會的年中理事會：有瑞紅、美

華、素秋、及碧良姊。感謝她們。 

11 月 11 日，支援退伍軍人節遊行。感謝雪

惠姊及秀蘭姊的指導與帶領，使姊妹們的山地舞

表演紅遍聖荷西，吸引許多觀眾的目光。 

11 月 21 日，姊妹們在 Fremont Centerville 
Presbyterian Church 參與社區感恩節關懷餐會。藉

此活動，讓我們體驗了服務的快樂，及 “知福、

惜福、再造福” 的道理。感謝雅如及女兒 Lisa，

碧蕙、錦英、美津、碧良、美惠、雪惠夫婦、淑

媛夫婦的參與。 

12 月 23 日，在碧良姊家與部份姊妹們，及

其家人們聚餐。謝謝遠從 Houston 來的台灣會館

理事長，蔡丁財、蔡淑媛夫婦，以及他們的公子

Professor Andy Tsay 與姊妹們共渡聖誕佳節。感

謝碧良姊，及各位姊妹準備的精緻可口餐點，讓

大家深感溫馨。  

2 月 3 日，北美洲台灣婦女會北加分會舉行

“婚姻與家庭＂座談會。座談會邀請到 5 對會員

夫妻：王麗金、鄧基碩，吳春紅、孫獻祥，黃美

星、張信行，楊秀端、陳媽及，吳碧蕙、高逞陽。

他們以風趣幽默的方式，分享他們美滿的婚姻，

與幸福家庭的秘訣，帶給大家無限的歡樂。 

2 月 17 日，TAFNC 新春聯歡會。北美洲台

灣婦女會北加分會表演“農村舞＂，負責便當訂

購分發，及收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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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TAFNC 228 六十週年紀念音樂

會，婦女會北加分會幫忙分發點心，及獻花。 

2 月 9 日，莊和子立法委員問政演講會 北加

州臺灣婦女會主辦。莊立法委員也是本地婦女會

會員，她以精闢獨到的見解，確切說明她的問政

經過，以及臺灣立法院裡眾多法案的近況與處

境。她的分析條理分明，贏得在場聽衆許多掌

聲，不愧為女中豪傑。會後，分會及部份婦女會

會員，分別獻花，感謝莊立法委員。 

3 月 10 日，參與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美

國 防 癌 協 會 Daffodil Days 義 工 活 動 ， Vase 
Checking。 

4 月 19–4 月 22 日，參加 NATWA 於 Seattle 
舉行的總會年會，表演農村舞。 

5 月 5 日，北美洲台灣婦女會北加分會

(NATWA-NC)年會。年會有新舊理事交接儀式，

慶祝母親節表演，並邀請到 Louisiana 陳香梅，也

是 NATWA 姊妹，來講演“臺灣歌謠思想起＂。 

 會長劉美齡

北 美 洲 台 灣 婦 女 會 － 大 聖 地 亞 哥 分 會

(NATWA-GSD)於三月十日在 La Jolla 的 Elijah's
餐廳舉行第一次的年會。當天邀集了三十二位姐

妹共同參與了第一屆年會的活動。還有幾位遠從

Los Angeles 來的 NATWA 姐妹，其中李美夏是

NATWA 大洛杉磯分會的現任會長，很感謝她們

的共襄盛舉。會中除了供應餐點及飲料外，分會

也準備了黑森林蛋糕慶祝婦女會－大聖地亞哥

分會的創會典禮。此次活動的主題是「美麗的人

生，美麗的你」(Beautiful Mind，Beautiful Life)，
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人力之下，姐妹們發揮

NATWA 合作無間的精神，奉獻自己寶貴的時間

及心力，才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從籌備到執行，

得以將大聖地亞哥分會第一屆年會順利完成。 

節目首先由四位 NATWA 的姐妹介紹「北美

洲台灣婦女會的過去、現在與未來」。婦女會創

始會員王錦霞大姐親切的向大家解說 北美洲台

灣婦女會(NATWA )草創之始末，1987 當時全美

會的姐妹們有感於北美台灣人社團都是男性在

主導，婦女同樣具有學識及能力，沒有理由只是

負責食物茶水的工作，於是提出婦女會的創立。

1988 年三十位姐妹在 Los Angeles 創立婦女會，

並制定婦女會的章程及五大宗旨，當時邀請了赴

美保外就醫的呂秀蓮為榮譽會長，並選出第一屆

的會長張富美。如今 NATWA 即將邁入第二十個

年頭，現在北美洲共有十三個分會會員多達一千

二百多人。之後錦霞大姐與大家分享她所珍藏的

一些 NATWA 歷史珍貴的照片，訴說 NATWA 姐

妹過去溫馨的點點滴滴。 

接著由 NATWA 西南區理事翁淑鐶姐妹來向

大家介紹 NATWA 的組織，以及她本人在婦女會

所得到的學習機會、經驗的分享。淑鐶先向大家

介紹 NATWA 總會及 NATWA 分會的一些作業以

及幹部的分工情形。她並且帶來 NATWA 所出版

的一些書籍及絲巾，並介紹 NATWA 的網站，讓

大家可以上網查詢有關 NATWA 的訊息。最後在

淑鐶的帶領下，她與郁子及珠美共同為我們合唱

由蕭泰然為婦女會所寫的會歌。我們非常感謝淑

鐶的鼎力相助，她當天凌晨四點遠從 Camarillo
開四個小時的車來參加我們的年會，之後還得開

四個小時的車回家，第二天一早還得飛到 Boston
去探視女兒及外孫，希望她不要累壞了。她的熱

情以及對 NATWA 姐妹的支持與關懷，讓我們無

比的感動。 

再接下的是下屆 NATWA 的總會長－我們熱

情開朗的洪珠美姐妹，向我們介紹 NATWA 目前

的十五個組織，其中包括獎學金的發放、月曆的

製作、關懷與互助、文化活動、史料以及出版等

組。還有為台灣及台美人服務的一些活動，如災

區學童認養、捐書回台、Team Taiwan、點心攤以

及 NATWA II 等。除了繼續延續過去 NATWA 姐

妹們所努力留下來的組織及成果，她更提到

NATWA 未來一年的目標，會致力於 NATWA II
的推廣。希望姐妹們在參與婦女會活動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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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鼓勵自己的女兒來參與 NATWA II 的活動，珠

美 希 望 藉 此 能 交 棒 給 下 一 代 ， 薪 火 相 傳 讓

NATWA 的精神繼續延續。尤其第二代的學識、

能力都凌駕於第一代，她期許能夠召募更多的第

二 代 能 為 我 們 婦 女 同 胞 及 台 美 人 (Taiwanese 
American)做更多的事，創造更多的福利。 

最後由大聖地亞哥分會(NATWA-GSD)的推

手 ､ 本 分 會 的 靈 魂 人 物 － 林 郁 子 姐 妹 介 紹

NATWA Fund﹐Vivian 不愧是名財務專家，她以

詳細的圖表及數據向大家解說這個基金會的組

織架構，其收入及支出的情況，讓與會的姐妹們

清楚地瞭解 NATWA Fund 的來龍去脈。 

接下來由 Margaret Shih 與大家談「人際關係

(Networking)」。Margaret Shih 是 NATWA 姐妹純

如及施興國先生的女兒，大家對她應該不陌生。

Margaret 擁有哈佛社會心理學博士學位，目前任

教於密西根大學。她專長於種族、性別對思想、

行為影響的研究，年輕美麗的 Margaret 這次給我

們帶來的講題是「如何培養好的人際關係」。在

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尤其重要，具良好人際網絡的

人不僅有較高的薪資，對工作也較勝任、有效

率，好的人際關係使人較為快樂、健康。有人與

生俱來就比較容易建立個人的關係網，有些人個

性較為害羞比較不易建立人際關係。良好的人際

關係是可培養的，首先是增加人際網絡的數目，

同質性(Homogeneous)的人際網絡，到一定時間就

會飽和而無法再拓展。所以要增進人際關係，需

要增加異質性(Heterogeneous) 的人際網絡。 

除了保持既有的人際關係、更要補強較弱的

人際網絡。再次要增強自己的溝通的技巧；東方

女性受限於文化和性別的雙層障礙，要拓展人際

關係較為困難，然而善加利用東方女性的特質亦

能增強自我的人際網絡。東方女性在溝通時若能

清楚表達自己，自我提昇、自我肯定、自信再加

上溫婉有禮的女性特質，如此加強學習，也能建

立自己良好的人際關係。 

用餐過後，接著簡安齡與大家討論「婦女健

康」。簡安齡是 NATWA 大聖地亞哥分會的創始

姐妹，她畢業於台大護理系，台大公衛研究所。

之後取得休士頓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曾任

Nurse Manager 及 Clinical Educator，現服務於聖

地亞哥 Scripps Hospital。她這次與大家討論婦女

的更年期的護理以及乳癌的防範與檢測。首先她

講到婦女的更年期的發展的生理過程，更年期因

女性賀爾蒙遞減所造成的不適，以及如何減輕更

年期的不適。她建議除了目前常用的賀爾蒙治療

方法，亦可以從飲食，運動及心理方面來調適。

接著第二部分提到乳癌的防範與檢測，除了定期

的作乳房的 Ultrasound 及 Mammogram 外，自我

檢測是提早發現乳癌的有效方法。如果家族中曾

有患乳癌女性血親，自己更要提高警覺，有些基

因已證實與乳癌有相關性，比如 BRCA1, BRCA2 
的異常表現與乳癌息息相關，如今可用生物標記

(Bio-markers)來檢測。乳癌並非絕症，最重要的

是以正面的態度面對，即使得到乳癌，若能提早

發現，及早割除腫瘤、接受化療，乳癌還是有治

癒的機會。 

最後我們請到江建祥律師來講人與人之間

的界限(Boundary)。江建祥律師是南加州的名嘴

之一，他是唯一受邀請的男性。江律師除了是辯

護律師外，他也精通商業法、國際交易法。江律

師也是位專欄作家，他深愛台灣，他也從不吝於

發表對台灣的針砭議論。 

江律師精闢的演講，並不時穿插幽默的例

子，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他說人與人之間的界

限的形成是一種自然法則， “The end of me is the 
beginning of you.”。東方人因受傳統禮教及文化

的束縛，自我往往被忽略。由於對自我的權限不

瞭解，因此也不清楚人與人之間的界限。往往要

觸及到另一方不能忍受之臨界極限時，因為對方

的反彈才知道已經「越界」，所以彼此間的矛盾

磨擦常常發生。他舉個自己母親的例子，江律師

的母親是童養媳，從小就不被重視，常受到夫家

的怨氣，長時期的隱忍無法宣泄，只好向小孩出

氣。因為自己的不被尊重，自己也不懂得尊重別

人。還有東方的人情世故，讓人不好意思拒絕，

導致別人會侵犯到自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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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設下界限(Boundary)，最主要的有

三個因素：一、個人主義：瞭解自己的權利，認

清自己可容忍的限度(Limit)。二、競爭：因為同

時追求同樣目標，需要劃清彼此界限，否則容易

產生衝突。三、對他人的尊重與愛：每個人都希

望自己被尊重，所以也需要學習尊重別人。首先

拿回自我的主導權，如果自己不懂設下自我的界

限，別人就會過來 test your limitation。其次對自

己負責，對外界、他人的回應(Be responsible for 
ourselves, be responsible to others)。接著江建祥律

師提出設下界限的十大法則，最終回歸兩點結論

就是：瞭解自己的權益，懂得尊重他人。 

在東方儒家的禮教下，個人的地位是被賦與

的，因此個人的權利不被重視。在這種情況下，

劃定你我的界限，讓他人不侵犯你的權限，是我

們需要學習的。我們必須懂得作自己的主人(Take 
ownership)，認識自我的權益，清楚讓他人知道

你的容忍限度及界限。進而我們也要尊重別人，

不要侵犯到別人的界限，如此才能維持人與人之

間的和諧，把你我的衝突降低。 

演講結束後，我們以蛋糕、水果及飲料慶祝

大聖地亞哥分會的成立，並且宣佈新的正副會長

及三位理事的選舉結果。新會長由王燦瑾當選，

副會長由歐春美當選，三位理事分由王錦霞，林

郁子以及林珠意當選。之後徵求全體會員通過

NATWA-GSD 分會的 Operation Guidelines。接著

由現任會長劉美齡與新會長王燦瑾共同切蛋

糕，象徵新舊會長的交接。 

接下來下午的 Workshop，分兩組來討論。A
組是 Boundaries，B 組則是 Networking。兩組之

後互調，大家不僅可以就當天所聽及所學到的向

講者提問及討論，藉此讓姐妹們對當天的課程能

加深印象。大家也利用這段討論時間相互認識。

從大家熱烈的提問及討論聲中，我們感受到今天

的講題及講員還蠻受歡迎的。 

典禮結束前，由新任會長宣佈 2007 年度的

大聖地亞哥地區婦女會的活動。 

六月我們將有一個 Outing，九月我們將有一

個 Workshop，十一月我們將有 Team Taiwan 的活

動。明年一月有一個 Social Service，接著是三月

年會的活動。最後在依依不捨聲中，大家互道珍

重再見。會後參與此次活動的幹部移師 Emerald 
餐廳進行會後檢討，雖然覺得整個活動中難免有

不足之處，然而大體上活動還算圓滿達成了任

務。稍感欣慰的是，一些參與的姐妹在會後給予

活動不錯的評價，對此我們除了感謝當天大聖地

亞哥地區姐妹們的熱心參與及支持。更感謝給我

們鼓勵及建議，讓我們對自己付出的心力總算沒

白花。我們也期待明年的年會辦得比今年好，更

希望明年有更多婦女朋友來參加我們的活動。在

此我由衷的感謝我們的幹部姐妹們：郁子､燦

瑾、錦霞、恂恂、金碧、珠意、春美、安齡，沒

有你們的熱情付出，此次年會將無法如期完成。 

後記：有鑒於大聖地亞哥地區婦女朋友對

NATWA 的認同以及對第一屆年會的熱烈反映與

支持，我們一個成立不到半年的新分會，在極短

的時間內，召募到二十六位終身會員，會員仍然

持續增加中。 

會長 劉美卿

4/13-4/16, 2006：Ohio 分會十多個姐妹相偕

赴 Houston 參加年會。在 NATWA 之夜中，我們

分會擔任壓軸戲的演出。在慶惠的帶領下，演出

“咱的歌，咱的舞＂。每位姐妹舞姿翩翩，展現

平日鮮為人知的天賦，並帶動台下的觀眾，一起

載歌載舞，氣氛非常熱絡，為 NATWA 之夜，劃

下一個美麗的句點。 

5/13, 2006：37 位姐妹及家人在哥倫布市的

Sun Flower 餐館，為慶祝母親節及暎貴姐的退休

聚餐。韻如也自 Toledo 遠道來參加。會中暎貴姐

很快樂的和大家分享退休感言。餐會中我們播放

NATWA 之夜的 DVD，和大家共同欣賞。另外琦

玲的先生 George 唱的“傷心酒店＂卡拉 OK，真

是繞樑三日。如果沒看到他的金髮碧眼，妳會以

為這是個“台灣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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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2006：參加 Columbus, Ohio 舉辦的

“race for the cure＂活動，我們拿了一個“Team 
Taiwan＂的大 Banner，沿途一直有人喊“go, 
Team Taiwan＂。走完後，中午又和 FAPA 的王巧

蓉小姐聚餐。巧蓉替我們簡報有關台灣關係及

FAPA 的 updated information，當天風和日麗，大

家過了一個很有意義的星期六。 

7/23, 2006：在會長劉美卿家開 chapter 的年

會，討論分會的活動計劃。總會會長賢敬預告年

中理事會及明年 4 月西雅圖年會的過程。會後享

用美卿準備的水果、點心及ㄘㄨㄚˋ冰，大家都

像回到少年時，一碗ㄘㄨㄚˋ冰，加各式配料，

吃的不亦樂乎。 

7-25, 2006：哥倫布市婦女會的布袋戲，在淑

珍姐指導下於當地圖書館演出十二生肖戲碼最

後一場。感謝淑珍姐夫婦多年來不辭辛苦，自佈

景設計、服裝製作、到搬運大小工作，讓 NATWA
及 Taiwan 在美國社會做很好的草根外交。 

10/19-10/22, 2006：參加年中理事會，work 
shop 內容精彩，受益良多。Dinner Theater 非常有

意思，大家的表演潛能都被激發了。 

11/11, 2006：參與台語教會在 Crown Point
的老人中心的感恩節活動。我們布袋戲的新節目

“魚的故事＂第一次公演，生動活潑，老人家們

看得手舞足蹈。 

12/2, 2006：NATWA-Ohio 分會和 Columbus 
TAA 合辦感恩節/聖誕節活動。除了豐盛的火雞

大餐，卡拉 OK 外，我們很榮幸的請到 NATWA
的 陳 香 梅 姐 妹 來 專 題 演 講 “ 台 灣 歌 謠 思 想

起＂。香梅一下飛機就馬不停蹄抵達會場，先教

NATWA 姐妹們“聖誕燈飾＂的手工藝，結果有

TAA 同鄉看到後，都愛不釋手也要做。香梅的

“台灣歌謠＂內容精彩，深入淺出，唱作俱佳，

讓同鄉們都回味無窮！有人說，太棒了，都不敢

上廁所，怕 miss 掉太多，有一位老太太很感動的

握著香梅的手說：「我只知道有楊麗花這個人，

妳以前是在哪裡表演？從來沒聽過妳！」。 

2/2007：應台灣同鄉會邀請，Ohio chapter
的水噹噹姐妹們在春節除夕晚會演出山地舞。一

月中旬開始加緊練習，一群番公番婆當晚一鳴驚

人、壓軸好戲！同鄉及先生們都驚訝、讚賞這些

歐巴桑的舞姿及活力。目前已有台大校友會、亞

美協會、夏令會等團體的邀請表演，實在了不起。 

3/2007：年會近了，今年 Ohio 接下 Seattle 
Night 的重任，秀老師再一次接受邀請，不辭辛

苦來指導這些歐巴桑，慶惠花了很多精神找音樂

來編舞。每個人都非常敬業、上了一天班，做了

一天家事、安頓好家人晚飯後，趕到日英貴家的空

客廳，手舞足蹈一晚、老骨頭都快散掉了，梅熙

姊直說今年表演完要封舞鞋了。美卿在 Dress 
rehearsal 時不小心露光、被封為 “劉貴妃” ，痛

下決心要朝燕瘦努力，環肥的封號一定要讓賢。

日英貴姊跳舞時老是毛手毛腳，我們安童哥在翻譯

下、馬上唱作俱佳，大家都練得很開心。 

三月份、好幾個姊妹輪流回台 or out of 
town，練習更加困難，大家各拿 tape 回家自己練，

但是這一群歐巴桑的 NATWA 精神絕對會不負眾

望，請拭目以待，西雅圖見！ 

– 秘書陳春絹 

  今年亞利桑那分會在會長張慧美的領導及

眾位姊妹的熱誠參與下，我們舉辦了別開生面的

各種活動： 

7/9，專題演講：我們邀請了服務於經濟安全

部(DES)的曹嘉儀姊妹為大家講解有關老人福利

的申請及要點。曹女士在政府機構上班已有十幾

年的經驗，她以幽默風趣的方式讓大家知道要如

何去申請 Ahecs, Medicare 等，及各項給付的計算

方法，深入淺出，大家都覺得受益良多。 

10/7，中秋晚會：在慧美姊家舉行，除了會

長準備月餅及好幾樣拿手好菜，各位姊妹也大顯

身手，拿出看家本領，每道菜都色香味俱全，大

家都覺得餘香未盡。飯後，大家移駕到後院。慧

美姊家在 Awatukee 的山腰，風景美不勝收。望見

一輪明月當頭，眾位姊妹好友一起品嚐柚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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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甜點，伴著一壺壺的熱茶，一起聊天品茶，

天下之樂無過於此，大家渡過一個難忘的佳節。 

10/8，“Race for Cure”，這是為防治乳癌所舉

行的健行活動，全程約 5 里，目的是要喚起大家

對乳癌的重視，尤其是亞裔及墨裔的婦女，每年

因為疏忽或諱疾忌醫而延誤診治的人不知道有

多少，希望能透過這活動而使大家對這一疾病的

患率減至最低。NATWA 及 ASU 的學生共有 20
幾人參加，平常大家週末都起得較遲，為了這健

行活動，眾姊妹卯足腳勁「輸人不輸陣」，早早

到達集合地點，勇勇健健地走完全程，並為防癌

基金會募得不少款項。 

12/31，歲末聯歡：一年將盡，眾姊妹平常上

班的上班，不用上班的也忙著相夫教子，及參與

各項公益活動等等，大家都深感有需要聚一聚，

連絡大家的感情。感謝慧美姊又慷慨提供她家的

場地供大家聚會。因為是今年的最後一次聚餐，

當然是大家又準備了精緻美食，一道道的好菜，

吃得大家不亦樂乎。這次眾姊妹和他們的另一

半，共有約 70 多人參加，齊聚一堂，又唱卡拉

ＯＫ，一起同樂，也同分享了歲末的祝福。 

 張秀滿

3 月 17 日 Toronto 分會在 Mandarin 餐廳舉

行年會。很高興邀請到作家楊遠薰 以《海外台

灣文化的創造與傳承》為題做專題演講，有 130
多人來參加，除了 NATWA 的姊妹們，還有許多

鄉親也來捧場。豐富的 buffet，幸運的獎品，知

性的演講，相信讓大家都滿載而歸。 

在年會中，我們也選出 07~08 年的新團隊，

包括會長張秀滿、副會長陳敏麗、理事廖雲英、

李淵雅、和楊慈美。新團隊將從 5 月 1 日起接棒。 

5 月 9 日  Toronto 分會在與同鄉會合辦

Countertenor (假聲男高音) 馬稚凱，與加拿大著

名管風琴家 Matthew Larkin 的音樂會。這是一場

美麗音樂會，特別是馬稚凱與 Guest artist， 
Anne-Marie Lozier 的二重唱『伊是咱的寶貝』讓

人感動。 

Toronto 分會每年都有『Sharing Your Green』

活動，今年帶大家走出戶外，6 月 23 日參加 Open 
Gates Garden Tour，參觀了 Richmond Hill 地區 8
家 入 選 的 庭 園 ( 由 Richmond Hill, Garden & 
Horticultural Society 選出。) 有 20 個姊妹、先生

參加，好熱鬧。大家都帶回一些庭園知識，希望

下一回也有姊妹家 open gates，歡迎參觀。 

恭喜朱素華姊兩個才華洋溢的女兒黃鈺

婷、黃婉婷合著的單本漫畫『惡魔油膏』，參加

行政院新聞局所舉辦的『第 4 屆劇情漫畫獎』比

賽，榮獲特優獎，同時也獲得最佳劇情獎。『惡

魔油膏』將於德

國法蘭克福書展

中公開展示，將

台灣優秀的漫畫

作品推向國際舞

台。 

也 恭 喜 她

們的漫畫書『惡

魔油膏』出版了

(博海出版社)！
7 月 28 日她們將

在大都會廣場舉

行新書發表會。 

9 月 9 日 06 年，Pontchartrain 養老院拜訪：

Pontchartrain 市位於 New Orleans 北部 30 哩，我

們約好早上 10:45 分在養老院門口相見。11 點

整，年紀約 70-80 歲的老人們已坐著輪椅等在餐

廳裡。先請他們吃帶來的蛋糕、果汁，簡單的自

我介紹後便開始我們拿手的韻律舞、採茶舞和台

灣、美國民謠的表演。 

看見老人們專注的眼神，一種滿足的感覺便

來了，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們跳得更起勁了。會

後問女兒下次還要來嗎？當然！她說：那種被需

要的感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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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 06 年，New Orleans Race for the 
Cure（Team Taiwan）：Katrina 過後一年的 New 
Orleans 還 沒 完 全 恢 復 ， City Park 到 處 留 有

Katrina 的痕跡。大家約好早上 7:30 集合,準備 9:00
的徑走。當天約有 50 位同鄉參加，雖然沒聽到

任何人抱怨，但 Katrina 帶來的精神壓力卻在這

次徑走顯現出來。我們的體力差了，步調慢了,
口號聲也小了。但我們的精神不輸人，走完全

程。加油！New Orleans 的姊妹們。 

12 月 9 日 06 年，New Orleans 青少年醫院聖

誕禮物：New Orleans 青少年醫院專門照顧低收

入 6-17 歲精神有問題的青少年。這次我們相約買

了約 50 份的聖誕禮物分送給院童，大家說說笑

笑的一起合包禮物，挺有趣。 

我們同時觀賞陳澄三『消失的王國』－歌仔

戲的歷史和香梅的台灣民謠介紹。聽完香梅精彩

的介紹，才了解到自己是台灣民謠的白痴。真慚

愧，得好好的向香梅學習。 

3 月 10 日 07 年，歡樂熱舞的起動：又是一

年的 Show time，只剩五星期就是 NATWA night
了，姊妹們聚集在楊美蓮家做最後的衝刺，一起

練舞的樂趣可多了，但最大的收穫—減肥。 

4 月 07 日 07 年，亞洲 Buffet 聚餐：轉眼又

是一年，感謝大家的合作、幫忙。姊妹們在百忙

中，抽空參加年終的聚餐，大家以最愉快的心

情，一同來歡迎我們的新會長－李桂紅，副會

長—陳翠玉。 

當秋天的楓葉飄落後，我們馬上迎接感恩節

的來臨，姊妹們在忙著過節之餘，仍是非常熱心

的參加各項活動。每個星期二及星期四早上，很

準時來到，一起做健身操，每個月會有一天在做

完運動後一起聚餐，為當月的壽星慶生。潘美弘

姊妹也主持了一個“手語班＂，與幾位姊妹做不

定期的練習。 

12 月 14 日：本來預定舉辦“生活細節與健

康＂的座談會，卻因暴風雪而取消。改在 14 日

到茶樓飲茶開講，並且交換禮物，因為聖誕節快

到了，趁著過節的氣氛，大家相聚一起格外的快

樂溫馨。 

1 月 13 日： 由何麗英姊妹為我們講解了一

個很重要的健康知識 “更年期症候群與醫學常

識”。雖然那天氣候非常不好，但大家也冒著冰雪

來參加。麗英把她的專業知識傾囊相授，讓大家

更了解如何保有健康快樂的生活。 

1 月 19 日：特邀林有鄰博士為姊妹們講解有

關投資 Mutual Fund 的概要。林博士他不但在事

業上有非常傑出的成就與貢獻，業餘還精研

Mutual Fund 的書籍，加上他自己的理財經驗，很

樂意的分享給我們，讓這次來參加的人獲益良

多，得來全不費功夫。 

2 月 17 日：聖路易同鄉會邀請婦女會參加春

節過年晚會的節目，潘美弘姊妹帶領幾位姊妹們

表演一場“愛拼才會贏＂的手語節目，載歌載

舞，美不勝收。 

3 月 10 日：陳麗勳醫師來和我們談有關心理

健康的座談，“咱若打開心內的門窗＂─與情緒

共舞。讓我們了解並知道怎樣處理自己的情緒，

也對憂鬱症有多一些的認知，希望藉著這樣的學

習，讓我們能活得更健康自在。 

3 月 31 日：郭由佳姊妹與我們一起分享 
“Traditional Japanese Cooking Style and History”
她是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的台灣人，她帶來了一

些讓人垂涎欲滴的幻燈片，也介紹日本料理的歷

史及不同風味，看到每一道菜都配合著季節的不

同，做出不同風味的料理擺飾，加上精心搭配的

餐具碗盤可見日本料理是多麼講究，且表現出日

本人細膩的特性。 

3 月 31 日：另外邀請到成維廉姊妹來教我們

國際禮儀和服飾的穿著與搭配、圍巾的打法。她

真是多才多藝，一連串的講解，姊妹們都全神貫

注的學習。讓大家都感受到時間不夠的遺憾，可

見女性特別愛美的事實表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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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年來我要感謝聖路易所有姊妹們的支

持與愛護，特別要感謝：邱良媛〈副會長〉、彭

瓊瑛〈祕書〉、李淑貞〈財務〉、吳秀卿〈財務〉、

吳美玉〈關懷〉、張淑愛〈健身操〉、謝淑貞〈上

任會長〉及沈香圓〈上任區理事〉，如果沒有她

們的幫忙，我一定是一個缺手缺腳的會長，因為

她們的熱心奉獻，我才終於能圓滿卸任，感謝潘

賢敬會長及 NATWA 給了我這一年學習和成長的

機會。 
 

Jan 13, 2007 專題講座─ 何麗英主講 
“Management of Menopausal Symptoms 

”心得感言  
張淑愛 

  一個不尋常的週末下午，聖路易地區正籠罩

在一波接一波的冰暴(Ice Storm)中，窗外的景像

耐人尋味：有連根拔起倒塌的樹；有被樹擊倒躺

在地上的電線桿；也有盤旋於住家屋頂上不甚友

善的大樹幹，更有仍然屹立於風雪中枯枝掛滿亮

晶晶冰珠的勇敢老樹。雖然是一幅自然的景像，

卻也勾劃了人生百態。不是嗎？由一朵花的窈窕

淑女在歷經數十年歲月後，有成為“英英美代

子＂的娘子；也有閃爍亮麗的貴婦人；有由多年

媳婦升格為“婆＂的；也有被揶喻為潑婦罵街的

黃臉婆；更也造就了在各種環境都能生存，有自

信、有尊嚴的女性。 

由於生理結構使然，女孩子一生所背負、經

歷也是特別的。從手足無措的初經和不勝其煩的

月事，到驚喜萬分的懷孕與畢生難忘的生產，歷

經長期抗戰般的養兒育女，直到令人三聲無奈的

更年期後才得以落幕。如何安然的鞠躬謝幕安享

日後的自由歲月，相信是女性朋友們所期盼的，

也相信藉著“認知＂與“學習＂可以幫忙安然

順利的渡過這段常常被扭曲誇張的更年期。 

感謝何麗英姐妹詳盡的準備與解說，長達 22
頁的講義展現了它的非同小可。由動情激素、黃

體激素、腦下垂體、下視丘…等生理結構談起，

錯綜複雜的程度，除了嘆為觀止外，更不能不好

好珍惜這份禮物。長達 5-10 年的歷程中，可能產

生的症狀竟達 16 種之多。雖然症狀因人而異，

可輕可重，但每個人終究必須面對荷爾蒙減少後

所延伸出來的各種問題。難怪長期以來，科學家

們努力不懈的在替女性朋友找尋各種能夠青春

永駐的法寶。可惜沿用了數個年代(Decade)的

HRT(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在幾年前竟

引起了喧然大波的爭議，也讓人有所顧忌的猶豫

不前。既然“人定勝天＂的理論值得商榷，或許

“天助自助＂來的實際。藉著個人的毅力由每日

的“均衡飲食＂和“規律的運動＂來克服調

適，相信是最適當也是最貼切的。 

雖然參與有關更年期的講座與討論已經不

是第一次了，但每一次總有許多新的體驗與心

得，終究“學習＂是點點滴滴不斷重複的累積。

僅管歲月或多或少會在容顏舉止中留下痕跡，然

而在每天的生活中若能添加那隨著歲月所遺留

下來的智慧與經驗，相信這份“巧思＂將永遠是

最可愛，最動人也是最珍貴的。 

今年二月我們以 NATWA-Kansas 分會的名

義加入 Johnson county “Meals on Wheels”的義

工。Meals on Wheels 是中午送熱飯給獨居或沒有

辦法自己照顧自己的老人。每個星期三我們有一

個固定的路線，有時候要送八、九家，有時候五、

六家。每次送便當時，看到這些老人面帶微笑，

而且非常的感謝時，便感到非常的溫馨。參加義

工的姊妹們有文莉、淑嫺、美秀、麗雲、桂鳳、

敏惠。 

我們的姊妹慧芬，四月初從休士頓回來住進

hospice 後，婦女會的姊妹和同鄉們每天輪流到

hospice 幫忙照顧、探訪，有時候也煮一些慧芬喜

歡吃的東西，一直到她搬回家後，姊妹們還是到

她家陪伴她。有時候和她一起唸經，幫她按摩，

有時候在旁邊為她祈禱。五月八日不幸離開了這

世間。在五月十二日舉行告別式時，姊妹們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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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全力的幫忙，讓姊妹們留下無盡的感傷和懷

念。 

恭禧我們的姊妹張淑娟於六月十七日娶媳

婦。 

林秀玉姊妹今年三月搬到聖路易市。 

   

 

 

 

 

 

 

 

夏威夷台灣婦女會已走進歷史。依創會時的計

劃，夏威夷台灣婦女會已於 2007 年 4 月 16 日正

式加入 NATWA 成為一分會。5 月 19 日在 Fort 
Shafter Club House 開慶祝會，會員們樂陶陶地接

受 NATWA 旗幟。 

  歡迎陳淑蓮姐加入本分會。淑蓮姐是前

Kansas 分會會長，遷居 Honolulu 以來，她的熱情

與幹勁，馬上嬴得姊妹們的擁護，人氣一級棒，

最近以高票榮登副會長寶座。 

  韓李慧嫻喜獲孫子。5 月初，喜訊一到，慧

嫻姊馬上飛往加州去迎接她的第六位孫子。講著

做阿嬤的代誌，慧嫻姊著嘴笑目笑，講孫仔真古

錐，予伊真毋甘離開，……淘淘不絕，好令人羨

慕。恭禧，慧嫻! 

  陳美智升級當婆婆。 長子德恩 (Ian) 
選訂 8 月 31 日在 Honolulu 舉行婚禮。新婚夫婦

將定居日本。今後美智姐將多了一個去日本的理

由了。恭禧!．unahou High 畢常 re to go Nora! 

  陳婉嬋的大小姐 Amy 五月中從 NYU 
取得 MBA, 將到新加坡去開闢新天地。One done! 
One more to go! Nora! 

  黃孟珠的大小姐 Ingrid，今夏從 Punahou
畢業，將到台灣進修一年，明年秋季回 NYU 報

到。既青又嫩的孟珠，竟有女已長成。恭禧！ 

  呂華蕙的小么 Marissa 從 Secret Heart 畢

業，即將到加州去上大學。 

  Flora and Tim: Welcome to the “Empty 
Nester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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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女參與公共事務的人數多寡與層次高低，代

表著一個社會的進步程度。 

‧ 傳統社會，女性被視為依附男性而存在，公民

權的概念亦以男性為思考中心，女性多半以

「家庭成員」的身份獲得社會的保障。 

‧ 「生而自由平等」是人的天賦人權，不平等的

對待關係，其實是人為塑造出來的。 

‧ 女性投入公共事務的機會必須給予進一步的

保障，才能確認真正的性別正義。 

‧ 立法院外交及僑務委員會初審通過行政院函

請審議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約」。  

‧ 台灣自退出聯合國後後，立法院從未通過任何

一項聯合國的保障人權公約，若消除對婦女一

切形式歧視公約能在立法院通過，將是台灣在

退出聯合國後，第一個通過的聯合國保障人權

公約。  

‧ 公約共分六部分、三十條條文，分別定義歧視

並規定國家義務；保障婦女參與公眾及政治生

活的平等；規定婦女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保

障的平等；有關私法領域的平等；監督機制以

及一般條款。 

‧ 截至今年三月，全球共一百八十三個國家簽署

CEDAW，並彈性開放非聯合國會員國簽 署 加

入，僅次於兒童權利公約，成為國際參加國家

第二多的人權公約。 

‧ 美國非營利組織「亞洲基金會」在 2007 年 3

月 8 日國際婦女節當天公布報告指出，亞洲婦

 女擔任政治領導職位和自行創業的人數已有

增加。 

‧ 婦女在許多國家已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力

量，並正不斷提升地位，特別是在地方層級。 

‧ 婦女全面平等參政和參與公共生活的整體趨

勢，則已經可以確定。 

‧ 根 據 統 計 ， 亞 洲 地 區 國 會 議 員 女 性 比 例

16.4%。台灣本屆國會議員女性的比例 20.9%、

縣市地方議員比例更高達 26.0%，台灣女性從

政並成功的例子已愈來愈多。 

Ⅰ

‧ 婦女地位改變的因素：社會結構的改變、婦女

教育程度的提昇、婦女運動的發展。  

‧ 前兩者是地位改變的自然因素，後者是加速改

變的主要因素 。 

‧ 呂秀蓮 1970 年代提出「新女性主義」，1980 年

代婦女新知雜誌社藉由刊物的發行喚起女

 性意識，各種性質婦女團體的設立，促使婦女

地位產生實質上的改變。  

‧ 人口結構與家庭結構的變遷 。 

‧ 隨著社會發展與家庭結構的變遷，帶動婦女家

庭角色的轉變，影響婦女在社會的地位。  

‧ 台灣性別比例差逐漸縮減的態勢，反映社會重

男輕女觀念逐漸淡薄，男女地位漸趨等。 

‧ 女性因就業率提高在家庭中擁有部分經濟

權，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增強，對於不幸福婚姻

不再委屈求全。女性生活圈的擴大，晚婚、單

身的比例也愈來愈多。 

200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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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 1968 年政府推行九年國民義務教育政策，女性

自此之後，便與許多男性相同。 

‧ 台灣經濟起飛後，家庭經濟條件改善，願意讓

子女受更高等的教育，女性的受教機會大幅提

昇。  

‧ 教育程度提高，提高女性自覺意識，女性職場

就業產生正面變化。 

 

Ⅲ

‧ 1987 警政署「正風專案」，取締色情行業。 

‧ 1990 新聞局焚燒色情刊物。 

‧ 1996 立法院廢除父權獨大的親權條款修正子

女監護權。 

‧ 1998 立法院通過「家庭暴力防治法」、地方制

度法增列「地方議會四分之一婦女保障名

 額」條款。 

‧ 199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妻從夫居」違憲。 

‧ 1999 行政院通過「兩性工作平等法」。 

‧ 1996 後各地方政府成立「婦女權益促進會」 

 

Ⅰ

‧ 母職—父權社會型塑女人天生就擅長擔任母

職。母職制度的沉重負擔限制一個女性的發

展。如何在參與公共事務和母職扮演中取得平

衡，是一大挑戰。 

‧ 家務—社會是由私人(女人的家務世界)和公共

(男人的社會世界)的結構組成，這種由傳

 統文化與社會價值所建構出的差別待遇，是女

性投入公共事務的一大阻礙。 

‧ 行政院主計處 2000 年社會發展趨勢調查，女

性家事參與者每日平均參與時間為 3 時 7 分，

為男性 1 時 39 分的兩倍，尤以已婚婦女為長，

說明台灣女性即使經濟日漸獨立，但仍不能擺

脫家務責任。 

‧ 照顧—婦女擔任照顧老弱的工作被歸為女性

的天性，這含有倫理規範及文化制約的用意，

但卻嚴重降低婦女生活品質，剝削參與公共事

務的權利。 

‧ 處於不同生涯階段的婦女參與社區活動的時

間也各自不同，家庭角色限制了公共事務參

與。 

Ⅱ

‧ 台灣女性從小便被灌輸是輔助男性的角色，是

支持、安慰和鼓勵的角色，這種人格特質的養

成和價值取向，使女性從小就缺乏對政治的興

趣，也缺乏領導的慾望和能力。 

‧ 由於缺乏權利慾望與地位意識，使婦女在參與

社區的過程中常出現隱形的現象—具有象徵

權力與地位的家長會名單登載的往往是爸爸

的名字，但實際上做事的通常是媽媽。 

‧ 根據台南市永續基金會 92 學年度「台南市公

私立國小家長會委員男女比例調查統計，台南

市家長會長為女性的佔總體 6%、擔任家長委

員的為總體 9%，甚至有多所學校家長委 員 會

完全都沒有女性名單。 

‧ 女性具備有利參與公共事務的特質，如柔性、

較具時間性、情感凝聚力、淡泊權勢和名利等

特質。如何把這些特質轉化為女性社區參與的

助力，而非造成女性困境的限制因 素 ， 的 確

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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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 除了家庭角色和婦女特質兩個重要因素，婦女

參與各種經濟、政治與社團的行為模式，還會

受到女性的自我期許及角色認知影響。 

‧ 早期台灣婦女社團成立宗旨，主要在協助婦女

更為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有一些以

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為主的婦女團體，這是偏

向利他性質的結合。台灣婦女參與公共事務的

挑戰  

‧ 婦女議題讀書會興起，其組織目的已由利他轉

為利己，並經由研讀書籍、聆聽演講等方式，

協助女性自我成長。這種由利他轉利他也利己

的過程，是婦女團體的成長紀實，也是帶動婦

女意識覺醒的一個重要歷程。 

Ⅰ

  

‧ 1999 年瑞典成為第一個擁有女性部長比男性

部長多的國家。 

 (1973, 1985, 
1998, 2000 )

 

 (1973.1985.2000 )                            
 

‧ 瑞典國會議員之所以能夠維持 43%的高比例

主要是瑞典的性別平等政策。 

Ⅱ

  

‧ 促進平等機會的基礎結構—教育法及高等教

育法納入平等條款和社會保險制度。 

‧ 促進女性政治參與的法規—男女平等工作

法，平等機會法和家庭法，建立家庭與孩童照

顧由男女共同承擔責任。制定兼顧親情與就業

需要的嬰幼兒照顧政策、強制父親育嬰、成立

老人照顧中心，矯正女性因傳統勞力分工成為

家庭照顧者的刻板角色。 

‧ 政府部門對每一職位的任命，都應該提供一男

一女的名單使性別平等部得以選擇。 

‧ 獎勵增加進用女性的政府機關，如計劃或方案

的補助。 

‧ 設定逐年雇用女性公務員的指標，1992 年為

30%，1998 年為 50%。從瑞典的例子我們可以

得知，要促成女性從政或投入公共事務的比

例，必須依賴制度和政策才得以達成。 

Ⅰ

‧ 台灣婦女人權總得分排序 

‧ 台灣婦女人權指標評估－社會參與權  

Ⅱ

‧ 2005 年婦女人權指標評估中，婦女的「社會參

與權」仍維持排名第一，同時評估分數也

 達到及格水準。 

‧ 上述現象可以由日常生活中婦女參與社團與

志願服務工作的熱絡事實獲得部分驗證，我們

應該進一步思考社會提供給成年或退休女性

參與社會的經驗，又是甚麼樣的性別互動經

驗？ 

‧ 『婦女參與社會或志願服務過程，是否強化或

複製性別刻板印象』評估項目的得分未達

 到及格水準，隱約可以看出女性參與社團與志

願服務工作，仍舊是複製著傳統『男主 外 、

女主內』及『男尊女卑』的性別不平等的價值

觀，無助於幫助婦女從社會參與經驗 中 增

權（empower）或強化女性的主體性， 

‧ 婦女雖有更多機會參與社團或參與志願服務

但不代表婦女人權獲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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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2005   

  

‧ 婦女參政的比例有逐年提升的趨勢，但未達到

令人滿意的水準。 

‧ 婦女普遍被排除在國家高階主管或是公共

政策決策之外。 

‧ 就國家人力資源發展來看，是個人、也是國

家人力資源的浪費。 

‧ 性別二分法可說是葬送了許多優秀的女性

人才。 

Ⅳ 

‧ 公共部門要整合資源，扶植婦女團體 

‧ 創造有利的參與環境 

‧ 尊重專業，提昇人力素質 

‧ 適度開放公務資訊 

‧ 有效利用教育管道 

‧ 婦女團體加強與公共部門合作 

‧ 強化婦女成就動機 

‧ 多重行銷管道 

‧ 由護士工作出馬角逐議員 

‧ 議會問政的感想 

‧ 加入國際崇他社、擔任婦女權益促進會心得 

報告完畢 

謝  謝！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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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過北美洲台灣婦女會年會的人，大都當

過趙夏蓮的學生，跟著她跳排舞。她用最簡單的

舞步讓一群徐娘再度展現青春活力，並因對自己

的曼妙舞姿而再次產生信心。 

  平時快言快語 “阿沙力”的趙夏蓮教起舞來

可是有教無類，苦口婆心耐性是一等一的，在這

十 幾 年 來 已 成 為 NATWA 年 會 重 要 的

ATTACTION。趙夏蓮也有對好嗓子，多年來她

是美東台灣人夏令會開幕式的美國國歌主唱

人。但在歌聲舞蹈背後，趙夏蓮的故事更引人入

勝。 

  台南市人的趙夏蓮，畢業於台大護理系，

1961 年來美國到芝加哥唸護理特別科，與教她英

文的老美結婚，後來到華府的榮民醫院上班，並

且寄錢回台灣幫助四個弟弟完成學業，又幫他們

辦移民來美，這時她自己生了二男一女。最小的

兒子五歲那年，夏蓮的四弟移民來美，剛學會開

車載小外甥出門購物，不意遭一名黑人撞上。男

外甥皆受傷，更不幸的是夏蓮的五歲小兒子腦部

受到嚴重撞擊。腦傷的後遺症，隨著年齡的增加

而顯現出來。此時丈夫決定要過無拘無束無牽絆

的日子，不再上班，不再擔負家庭責任，養家照

料幼子的工作全落在夏蓮肩上。終於二人協議離

婚，夏蓮獨立撫養三個孩子成長，現在大兒子是

護士，女兒是小兒科醫生，都在佛羅里達，小兒

子一直與她同住，十六歲後因後遺症加劇，顯得

遲鈍，高中畢業後有一年找不到家又工作又回校

進修學電腦資訊，後來進入美國海軍陸戰隊工

作，殘障使他不能開車，每早五點夏蓮就起來帶

小兒子去搭乘交通車上班，下班時他可以自己回

家。夏蓮出門旅行總是帶他同行，兩人一起參加

世台會走遍五大洲。不能同行時就送到佛州與哥

哥姊姊住。 

  夏蓮並不溺愛小兒子，她教他寫支票，管理

自己的財務，雖是住在一起，他也得付房租分擔

費用，做庭院清掃的工作。三十年來就這樣子，

夏蓮期望在小兒子退休後，兩人搬到佛羅里達與

大兒子，女兒同住。 

  夏蓮與 NATWA 的淵源開始於第三屆年會，

那時她的經濟不太充裕，吳秀惠送她一張機票請

她去年會，自此結下不解之緣，她感謝 NATWA
姊妹這麼友善，便以教大家跳舞來回饋，沒想到

這麼一教就教了十幾年，她花錢去學跳舞學唱

歌，並且來教人娛人。除了去 NATWA，她在華

府也參加很多台灣人社團，她當過同鄉會會長，

婦女會會長，FAPA 華府分會會長，人權會會長

等。2004 年她替 NATWA 籌劃在華府舉辦的年中

理事會，請曹長青在晚會演講，場面非常盛大，

最近在華府成立的長樂會，她負責節目策畫，她

目前是全盟華府支盟的共同主席，也是僑委會的

僑務顧問。2006 NATWA 年會中，她被推選為榮

譽會長。她說 “她物質上不富有，但常存感謝的

心。困苦的中人才會奮鬥成長。我的一生過得無

憾、無愧，很快樂。”她這樣說。 

  在華府有很多早期台大畢業的醫生退休後

大家常相聚，看到她的人無人相信，她已經七十

歲，因為她永遠這麼充滿活力，熱心幫助他人，

大家都稱她為 “小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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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美洲台灣婦女會 11 屆(4/97-4/98)總會長

柯翠園於 2005 年十二月隨夫婿陳彥升回台

後，即被呂秀蓮副總統網羅到民主太平洋聯盟

擔任國際秘書處主任。 

  民主太平洋聯盟甫於 2005 年八月成立，會

員是泛太平洋民主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政黨與

學者。每個國家都有正副代表各一名，正代表

通常為政界人物，副代表大都來自學界。目前

有二十八個國家參與其中，包括馬來西亞、韓、

日、美、加、蘇、東帝汶、哥斯達黎加等。民

主國家的定義是：元首是經民主程序選出來

的。這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台灣也是會員國之

一，其經費來自會費及募款。入會費為台幣三

十萬，年費為二十萬。外國會員國不做募款。

呂秀蓮是理事長，任期二年，可連任一次。 

  民主太平洋的首項計劃是國際獎學金，頒

給會員國的大學生來台進修碩士、博士學位，

藉此讓他們認識台灣，這是一個長程的基層工

作。也邀請各國的專家、學者來台訪問一個月，

讓他們了解台灣的發展，並建立合作的管道，

譬如台灣有很好的災害防治經驗，可與他國分

享。2006 年六月在雅加達與印尼合辦禽流感研

討會，有八百多人出席。去年年底北高市長選

舉期間，舉辦國會議壇，邀請到會員國國會議

員五十多位，成立太平洋國會會議員聯線，立

法院院長王金平亦出席。 

  民主太平洋聯盟的工作模式是在國內召集

一群人，啟動計劃後再推展到國外，將來會成

立國際婦女會、大學聯盟等。現有全時工作人

員六人。 

  柯翠園的工作主要是對外，除了負責每三

個月一期的季刊外，也負責訪問學者專案。 

  呂秀蓮尚成立「台灣心會」，這是社會服務

組織，在全台有二、三十個分會。 

  東吳大學法律系畢業的柯翠園在台美人圈

中向有才女之稱。李應元、郭培宏在北卡成立

台灣學生社時，柯翠園就替學生社刊物寫稿，

與台灣學生會淵源很深。郭培宏接台獨聯盟主

席將聯盟機構報－台灣公論報遷到洛杉磯，柯

翠園負責生活版，而使公論報更有文藝氣息與

生活接軌。柯翠園也曾任 Kansas 台灣同鄉會會

長，中部四州台灣同鄉會總會長，北美洲台灣

婦女會總會長等，她擅長唱歌劇，因演唱蝴蝶

夫人而得獎，可謂多才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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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Turn Trash Into Treasure Recycling Children’s Books 
Project Team 

Date:  2/28/07 
To: 04/19 NATWA Seattle Conference 
  Subject: “Turn Trash Into Treasure Recycling Children’s Books” Project Report  
From: Amy Lin, Team Lead.   
  JLIN214@AOL.COM;   http://members.aol.com/centkent/bookproject/index.htm 
---------------------------------------------------------------------------------------------------------------------------- 
Period:  06/04 - 12/06 (30 months). 

1. What Have Book Project accomplished? 
Goal and Mission: Promote Taiwan, NATWA; help Taiwanese children and payback to American 
Libraries. 

  Distributed 60,168 pcs of children’s books to Taiwan. 
  Completed 45 book shipments. 
  Impacted 40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mpacted 100 public elementary/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Two(2) Distribution Centers in Taiwan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in operation. 
  45 American Libraries have supported to this program on long term basis. 
  Two(2) staging warehouses in NJ/USA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in operation. 

2. What Have Book Project’s Extended Programs accomplished? 
  In 2006; Visited Ten (10) Libraries in Taiwan.. 
  In 2006; Gave Five (5) speeches to Libraries in Taiwan. 
  05/06; Be included in  New York City’s “Immigration Parade”. 
  Whole month of September, 2006; Presented “Window Display” at Madison Library. , NJ/USA 
  02/03/06; Presented “Read Across America” at Morris County Library, NJ/USA ;  
  10/22/06;  Presented  “Taiwan Day” at Madison Library, NJ/USA;  
  03/03/07; Presented  “Celebrate Taiwan ”  at Morris County Library, NJ/USA;   

3. Where Have the NATWA Funding been spent?  (Note *  Total balance of NATWA funding by 
the end of 2006 is   $2,985.99) 
31   Promotion Gifts to payback to the American libraries – NATWA scarf and calendar.   
32   Promotion and event materials - banners, stickers, Book Marks fees. 
33   Extended programs’ activity fees. 
34   Shipping books’ handling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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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年北美洲台灣婦女會

(NATWA)於四月廿日至廿二

日，一連三天在西雅圖舉行，

共有三百多位來自美國、加拿

大，以及台灣的婦女姐妹前來

參加。此次由俄亥俄州的分會

主辦，在全美會長潘賢敬以及

其團隊的籌劃下，活動緊湊，

內容豐富，使大家受益不少。 

  此次主講者，包括從台灣

來的台南市議員邱莉莉，民主

太平洋聯盟行政主任柯翠園，

以 及 西 雅 圖 港 務 局 委 員

Patricia Davis。 

  邱莉莉議員說明台灣女性

從傳統地位，到近二十年來婦

女已成為一股不可忽視的力量。婦女在從事公共

事務的挑戰，兼顧家庭與公務的角色，以及政府

對婦女政策的制定等，都有精采分析解說。 

  多才的柯翠園是 NATWA 活躍的會員。一年

多前隨夫婿回台，就被呂秀蓮副總統延攬進新成

立的「民主太平洋聯盟」工作，現在是該聯盟的

行政主任。她以慣有的幽默口才，說明在台灣工

作經驗，以及民主太平洋聯盟在協助台灣突破外

交上的努力與功能。 

  受大會邀請，西雅圖港務局目前唯一，也是

第一位民選女性委員 Pat Davis，分享了她從政的

甘苦，以及西雅圖港的發展。自一九八五年至

今，Davis 被連選任許多任，並擔任主任委員多

次。在她擔任期間，西雅圖港口及國際機場的吞

吐量都達到新紀錄。新引進的阿拉斯加遊輪事

業，帶動了周邊事業及整個經

濟的發展。作為一個成功的女

性從政人員，Davis 致力於改變

傳統婦女形象，提高婦女的地

位，她鼓勵大家，改變自己，

進而改變其他人的生活。 

  NATWA 大會照例在年會

中頒發獎學金給在地高中畢業

女 生 。 今 年 獎 學 金 由 將 自

Cleveland 高中畢業的 Leanna 
Patricio，以及 West Seattle 高中

的 Jennifer Gee 獲得，她們倆人

除了課業外，對於社區服務也

有傑出表現。Gee 是西雅圖中

華女子體操儀隊的成員，可惜

當天她未能出席親自領獎。 

  大會在兩天中安排了多場演講，包括台灣藝

術、文化和歌謠講座，探討台美人地位的提昇，

如何過多彩的金色年華，以及生活座談，訓練上

台演講技巧等；還有同心圓節目：幸福的第二

春，走出喪夫之痛，快樂的義工，發展自己的事

業，健康講座，以及第二代對多元家庭文化與語

言的探討等講座，每個講座內容都豐富精采，讓

會員們很難取捨，有的人就趕場，希望獲得更多

的資訊及分享。 

  星期五晚上的 NATWA 之夜以及星期六晚上

的 SEATTLE 之夜，由各分會會員賣力演出。加

拿大溫哥華的白鷺鷥合唱團帶來美麗動聽的多

首台灣歌曲，西雅圖婦女會十四位會員也以動感

十足的韻律舞博得滿堂掌聲。遠從台灣來的『台

灣 21 世紀婦女協會』的成員二十多人也客串演

NATWA
Pat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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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首合唱曲。兩天的晚會充滿了笑聲與掌聲。 

  第三天早上是由成立剛滿一年的 NATWA 第

二代主持，六位優秀專業年輕婦女分享她們在

美、加及台灣為弱勢族群的服務，她們放棄高職

高薪，服務於非營利組織，這種熱情及理想，讓

人感動。 

  大會結束後，會員們依依不捨道別，有的參

加加拿大旅遊，有的留在西雅圖觀光。新會長將

由來自洛杉磯的洪珠美接任，下一屆大會將在洛

杉磯舉行。 

  北美洲台灣婦女會成立十九年了，會員中人

才濟濟，除了各自在職場上發揮所能外，並爭取

台美人在海外立足的權益，參加聯合國非政府組

織為台灣發聲等，也時時關懷故鄉台灣，組織送

書到台灣，認養 921 災區學童，協助災區婦女重

新自立等，積極發揮並貢獻婦女的力量與才能，

是一個溫馨的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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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屆年會週五(4/20/07)下午一點半到五點

的生活座談會示範，由第四屆會長黃美惠負責。

她簡單說明生活座談會是南加州一群台美人於

35 年前開創的。融合演講、主持開會、負責任生

活態度及團隊精神等等的領導人才訓練。每月聚

會一次，其獨特的生活經驗分享更培育會員間濃

厚的友情。她居住南加州 20 年，在觀摩南加幾

個生活座談會，做來賓多年後，終於會同幾位志

同道合者於 1992 年底成立「聖東生活座談會」，

目前 16 位會員中有 10 位是 NATWA 會員。因為

深受其益，她曾一再地向歷任幾位會長推薦過，

也希望今天與會者在觀摩後，能回到所居地著手

開創自己的生活座談會。 

  她介紹此次會議的會長是南加州律師王素

貞，經由生活座談會才認識 NATWA，加入做會

員。生活座談會示範就由會長宣佈開會正式開

始。王素貞簡短說明生活座談會的宗旨，並朗誦

林富文(黃美惠 e 牽手)寫的一首詩來表達生活

座談會的精神與目的。然後介紹總評－－即將卸

任中西部理事的廖錦鶯。接著介紹主席－－黃美

惠，就把會議交由主席來主持。 

  主席簡短說明開會內容，分二段落，上半場

包括二個即席問答及專題演講，共 75 分鐘，休

息 15 分鐘後進行下半場生活經驗分享。接著宣

佈工作人員及其職責。前平原區理事王麗華任評

員，針對講員的演講內容、說服力、姿勢、手勢、

聲調變化、眼神、聽講感想等等做五分鐘報告。

計時員有兩位，即將接任 New Jersey 分會長鄭淑

華負責上半場，“點心擔＂負責人白珠麗擔任下

半場。計啊員由將卸任 New York 分會長邱瑞惠

擔任，計啊員要仔細抓出講員不必要的口頭語。 

  即席問答對台美人來說是比較生疏、困難

的。主席鼓勵與會者如果被點到名時，要盡量發

揮 2 分鐘，即使對題目不熟悉或不了解，就是“胡

說八道＂也要說。接下來是專題演講，主席介紹

講員－前中西部理事，將接手 St. Louis 分會長邱

良媛。題目“活出自己的智慧＂時間 35 分鐘(經
主席要求，她已把講稿整理，另外刊出)。在 20
分發問後，主席請計時員鄭淑華、計啊員邱瑞惠

及評員王麗華一一報告，休息 15 分鐘，並提醒

大家準備 2 分鐘的生活經驗在下半場分享。 

  三點十分，大家準時回到會場。主席請白珠

麗計時，每人 2 分鐘，就此展開精彩的經驗分享。

主席鐵面無私地執行 2 分鐘的規定，有些人來不

及說完就被打斷，也有人時間未到就匆匆下台。

但是大部份的人都能在 2 分鐘內充分表達其內

涵。與會的六十位都很勇敢地在大家面前做 2 分

鐘的演講，而同時大家也吸收不少豐富的知識。

主席在結束其任務後把會議再交給會長。 

  會長請總評－－廖錦鶯做 5 分鐘報告，針對

會長、主席、評員、計時員、計啊員的表現及此

次開會情形做評論，會長並再次呼籲大家來組織

生活座談會，如有任何問題，聖東生活座談會的

十位姊妹願意提供任何協助。此次生活座談會示

範就準時於五點在會長宣佈散會時結束。 

生活座談會要成功且持之有恆，需要每

個會員有想求進步的意願，每個月要撥出一個晚上

(或下午)的時間來與會的決心。有開通，歡迎新資

訊的心，且能接受建設性批評的雅量。每個會員能

遵守既定的規則，願意輪流擔任會長、主席、講員、

評員等職責，遲到願交罰款，有事不能出席能事先

向會長請假，有耐心傾聽別人說話，能不自私與別

人分享你豐富的經驗等等。 
  下面這首是林富文寫的詩，與大家分享：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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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NATWA 4/19~4/22 “Reaching Out”

 

  年輕漂亮的她，告訴我們她如何從一個懦

弱；在公開場所講話會顫抖的護士踏入政壇，

以及去年因抗議紅衫軍的不法行為竟被掰下一

大撮頭髮！不得不將多年留的長髮修整成現在

的短髮。 

  她的心路歷程，正顯示台灣女性在家庭，

社會為正義付出的堅毅力！ 

  定居台灣，現為民主太平洋聯盟國際秘書

處主任，更有數項主動送上門的工作，是個女

佼佼者。（相較於我們因為沒工作只得慚言退休

者，怎不羨慕？） 

  她講述目前工作內容是聯繫台灣與一些民

主國家的政經學者，另外也做一些外籍學生的

交流，希望能突破政府的外交困境。她也提到

呂秀蓮副總統驚人的記憶力，和用人處世的原

則，讓我印象深刻。 

       

  早期的台灣美術畫家都有嚴謹的繪畫基

礎。著名的陳澄波、廖繼春、顏水龍、李梅樹、

楊三郎、李石樵等，在台灣成立美術協會，每

年開畫展，推廣美術繪畫不遺餘力。但在二二

八事件後，台灣許多精英包括陳澄波不幸被槍

決，許多畫家或消聲匿跡，或改變畫風。陳靜，

郭雪湖所代表的膠彩畫，曾在國民政府時期受

到中國派畫家的排斥，長時間不被承認，顯示

出台灣畫家的無奈！ 

  風趣的她，描述近年的裸體畫作，姊妹們

驚嘆好奇，質問究竟，雖時間已到，仍欲罷不

能，遲遲無法結束！ 

  幾次年會聽她演唱，知道她的歌聲優美，

卻不知道她講述的台灣歌謠也是如此的吸引

人！ 

  她以歷史淵源，傳統文化來介紹台灣歌

謠，透過歌曲呈現台灣不同階段的生活情境；

時而，脫口即唱，大家也跟著唱起來！ 

  這次年會最高興的是年輕的第二代在郭慈

安和 Joann Lo 的帶領下，以龐大豐富的陣容與

會！她們的工作領域涵蓋了律師、國會議員亞

太事務助理、全職的 FAPA 新聞秘書、紐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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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會館執行長、心理醫師、和職能復健師等！ 

  她們中有人參與台灣九二一震災後家園重

建，與協助婦女創業，也有人到 New Orleans 
Katrina 災區幫忙災民的重建工作，也有負責調

查災區破壞和政府的重整工作，更多是獻身台

美人、亞美人的民主人權事務！ 

  我們為他們喝采！驕傲！ 

  以 “五行與食物的科學觀＂為講題的陳

先生是前會長賴碧良的先生，碧良姊稱他“農

夫＂，他曬的發亮的肌膚確切顯示他耕田的成

果！ 

  他說吃當季的五穀米，新鮮的有機生菜，

水果，少吃處理過食物（使用果汁機，微波爐

加熱，都不合格。）冬天不吃夏天收成的蔬果；

如此一來，住在多倫多的我們，幾乎所有蔬果

都是進口的，不就沒東西吃了。他解說，多做

運動，讓身體出汗，體呈陽性後，再吃熱帶食

物，即可紓解陰、陽的不平衡，似乎有點道理。 

  不管陳先生的五行，陰陽，對於日日皆忙

的上班族，還是無法不借助微波爐，果汁機，

所以碧良姐示範了兼顧健康、營養、又簡單的

食譜，並現場示範了『小魚乾悶南瓜』、『涼拌

青木瓜』、『海南鮮蝦捲』、『排毒養生蔬果汁』

等，可口簡單又省時；於是，姊妹們又開始蠢

蠢欲動，想買台高速果汁機和家人分享。 

  今年的主持人是我們 Toronto 分會的秀滿

姊，上台前雲英姊怕她在台上不夠亮麗，趕快

幫她化妝，Boston 的阿香姊在一旁，也大方的

出借她的耳環。 

  這次秀滿姊在串場中，以『咱對故鄉來，

知影故鄉事』為主軸，提問了一些關於台灣的

小問題，很有創意，很受歡迎。 

  溫哥華的白鷺鷥合唱團唱鄒族民謠，西北

雨直直落，故鄉的鳳凰花等歌曲，歌聲優美，

旋律、歌辭親切熟悉，滿足了鄉親們的思鄉夢！ 

  賴慧娜姐的表演將中國人的醜陋行徑，展

露無疑，讓人叫絕。 

  加拿大姊妹輸人不輸陣，在沒有預演的情

況下，匆促成軍，黃麗美的新郎，林麗香的新

娘，盧月鉛的阿嬤，蘇秀蘭的阿公，還有一個

可愛的賣菜姑娘，在會長陳雪嬌的編導、旁白

下，笑果十足！ 

  流暢的旋律詮釋出蕭邦夢幻曲的詩意，而

貝多芬 57 號則是以火花般燦爛的快速鍵，充分

表現出蒼勁奔放的氣宇，不愧是享譽紐約都會

區的名家！ 

  Ohio 的姊妹以多首台灣歌曲，載歌載舞，

特別是洋女婿的安童哥扮相唯妙唯肖，最後更

以一首寶島曼波讓姊妹們 High 到最高點！ 

  感謝潘賢敬會長領導的團隊、西雅圖的同

鄉與姊妹們，以及所有工作人員，聽說為了宵

夜，有人三更半夜就起床洗米，炊飯，這些都

是默默工作者，這也是 NATWA 的 Team Work。 

從這次年會，我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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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WA 今年的年會是在 4 月十九日至四月

二十二日舉行，第一個晚上的認親結緣，潘賢敬

會長出了個新主意，要辦個台語即席趣味演講比

賽，並要我來主持。賢敬會長是個有心人，高瞻

遠矚。可是她沒有想到本人從小住鄉下，上學唸

書後，一口標準的 “臺灣國語＂從來沒有被老

師青睞過，演講比賽根本沒人會去想到我這一號

人物。沒有機會見識的話， 這種重任挑起來確

實驚驚， 再說“'比賽＂'這兩個字聽起來實在有

嚴肅，既是第一個晚上總得讓大家過得輕鬆愉快

啊！有了這種念頭，從此東想西想，每天找靈

感，網路趴趴走，讀了一點台語書。肚子裝了些

東西，膽子慢慢就壯起來，頭殼子也活動起來

了，終於想到一個若是大家都能幽默說臺語，或

許樂趣可以滿室飛的計劃。 

  首先將當晚兩個小時的時間分成前後兩

段，前半段先做 名為 ''命運天註定''  的自我介

紹。我將一百二十個臺語形容詞，諸如 : 水噹

噹，烏墨墨，瘦比巴，惦寂寂，滿面春風，嘴笑

目笑，憂頭結面，姑不而將，找空找縫，儉腸捏

肚，反起反倒，龜龜祟祟，笑頭笑面，洶洶狂狂，

無神無神，半桶師仔，古老朔古，鬧熱滾滾，輕

聲細說，掠長補短，天大地大，空嘴哺舌，賣仙

假仙，無牛使馬，烏魯莫製，涼勢涼勢，收腳洗

手，無吃無睏，消瘦落肉，牽親引戚，好酒沉甕

底，有嘴講到無涎，無錢假大扮，賣泅嫌溪狹，

喊水會堅凍，水清魚著現，心肝捉坦橫。一個個

寫在五顏六色的印刷紙上，捲成細長筒並用各式

顏色的小橡皮筋圈住，紅、黃、紫、橙、籃、綠，

一堆彩色圓筒用條大橡皮筋捆起來，將它打斜像

朵花漂漂亮亮的擺在桌上。剛開始讓每個人 “'
請抽一籤，暫勿打開＂'，也都能遵守。等到說明

『命運天註定』其實也就是 『名運籤註定』，待

會兒打開後抽到的字詞一定連在自己的名字做

自我介紹且不要超過兩句話後，大家就迫不及待

了，才說打開，就聽到哈哈的笑聲此起彼落，一

陣又一陣，等到開始造句，哇!  高潮迭起，妙語

如珠，什麼 

我是***，下班後最愛做的事是『翹腳捻嘴鬚』, 

我是***，只能講兩句話真是 『氣身惱命』, 

我是***，選到的先生是 『大舌興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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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阮某 『兇巴巴』我是阮某的尪 >, 

我是***，『無影無跡』的話我都不會說 >, 

我是***，沒上班賺錢所以 『儉腸捏肚』>, 

我是***，看到大家就 『嘴笑目笑』>， 

我是***，我不會 『假鬼假怪』>， 

我是***，『水噹噹』對我是三十年前的代誌 

我是***，算命籤很準姓吳(五)所以“不三不四” 

我是***，很早就發願帶老婆遊世界到現在還沒

做到真是 『乞丐下大願』>，  

  太多太多的絕妙佳句，讓大家笑得東倒西

歪，可惜當時沒有錄音，一百多個人火花碰撞出

來的靈感造就，真應該分享給沒來參加年會的姐

妹們。當晚臺上的我看到大家笑口常開，真正體

會了什麼是 『心涼脾肚開』實在開心得很。 

  接著進行的是臺語趣味演講比賽，當天在報

到處就將 1。相讓食有剩，相搶食無份 2。日頭

赤炎炎，隨人顧性命 3。孤木難做樑，孤磚難做

牆  4。圓人會扁，扁人會圓 5。神愛扛，人愛

妝 6。媒人嘴，糊累累 7。有百年厝，無百年主 
8 。不會駛船，嫌溪窄 9。有魚有肉，嘛著菜甲  
10。自由命題 等十個題目，用桃紅和碧綠的海

報紙貼出來，看的人不少，可是都客氣沒有來報

名。好吧! 那就當場分成七組，由各組自己選人

選題參加。並抽籤排演講順序。最熱門的題目是  
『媒人嘴，糊累累』有 4 個人講，一人講  『 有

魚有肉，嘛著菜甲』，兩個人自由命題發揮。請

了三位先生當裁判，一位先生當計時員，每人講

三分鐘，過時扣分，評分表上對各項要求都有說

明， 趣味以全場笑聲越多，得分就越高佔 40%。

語音則注重發音和語調,不可說華語 英語以及無

意義的尾音 佔 30%。 內容注意在主題結構及組

織能力 佔 20%。 儀態當然以眼神 手勢 表情都

包括 佔 10% 。裁判和計時先生都很認真，最後

還要求上台講評。演講者更是使出渾身解數，比

手劃腳，引古說今。更有甚者，還就地化妝媒婆

上陣，實在趣味十足。最後比賽結果出爐，愣了

我一下，猜猜怎麼回事? 竟然  一。二名都是

Ohio，還好第二名有兩位，另一位是 Texas 來的

姐妹，否則我這來自 Ohio 的主持是有點過意不

去。不過也難怪，因為賢敬會長是 Ohio 的人，

鴻運高照吧！ 

  這次的認親結緣晚，大家會開懷大笑，可以

說是由神奇的臺灣俗諺建立的功勞。 感謝老祖

宗們留下這許多的智慧語，讓我們享受了一個趣

味橫生的夜晚。我覺得台美人運用我們共通的故

鄉語來做聚會聯誼的工具，真的會有親上加親的

效果，值得嘗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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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Q & A 
☺ 2007- 2008 NATWA fund committee 

Chairperson:    Mei-li Yang 
Investment Manager: Vivian Fu 

 

Q: NATWA
 

  根據會議記錄,NATWA 基金於一九九四年四

月二十二日陳麗英任會長年會時，經大會多數決

通過設立。  

 目的：充實 NATWA 資源，有計劃的運用

NATWA 基金。 

 用途：著立於婦女成長之活動,以回饋會員,獎
勵卓越婦女,提協弱勢團体. 

 基金分配與管理：NATWA 基金設立後，以不

動用本金為原則，其管理與分配由 NATWA 理

幹事會草擬推薦，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Vivian (president 1996-1997), appointed 
investment manager of the NATWA fund began the 
management of the fund since 1996 using a 
conservative allocation formula. 

  As of 4/30/07, the balance of our General Fund 
is 263,606 and the balance of Dr. Kwung Ping Fu 
Fund is 19,341 for a total of 272,947.   

  In later years,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the 
NATWA Fund has declined steadily. This is due to 
the practice of the departing Presidents' decision to 
use their surplus to fund other projects. Aside from 
that, because of the ever increasing cost of calendar 
production, our surplus from calendar sale also has 
been declining steady. 

  Beginning 3 yeas ago, our budget has been 
over the investment income projection.  The Board 

has now relaxed and deferred from our original 
principle of using "income" only. 

基 金 來 源 : Calendar donation money, Vivian’s 
donation to set up the KP Memorial scholarship, 
yearly operating surplus returned to NATWA fund. 

  The major source is from surplus of yearly 
calendar sale.  

Q: NATWA ?  

  NATWA 基金多年來固定運用於： 

 補助分會副會長和區理事參加 NATWA 年中理

事會人才訓練營 

 補助演講局演講旅費 

 提供分會設社區服務基金 

 提供獎學金：分會獎學金,在學單親媽媽獎學金,
年會獎學金，傅康平獎學金   

  近年來增加補助 Special projects (NATWA II, 
Care for soldier, New Jersey chapter radio program). 
另外NATWA 基金每年可提供 $7,500 無息貸款給

分會當活動基金,每地區可申請 $2,500 (1997 年

會會議記錄). NATWA 基金補助關懷手冊的出版 
(1996-1997).  

NATWA projects sponsored by NATWA fund:  
1. Publication“ Our Stories ”中文版 / 英文版 
2. NATWA Scarf Project 
3. Publication “婦女信箱”     

  運用 NATWA fund 大額捐款給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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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震災是 NATWA 基金最大的 donation. 那

年月曆所有的收入全部捐出. 

 Tsunami 海嘯，NATWA 基金 match 會員捐款

捐出 US$8,000.00  

 Katrina 水患，NATWA 基金 match 會員捐款捐

出 US$10,000.00 

Q: NATWA ?  

 演講局演講 (包括會員代表 NATWA 至夏令會

演講)： 

 申請者：分會會長和區理事 

‧ 事前先填好表寄給基金組組長. 基金組組長

會 審 核 是 否 演 講 局 基 金 仍 有 剩 餘  (total 
budget US$4,500)  

  Link to http://www.natwa.com/page/form.html 
and click on Request Speaker Bureau Service to 
download the request form.  

‧ 事後向基金組申請旅費 reimbursement.實報

實銷 (max US$300.00 per application).  

 各分會社區服務補助: 申請者 - 分會會長 

‧ 事 前 向 基 金 組 報 備 , 事 後 向 基 金 組 申 請 
reimbursement. 實 報 實 銷  ( 各 分 會 max 
US$500.00).  

‧ 社區服務申請總額如低於 US$500.00,剩餘可

加入作為分會獎學金. 

Q: NATWA  
Reimbursement: 

 分會副會長和區理事參加 NATWA 年中理事會

人才訓練營: 不必申請,只要來參加年中理事

會 , 基 金 組 組 長 會 在 年 中 會 開 支 票 給 您 
(US$100.00). 

 演講局演講/社區服務補助: 付上收據或預墊

之支票影本向基金組申請 reimbursement. 請

務必在會計年度結束前提出申請 (April, 30).  

  Link to http://www.natwa.com/page/form.html 
and click on NATWA Fund request form to 
download the form.  

Q: NATWA
payment? 

  事先向基金組組長告知獎學金收受者,現就

讀高中學校及將就學之大學以便基金組開支票。 

  Any questions relating to chapter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details should consult with NATWA 
scholarship committee chair or referring to NATWA 
scholarship website： 
http://www.natwa.com/schola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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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e Taiwan” 
  北美洲台灣婦女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NATWA’s  “Turn Trash 
Into Treasure Recycling Children’s books Project  
Team，舊書價值再生，回饋鄉里，計畫小組”(以
下簡稱 ”本小組”) 至 12 月 2006 年底，已完成交

運 45 批書；共計約有 60,000 本兒童英文繪本，

分發至台灣各地，包括埔里山區 45 間小學，恆

春鎮圖書館，教育部資料館南海書院以及台東文

化局，共 145 家台灣各地小學與公立單位受益。

本小組感激美國各大公立圖書館和愛台灣的志

工們的長期支持捐獻。 

  為回饋美國圖書館長期支持捐獻，並加強雙

向關係，最近本小組與紐澤西摩里斯圖書館再度

合作，於三月三日 下午在該館舉辦“歡喜慶祝台

灣日，Celebrate Taiwan”活動。 

  本小組舉辦此活動的目的與動機很單純，僅

以台美人婦女志工薄力，補足台灣政府不夠不及

之處，作點草根文化，國民外交。回饋社區，讓

社區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城、中國餐館的中國人以

外的亞洲人─台美人，以及台灣文化；更進一步

讓社區了解台美人的貢獻、優點。獨特與掙扎。

台美人與中國人的不同，也讓台美人與代代子孫

清晰地看到孕育它的母親──台灣，這塊土地，

久久長長的美。 

  約有三百多人參加此盛會，大部份是全家親

子樂，也有祖孫三代一併來的幸福畫面。活動佈

置以“北美洲台灣婦女會”與 “以台美人自豪”布

條，盧月鉛為台灣婦女會繪製的絲巾， 美國旗

與台灣旗……等為主軸，分掛在入口處，加上印

有 “北美洲台灣婦女會”與 “以台美人自豪”的五

十個綠色汽球分散各處，熱鬧滾滾。 

  活動分好幾個部份，分頭進行，先頭的接待

處有各式台灣觀光局提供“Taiwan touch your 
heart” 台灣文宣，旅遊地圖資料。兩場台灣布袋

戲── “曰月潭”由 NATWA 姐妹們惡補賣力的

演出，場場爆滿。接著有“台灣在那裡” 抽獎問答

攤位，答不出來的乾脆親子同進修，一起在圖書

館內找答案, 有爸爸唸給兒女，一字一句抄下來

的，也有媽媽幫著猛找資料，再來領獎的…..好
不精彩，再來是“筷子夾糖競賽”，來賓用筷子夾

自己心愛的巧克力糖，夾得一本正經，戰戰競競

的。“特製個人名字書簽站”真是皆大歡喜。台灣

手工藝製作展示站，有郭美德帶來的手編，人見

人愛的，精緻蚱猛，又是另一個台灣考題，答對

的才可帶蚱猛回家，於是高潮時起，現場的台美

人都是顧問高手，猛作弊、猛放水………。接著

有台灣藝品展，完全展現活潑、創意、藝術、人

文，包容的台美人原汁原味的一面，有婦女會月

曆的珍禽照片, 世界最高樓台北 101 圖，色彩繽

紛的手編花瓶結，Monica Hsu 的山地舞圖，客家

人服飾……等，重點在由小處來看大台灣，以結

合埔里藝術家群為主，由孫少英繪的鄉土圖，以

土角厝、村婦為背景襯托出童寶呈的手拉胚茶

壺，與“我愛台灣”小碗。王萬富的台灣節慶圖卡，

處處顯現出埔里自 1999 年的七級地震過後，埔

里人重建的成果，珍惜土地，對美麗生命的感

恩，與代代生生不息的生命力。最後才是本小組

感恩成果說明與展示各地送來的感恩信及收書

後的相片。 

  感謝美國紐澤西摩里斯圖書館圖書館給本

小組這個回饋机會, 更感激愛台灣志工群出錢出

力地, 挺身相助. 讓這次活動順利閉幕.  欲知詳

情請洽：Morris County Library; 30 East Hanover 
Avenue, Whippany, NJ 07981 USA;   Tel: 
973-285-6980. 或本小組賜教處林艷齡發言人

973-466-3388。 

E-mail:  JLIN214@AOL.COM; 
  WWW.NATWA.COM. 
Book project web site:  

http://members.aol.com/centkent/bookprojec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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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夫之痛苦這是每個女人早晚都會碰到

的，除非女士先走掉(這個女人是屬於較有福氣的

女人)一般女人的生命是比較靭。活得長一點(根

據統計學的報告)。 

  在座的姊妹，可能有已經走過的人，有很好

經驗等一下希望你們出來講給大家聽及分享你

的經驗。 

  現在我來說，我是如何走出這路(痛痛傷傷走)

身心都受重傷。 

  要有心理準備，在面對喪夫之痛時，要獨立

自主，不要百分之百都依靠別人，也不要害怕，

更不要把自己的心關閉而孤單、自閉。不要傷

心，一定要莊敬自強，獨當一面。 

  當時的我是很害怕，然而一切的事實就好像

忽然掉進了深淵，很多的事是家人及孩子們處

理，但是我沒有安全感。當他剛走那一刻，我哭

不出淚來，但常常獨自的哭。當喪事辦完後，大

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時，我覺得孤獨，覺得被

遺棄了，幸好教會的朋友好心帶我進教會，在我

最痛苦時，給了我心靈上的一個平靜。我也感謝

上帝，當我先生死後不到一個月，讓我想起我還

有個八十九歲的老母親，她害怕看到白髮人送黑

髮人，開始心裡不安，給了我難題，吵著要回台

灣，要美金壹佰萬(現在我回想來，在她的心裡有

一種無安全感，有人說這是老人痴呆症)無理由的

要求，我是獨生女，從小爸爸、媽媽就非常的寵

愛，是他們掌上的明珠，要什麼就有什麼，有個

幸福的童年，結婚後也有個標準的先生。我的前

半生算是很平順。不過，在我先生死後，我的運

命是大大的改變。 

2.  

  定期檢查有健康的疑問就馬上去看醫生。(我

沒有這樣作我受傷一波再一波)。當我先生發病後

第八個月，有一天半夜我忽然肚子痛，痛到昏

倒。當時情景真是人間慘景，他看我痛倒在地上

起不來，他想站起來拿聽診器幫我檢查，後來發

現我肚子裡長了一個腫瘤便要馬上開刀，開刀後

第七天我先生死了！因他看我這樣他沒希望，最

後幾個月他病得辛苦時，告訴我說這樣不如早死

的好。我一直告訴他說你就為我多活一天多一天

的祝福給我。沒想到我亦同樣受病魔威脅。 

  如何調理生活的泉水(老本)人沒錢就如魚沒

有水無法生活，自己的經濟情況要自己先調理，

然後請教專業來幫忙。 

 再來一點，要有好的健康保險。你們知道我有

多冤枉嗎，我來美三、四十年都有健康保險，但

是當發現我先生得了癌症，而且已經是第四期

了，就像天掉下來一顆大炸彈，手忙腳亂，只是

想著趕快去醫治，讓他多活長一點，其他什麼都

沒想。等到第八個月，發現保險已經被 cancelled 

了！開銷須要完全自費。 

  再來一波是第二年的夏天，我去三女兒家，

因睡眠問題，半夜起來，迷迷糊糊的，從二樓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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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樓的鋼筋水泥地上，左臀的骨輪碎了，右手

指的骨頭也碎了，萬幸的是，人命尚存，所以今

天還可以與你們見面，真是感恩！ 

  我認為是盡量找自己以前想做的，但未能如

願的事，現在就去作吧！每個人的環境以及條件

不同，有的繼續工作著，有的去做義工或是回學

校選課，而我則選擇學畫。六十幾歲的人才開始

學畫畫，有趣的是，發現我有畫圖細胞。有人說

太晚了，但我不管，還是很認真、用心地去學，

從初級水彩、中國畫、書法…到現在的學油畫，

請多指教。我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把圖畫得很

好，只要有信心及耐心一定會畫好，我覺得畫畫

對人的心靈調養很好，這是我的見證，畫圖比吃

藥更有用，我沒有吃心病藥我走出來了，感謝你

寶貴的時間。 

  

 

 

 

 

 

   

   (650) 853-1321 

   (510) 568-4027 

   (206) 526-9966 

   

   

 

   

 
NATWA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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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助人為快樂之本」，也能體會

到「施比受更有福」。多年來 NATWA 的關懷組，

可說是廣結善緣。在許多默默付出的義工們的耕

耘下，播下了愛的種子，福田廣佈，如「台灣災

區學童認養計劃」－2006 年，共捐出$17,000，

有 195 名學童受惠，Book Project 總共寄出了六

萬多冊的英文書籍給台灣各地的圖書館、學校。 
  如今社會上的慈善團體林林總總， 募款方

式、捐助對象各有不同。今天的同心圓節目，請

到了陳吉以「防癌協會的服務及活動項目」來談

談她所參與的各項工作；還有王明玲從「角聲防

癌協會」到 NATMA 瓜地馬拉義診的旅程，以及

李佩蓉以慈濟善心為遊民準備 Hot Lunch 的經驗

分享，期能拋磚引玉，同時也希望能有更多的姊

妹們一同來加入義工的行列，幫助別人，自己也

會有福氣得到快樂。 

1. 聽說，到慈濟當義工需要排隊，因為義工服

務的精神是會彼此得到激勵，並互相學習的。 
四年前，在基督教角聲癌症協會成立之初，

投入”希望之聲”。Newsletter 編輯的工作，本

著社會工作的熱忱，在會長傅堯喜醫師的指

導下，勇氣十足的辦起癌友互助會，郊遊，

募款，蔡琴慈善演唱會，三針護一生-B 型肝

炎宣導，在社區、教會、醫院、美國癌症協

會(ACS) 互相合作與支持之下，感謝義工多

次無怨無悔的奉獻，及神所賜人出乎意外的

喜悅與平安，今年在 San Gabriel，CA。即將

開始的義診中心，需要更多有愛心的醫護人

員來參與，為低收入或沒有保險的病人服

務。大家有錢出錢，有力出力。 
2. 北美洲醫師協會瓜地馬拉義診團，於今年二

月中，一團 64 人，有牙醫六位、中醫一位、

及各專科西醫十六位，與家屬一同，自己出

旅費，買儀器，幫助台灣政府做到醫療外交。 
只有短短三天，在三個不同的地點，約有三

千人左右得到關照。 感激當地衛生局，學校

的支持。他們熱情的民族性，令我們感動。 雖

然我們能做的有限，卻留下無限美好的回憶。 
3. 北美洲婦女會關懷網，無論在美國或在台灣

都大量地投入社區服務。在各分會組織義工

團隊，如 Team Taiwan 參與美國主流活動、關

心在伊拉克作戰的軍人，及台灣學童認養計

劃，幫助 921 地震後需要幫助的孩子們，都

是快樂義工的結合。最近的 Book Project，將

英文書籍六萬多冊送回台灣各地圖書館，深

受歡迎。 
4. 幾年前，郭慈安博士曾為北美洲婦女會作義

工訓練、她鼓勵結合台美人第二代，讓這些

年青的在職婦女組織 NATWAII，與我們一起

開年會，分享她們在美成長經驗及面對不同

文化、語言的挑戰。她們對台灣雖不太認識，

但從第一代移民的婦女身上，感受她們以往

的辛苦付出，無論是金錢或是時間的無私奉

獻，才能夠有今日的北美洲台灣人婦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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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Soldiers Report 
May 1, 2006 – April 30, 2007 

 
During the fiscal year, we 

support 20 wounded soldiers in 
Kansas Area, 18 individual soldiers, 
12 battalions. We recently acquired 
a BN of 386.  The total number of 
soldiers under our care list reaches 
658 out of which 414 are on our 
active list.  We sent 344 packages 
to Iraq / Afghanistan / Kuwait this 
peri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of 
2006, the Kansas Chapter mobilizes 
their local community, libraries, nursing home 
elders and schools children to care for our soldiers. 
Head by Vandy, Nicole, Jean Marie, they gather 
enormous letters to go along with Holiday 
Packages. 

We addressed to 15 key congressional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during Holiday 
NATWA Calendar drive. 

The Hawaii sisters recently take on caring for 
wounded soldiers in their local Tripler Military 
Hospital.  Head by Su Chen, the founder of the 
Soldiers Project, they had successful meeting with 
the commander.  They will soon start fund drive 
and serve the wounded soldiers. We wish them 
success on their endeavor. 

Our sisters contributed $4009 during 2006. 
Plus $1000 from NATWA and a $1500 wounded 
soldier fund from an anonymous donor, we had 

$6509.90  as of 12/31/2006. We 
have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our 
contributors. 

We already work on next 
fiscal year.  Besides NATWA’s 
$1000, we had received a $1000 
gift from Shang-Jing out of her 
presidential operating budget. 
Our sisters had $1550 individual 
commitment, this eligible us to 
get dollar to dollar match from 
an anonymous donor for up to 

$3250.  Till now, we have $6800.  

Besides budget prospect, we gain recognition 
from the superior officers of Camp Liberty in Iraq. 
This is an important base for our troops. The Camp 
has recognized NATWA,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is an esteemed 
organization with top echelon of minority women. 
With this exciting development, comes with duties.  

 Our contact list has shifted.   Our soldiers 
had their deployment extended from a year to 15 
months. Their task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ont 
line peril. The items we send are pertinent to their 
needs.  We let them know that we’ll support them 
until they come home safe. With growing list and 
hot weather coming, items such as sunblock cream, 
insect repellent, personal hygiene items are not 
what we want to deprive them.  It will weight on 
our budget, but we can do it with a little bit of 
wisdom and shrew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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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ackage we sent has NATWA logo 
alongside the address.  The sight of NATWA logo 
signifies love and caring, something of a symbol of 
Taiwanese culture. For men and women serve 
country with their own lives thousands miles away 
from home, packages from NATWA bring delight in 
the midst of hostile land. Thanks to sisters’ 
generosity and hope you all continuous supporting 
us while our nation engage in this conflict. 

For fiscal year starts from May 1, 2007 

Our soldier project has been progressing 
smoothly these three years, thank you for all our 
sisters’ generosity. Funding,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soldiers we help, increases each year. All the 
packages we sent have benefited over 815 deployed 
and wounded soldiers till now, and the total funding 
is approaching $10,000 for this fiscal year. Special 
thanks also go to an anonymous noble Taiwanese 
gentleman who has mobilized his foundation to 
provide $3,250 in financial support to us.  

Jin Barnsdale and Vandy Chang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deployed soldiers. Jean 
Hung of the Kansas chapter is in charge of caring 
for the wounded soldiers in Kansas. She has 
obtained $1,000 in funding from the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of Kansas City and provided 20 
welcome home baskets for the wounded soldiers 
who are returning home this summer. Su Chen of 
the Hawaii chapter has taken on the task of caring 
for the wounded soldiers in Hawaii. The Kansas 
chapter president, Queng Feng Hsue, will be 
gathering local members to send holiday packages 
in December. Thanks to Shuhsien Chang al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for this project have been 
kept on track  

The following letter is from one of the 
soldiers and is addressed to all members of NATWA. 
We hope you all enjoyed the letter and knowing that 
our effort is being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our 
letters and packages help boost their morale. In 
addition to this letter, we have prepared a scrapbook 
with a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s from the 
soldiers. The scrapbook is available for your review 
and enjoyment at the midyear and annual meeting. 

 Again, thank you.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Sincerely, 

By Vandy Chang & Jin Barnsdale 

 
 

The picture story 
  This is something you will never see in 
the news. Here’s a tough, but heartwarming 
story and a picture of John Gebhardt in 
Iraq... His wife, Mindy, related that this 
little girl’s entire family was executed. They 
intended to execute her also and shot her in 
the head, but they failed to kill her. She was 
cared for by John’s hospital and is healing, 
but has been crying and moaning. The 
nurses said John is the only one she seems 
to calm down with, so John has spent the 
nights holding her while they both sleep in 
that chair. The girl is coming along with her 
healing. 

 
He is our hero, a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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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ember 2006 

Dear Vandy Cha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NATWA,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packages that you sent over here!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of the items 

and the cards! All of my troops love to get mail. 

  The movies were a big hit! They help to fill Soldiers down time, Wow, a care package every 

month….that is a truly wonderful thing. Some items that the Soldiers are enjoying over here are 

microwaveable foods, personal hygiene items (shampoo, soap, toothpaste), girlie things for the females, 

definitely recent movies (we are behind the time over here for a year!), any games (playstation, xbox, 

board games, etc…). Anything that is from home that is new is helpful, you can imagine that after a year 

of being over here you miss out on things. 

The holidays are probably the hardest part of being deployed. It’s hard to be away from family 

during these times, but all of my Soldiers are keeping optimistic. It’s easy to stay optimistic when there 

are people like yourselves at home willing to take time out your schedules, to help make things a little 

brighter over here. Knowing that, it is easy to remember why we are over… so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Attached to this letter are pictures of my platoon. They are somewhat of a pseudo family for each 

other over here. We all lean on each other for various reasons. I just wanted you to see the faces of those 

whose day you made a little brighter. Thank you! 

I hope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have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the Happiest New Year ever! 

 

Warm Regards, 

 

                   ……………… (Anonymous) 

 

The SSA Platoon 



2007 NATWA  

 44

"The roller coaster ride of running a second generation group  

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My experience in running FAPA's Young Professional Group) 

By Iris Ho, FAPA 

  TsuAnn, our most competent NATWA II 
coordinator and an established scholar in her own 
profession, invited me to speak at the 2007 NATWA 
convention in Seattle. I have always admired 
TsuAnn's absolute devo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am honored to be invited by her to speak at the 
NATWA convention. Besides, it's been several years 
since I attended a NATWA convention. I missed 
seeing all my "NATWA Sisters!" 

  For the longest time, all major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FAPA and 
NATWA, hav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subgroup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 lot of attempts were made 
in the past but mostly fruitless. Not long ago, I 
came across a 1984 FAPA newsletter. In it, FAPA 
was already talking about setting up a youth group. 
That was more than 20 years ago! Young people 
who joined FAPA's youth group back then probably 
already have several kids by now! 

  I have been running FAPA's Young 
Professional Group (FAPA YPG) since 2003. Today, 
we have more than 400 subscribers around the 
world to the list serve, spanning across North 
America, Europe, Australia and Taiwan. I did not 
spend a lot of extra effort in recruiting them. The 
400 some members joined the group mainly through 
"word of mouth."  

  We have very active online discussions on 
topics from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current events in 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to advocating for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ave a 7-member 
steering committee that I call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FAPA YPG. A weekend-long national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DC is held every year to 
educate FAPA YPG members how to advocate for 
Taiwan on Capitol Hill and to teach them the ABCs 
of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After the weekend 
long meeting,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visit the 
offices of their elected officials to call upon them to 
support Taiwan.  

  In addition, the two most famous projects of 
FAPA YPG are the "TAIWANATION" green 
wristbands and the "TW" bumper stickers (See 
below for the pictures.) The "TAIWANATION" 
wristbands caused an immediate  sensation in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with over 15,000 pieces sold thus far. Last 
December, I organized a YPG trip to Taiwan called 
the "Democracy in Action" Taiwan tour. It was 
YPG's first official trip to Taiwan. Our visit to 
President Chen gave us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with us appearing in the major media, including the 
front page of the Liberty Times and a segment on 
Taiwan Television (TTV). The list of FAPA YPG's 
accomplishments can go on and on. 

  Sounds like fun and rewarding, right? Well, as 
the topic of this article tells you, running FAPA 
YPG is like a roller coaster ride to me. There are 
ups, and of course, downs as well. 

  There are several challenges I constantly 
encounter: (1) It is always pulling tee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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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pulling hair as well to get young people 
to come to the conference, write letters to the editor, 
or visit Members of Congress…etc. (2) People 
nowaday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refer 
to stay behind their computer. That's how far they 
tend to be willing to go. (3) It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n keeping FAPA YPG continuously active. 

  I contribute these challenges to several reasons: 
(1) Young people have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in 
their lives: a heavy school workload, they need to 
focus on making headway in their career, on 
starting a young family, etc. These priorities in life 
limit their efforts and time in helping advocate for 
Taiwan. (2) Mos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re 
either born in the U.S. or grew up in the U.S. They 
have less passion and emotion for Taiwan tha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in Taiwan. They are 
detached or less attached to Taiwan than the first 
generation. Less emotion for Taiwan leads to less 
dedication to Taiwan. (3)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nowadays gives most people a perfect 
excuse to be an "online advocate". 

  There is no silver bullet solution to these 
challenges. I can only rely on the 4Ks: keep relying 

on "word of mouth," keep relying on FAPA 
members' nagging their children to join and to 
participate, keep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 like a buffet that offers food for seafood 
lovers, veggie lovers, fried food lovers etc. and keep 
dragging people in whatever way I can into the 
group and our activities, even if it means harassing 
them!  

  I am trying my best to lead FAPA YPG. I won't 
lie. It ain't easy. We have had some frustrating times 
(trust me, there are plenty of these down time), 
disappointing moments, tiring, aggravating and 
hopeles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FAPA YPG 
members report to me excitedly about educating 
their Members of Congress about Taiwan, when 
they get their letters to the editor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when they attend a local FAPA chapter 
meeting or anything, it brings a smile on my face, 
and gives me another day of motivation to keep 
going and continue my work at FAPA. 

  Would I do it again if I have a chance? Well, 
like all roller coaster ride, you always want to ride it 
again. Because the adrenaline rush and the 
excitement outweigh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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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再過幾年嬰兒潮的人口(1946-1964 出生)開

始要步進銀髮族(Senior, 65 歲以上)，2030 年

約有 7千萬的人口是 65 歲以上(佔 20%)，美國人

口急速老化已是不可忽視的現象。與老化有關的

Long Term Care(LTC)就變成重要的課題。在此

要討論的是一般人還不甚了解的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簡稱 LTCI)。 

  美國 LTCI 的市場在七十年代就已開始，但

只保險 Nursing Home(安養院)，且只是 65 歲以

上的人的專利。今天 LTCI 包括的範圍廣闊，還

有居家照顧(Home Care)，成人日間照顧(Adult 

Day Care)，有專人幫忙的公寓(Assisted Living)

以及照顧者的訓練(Care giver training)及住

家改裝方便病人(Home modification)等服務項

目，並且未滿 65 歲的人也可以購買 LTCI 了。 

Long Term Care (LTC)  

  當你因為生病、意外或年老引致不能自我照

顧，需要別人幫忙照料基本的生活起居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簡稱 ADL)，包

括吃、穿、沐浴、如廁、走動、上下床等。這種

情況通常是好不了的，且是長期，所以稱 LTC，

接受 LTC 的地方可在安養院，自己的家或者是社

區型態的看護設施。 

LTCI  

　Health LTCI (Stand alone LTCI) 

  純粹的 LTCI。保險公司根據你買時選定的每

日(或每月)最高福利數額而支付給你。如果你平

安無事，交去的保費就用掉了，有如健康保險，

去財消災一般。在此強調要選 tax-qualified 的

policy，而如果你居住在 New York, California, 

Indiana 或 Connecticut 四州之一，那麼你最好

選 Partnership LTCI Policies ＊ ， 所 謂

Partnership LTCI Policy 是州政府與幾家保險

公司組成的 Partnership，保險公司要遵照州政

府的規定設計出一個 Policy。且 5% inflation 

protection 一定要包含在內，而不是選項。買到

這種 Partnership Policy 的居民，將來如果 LTC

的費用遠超出保險公司付給你的福利，你的財產

會一再縮減。那時你不必把財產花光來申請

Medicaid，而可以保留一部份的財產，而仍然有

資格申請到。這合法保留的部份相等於保險公司

已付給你的 LTC 福利。這種保護財產的安排，甚

至在你過世後仍然有效。這一種 Policy 的缺點

是保險公司沒有保證不漲保費。 

Life Insurance with LTC  

  這一種 Policy 可以讓你先支用本來是要留

給 Beneficiary 的 Death Benefit，如果能證明

有需要 LTC 時。需要 LTC 的機率算是相當高，但

是仍然也有可能不會用到。所以這一種 Whole 

Life Insurance 與 LTC 合一的 Policy 漸漸受到

消費者的歡迎。需要 LTC 時有保障，不需用時

Death Benefit 可留給家人，不必交所得稅，萬

一以後改變主意，還可以撤消合同，拿回 Cash 

Value(交出去的保費，扣掉費用，還可生利息)，

可以說是一舉三得。為了周全起見，最好同時要

加買 LTC Benefit Continuation Rider。當 Death 

Benefit 被 LTC 需用而用光時，你仍繼續享有 LTC

的福利。這一種保費是保證不漲的。 



2007 NATWA  

 48

Annuity with LTC  

  當你需要 LTC 時，在一定的時間內(通常是 3

年)，可以支領設定的金額，然後加買的 LTC 

Benefit Continuation Rider 讓你繼續享用 LTC

的福利。在財產計劃內有打算買 Annuity 的，可

以考慮這一種 Annuity 與 LTC benefit 合併的

Policy。 

  申請 LTCI 需要通過審查，審查項目因年齡

及保險公司而異，一般如果是 70 歲以上，那麼

保險公司會派專人來你家面談，否則就以電話問

談。審查 LTCI 與一般的人壽保險不同，公司看

的是 Mobility 而不是 Mortality，同時也要看你

是否頭腦清晰，心智健全。 

  至於要買那一類的 LTCI 要看與個人的健康

情況、收入、婚姻及財產而決定。有一個準則就

是保費不要超過 7% Net Income。年紀較大的年

收入至少要有$35,000，而財產(不包括房子)至

少有$75,000 才需要購買 LTCI。至於一些項目的

選擇，如每天多少福利的金額，要保幾年，是否

要包括通貨膨脹的保護，選單利還是複利，等候

期要選 30 天還是 90 天，選那一家公司等等都需

要與專家討論。購買 LTCI(但是要 tax qualified

的 policy)可以享受抵稅的優點，詳情最好請教

稅務專家。 

  了解 LTCI 之後就要採取行動，否則等到需

要時才要買，已後悔來不及了。 

＊在不久的將來，有很多州也開始會有

Partnership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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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ioning a promis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Vandy Chang

Overview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current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 especially, how the government, 
private resources, and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ffect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in the facility. It 
addresses and recommends different elements of 
cultural chan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chieve a more promis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A research study in 2001 indicated that 44% 
of people over 65 in this country need nursing home 
care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estimated to be 46% 
by 2020), and more than half of nursing home 
residents spent a year or more in the facility (Spillman 
& Lubitz, 2002). Nursing homes are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for older 
adults. However, people in general often have an 
unsettling feeling about nursing homes because of the 
impression traditional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s 
give. Traditional nursing homes are set up like a 
hospital with a large nurse’s station in the center, 
nursing staff in uniform, medication dispensing carts 
constantly moving around the long residential halls, 
and services that emphasize disease treatment. 
Residents mostly live in semiprivate rooms with strict 
schedules for mealtime, medication, and all othe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ome people compare going 
to a nursing home with going to prison. These people 
believe they are giving up their freedom, and many 
feel they are taking an irreversible step down a path 
towards disability and death.  

Cultural changes needed in nursing homes 

Since over half of the people entering nursing 
homes will spend over a year in the facility, nursing 
homes should be a comfortable and settling place that 
the residents can call “home”. Services in the nursing 
home should emphasize whole person care, which 
means not only caring for the physical needs of the 
human body, but also attending to the human spirit 
within the body.  

Some people recognize the need for changes in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s and many are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new models for nursing home care. 
Cultural changes in nursing home care have been 
explored in the past decade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several new ideas that are being promoted across the 
country. Organizations such as Eden Alternative 
(Thomas, 1996), Green House project (Rabig, Thomas, 
Kane, Cutler, & McAlilly, 2006), Pioneer Network 
(Pioneer-Network, 2006), and Action Pact (Norton & 
Kilen, 2006) are devoted to this mission. Their 
common goals are to provide a warm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and make life in a nursing home worth living.   

Cultural changes in nursing homes require 
everyone’s awareness and involvement. Changes are 
made by modifying a wide range of ele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 improved physical 
environment, a redefined idea of quality care, a 
reshape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o improve services 
and control cost, community involvement to enrich 
the social lives of the elderly, and government policy 
changes in funding and regulatory issues.  All of 
these topics need to be addressed, reshap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current systems in order to achieve a 
more fulfill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2007 NATWA  

 50

Improve physical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cultural changes calls for a smaller 
community, a warmer, more home-like environment 
for residents and an eli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arge 
institution-type buildings. Green House project builds 
small community units with 7-12 residential suites, 
which is a good model for future nursing home 
buildings. However, this change requires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vestments, which not all providers can 
afford. For the existing nursing home, several changes 
can be made without tearing down the existing 
building: 

1. Divide the building into smaller functional units 
with separate dinning areas to create a home-like 
community with a neighborhood concept.  

2. Change all semi-private rooms to private living 
quarters. Private rooms are essential to offer the 
elderly a sense of a hom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o provide privacy and dignity to the residents. The 
room should be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a 
sleeping area, sitting area, and a private bathroom. 
Currently, Medicaid only pays for semiprivate 
rooms. Macro social workers can advocate the 
government for policy changes to make private 
rooms a standard.  

3.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a stable place for resident 
with medical staff going to the resident to provide 
care. The resident should not be moved around by 
the nursing home staff to accommodate the care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facility. This is what is 
currently happening to the nursing home residents, 
they are constantly moved around as their needs 
for care and services change.  

Redefine quality of care 

Traditional nursing homes emphasize treating 
physical illnesses, and as a result, residents receive too 
much treatment and too little care. Cultural changes 
urge for a reshaping of the quality of care. 

Person-centered care models aim to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and families. In 
person-centered care, residents come first, and 
residents are involved in their own care plan. They 
define their own daily activity schedule including 
when to eat, bathe, wake up, and go to sleep, among 
other daily activities. This freedom of choice might 
create extra work for the staff; however,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offer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 resident. 
Quality of care is about total person care. Care needs 
to attend to the physical wellness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well being of the 
residen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Reshap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 high turn over rate of Certified Nursing 
Aides (CNAs) is a considerable problem in the current 
nursing home structure. CNAs are low pay entry-level 
employees who have highly demanding workloads.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feed, wash, dress, toilet and 
groom the residents - and essentially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them. Frequent changes of CNAs leave the 
residents dealing with strangers all the time.  In Eden 
Alternative and the Green house management styles 
(Rabig, Thomas, Kane, Cutler, & McAlilly, 2006) , 
the two middle layers of management above the 
CNAs are eliminated. CNAs are included in the team 
with other staff directly led by an administrator. In this 
management style, CNAs are provided with a higher 
level of training, treated with more respect, are offered 
more pay, benefit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are more 
empowered. The result of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has led to a major decrease in CNA turnove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tyle nursing home. In 
this new style of management, the CNAs and the 
elders are engaged in a more direct personal 
relationship. A reduced CNA turnover rate is one key 
to improv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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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community involvement 

Nursing home residents should not be isolated 
from society. Quality of life is not just about playing 
games and going out on field trips, it is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erson, enriching their lives with 
meaning and purpose and leading a life worth living.  

Encourage community involvement with the 
residents, maintaining the warmth of the elders’ social 
environment. Eden Alternative’s suggestion of a 
human habitats environment, in which gardens, 
animals, birds and children bring life to their home is 
an excellent concept.  

Control cost 

The challenge to today’s long term care providers 
is to create high-value nursing home care that can be 
delivered at a reasonable cost. We need to promote 
cultural changes in nursing homes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the elderly, not just for the rich who can 
afford to pay for the high cost of service.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nursing home needs to 
evaluate the structure to determine a way to operate 
the facility efficiently and cost-effectively, and should 
provide needed services to accommodate the new 
trend of improvements in the nursing home industries. 
Eden Alternative and the Green House model 
recommend a restructuring of the staff, eliminating the 
middle level management staff and increasing the role 
of CNAs. The effect of this restructuring is that it will 
decrease levels of bureaucracy and reduce staff costs.  

Advocate government involvements in  
cultural changes 

The cost of living in a nursing home is steep; the 
average private rate is about $150 per day. Kansas’ 
Medicaid averages $131 per day (KDOA, 2006). 
Many elderly, after entering the nursing home, usually 
end up depleting all their wealth and need to rely on 
Medicaid to pay for their nursing home care. Medicaid 

and Medicare currently pay for a major portion of 
nursing home care nationwide.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 set up regulations to 
gover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home care and all 
nursing homes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receive funds. The government is the biggest 
player in the nursing home industry. As a result, a 
large portion of implementing these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nursing home lies in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In fact, the gover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pen 
to innovation and encouraging person-centered care. 
However, more solid government actions are needed 
to promote cultural changes in nursing homes. 
Government agents can study the different models 
currently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nd set new 
standards for the nursing home industries.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provide tax 
incentive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tructure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ing standards.  

Request changes in regulations 

It has been said that nursing homes are the second 
highest regulated industry next to nuclear power 
plants. Regulations are needed to build a system to 
protect the safety and well being of the frail elderly. 
However, the stric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leaves 
very limited space for creative innovation. The stiff 
and complex hot-line and survey process force the 
administrator to spend too much time on complying 
and devoting attention to safeguard the protective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they have less freedom to 
advocate new ideas for cultural changes.  

Social workers in a nursing home spend over half 
of their time filling out paperwork to ensure their 
compliance with all regulations leaving only less than 
half of their time to care for the resident.  There must 
be changes on the regulatory side that allow more 
room for innovation at facilities and create greater 
autonomy for resident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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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Culture changes are the new trend in nursing 
home care. The person-centered care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the 
elderly. Eden Alternative and Green House projects 
have wonderful ideas to set new standards for nursing 
homes. All these innovative new plans are there, yet a 
majority of the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till 
implement the traditional style. The new facilities are 
still out of reach to the elderly because, at this point, 
fanc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are only for the rich.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social workers need 
to put more effort into making the new environments 
accessible to all elderly, getting rid of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home practice, taking the cultural change 
mainstream, and promoting person-centered care as 
the new standard for the nursing home industry. All 
elders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in the 
long-term care facility in which their physical 
well-being, as well as psychosocial well being are 
cared for, have a place to call home,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b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and define their own daily activiti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can lead a quality life, a life 
that is worth living.  

Working to achieve a promis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It affects the 
whole population since we are all growing old and 
may one day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s the elderly are 
currently facing if we don’t get involved. A nurtur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provides a soothing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live a meaningful and peaceful life.  
In return, the resident’s family can devote their time to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loved ones in the nursing home. This will create 
a more product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where 
everyone has a place they belong.  

Zhu Yin’s  “An Ideal World,” (Yin, 500 BC) 
which was published over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describes a perfect society where 
the elderly have a place to rest, the young have a place 
to work, children have a place to grow, and  everyone 
in the society including the sick, the poor, the 
homeless, the lonely and the disabled all have a place 
to call home. A nurturing nursing home environment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is perfec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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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fferent Approach to Offer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Coverage 

Vandy Chang 

As part of the Medicare Modernization Act 
(MMA) passed in November 2003, the legislation 
added prescription drug coverage to Medicare. 
Beginning January 1, 2006, senior and disabled 
Americans who qualify for Medicare must decide if 
they want to enroll in a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 (PDP) offered by their resident state.  

PDPs are offered as stand-alone plans for people 
with original Medicare coverage or are usually 
included in Medicare Advantage coverage. The 
problem with stand-alone PDPs is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plans offered, they vary in design, and have 
complex structures with out-of-pocket cost. 
Medication prices and drug formulas all differ,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hoose a plan to enroll in and 
people may not even benefit from the coverage.  

This policy brief analyzes the problem, and 
proposes a simple way to offer the prescription drug 
coverage to Medicare recipients. 

Problems with the Stand-alone PDPs 

In 2007, there will be 1,875 PDPs offered across 
the nation, an increase from 1,429 in 2006. Each state 
has 50-70 stand alone PDPs, except for Hawaii, which 
has 46 and Alaska, which has 45. All plans vary in 
design with different premiums, deductibles, co-pays, 
and co-insurance and offer different formulas for 
coverage drugs. Based on a research study (1) , there 
was considerable variation among plans in the drugs 
covered. Of a list of 152 drugs that are critical to 
seniors, the plans covered an average of 81%, ranging 
from 64% to 97%, and only about half of the plans 
covered the most frequently prescribed brand name 
drugs. People have to go through a complex process to 
choose a plan that will meet their needs. 

Plans can change their formula and adjust the 
price of the medication any time, but most of the 
elderly who sign up for a plan have to keep the plan 
for a year. The whole idea of PDPs is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to many elderly. The complexity of PDPs 
discourages many elderly from applying for the 
coverage.  

Simplify Prescription Drug Plans 

“From the beneficiary’s perspective, PDPs should 
be a government-run program in which enrollment is 
automatic or relatively easy and the benefits more or 
less standard.” (2)  This is the ideal scenario, but 
CMS has already privatized the PDPs, and i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a year. Therefore, we cannot go 
backwards and redo everything. W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fix it, simplify it and persuade the government 
to become involved, so that they can gain partial 
contro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est results. 

This policy brief recommends that CMS set a few 
standard PDP prototypes based on the standard 
benefits(3) to cover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beneficiaries and require all insurance companies offer 
these prototype PDPs to customers. CMS should also 
set standard formulas for the medication to cover 
100% of the drugs that are critical for the senior 
population.  

The following are five prototype plans as 
suggested. They cover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beneficiaries and incorporate the top ten PDPs that 
won 50% of market shares in 2006 based on a report 
study by the Health Sphere. (4) 

Plan 1: Offers the lowest premium. This plan 
covers the standard benefits as defined by CMS. The 
out-of-pocket cost for 2007 includes an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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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uctible of $265, a 25% co-insurance for annual 
drug costs under $2,400, a 100% co-insurance for 
annual drug costs between $2,401 and $5,451, and a 
5% co-insurance for annual drug costs over $5,451. 
This plan is designed for people who currently do not 
use medication, but need to enroll in a PDP to avoid 
the 1% per month penalty. 

Plan 2:  This plan has the second lowest 
premium, with three different co-pay levels for 
generic, brand name, and specialty drugs when annual 
drug costs are under $2,400. All other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Plan 1. 

Plan 3:  The premium for this plan is higher than 
the premium for Plan 2 and has no deductible, but all 
other benefits are the same. 

Plan 4: This plan has a higher premium than Plan 
3 and covers generic drugs with a co-pay for annual 
drug costs between $2,401 and $5,451. All others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Plan 3. 

Plan 5: This plan has the highest premium of all 
five plans and covers brand name and specialty drugs 
with a co-pay for annual drug costs between $2,401 
and $5,451. All other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Plan 4. 
This plan will be for people who want to get the most 
coverage.  

Conclusion 

The new changes will make it easy for Medicare 
beneficiaries to choose from the five prototype plans 
that meet their needs. All they need to do is to 
compare prices and choose an insurance company that 
offers the plan. Since the coverage of the five 
prototype plans and the drug formulas are 
standardized, all insurance companies will b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on service, premium and 
drug cost. The elderly will be able to enjoy better 
service and lower costs.  

There is beauty in simplicity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it comes to PDP choice for the frail elderly.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complicated challenge of 
choosing PDPs in the current market and will 
appreciate a government that makes their lives less 
complicated with simplified PDPs.  

(1) Hoadley,J., Hargrave, E., Cubanski, J., & N., T. (2006).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Formularies and Other Features of Medicare Drug Plans: 
The 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 Haase, L.W., & Wikelius, K. (2006). The Medicare Drug Benefit: Straight 
Answers to the Toughest Questions: The Century Foundation. 

(3) Medicare & You 2007. (2006).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4) Cubanski, J., & Neuman, P. (2006). Status Report on Medicare Part D 
Enrollment in 2006: Analysis Of Plan-Specific Market Share And Coverage. 
The Policy Journal of the Health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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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WA II：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第二代組織

在今年的年會最後一天有場講座，邀請五位在各

領域有傑出表現的台美人女兒主講，講座由黃怡

妙，Jennifer Lai, Nancy Lin, Karin Wang, Kristine 
Wang 主講。 

黃怡妙 
  現任紐約台灣會館執行長的黃怡妙成立

「YiYi＇s Essemce of Taiwan」來推動台灣政府與

民間，為重建九二一災區成立的各種手工藝品，

合作對象包括九二一地震災區的許多女性，她們

面對地震以及 WTO 對當地農產品的衝擊，開始

認識並運用身邊的天然資源，進行原鄉創業。 

  黃怡妙的講題為「懷抱孩子與原鄉創業的同

一隻手」，九二一所震出的女性生命力。 

  台灣加入 WTO 後，農業經濟受到很大的衝

擊，1970 年台灣的香蕉每台斤近六元，一斗米 2
元，現在一斗米 200 元，香蕉還是 6 元。九二一

給台灣帶來九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由廢墟重建園

不是政府或民間單方面做得到的。政府輔導原鄉

創業，在中寮的巧手工作坊，集集的影雕工作

室，運用當地天然資源發揮地方特色的工藝品。

九二一之後，台灣人產生對鄉土的強烈認同，這

些工藝品反應地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與社區

結合。然而經濟部的輔導或勞委會的永續就業方

案都無法保證學生有穩定的收入，雖有很好的作

品，卻沒有經費製作文宣，去推廣，加上成員都

是五、六十歲以上的婦女，不善利用網路做宣

傳。工作坊也沒有行銷企劃的團隊或資源。 

  黃怡妙成立的怡怡工作室 YiYi＇s Essence of 
Taiwan 就是為補這方面的不足。 

  受過地震驚嚇的人們常常生活在恐懼中，不

知地震何時會再來。但在製作這些工藝品的過程

中，讓他們由恐懼中走出來。作品中最受歡迎的

有植物染的手工麻布提袋、絲胸花，是由當地植

物粹取出天然顏色染成。 

  「集集影雕」是在紅瓦片上雕出台灣景物，

如「原住民的祖靈籃」或十二生肖存錢筒等，都

很受歡迎。黃怡妙希望將台灣的原創力帶上美國

的市場。 

Jennifer Lai 的卡崔那風災經驗 
  聖地牙哥同鄉賴清山的女兒 Jennifer Lai 畢

業自 UCLA 法律學院，於 2005 年一月與來自全

美各地的律師義工到達紐奧良，本他們要推動優

質公立教育的人權「Quality Public Education as a 
Civil Right」。但在卡崔娜風災發生後，他們轉而

幫助風災的倖存者與重建的工人。這群年輕律師

希望用他們的專業來改善制度。他們也組織起來

調查政府處理救助重建的行政工作，例如有無符

合種族平等法則。在卡崔娜災區，Jennifer 發現市

政府的工作隊會未經遷散的屋主的同意而把屋

子剷掉，很多災民在災後回來已找不到自己的

家。Jennifer 的團隊就是為保障災民權益。她認為

有團隊做事才能有集體成效，美國憲法中的自由

其實是黑人長期鍥而不捨，犧牲努力所爭取來

的，所謂人權就是創造機會給所有的人，亞洲人

可以由黑人學習到。卡崔納風災後，全國約有

1500 名學生來到紐奧良。重建期間需要很多工

人，需由墨西哥引進的人力，但礙於移民法而造

成移民局與社會的衝突。很多墨西哥人上街頭抗

議、示威，美國法律的歧視。譬如紐奧良的市政

府在談博物館的重建時，似乎沒有想到還有很多

黑人尚無處可歸，孰為先後？ 

  Jennifer Lai 與紐奧良的居民談及美國憲法，

他發現直到現在，對黑人來說，這個國家並不完

全是他們的，他們還要持續為自己的權益奮鬥，

對新移民的亞洲人更是如此。越南人已經比台灣

人更有組織了。Jennifer 現任職於聖地牙哥 Lerach 
Coughlin 法律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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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Lin 
  Nancy Lin 是加拿最大的精神病院的經理，

這 所 位 於 多 倫 多 皇 后 街 的  “ The Center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建於十九世紀，當時

人們對精神病患的處理就是把他們隔離於院

中，任其老死於斯。所以這所病院成立於遠離市

區的郊外，四週是廣漠的田野。 

  直到 1970 年代專家對精神病患的觀念才改

變。也由於時空的變遷，原本高牆隔絕外界，讓

中心的四週農田已成工業區、住宅區。 

  Nancy Lin 是一名註冊職業復健師，她曾參

與法律與心理健康計劃，工作對象是遭犯罪起訴

的精神病患，她擔任多倫多大學職業理療部門講

師。她在參與 CAMH 的擴建工程中特別注意到

精神病患的人權。在過去一個人一旦被診斷有精

神病，就好像被判無期徒刑，被關入羞恥、無望、

寂寞，被棄絕的牢裡，即使癒後出院也不敢讓人

知道住過精神病院，而寧肯被認為是去坐監。重

建後的 CAMH 將會是自立自的社區，這將開風

氣之先。在此社區中有商業區，痊癒的患者可以

在此學得一技之長，為回歸社會做準備。 

  Nancy Lin 由技術層面跳到管理層面，過去

的工作是與患者一對一，現在卻是創造一個整體

的環境，建立一個可以幫助患者的系統與制度，

一直到目前，亞洲人對精神病還是不太能接受，

患者不易由家人得到支援，她希望 CAMH 的擴

建會讓社會更了解精神病，並且幫患者回到正常

人的生活。 

Karin Wang 
  任 職 南 加 州 亞 太 法 律 中 心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的 Karin Wang 表示，在加

州，由於天災很多，來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語言

不通，法規不懂，常常成為受害者。她的父母是

交十年代來美，她生長在 Ohio，小時候，她天真

地以為長大以後，她的眼睛會變藍，皮膚會變

白，像她的同學一樣。八十年代她上大學時，發

生底特律的 Vincent Chen 事件，那時仇恨犯罪尚

未普遍被重視。Vincent Chen 被兇手誤認為日本

人而殘酷打死，毫無悔意，凶手卻被判無罪。 

  年輕的 Karin 深感不平，立志將要做個伸張

正義的律師來幫助弱勢族群。人權如同她的眼

睛，膚色不同自己變藍或變白，人權必須靠立法

來實施。Karin 曾任職聯邦衛生局(U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幫助聯邦的人權法令在加州夏

威夷、亞利桑那州、內華達州等落實。主要的一

項工作就是確定政府法規有多種語言管道，讓少

數族群了解，包括移民及難民。她參與多個人權

組織，如洛杉磯亞太美人律師協會，她也活躍於

API Equality-L.A.是一個主張同性戀者婚姻平等

權的組織，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將亞太裔與美國主

流的橋樑。Karin 畢業自加大柏克萊的 Boalt Hall
法學院，曾任職於舊金山的 Morrison & Forester 
LLP 律師事務所。目前她是一名人權律師，她可

以對州立法的程序有所參與，了解美國法令制訂

的脈絡，並有所參與。這對造福弱勢，族群是很

重要的。她的活躍這領域應歸功於學生時代參加

了台美人社區活動。她目前是亞太法律中心的方

案副會長(Vice President of Program)。 

Kristine Wang 
  擔任國會議員 Linda T. San Chez(加州第 39
選區)的亞太裔區代表首席助理。她大學時就讀於

紐約大學，主修政治，專攻國際及比較政治學。

她在大學時曾參加台美公民協會的暑期政務實

習。這個經驗使她有機會實際參與國會議員辦公

室的工作，觀察美國的國會如何與民間互動，國

會議員如何得到他們的選民的意見。大學畢業後

她曾在華府 Winston & Strawn LLP 法律事務所擔

任法律助理，隨後她回到加州來，積極加入台美

青 年 專 業 協 會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TAP)理事會，TAP 吸引很多台美第二代

專業人士，並且成長迅速。 

  今年 Kristine 並且擔任台美公民協會暑期政

務實習計劃的召集人。這個計劃現在以 TAP 的成

員為策劃主力是台美公民協會洛杉磯分會的重

要方案，今年已是第十六年。 

  Kristin 認為不管是 TAP 或 TACL 都應是美國

大社區的一部分。藉由更多台美第二代的領導，

台美人的組織將與美國主流更密切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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