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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姊妹們： 
 

很快的我就要交棒了。在此，再次

向大家說聲謝謝，感謝大家對

NATWA 這個大家庭的支持與付出，

也謝謝對我的包容和鼓勵。 

 

上期的聯誼通訊及會員通訊錄，因

所用的袋子較薄，有些在郵寄中半

途丟失了。雖然這次會再補印、補

寄，還是深感抱歉。這期的聯誼通

訊，考慮到 NATWA 成員中的 NATWA 

II，所以有英文版。感謝翁進治姊

各位寫稿者負起的英譯工作，更謝謝陳香梅姊承

當雙重的任務。 

 

十月的年中理事會，謝謝吳秀惠姊及翁菊枝姊的

安排，使得會議順利完成。謝謝黃素瓊姊的插花

佈置，和黃春桂姊提供的自家梨子

很溫馨。也謝謝所有參與的姊妹，

 

李淑櫻姊以台灣特有昆蟲為主題，

製作得很精美。翁淑鐶姊也很努力的行銷

姊妹想多拿幾本，可和翁淑鐶姊連絡

 

我 們 有 非 常 好 的 網 主

(natwaweb@gmail.com) ，將 NATWA

都放在網站上，期待大家上網，也希望提供更多

的資訊來豐富網頁。 

 

年會的日子近了，不知您們的機票訂了沒

的日期是 4/15 ~ 4/18 日在 Marriott Toronto 

Airport Hotel 舉行，可以到 natwa.com

自己直接訂旅館。若有什麼提案或建議

月底之前告訴各分會會長、區理事

或各項活動的負責人，這樣在三月中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再次

因

有些在郵寄中半

補

這期的聯誼通

NATWA 

感謝翁進治姊、戴妙姝姊及

更謝謝陳香梅姊承

謝謝吳秀惠姊及翁菊枝姊的

謝謝黃素瓊姊的插花

梨子，令我們感到

，使得會議圓滿。 

，將今年的月曆

翁淑鐶姊也很努力的行銷。若有

可和翁淑鐶姊連絡。 

我 們 有 非 常 好 的 網 主 － 歐 春 美 

NATWA 的一切資訊

也希望提供更多

不知您們的機票訂了沒？年會

Marriott Toronto 

natwa.com 網站上，

若有什麼提案或建議，請在二

區理事、各組組長、

這樣在三月中，就可以先 

 

 

讓大家知道年會時將討論的題目

以便年會的進行

 

雖然，

點冷。

熱情的

讓您們盡興而歸

NATWA

計的「

的「時尚歌仔戲

家的參與

婦女的青春、熱情、

 

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影片製作者

講「台灣憨孩子」，

的美。當然還有其他非常好的講員

Spousal Programs、

NATWA II 和 NATWA

安及 Joann 的費心安排

 

會後遊則由 Toronto

年會報名組是張秀滿姊

熱心的參與籌備工作

要您思考一下，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

不能夠自已獨立完成的

多少益處了。』非常感謝在這一年中

的團隊合作，讓我學習了很多

友情的可貴。 

 

今年的主題是「健康

切的盼望您們來參加年會

相分享、彼此關懷、

家健康、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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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知道年會時將討論的題目，

以便年會的進行。 

，四月是多倫多的早春，仍有

。但 Toronto 的姊妹可是非常

熱情的，節目排得滿滿的，就是想

讓您們盡興而歸。尤其是星期六的

NATWA 之夜，有活動組長黃麗美設

「環保時尚秀」，還有北加州

時尚歌仔戲」，更重要的是大

家的參與，請姊妹們把我們 NATWA

、才藝表現出來。 

的邀請到影片製作者劉榮凱先生來演

」，讓我們感受到台灣人『心』

當然還有其他非常好的講員。我們也有

、NATWA II Programs、以及

NATWA 互動的節目。這部分謝謝慈

的費心安排。 

Toronto 分會會長戴妙姝姊精心策劃，

年會報名組是張秀滿姊，Toronto 的每位姊妹都

熱心的參與籌備工作。英國文學家培根說：『只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

不能夠自已獨立完成的，那麼就可以知道友誼有

非常感謝在這一年中 NATWA 姊妹

讓我學習了很多，也深深的體會到

健康、環保、尚美的人生」，熱

盼望您們來參加年會。讓我們聚在一起，互

、學習與成長。也在此祝福大

喜樂，年會 Toronto 見。                                                                                                                  

   

瑟玲 敬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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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2009 
時間：10月 16日 1:15pm~5:00pm   

主席：林瑟玲            
 

1.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主席宣佈會議開始主席宣佈會議開始主席宣佈會議開始，，，，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
 

2. 裁定法定人數裁定法定人數裁定法定人數裁定法定人數：：：：出席有投票權者

翁淑鐶，李淑櫻，黃美惠，

陳香梅，吳富美，溫明亮，

吳秀惠，翁進治，顏淑華，
 
 
 

 
 
 
 
 
 
 
 
 

 
 
 
 
 
 

        3. 

4. 

        5. 

   (a)會長會長會長會長  林瑟玲林瑟玲林瑟玲林瑟玲 

1.重新建立 Group Mail的系统： 

尚未建立，一來忙，二來也不好

及捐款給 88水災特別小組。等年中理事會過後

的姊妹，請和南加州的蘇惠美聯絡

2.擴大網頁的功能：有新的園地，

3.台灣莫拉克颱風救災募款： 

   已成立小組，由台灣兒童協助基金組長葉錦如及關懷組長呂秋宏負責

款可以抵稅。 

4. Newsletter：第一期嘗試用 e-mail

5.會員通訊錄及聯誼通訊： 比預定時間晚太多才寄出

            許多人沒收到，真抱歉，郵寄公司

 

ATWA 2009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年年年年 中中中中 理理理理 事事事事 會會會會 
 

1:15pm~5:00pm      地點：Monarch Hotel Clackamas, Oregon
            副會長：邱良媛         記錄：翁進治，

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核對投票人數：：：： 

出席有投票權者：    戴妙姝，高心美，張雅美，陳桂蘭

，歐春美，林郁子，簡安齡，呂秋宏，王淑芬

，翁碧蘭，邱良媛，李芬芬，蔡淑惠，張淑珍

，王明珠，葉寶桂，葉明霞 等共 31人。 

 唱會歌唱會歌唱會歌唱會歌 

 審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審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審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審讀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過半數，通過。

 會務報告會務報告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二來也不好整理，也因為沒 有重新整理，有些舊會員才會簽署給

等年中理事會過後，  就會開始進行。至於要參加

請和南加州的蘇惠美聯絡。 

，請大家提供資訊，也請大家上網看看 NATWA

由台灣兒童協助基金組長葉錦如及關懷組長呂秋宏負責，已開始進行募款的工作

mail 及郵寄 的方式寄出，效果不好，下期會

比預定時間晚太多才寄出，但信封質料比去年差

郵寄公司說下次會改進。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 
Monarch Hotel Clackamas, Oregon 

，戴妙姝 

陳桂蘭，李碧娥，黃美琇， 

王淑芬，曾瑛貴，陳麗英， 

張淑珍，潘賢敬，程韻如， 

 

。 

有些舊會員才會簽署給 Obama的信

至於要參加 NATWA email group  

NATWA 的消息。 

已開始進行募款的工作，捐

下期會全部用郵件寄出。 

差，破了很多，以至於 



6.和 NATWA II 的互動： 比較具體的是這次的年中理事會邀請了三位

 
(b) 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  邱良媛邱良媛邱良媛邱良媛 

 七月參加 東南區夏令會和中西部夏令會

 

   (c) 祕書祕書祕書祕書  翁進治翁進治翁進治翁進治  

On 7-10-09 during TAC/EC (Taiwanese Association Conference/East Coast) cruise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announced that N

Obama").The letter was drafted by Jay Loo. So far we have collected more than 16,000 letters, and the 

letters are still coming. The letter campaign is a great success. Mr. Loo is contacting the Whit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how and where to deliver the letters to president Obama. I'll let everybody 

know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the letters.

 

On 9-12-09 I participated in the "UN for Taiwan" R

parade. Our president Sheyling Chang and a few Canadian friends drove all the way from Toronto to 

New York City. Hope one day Taiwan will be a member of the UN.

 

   On 9-25-09, I attended a meeting at the 

Formosa Betrayed:   toward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aiwan". 10

Betrayed" was shown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the city to watch the movie. The

Lin yi-shoung family tragedy and the shooting of the writer Chiang Nan in California around the 1980s  

 
   (d)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張月英張月英張月英張月英  (附件) 

 

區理事報告區理事報告區理事報告區理事報告 

 
(a) 東北區東北區東北區東北區  翁進治翁進治翁進治翁進治 

 (同上-祕書)  

         

(b)(b)(b)(b) 東南區東南區東南區東南區 王淑芬王淑芬王淑芬王淑芬 

我們這一區算是「地

廣人稀」，又沒有分

會，所以很難互相聯

繫。目前的「疆域」

涵蓋七州─喬治亞州

（GA），北卡羅來納州（NC），

密西西比州（MS），佛羅里達州

七十個會員。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比較具體的是這次的年中理事會邀請了三位 NATWA II

夏令會和中西部夏令會。 處於學習中。 

09 during TAC/EC (Taiwanese Association Conference/East Coast) cruise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announced that NATWA has sponsored an event  "10,000 letters to President 

Obama").The letter was drafted by Jay Loo. So far we have collected more than 16,000 letters, and the 

letters are still coming. The letter campaign is a great success. Mr. Loo is contacting the Whit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how and where to deliver the letters to president Obama. I'll let everybody 

know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the letters. 

09 I participated in the "UN for Taiwan" Rally in New York City. Many of 

parade. Our president Sheyling Chang and a few Canadian friends drove all the way from Toronto to 

New York City. Hope one day Taiwan will be a member of the UN. 

ttended a meeting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 Washington DC. The title was "Beyond 

Formosa Betrayed:   toward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aiwan". 10-10-09, 

own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in Philadelphia. A lot of us drove or took the train to 

the city to watch the movie. The story was a composite of the murder of Professor Chen Wen

shoung family tragedy and the shooting of the writer Chiang Nan in California around the 1980s  

 

），南卡羅來納州（SC），西維吉尼亞州

佛羅里達州（FL），其中密西西比州沒有會員，佛州最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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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II 來演講。 

09 during TAC/EC (Taiwanese Association Conference/East Coast) cruise to Mexico, Mr. Jay Loo, 

ATWA has sponsored an event  "10,000 letters to President 

Obama").The letter was drafted by Jay Loo. So far we have collected more than 16,000 letters, and the 

letters are still coming. The letter campaign is a great success. Mr. Loo is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how and where to deliver the letters to president Obama. I'll let everybody 

ally in New York City. Many of our sisters joined the 

parade. Our president Sheyling Chang and a few Canadian friends drove all the way from Toronto to 

DC. The title was "Beyond 

09, The movie "Formosa 

in Philadelphia. A lot of us drove or took the train to 

story was a composite of the murder of Professor Chen Wen-cheng, 

shoung family tragedy and the shooting of the writer Chiang Nan in California around the 1980s   

西維吉尼亞州（WV），田納西州（TN），

佛州最多會員，這一區共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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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一區姊妹的 e-mail 建了一個 Group Mailing List，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用 e-mail 通知及聯絡區內的

消息了。這大概也是我接了工作後，最大的「成就」。 

今年七月初時，我們沾了香梅姐的福氣，因為她受到美東南區同鄉會夏令營的邀請上台表演，我們

就去為他助陣，一起上台「伴唱」，也順便秀一下 NATWA 姊妹的美麗與能幹，那次有十多位姊妹

參加，副會長良媛與她的帥哥先生，還特別從聖路易城飛來參加，那次我們有非常成功的表演，希

望以後還有機會這樣「作秀」。 

      我很想多辦活動，但是很難找到一個理想的聚會點，又沒有分會的贊助，所以目前還在想辦法之中  

      。今年四月在亞特蘭大開年會，感謝陳智惠姊的號召，喬州多了很多位新會員，當時也有人提議就

趁此機會成立一個分會，但是並沒有得到祝福，也因為我沒有積極促成，因此沒有成立分會。還在

期待中… 

 

(c)(c)(c)(c)    中西部理事中西部理事中西部理事中西部理事 翁碧蘭翁碧蘭翁碧蘭翁碧蘭 

 連續三年來的年中理事會 我都有來，感謝阿英帶我照顧我， 連續三年訓練，我哥哥笑我是扶不起   

 的阿斗，只好 訓練再訓練  (天曉得我是來玩的)。  

 第一年理事也得過且過五個多月， 除了寄信摧繳會費， 目前正與密西根分會會長溫明亮商討如何   

 擴大舉辦年終聚會成中西部聯誼 ，到時將邀請中西部的分會會員及沒分會的會員一起來參加。  

 
    (d)(d)(d)(d) 南區理事南區理事南區理事南區理事 王明珠王明珠王明珠王明珠  

 六月二十七日，南區的姊妹們熱誠的歡迎前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女士來參加全美同鄉會南區夏令營，   

 我們也幫忙促銷她的著作及玉山週刊。 

 
 (e)(e)(e)(e) 西南區理事西南區理事西南區理事西南區理事 李碧娥李碧娥李碧娥李碧娥 

1.為 NATWA 的 Special Project 「簽署萬封信給 Obama總統」，收集到一百封以上的信，寄到   

    FAPA, Washington D.C. 。 

     2. 9月 27日參加南加分會，以 Team Taiwan 的名義參加 Race for the Cure，為乳癌研究來籌款，  

        並希望由此增加台灣的知名度。 

3. 西南區包括南加分會、San Diego分會、Arizona分會、Hawaii分會及 Nevada州。會費由分會會長 

來負責收，我會儘量擔任總會與分會的橋樑，鼓勵分會儘量來參與總會的 "Special Activities /       

 Programs".，譬如：台灣學童協助基金、Book Project、Team Taiwan Race for the Cure等等，並鼓  

 勵分會多多邀請 Speaker Bureau的講員到分會演講。 

4. 希望建立西南區 e-mail的通訊網，以後可常 與西南區會員聯繫。 

 
 (f)(f)(f)(f)    西北區西北區西北區西北區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陳桂蘭陳桂蘭陳桂蘭陳桂蘭                                                                                                                                                                                        

以 email 催繳 2009 年會費，並在郵寄通訊時，同時再附信催繳，得到一些反應，希望西北區未繳

會費者，繼續繳交，才不會失去聯絡。 

北加州分會在會長張雅美的催繳下，已有 110 人繳交，成績很好，為期不失去未繳會費的會員，

仍在催繳中。北加州分會在雅美會長的領導下，已列出整年度的活動和聚會時間表，可預見成果。 

 



    6.6.6.6. 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小組長報告小組長報告小組長報告小組長報告    

                    分會長報告分會長報告分會長報告分會長報告    

    

(a)(a)(a)(a) ArizonArizonArizonArizonaaaa 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        高心美高心美高心美高心美 

2001 年歲末搬到 Arizona 來，本意是來養老的

上 VP 寶座。雖然我力陳自己是隻候鳥

五月上任後，第一件事是認識這群姐妹

組成新年度團隊，討論新年度活動計畫

接著就是與陳香梅姐妹敲定來訪日期

學台灣研究社的陳姿憓姐妹商討向學校租用場地

New  Jersey 的老巢避暑去了。  

夏日期 間，幸有芳美姐坐鎮 Arizona

同鄉會合作，邀請我們第二代的蘇醫師主講心臟疾病預防

Phoenix 的 South  Mountain 山上共賞明月

Karaoke、台灣菜、悅目夜景…

 
(b) 北加州分會長北加州分會長北加州分會長北加州分會長  張雅美張雅美張雅美張雅美   (見分會報導

 
(c) 南加州分南加州分南加州分南加州分會長會長會長會長  黃美琇黃美琇黃美琇黃美琇 

     洛杉磯是所有分會裏最多活動的一個城市

我 們  有近七十個台灣人的社團

和各社團的互動，如幫忙 check

待會、參與遊行…..。分會今年以加強會員

聯誼並鼓勵會員參與總會活動，

失多年的章程重新整理出來為主要目標

今年已舉行的活動有一日遊、排舞示範

Team Taiwan為乳癌競走等。 十二月五日

也將有美姿、美儀講座。 明年二月將舉

新會員來加入我們的陣容。 

(d) Great San Diego 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分會長  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

• GSD annual meeting 3/21/09 held at a Garden Party lovely

• Attend DPP President Dr. Tsai’s visit and lecture at the San Diego Taiwan Center 5/9/09 as co

• Participate during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iwanese Food Fair and

at 5/16/09  

Planned activities; 

• Team Taiwan 11/1/09  

•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oject: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本意是來養老的，未料 Arizona 姐妹認為我還有剩餘價值

雖然我力陳自己是隻候鳥，夏日歸回 New  Jersey，卻未被採納

第一件事是認識這群姐妹，於是在母親節前的星期六在我家聚餐

討論新年度活動計畫，報告財務狀況。會後並向每位會員發出第一封

接著就是與陳香梅姐妹敲定來訪日期，到 NATWA 網路下載演講局申請單寄給賢敬姐

學台灣研究社的陳姿憓姐妹商討向學校租用場地。一切安排完畢，五月底就放心北歸我在

 

Arizona，她是回鍋會長，駕輕就熟，有她主理我非常安心

邀請我們第二代的蘇醫師主講心臟疾病預防。十月初中秋節也與同鄉會攜手同慶

山上共賞明月。當晚天高氣爽，夜空明淨，Phoenix

…真是快樂時光。 

見分會報導) 

洛杉磯是所有分會裏最多活動的一個城市。 

有近七十個台灣人的社團，所以除了

check-in、記者招

分會今年以加強會員

，重新把流

失多年的章程重新整理出來為主要目標。 

排舞示範、

十二月五日

明年二月將舉辦一個如 Iron Chef的創意烹餁比賽

 
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 

GSD annual meeting 3/21/09 held at a Garden Party lovely program with new member recruitment.

Attend DPP President Dr. Tsai’s visit and lecture at the San Diego Taiwan Center 5/9/09 as co

Participate during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iwanese Food Fair and

 Store Front (teenage shelter) Christma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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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認為我還有剩餘價值，硬把我選

卻未被採納，這群姐妹可真難纏。 

於是在母親節前的星期六在我家聚餐。聯歡之餘也辦正事，

會後並向每位會員發出第一封 Newsletter. 

網路下載演講局申請單寄給賢敬姐，並與州立大 

五月底就放心北歸我在

有她主理我非常安心。九月間與

十月初中秋節也與同鄉會攜手同慶，在

Phoenix 夜景燦爛。月餅、

比賽。 目前已經有 30位

program with new member recruitment. 

Attend DPP President Dr. Tsai’s visit and lecture at the San Diego Taiwan Center 5/9/09 as co-host. 

Participate during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iwanese Food Fair and represent NATWA GSD 

Store Front (teenage shelter) Christma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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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Library Project: Introduction and Exhibition of Taiwan Culture 01/10.

• New Year’s member get-together party.

 

(e) 底特律分會長底特律分會長底特律分會長底特律分會長 溫明亮溫明亮溫明亮溫明亮 

1. 6/5/09 Scholarship – 2 senior each $250.00 
    Hazel Park High School   
2. 7/1/09 趙天麟在 Novi 演講  

   3. 7/11/09 Kensington Park 賞鳥  

4. 9/5/09 Holly烤肉，土窯地瓜，

共有 61位會員，其中 47位是舊會員

    (f)(f)(f)(f)    路州分會長路州分會長路州分會長路州分會長        吳富美吳富美吳富美吳富美                                                                                    

 5/31 健康講座:The Incredible Human Machine(

教會舉行.    

6/17 黄石公園旅遊, 有十五位同鄉姊妹

參加.    

6/30 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教授

講    

7/5 名政論家曹長青先生莅臨演講

7/20 手工藝 - 絲襪胸花 (吳美瑢教導

8/29  “下午茶時間”, “講講你美麗的人

生”, 也有卡拉 OK, 跳舞或運動. (

姊妹提供她美麗的場所)    

9/25 露營和 Tubing. 

 
(g) 紐澤西紐澤西紐澤西紐澤西分會副會長分會副會長分會副會長分會副會長  莊秋芬代莊秋芬代莊秋芬代莊秋芬代 

 1. On 4/4,the NATWA-NJ Chapter help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aiwanese

"Taiwan Day" activity.  The NJ sisters prepared traditional Taiwanese dishes

their friends from several universities at nearby

     Because the "Taiwan Day" activity followed the

Constitution Hall, Philadelphia to commemorate 30th anniversary

fresh flower arrangement from the previous day ceremony.

The NJ Chair person Yueh-ling Hsieh encouraged PTS members come

The detail of PTS activity has been reported by Yueh

Taiwan Tribune No. 2247.  
 

2.  On 4/25, the NJ Chapter president Yueh

for one year from May 1, 2008 to April 30 2009,

Lin has generously offers her beautiful big

 

Community Library Project: Introduction and Exhibition of Taiwan Culture 01/10.

together party. 

2 senior each $250.00 –   

，園藝創作–臺灣地圖，採梨子。                                                     

位是舊會員，11位新會員，另有三位永久會員。

                                                                                        

:The Incredible Human Machine(羅榮德主講); 減壓運動

十五位同鄉姊妹

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教授莅臨演

臨演講.    

吳美瑢教導).    

講講你美麗的人

(莊錦美

NJ Chapter help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aiwanese Society (PTS)

The NJ sisters prepared traditional Taiwanese dishes for the U Penn s

several universities at nearby areas to enjoy.  

activity followed the day of  "2009 March for Taiwan" (held on 4/3 at 

Constitution Hall, Philadelphia to commemorate 3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Relation Ac

arrangement from the previous day ceremony. 

ling Hsieh encouraged PTS members come to joint our NATWA

The detail of PTS activity has been reported by Yueh-ling Hsieh and published in a Weekly New

On 4/25, the NJ Chapter president Yueh-ling Hsieh has wrapped up her tasks of serving as a chair person 

for one year from May 1, 2008 to April 30 2009, and give the duty to Yue-yeh Chang.

rously offers her beautiful big house for the event and luncheon party. There were 14 

Community Library Project: Introduction and Exhibition of Taiwan Culture 01/10. 

                                                       

。 

減壓運動 (吳富美主持).在台福

Society (PTS) to hold a 

for the U Penn students and 

"2009 March for Taiwan" (held on 4/3 at 

of Taiwan Relation Act), PTS got a big 

to joint our NATWA-II.  

in a Weekly Newspaper, 

ling Hsieh has wrapped up her tasks of serving as a chair person 

yeh Chang.  Our member Shwu 

house for the event and luncheon party. There we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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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participated.  After lunch, Shwu Lin guided us to the famous sculpture garden  "Grounds for 

Sculpture" to see the beautiful outdoor art gallery. This sculpture garden encompassed 18-acre 

land, and displays more them 220 art work. The sculpture garden is one of the wonderful places that 

New Jersey is proud to present to people visiting here. 

 

 3. On 8/1, at the summer picnic, TAA-NJ invited NATWA-NJ to present the story of Book Project.  Monica 

Hsieh, a core volunteer of the project talked about the background and mission of the project to 120 

participants; the object of the project is to send English children's books to public schools in remote 

villages of Taiwan where resources for acquiring English children's book is very limited. The speaker 

show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five-year operation; 170,000 book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250 

elementary school recipients.  We encourage more people come ou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aningful 

volunteer work. 

 

 4. On 10/4, our chapter jointed Team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Race for the Cure of New Jersey. After 3-mile-  

     walk,  many sisters extended activity, went to an orchard farm to enjoy fresh fruits picking.   Everyone had a   

     healthy fun day. 

  

(h )紐約分會長紐約分會長紐約分會長紐約分會長 蔡淑惠蔡淑惠蔡淑惠蔡淑惠 (見分會報導)   

 

(i) 俄亥俄州分會長俄亥俄州分會長俄亥俄州分會長俄亥俄州分會長  潘賢敬潘賢敬潘賢敬潘賢敬 

Ohio在 2001年成立分會，現在每個月都辦一次活動，感謝張淑珍姊催繳會費，成果很不錯。淑珍

姊也開辦用手工做棉帽的活動，做了 50頂送給癌症患者。也參觀州長的家，並請了警察來教如何

自衛及安全措施。另外也到醫院裏做拼布，做好的成品也是送給化療後的患者。 

 
(j)  聖路易士分會副會長聖路易士分會副會長聖路易士分會副會長聖路易士分會副會長  簡雁齡代簡雁齡代簡雁齡代簡雁齡代 

   St. Louis分會的氣氛很好，五月時有 Race for the Cure的活動，九月有盆栽講座，十月則是有關心

臟方面的演講，風評非常的好。我是明年分會的會長，良媛是總會長，2011年歡迎大家來 St. 

Louis參加年會。 

 
(k) 多倫多分會長多倫多分會長多倫多分會長多倫多分會長  戴妙姝戴妙姝戴妙姝戴妙姝 

今年 Toronto共有 88位會員，今年的主

題是「Toronto－Fun, Fun, Fun」，因明

年的年會須本地的姊妺一起來幫忙，所

以今年需辦一些活動，讓姊妹們來參與。 

• 4/25 到 Herbal Garden 參觀。 

• 5/16 參加 Heritage Day Fundraising，

想賺一些錢，準備明年年會之用。 

• 5/24 參加慈濟的 Chartable 

Fundraising，和其他社團互相交流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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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辦 Toronto Historic Downtown Walk， 免費又健身。在點心擔上有寫文章介紹。 

• 8/24-28辦「舞蹈研習營」，每天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我們共學了三個舞曲，明年請來看我

們的表演。 

• 9/12 參加「Race for the Cure」的活動。 

• 9/19 參與「為台灣莫拉克颱風災區募款餐會」的活動，約有四百多人，也有其他亞洲少數民

族來參加。 

 
(l ) 溫哥華分會長溫哥華分會長溫哥華分會長溫哥華分會長 廖純如廖純如廖純如廖純如：(見分會報導) 

 

小組組長報告小組組長報告小組組長報告小組組長報告 
 
基金組基金組基金組基金組 潘賢敬潘賢敬潘賢敬潘賢敬 

NATWA 的 Fund有二個；一是傅康平 Fund，從今年四月一日到九月三十曰，成長了 27%，賺了

$3,700.00元。另外 NATWA  Account 這半年來也有 18%的成長，賺了$37,000.00。 

今年也將 Restricted Fund，一些現任會長不能動用的錢從會長的 Operation Account移出，在銀行另外

成立 NATWA Operation Fund Account，至目前還有約二萬八千元。NATWA 的基金就放在這裏面，

NATWA 的獎學金、社區服務、分會副會長及區理事參加年中理事會的一百元補助金及邀請講員、

分會的獎學金等都由此支出。 

Restricted Fund是指以前會長所留下的錢，有設立不同的 Fund，做特定的用途。這包括： 

NATWA II 的 Operation Fund：是 NATWA II 她們募來的錢及有人樂捐給她們的錢，目前剩$6,737.00，

是用於行政開銷。 

NATWA II 的 Conference Fund：這是葉明霞前會長將任內年會時所剩餘的錢給 NATWA II 的成員做

為獎學金來參加年會，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目前剩一萬八千元。 

Team Taiwan Fund：是葉寶桂前會長將任內年會時所剩餘的錢，經理事會通過，給參加 Race for the 

Cure的會員，每人補助五元。目前剩一千九百元。 

Akron Fund：是多年前中西部贊助王雅惠在 Ohio辦音樂會所剩的錢，目前尚餘四千元。 

This money was approved by the board to finance a scholarship program in Taiwan run by Ms. Ellen Huang. 

FOTWA Fund：是福大 (國外台灣婦女聯合會) 每次辦會的錢。 

NGO：是柯翠園時所設立的，目前並無運作。 

 
開源組開源組開源組開源組 黃美琇黃美琇黃美琇黃美琇 

今年由於我身兼二職(南加州南一中南女中校友會及婦女會南加分會會長)，所以雖然經濟蕭條，很多

公司關門，我還能靠我的一點點關係拉了 25頁廣告，算很幸運，也要謝謝 NATWA 忠心支持者的繼

續 support。 

 
史料組史料組史料組史料組 李芬芬李芬芬李芬芬李芬芬                     

自認參加 NATWA 十七年，是個老古董，又可再次參與工作，很高興。看到以往的照片，每位姊妺都

是那麼美麗。NATWA 是個偉大的組織，我的目標是將過去的相片、Video 等整理好，使我們的記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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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下來，不至流失掉。並希望能做個 DVD，將過去的會長在她們任內最精彩的部份整理出來，呈現

NATWA 這二十多年來的成長，以 NATWA 為榮。下屆則將整理過去所通過的章程。 

 
會員組會員組會員組會員組 組長廖愛華組長廖愛華組長廖愛華組長廖愛華缺席缺席缺席缺席，，，，張月英代張月英代張月英代張月英代 

今年我學了很多，目前要做 Update的工作也很快。分會長及區理事可以到 Date Base看有多少成員。

分會繳會費時，照理要先全數交，再由總會退每人八元給分會，但很多分會都直接扣除，所以不知

那個分會尚未收到退費？(月英已問出是 AZ 分會) 

 
提名組提名組提名組提名組 顏淑華顏淑華顏淑華顏淑華                     

提名組的工作是希望能提名較好的區理事及副會長。在 Atlanta年會時，提名組成員有由卸任的會長選

出陳敏麗、陳麗華 (因事不能來，由翁照美遞補) 、歐春美、翁碧蘭，再加上 2010年的區理事翁進治、

王明珠、李碧娥、楊玉萍及我共九人。但此次楊玉萍缺席，所以只有 90%的出席率。非常感謝這次來

參加的提名組組員，希望能完成大家交待的重大的責任。 

 
選選選選擧擧擧擧組組組組 林瑟玲林瑟玲林瑟玲林瑟玲 

要等提名組作業程序完成後，明年一月一日才正式做選務組的事。 
 

網頁組網頁組網頁組網頁組 歐春美歐春美歐春美歐春美 

請上 NATWA.COM 網站，上面的 Home Page都有最新的消息。在 Organization裏則有各個理幹事及

活動負責人的相片，先看看相片，下次見面就會覺得很熟絡。現設有 Photo Galley及 Art Galley，您

們若有相片或作品，可以 e-mail給我，我可放在網上。在網頁左旁，也有姊妹們的部落格，目前有

楊遠薰及王淑芬，若您想將您的部落格放上，請和我連絡  natwaweb@gmail.com 

 
獎學金組組長獎學金組組長獎學金組組長獎學金組組長 朱祝卿缺席朱祝卿缺席朱祝卿缺席朱祝卿缺席，，，，陳敏麗代陳敏麗代陳敏麗代陳敏麗代 

這次傅康平獎學金得主是 Mark Lee 及及及及 Erica Ling，這兩人在夏天都有參加台美公民協會的 Internship，

目前他們的 Report尚未收到，等收到後，會將獎學金的支票寄給他們。至於明年將在 Toronto舉行年

會時所頒發的 NATWA 的獎學金，會在十二月開始進行。 

 
聯手組聯手組聯手組聯手組    曾曾曾曾暎暎暎暎貴貴貴貴  

目前已做的主要的工作是在九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曰於阿根廷世台會時，和福大(Federation of Overseas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合辦一個座談會，並邀請周清玉女土演講「台灣婦仁人的奮鬥」。 

  
月曆製作組月曆製作組月曆製作組月曆製作組 李淑櫻李淑櫻李淑櫻李淑櫻 

月曆已出爐，感謝大家這兩年來的支持與包容。明年年中理事會的日期應是十月二十一曰開始，請

改正。今年月曆的持色是採用台灣特有的昆蟲，非常可愛。拜託大家在訂購單上寫上您們的名字及

數量，多多採購。另外，我也將這份袋子，裏面是這兩年來所製作月曆的資訊及注意事項，請良媛

轉交給下屆承擔月曆製作組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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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曆業務組月曆業務組月曆業務組月曆業務組 翁淑鐶翁淑鐶翁淑鐶翁淑鐶 

拜託、拜託、再拜託，請大家再支持今年的月曆。就是因為有月曆的收入，NATWA 才可以有這麼

多的 Project及 Program可以完成，希望我們所得到的那麼多資金，可以運用到以後的用途。 

 
文化組文化組文化組文化組 張淑珍張淑珍張淑珍張淑珍                     

以前做過三屆的文化組組員，現在是組長，有想到要做甚麼。因 Ohio 做布袋戲的演出已有六年的歷史，

所以六月時，Boston地區的吳美芬來電，說，想在 Festival表演及推廣布袋戲，所以我將很多的資料及

我們曾表演過的四個節目的 CD 寄給她們。若其他分會有興趣，可以和我連絡。 

 
出版組出版組出版組出版組 陳香梅陳香梅陳香梅陳香梅 

有幾位姐妹打電話和 email來提及很喜歡「懷念的台灣菜」這本食譜，因現已無存貨；我和發行的北

加州現任會長雅美談起，她說北加州將計劃再出版精美版，我們期待著。  

下期的聯誼通訊由我編輯，請大家在十一月底前，將您們的手稿/報告/記錄用 email寄給我。 

 
關懷組關懷組關懷組關懷組 呂秋宏呂秋宏呂秋宏呂秋宏 

今年我做關懷組的感覺是被人關懷，溫暖滿滿。五月初一開始迄今已寄出五張卡片。這些卡片是淑

櫻姊在上次年會時所教的，這卡片可以讓我非常簡單的就表達出心意。上面有蝴蝶，有的我會寫上：

這是我們姊妺所製做的，代表我們的關懷，您就像蝴蝶展一下翅，自由自在。另外我要提的是關懷

組另外一個專案，就是對於 88水災，我們有成立持別小組，請各位理事、分會長、各組長在參加活

動時，請大家再繼續捐款。我們也可以經由 TSAF的管道，向台灣救災。捐款請寄給張月英。 

 

D. 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 
 
(a) 捐書回台莊秋芬捐書回台莊秋芬捐書回台莊秋芬捐書回台莊秋芬 

這個計劃是由楊美麗給賴淑娟五千元開始，現在已經做了五年，制度也已建立。目前每月送出二

批書，每批約一千五百本，共有二百五十個單位可以收到書。在分類收集裝箱時，很花時間，但

我們都很盡力的在做。大部份的募款都由淑娟在做，前十八個月的記錄，收入有二萬一千三百四

十九元，其中一千六百元是 NATWA 給的 Support，我們用這一千六百元印 NATWA Logo 的貼紙，

貼在紙箱上以用來宣傳 NATWA。我們估計每年要給船公司一萬五千元的運費，是最貴的支出。

每批須六百元的費用，這是包括運輸公司派車

來拿書後，可能先放在倉庫，再送上船運至台

灣，報關後再通知分配中心領書，領完書送至

學校，我們等學校寄來收據，確認已拿到書之

後，有了 Invoice才付錢給船公司。我在零八年

回台時，有看了十五間接受捐書的單位。想知

道詳情，可以上 NATWA 的網站或請來和我交

換意見，也希望 NATWA 能繼續贊助，讓

NATWA 也參與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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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ATWA II - Joann Lo 

Another item we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all --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su-Ann came back from Taiwan to 

LA for a little bit and we had a meeting with some of 

the more active NATWA 2 members and talked about 

the status of NATWA 2.  I'm sorry I didn't bring enough 

copies of the report.   

Just to review for everyone, we created NATWA 2 to 

establish a network for 1.5 and 2nd generation women  

to cultivate and promote their talents and to preserve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aiwanese 

American/Canadian identities.                 

NATWA 2 is currently a special project of one of the NATWA committees and we're governed by a 

committee of three NATWA officers —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current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

elect — and five NATWA 2 members.   

Out of our meeting we want to suggest for the future that NATWA considers making NATWA 2 one of the 

NATWA committees, instead of NATWA 2 being its own chapter, because we're only just starting to recruit 

NATWA 2 members to become members of NATWA.  We don't feel we're strong enough to be a chapter on 

our own, but we also want to encourage NATWA 2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WA chapters that already exist, 

and we're open in the futu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NATWA 2 chapters in certain geographic areas.    

By being one of the NATWA committees, it will give us more time to develop membership and our 

program.   We think we can have a set budget for our various tasks and our programs for NATWA 2.  We 

believe being one of the NATWA committees will give us a formal status and also more flexibility as we 

continue to grow. 
 

 Tinna Chung, (the NATWA II intern )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basically just manage the website for NATWA 2 and put up together the 

newsletters.  I think there are two newsletters that we put together each year. 

I think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focus on getting more events -- to meet more often so we can get our 

members to meet each other and talk together.  We're also focusing on fundraisers. 

I'm also planning to help out with the annual convention coming up in April.   

 
(c)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學學學學童協助基金童協助基金童協助基金童協助基金(TSAF)(TSAF)(TSAF)(TSAF)    林美華代葉錦如林美華代葉錦如林美華代葉錦如林美華代葉錦如 

這個計劃是 2000年為協助台灣 921地震災區的學童成立的，原則上是協助台灣的中、小學生。資

金則由善心姊妹們樂捐，台灣埔里水秀女獅會協助規劃。到現在總共募到美金十三萬多，已發出

十二萭七千元，今年匯出美金二萬元，目前約剩美金六千六百元。發放的地區，大部份集中在中

部、南部，今年則移至 88 水災的地區。小學生每人台幣二千元，初中及高中生則每人台幣三千元。

匯錢回台灣有拋磚引玉的功能，台灣獅子會也捐贈錢給這個計劃。非常感謝姊妹們的愛心，也請

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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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心擔點心擔點心擔點心擔  陳桂蘭陳桂蘭陳桂蘭陳桂蘭 

點心擔的文章在公論報有刊登，歐春美也將它放在 NATWA 的網站。一年需五十篇的稿，每位區

理事負責邀稿三篇，每個分會長則負責邀稿二篇。請大家支持並拜託大家繼續寫，若不會打字，我

可以當打字小姐代打。請大家繼續支持。來稿請寄﹕kweilanc@gmail.com。想閱讀已刊登過的文章，

請到 www.natwa.com column 網頁。 

 

(e)Team Taiwan (Race for the Cure) 葉寶桂葉寶桂葉寶桂葉寶桂    

我將 2004 年的年會所剩下的錢，撥出五千元給 Team Taiwan Fund，鼓勵有會員地區的會員參加

Race for the Cure 的活動。各地區或分會可得到每人有五元的 Rebate，只要 e-mail 給我其中 NATWA

會員參加者的名單及二、三張會員參加活動時所照的相片即可，我會將它放在網站，另外也會告

之財務負責人潘賢敬，請她寄支票給您們。 

 

7.7.7.7.    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各項計劃或活動報告    

     Spe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2008 Financial Report" 

 A special committee was appointed during the 2009 annual conference to review the 2008 financial 

report. Th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Vivian Fu, Mei Tsai, Shang-Jing Pan, Darice Lee and Nora Tsay.  

The report presented by Nora during the 10/09 mid-year conference wa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Darice.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net loss of year 2007-2008 was ($2,111.210).        

It was later found that an amount of $6,299.06 was mis-classified.  The correction of this amount 

resulted in a net income of $4,187.85 for the year.  Darice later said that an amount of $250 should be 

paid back to her.  As a result, the net income for year 2007-2008 should be $3,937.85. 

 

 8.8.8.8.    上次會議未決事項上次會議未決事項上次會議未決事項上次會議未決事項    

 (a) 葉錦如于 2009 年的年會時建議成立小組，研究我們章程中第 8 條第 1 項〝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

決策機構〞，此條是否對所有決策皆有效。原本要在這次理事會中討論，因錦如缺席，所以全數

通過，等明年錦如來參加開會時，再請她說明。 

 

(b) 制定〝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NATWA President〞：林郁子于 2009 年的年會時的建議，因吳美芬請

辭， 所以至今尚未開始運作。在此次年中理事會中，郁子再下提議，授權由會長指派五個成員成

立一個委員會，研究會長需 pass on 的事項，讓以後接任的會長更容易繼續其工作。表決結果，全

數通過。 

      陳麗英更提議：成立這個委員會，不只是制作 Operating Guidelines，也應對會長、副會長、小組長、

全體的理幹事等，制定簡單的 Job Duty and Job Description。表決結果，全數通過。 

      葉明霞提出修正案：這個委員會，應在下次理事會時，要有 Recommendation and Report 

     ，提出 Premiere  draft。表決結果，多數贊成通過。 

 

9. 新提案新提案新提案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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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 Project：莊秋芬提出 

    1.  $1600 annually to buy materials for packing 52,000 books to send to Taiwan. 

 2.  90 NATWA Calendars, no charge to the book project, for the books donor libraries. The name of 

calendar recipients will be provided later. Unused portion will be returned to NATWA HQ. 

          結果：理事會接受這份新提案，但根據 09年大會的決議，凡是有關金錢方面的提案，都須交由會

員大會決定。 

 
(b) Atlanta Fund：顏淑華提出 

     因有很多姊妺參加在 Atlanta的年會，所以有盈餘約$9,563.19，將給第二十二屆及二十三屆會長各

$3,000.00，剩餘的做為台灣莫拉克颱風救災之用。 

    結果：理事會接受這份新提案，但根據 09年大會的決議，凡是有關金錢方面的提案，都須交由會

員大會決定。 
 

(c) NATWA II’s status at NATWA：

慈安提出 

決定等明年大會時再討論。 
 

10. 臨時動議：無。 
 

11. 主席宣佈散會。 
 

 

 NATWA  year of 2009 Budget And Actual  10/14/2009 

Revenue     

   Membership fee (800*20 + 50*20)  $    17,000.00       $ 19,010.00    

     Return to local chapter (600*8)  $     (4,800.00)      $  (5,680.00)   

   Net Membership fee    $12,200.00       $   13,330.00  

   Interest Income     $       50.00       $              -    

   Fund-raising             

       Advertisement        $  6,500.00       $     8,420.00  

       General Donation       $  3,800.00       $        900.00  

                               
    NATWA Fund      $  8,850.00       $              -    

Total Revenue    $31,400.00       $ 22,650.00  
        
Taiwan 88 Typhoon Donation      $             -         $   5,101.31  
       

Expenditure     

  Allocate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President  $         2,000.00        $        388.17  
     President-elect  $            800.00         
     Regional Directors (200*7)  $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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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美 
 

5月2日 我接任新會長職務, 謝謝您們支持. 報

告一下我們的新團隊. 楊秀端是副會長, 林美華

及陳尚美續任理事一年, 新任三位理事任期兩年: 

林美玲從東灣出來, 廖碧玉代表中半島, 葉千秋

是東南灣, 還有王靜慧是新財務, 徐麗芬是秘書, 

這幾位姐妹都很熱心, 希望能替大家好好服務.   
 

5月9日 台灣文化節在舊金山聯合廣場舉行. 

NATWA的茶藝館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駐足點. 每一

年我們在現場泡製三千杯以上的烏龍茶, 茶的清

香甘醇, 令人回味無窮, 很多白人會來問說茶在

那裡買. 今年的裝飾很別緻, 是Green concept, 

我們利用裝茶葉的容器來裝飾我們的TENT.  
 

 
 
6月19日 我們為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 也是

NATWA的催生婆, 舉辦一場演講會. 她們一群人

來的目地是希望能借媒體, 玉山週報, 推廣她的

理念. 當晚參加的聽眾超過一百五十人.  
 

7月25日 我們舉辨郊外踏青, 去欣賞蘭花及草莓. 

當天風和日麗, 一部遊覽車坐得滿滿的, 帶著我

們姐妹們往郊外走, 一路上有說有笑, 大家在一

起很開心, 飯後往後面的小山坡登高望遠, 呼吸

新鮮空氣, 舒展筋骨, 重新回憶起兒時遠足的快

樂. 很多姐妹們採購蘭花和草莓滿載而歸. 
 

 
 

9月19日 舉辦美化人生, 悅己悅人演講會. 目地

是學習如何分析和瞭解自己體型及選擇適當的衣

著, 以展現自己的優點及隱藏自己的短處. 姐妹

們踴躍參與, 排長龍等著被品頭論足. 當我們自

己快樂的時候, 周圍的人也跟著我們快樂, 妳看

這有多重要!  
 

 
 

9月27日 Race for the Cure Race for the Cure Race for the Cure Race for the Cure 在舊金山

Embarcadero 廣場舉行, 北加州 NATWA 是Team 

Taiwan 的重要成員, 己經參加很多年, 今年也

不例外. 我們NATWA姐妹有十五人參加. 謝謝您

們的參與. 5 mile un-timed walk 是很愉快的

延著舊金山灣的慢步運動, 風景優美, 空氣新鮮. 

在終點還有點心供應. 每一位登記參加的成員都

會收到一件Official Ｔ恤衫. 乳癌對婦女生命

的影響很深很廣. 我們怎麼能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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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報告: : : :  

 奈美和信一繼績在治療及恢復中, 請大家為

他們祈禱祝福.  

 台美人為Alameda County Library 

Foundation籌款. 很多鄉會及各人參入這項有意

義的活動, 婦女會捐獻$700美元. 總籌款額達近

美金五萬元, 這高額使台美人有資格將台灣

TAIWANTAIWANTAIWANTAIWAN的名刻在前門進口的石碑上. 這顯示台

美人參與Alameda County及對美國主流社會的貢

獻. 這是永恆的記錄, 是不能被磨洗掉的. 吳春

紅姐妹是這項活動的推動人.  

 恭喜曾寶鑫姐妹升格為新婆婆, 兩個兒子今

年在7月及9月結婚. 她忙得不亦樂乎. 
  

歡迎新會員: : : :  

蘇金芬, 林恭美, 陳美珠, 張蜜妹, 洪麗茹,  

葉金花, 葉彩蘭, 余月秀, 蔡淑子, 吳麗雪,  

陳淑嬌 

歡迎重新歸隊的會員: : : :  

林瑞惠, 李明瑱  
 

謝謝NATWA 姐妹們這六個月的參與和支持. 時光

易逝, 名利無常, 只有親情和友情永在. 希望我

們能在NATWA 的園地裡互相切磋, 鼓勵和成長, 

我們的友情永遠美麗和溫馨.  

 
林玉葉林玉葉林玉葉林玉葉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澤西分會於 11月 14 日在中

澤西中部的海鮮餐廳舉辦秋季會員聚餐及專題演

講會。當日近 40餘人參加。首先林玉葉會長介

紹今年分會所舉辦過的數項活動，以及討論今年

冬天在當地 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 Army 的 Soup Kitchen 

義工計畫。接着由莊秋芬副會長陳述她今年參加

NATWA 年中理事會的感想。最後再由鍾寶梅姊妹

以她多年管理金融財務業務心得對“社會安全福

利金”作重點說明，內容涵蓋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的計算方法，生活指數的調

整，以及申請時間點的重要性，配偶的福利金及

如何減少福利金的扣稅方式 等等。 最值得提的

是如何好好利用 2010 年美國政府特准人民無條

件的將 IRA 或 401K 轉成 Roth IRA 來減少退休後

的 Taxable Income, 由此促進退休後的收入。 
 

在短短一小時的演講，很多人踴躍發問，討論非

常熱烈，算是十分實惠的演講會。由於演講的主

題是許多 Baby Boomers 最關心的退休規劃之一 

，很多姐妹們携带配偶， 朋友來共享午餐， 順

便叙舊。午餐會在下午 3點半圓满。許多人還意

猶未盡， 建議婦女會未來多多邀請專員們來演

講對 Will 或 Trust 做專業上的介绍， 同時也

期待大家不久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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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珠 

 

七月：在會長李燕珠家欣賞電影( Peaceful 

Warrior ) 及討論觀賞心得。 

八月：和同鄉會共同邀請台大藝術史研究所陳芳

妹教授（杜正勝夫人），演講「臺灣的移民史詩

-從淡水的一座廟鄞山寺談起」。 

九月：會員九人參加 Team Taiwan，為 Susan 

Koman 抗癌基金會募款健走。 

十一月：烹飪教學示範。會員林青棻及先生高健

元，教日式蕎麥涼麵及辣椒花生小魚。黃畹清教

涼拌洋蔥及醬漬花瓜。課後並在李燕珠家享受其

他美食。 

 

 
 

除此，五月起分會的社區服務活動也開始進行

「關懷出征美軍」的寫信和郵寄包裹計劃。每月

一次由會員輪流採購，在會長李燕珠家包裝，大

家也藉機聯誼。此活動已持續八個月。 

 

 

 
廖純如 

 
1.  2009 年 6 月 23 日呂秀蓮前副總統來溫哥華

十多位姊妹們與她共聚後，決定要成立美洲

台灣婦女會溫哥華分會。 
 

2.  2009 年 8 月 18 日經總會會長通過溫哥華分

會可以正式成立。 
 

3.  我們加入大溫哥華台灣僑界八八水災賑災委

員會及參與募款活動，我們的會員募到

$2,750.00 由基督長老教會世界救援組織轉

回台灣。 
 

4.   20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正式成立北美洲

台灣婦女會溫哥華分會，訂定分會章程並選

出會長廖純如、副會長陳美良、祕書長張幼

雯、財務長林陳秀子、文書組長許慧珠、活

動組長鐘淑汝 ; 一位新會員及一位永久會加

入，會員共 16 人。 
 

5.   2009 年 11 月 7 日中午住 Richmond 的會員

聚會，討論如何回饋主流社會，兩位會員各

捐 $500.00 給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用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溫哥華分

會的名譽發信代為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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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惠 

 

* 為台灣而走（March For Taiwan）活動: 到華

盛頓Ｄ.Ｃ為台灣關係法二十周年紀念健行。

NATWA NY 熱心姊妹特別擔任活動義工，全力贊

助支持這項活動。                            

* 5/17/09: 每年五月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舉辦

Passport to Taiwan 活動，來慶祝台美人傳統

週。NATWA NY 也熱心參與。                                     

* 6/18/09: 美東美西海外鄉親社團同步發起抗

議台灣司法界不公不義、人權退步。時值阿扁前

總統被扣留 200 天，台美人遙望故鄉。NATWA NY 

共襄盛舉參加記者會，佩戴「阿扁加油！台灣加

油」的黃彩帶。                                   

＊6/28/09: 前副總統呂秀蓮蒞臨紐約，她費心

為台灣本土發聲，創辦玉山午報和週報。此次在

紐約舉辦餐會和說明會，請海內外台灣人響應贊

助。呂前副總統為 NATWA 創始人之一。   * 

7/18/09: 民進黨副主委黃慶林、政治評論家金

恆煒、教授蔡丁貴聯合至會館演講，NATWA 也發

起每一人一封信簽名聯署給美國總統歐巴馬。當

場有一百多位聯署簽名。                    

* 7/25/09: 紐約分會特別舉辦長島 Greenport 

Village 夏日風光明媚旅遊。乘長島 175 週年紀

念火車，清早八點出發到傍晚八點回原地。    

* 8/11/09: 為了救援台灣的風災，大紐約地區

的台灣人社團舉辦聯合募款晚會。NATWA NY 也

認購，全力支持，NY分會募到$3600 並交予台灣

會館。9月 6日各社團又聯合舉辦 88水災義賣

活動，姊妹也提供物品參與義賣。                                     

* 8/26/09: 大紐約區各社團聯合舉辦廖港民大

使的歡送晚宴，紐約分會的姊妹也踴躍參加。  

九月初，NATWA 試辦手刊名冊，為節省郵寄費

用，特別花時間以電話連絡住在紐約皇后區的四

十位姊妹，請大家來會館拿。住得較遠的人，例

如長島等，再郵寄過去。雖節省開銷，但對主事

人來說相當費時費力，希望明年能有更好的安

排。                            

*9/12/09: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活動，今年的遊

行主題為 Keep Taiwan Free，由大紐約區台灣

人社團聯合會舉辦。NATWA 總會會長帶領數會員

從加拿大多倫多開了約十小時的車程來參加，精

神可佩。婦女會的服飾色彩鮮豔，男女老少全員

參加，非常引人注目。                               

* 9/13/09: NATWA NY 籌組 Team Taiwan 參加美

國全國性的為乳癌而走 Race for the Cure 健行

活動，回饋社會也為台灣發聲。世界日報記者劉

爽女士來現場訪問我們姊妹，並刊登大篇文章，

紐約分會也準備些粽子、麵包和點心。         

* 9/19/09: 德州的葉錦如姊妹來紐約和我們聚

餐。由廖愛華作東，紐約分會趁姊妹由外州來

訪，大家從百忙中抽空來聚會。同日台灣會館舉

辦影音欣賞募款餐會，NATWA NY 認購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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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_for_Soldiers      Caring_for_Soldiers      Caring_for_Soldiers      Caring_for_Soldiers      

Hawaii Chapter   Hawaii Chapter   Hawaii Chapter   Hawaii Chapter    

Julie Rohrer 
 
Our 2009 "Care for soldiers" project is 

completed, and we received attention  in  

today's Army Weekly Newspaper, Friday, 

12/18/09.  This article drew a very good 

response from many readers including people 

at the Pacific Command Headquarters.  Some 

readers even said they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with our future projects, but I won't 

count this chicken until it hatches. 

 

Thanks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and together we accomplished our 

team projec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met our deadline.  The care packages are about 

to delivered to our front line soldiers in a few 

days!  Together, we can accomplish any project 

we chose to do.  Without your support and 

team efforts, we couldn't have accomplished it 

so smoothly and quickly. 

 

It proves that we Taiwanese ladies are so 

special, unselfish, caring not only for our own 

family, but we also reach out outside of our 

communities. We appreciate ot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sacrifice their lives, and we 

indirectly benefit from. "You ladies are great!   

Life is about giving not about receiving" that is 

the response I got today.  I am very thankful 

everyday, especially thankful for the 

encouragement I have consistently received 

from our sisters not only in Hawaii, but in 

other states as well. 

 

A special thanks to Mrs. Spring Tsai, Executive 

of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oundation, for her strong support 

for our project. Last time she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our "Koman race for the cure", 

but made a donation to our NATWA. This time 

she has rescheduled her important 

appointments to participate in our "Caring for 

Soldiers" project. Although Mrs. Tsai is not yet 

our member of NATWA, she has demonstrated 

her willingness to assist any good volunteer 

work. 

 

All of our members are so gre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has done a lot in the past and 

will be doing even more in the future to make 

NATWA even better.  I am the only one has a 

lot to learn from all of you.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guidance in the com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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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常被質疑或被錯誤解讀的問題一般常被質疑或被錯誤解讀的問題一般常被質疑或被錯誤解讀的問題一般常被質疑或被錯誤解讀的問題                                        

        黃美惠 

1．會費年度：根據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會計年

度應自五月一日起至翌年四月三十日

止。但 2001 年四月二十日年會的會議

記錄上卻記載：會費年度是一月一日到

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會議記錄看來，這

只是一種宣佈，並未經過提案、討論、

表決等程序。況且這規定又和章程第十

五條的規定抵觸，（任何規定和憲章抵

觸就無效） 

，所以是不能成立的。會員的權利義務是由五月

一日到四月三十日為止。不過為了方便，權宜之

計，各分會或會員組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可以預收

下年度的會費。舊會員在 2009 年一月一日以後

補交會費者，根據選罷法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是

沒有投票權的，以避免人頭投票之弊端。但她補

交會費後可以享有投票權以外的會員權利。如她

不願補交會費則得比照新會員的入會辦法重新入

會（交入會費和兩個舊會員的推薦）。原則上我

們不鼓勵如此行。 

新會員在五月一日前入會者，她的權利義務仍是

由五月一日開始，但為表歡迎，可以開始寄

Newsletter。分會會員可以選擇不參加總會的活

動，但仍是總會的會員。總會的會員也可以選擇

不參加分會。 

 

2. 章程第三條第四款：會員未繳會費踰期三個

月，經書面通知兩次仍未繳納者，則喪失會員權

利。我們的新年度自五月一日開始，到七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如經兩次書面通知（包括

email）仍未繳納者，就不該再寄刊物。因此各

分會長和區理事在此三個月內要多多催繳。七月

三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繳納者，總會收到會

費後再隨時補寄刊物。請會員組和出版組保持密

切合作。 

3．會長執行會務的權限如何？根據

章程第四條第二款：會長綜理會務，

對外代表本會。第八條第一款：本會

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第二

款：會員大會．．．議決與會務有關

的重大事項。第九條第一款：本會設

理事會，由會長、副會長及理事等組成，參與並

督促本會會務之執行。可見與會務有關的重大事

項須由會員大會通過，行政方面則由理事會執

行。  

 

4．各分會每年 US$100 的行政費不必出具收

據。區理事和分會副會長必須親自參加年中理事

會才可申請 US$100 的旅費補助，也不必出具收

據。 區理事的行政費，除了開車的費用，憑收

據實報實銷，每年 US$200 上限。社區服務的補

助 US$500 ，也是憑收據實報實銷。此補助可用

於分會獎學金，但不可轉作對外機構的捐款。各

工作小組、區理事的行政費和分會社區服務的補

助費可以用來支付開車的費用（今年 IRS 的規定

非營利慈善機構是一哩 US$0.14，）不必出具收

據，不過得詳列每次開車的日期、哩數和出差的

目的，並須經過會長或基金組組長之核准。 

 

5．邀請演講局的講員，必須先向基金組組長申

請，核准後才可邀請講員及申請講員的旅費補

助。實報實銷，但以 US$300 為上限（不包括講

員的食宿和禮物，此部份由分會和地區自行負

責）。被邀請的講員不限於演講局名單上之人，

唯以本會會員為限。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聯誼通訊聯誼通訊聯誼通訊聯誼通訊    第第第第 42424242 期期期期    21 
 
6. 副會長及區理事提名作業準則第一條規定召

集人（剛卸任之前會長）為唯一之對外發言人及

聯絡人。第三條款提名小組成員不必事先知會被

提名者或徵得其同意，只需將小組成員認為最合

適之人選提出即可。第四條 A款則明示：提名小

組會議中之所有討論事宜及投票結果，因涉及個

人資料，提名小組成員應謹守不得向外公開或討

論之原則。請提名小組所有成員務必遵守。 

 

7．理事會成員準則第三條規定：出席會議之諮

詢理事總人數（歷任會長）如超過基準數時（目

前是 23 ），以先進先出為原則...。所以只要

出席會議之 歷任會長沒有超過 23人就都有投票

權。而不是不能超過出席會議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 

 

8. 同條規定：小組長總人數不得超過基準數

（23），因此會長成立工作小組時也不得超過基

準數。又每個工作小組只能有一個組長，理事會

時只有一個投票權。由會長指派或委任之秘書、

會計和顧問及各項活動/計劃之負責人 則無投票

權。 

 

9. 該準則第五條規定：未出席會議之理事會成

員即視同棄權，不得委派代表投票。代表可以列

席會議，但不能投票，也不能申請旅費補助。 

 

10. 凡年中理事會中通過有關重大會務之提案， 

必須在次年的年會中經會員大會通過始可生效

（請參考 2008 年 10 月通過之準則及章程第八

條）。年會或年中理事會之提案須於三月十五

或九月十五前送達秘書處，再轉呈會長和副會

長。經其二人檢視後，於三月三十一或九月三

十以前送給各理事會成員審讀。各理事會成員

請務必在會前先審讀各提案，會議中才較有概

念。 

 

11. 會員大會中有關重大會務之表決須出席會員

過半數以上同意才能通過。 

章程須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修改，並

於翌年生效。 

選罷法須出席會員過半數以上同意始得修改，立

即生效。 

其它各項準則或施行細則，由理事會出席理事過

半數以上同意通過即可修改或開始施行。 

 

12. 因稅法關係，月曆不是推銷而是送給捐款者

之禮物。請以後記得月曆是我們的募款道具。 

 

13. 因報稅關係，2006 年 4月的年前理事會章

程組曾解釋過，章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會員大

會在每年四月的第三個週末召開。這第三個週末

就是第三個星期四。當時曾提醒以後會長要定日

期或印月曆一定要注意（見聯誼通訊 35期第 10

頁）。十月份的年中理事會應等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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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明霞葉明霞葉明霞葉明霞 

 

A. Main Motions 
(Let’s do this 
about that)   
–Original Main 
Motion 
1. Express an Opinion    

2. Authorize a Purchase 
3. Create a Policy or Rule 
4. Adopt a Recommendation Made in Report  

–Incidental Main Motion (Deal with Business 
Started out as Original Main Motion) 

1. Adopt Recommendations of Committee    
2. Ratify Decisions Made by President 
3. Limit Debate 
4. Point of Order 
 

B. Subsidiary Motion (Let’s do this with 
main motion) 

1. Postpone indefinitely     
2. Amend –must be germane 

1. Inserting/Adding words    
2. Striking out words 
3. Striking out & Inserting 
4. Substitution (paragraphs or entire 
motion) 

3. Commit/Refer (Give it a little thought) 
1. Which committee are you referring the 

motion to?                
         Include the committee details in your   
       motion..    
2. What do you want the committee to do?                                                
         When to report  

What to do (recommendation) 
3. Does it have power to decide? 

4. Postpone to a certain time  
5. Limit/Extend time of debate 
6. Previous question (Vote now) 
7. Lay on table 
 

C. Privileged Motion (Let’s do this even 
though there is a pending motion) 
 

1. Order of the day (on schedule)    
2. A question of privilege (physical comfort, 

questions about organization, member 
conduct and report accuracy) 

3. Recess 
4. Adjourn 
5. Fix the time to adjourn 
 

D. Incidental (Let’s do this to better 
handle the pending motion) 
1. Point of order (enforce rules) 

1. Timely     
2. Adoption of motion violate bylaws  
3. Adoption of motion conflicts with a 

previously adopted motion 
4. Violation of procedural rules  
5. Violation of parliamentary rules  
6. Violation of rights of members (quorum, 

previous notice, ballot)  
2. Appeal (overrule chair decision)  
3. Suspend the rules 
4. Object to question of consideration  
5. Division of question (divide motion)  
6. Consideration by paragraph 
7. Division of Assembly 
8. Motions related to method of voting    
9. Motion related to nominations 
10. Request to be excused from a duty 
11. Parliamentary inquiry 
12. Point of information (on motion) 
13. Request to   a. withdraw/modify motion 
        b. read paper 
        c. speak  
 

E. Bring a Question (Undo or make 
changes on decision already made) 
1. Reconsider 
 (same day/meeting, on prevailing side)    
2. Rescind something previously adopted  
3. Amend something previously adopted 
4. Discharge a committee 
5. Take from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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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春美歐春美歐春美歐春美    

第二春, 一個"桃色十足" 又引人遐思的講題, 

會場跳躍著好奇與期待的音符, 姊妹們迫不及待

的等候我分享令人心跳的艷史, 不料我這聳人聽

聞的講題和任何人的羅曼第克情史是八桿子也打

不著的, 很抱歉令大家失望. 不過這箇"俏皮"的

題目卻成了年中理事會的熱門口語, 又促成了映

貴尋找"第三春"的意願(因為她認為我的第二春

太"辛苦", too much learning), 意外的種了一

顆年中會的小甘草, 添了些笑聲與話題, 也算是

小小的收穫.  
 

到底我的第二春是指什麼春呢? 這箇春是指人生

第二段生命季美好的新開始.  以往的人壽命較

短, 常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 老年是一個生命

季的"殘冬".  現在的人則是"人生七十才開始",

第二春在轉角等待著花開的訊息.  其實, 每個

人在退休或空巢之後就應該積極尋找生命的第二

箇春天, 就像侯鳥一樣由寒冬飛向暖春.  我相

信學習的熱誠和分享的愛心就像侯鳥的雙翼, 可

以載任何人去找尋心靈中的第二春.   
 

提到"學習",有言 "老狗不能學新把戲"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很多人不想花

腦筋嚐試新的東西, 所以把"老了, 學不來了"掛

在嘴邊, 其實人的年齡不需要和學習效率成反比, 

隨著年歲的增加, 記憶力和反應力可能慢兩拍, 

可是日積月累的經驗, 思想的成熟和隨年齡增長

的專注力往往是學習效率的催化劑.   
 

以我個人為例, 兩個小孩都上大學後, 我開始有

時間花在自己身上, 這些年來學的東西真的是不

少, 瑜珈, 跆拳道, 太極拳, 氣功, 跳舞, 太鼓, 

西班牙文, 電腦, MBA,同時也自習考過了 CFP,.  

在這些學習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課程中我

都是最"成熟"的學生, 

可是很多時候我覺得

我學得比其他人多. 

就拿 MBA 來說吧, 因

為工作的經驗和為求知而學的熱誠加上臉皮較厚

敢問問題, 我覺得我學到的比年輕初來美國時的

兩個學位得到的知識多很多, 而且這個學位唸得

很開心. 我的一些年輕的同學們為了學位而唸書, 

又為家庭, 愛情,工作而分神, 反而學習效果不

佳.   
 

一箇更好的例子是聖地牙哥台灣中心的"超

cool"舞蹈團, 阿公阿媽級的團員大多一輩子沒

有學過舞蹈可是在秀瓊老師耐心的調教下, 演出

一場熱辣辣的"台灣 Hip Hop, 阿公阿祖蹼蹼跳",

這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和"learning will keep 

you young"的最好見証. 
 

再說到"分享". "人多好吃糜"一句話把分享的精

神表達得再透確不過了.  人生的意義在於生命

的傳遞, 歷史的傳承; 而分享是這一切的基礎.  

時間, 經驗, 知識, 金錢, 無限的精力, 笑容, 

快樂, 都是值得分享的財富.  肯分享的人是心

存滿足與感激的人, 理所當然的喜樂常在心中. 

有分享的愛心,生命才有意義,生活也才有歡樂.  

年輕時我們奮鬥努力的分享對象是家庭, 朋友, 

退休後則應當擴大分享的領域到社區甚至不分國

界的社團. 花錢遊樂自己享受所得的快樂是短暫

的, 與人分享所得的快樂回報和友誼則是綿綿不

絕的. 量力而為是必要的, 但只要有心, 一支草

一點露也可以散發一線光芒, 使這個世界因為有

了你而更美好.  分享帶來溫暖, 陽光, 也將春

天重新帶入生命.  我希望所有朋友的第二段人

生只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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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婆 

不久前，因為 NATWA 會長的邀約，我有機會去 NATWA 的年中理事會「胡

言亂語」，講些我自己提早退休的經驗，也提供一些退休心得。本來以為，講完就算了，但是竟有人

建議我將那些「強力點」（power point）的「講稿」整理成文來「分享」。因為番婆一向愛作好人，

因此就欣然答應，趕緊加工一下，藉此機會也端出一盤新菜來吃。 

其實，「退休」這個名詞，已經不是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享用的專利了，很多「年輕人」

或是因為環境的變化，因而「戴」上這個頭銜的人也不少，但是要如何「穿」它後又感到心安理得，

而從中得到樂趣，這就看個人造化與心境了。 

我因為提早退休，享受它的樂趣，因此可以將此名詞時時掛在口上，卻不知他的意思是什麼。我

因此好奇的特別去搜尋一下網路，退休到底係瞎秘？維基百科（Wikipedia）根據字典說，退休指的

是一個人因為年齡或其他因素從某一工作退下來；可是我喜歡我偷借大前言一的話說，退休其實就

是：人生重新開機。 

我自己還有一套退休的講法，退休有幾種：職場工作了多年，甚至是數十年，到了一定的年齡，

可以不用再工作了，是光榮退休。女人養育兒女，照顧家庭，辛苦二、三十年，兒女離家自立，媽媽

可以休息，是偉大退休。因為公司改變組織，或是年紀大了，被迫提前解除工作，不願再進入人力市

場，是提早退休。但是，年紀還沒有老到需要休息，卻已經不做事了，每日想著怎樣過快樂的日子，

這是退休族裡，最有活動力也是最受爭議的人(偶也！），這種退休是「厚顏退休」（厚臉皮的退休）。 

不過，這些囉里囉唆的說法，都不足以說明退休的「精髓」，其實簡單的說：退休就是不用工作

了，玩啦！ 

女人退休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可以說是，退貨「女強人」的頭銜，不用再擔當「母儀天下」的重

任，又可以像年輕時一樣作夢，去實現很多理想；順便的還會發現，家裡怎麼有一個討厭鬼（不知道

是自己還是另一半）。 

很多人想到退休，就想到可以輕鬆的安享天年了，但是真的退休時，是什麼樣的感覺呢？其實是

一種很難以言喻的「失落感」，就像大庭廣眾脫光衣服的尷尬，突然之間，身上的「頭銜」「光環」，

所有擋風遮羞的「外衣」都沒有了，是一種雖然沒有負擔，好像很輕鬆，但是也是沒有依靠，很難過

的心情，因為過去數十年，配戴在身的保護衣不見了。 

不過，這樣不自在的心情，如果有一些心理準備，調適一下，再加上時間及新的環境沖淡，很快

就會有想再「見世面」，再衝刺的決心的。 

到底女人退休了要做什麼呢？答案是：作一個快樂的女人。簡單的說就是作自己、逍遙遊、享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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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如何過快活的日 子？我自己去翻了些書，也胡思

亂想的想了幾個撇步。可以與有 心人分享。這些撇步用簡單而又

三八的話來說就是： 

「「「「變心變心變心變心」」」」 ，因為我們的事 業沒有結婚證書，所以要趕快另

找新歡！改變心態，找有趣的事 做。想想看，是要去做義工？還

是要再去學校修個博士學位？ 或許再找一個輕鬆的工作，開創

事業的第二春？這些都是好主 意。只要想好了，有了目標就可

以開動了。 

「「「「出軌出軌出軌出軌」」」」，，，，變了心就要出軌了。對女人來說，事業跟家庭就好像兩條平行的軌道，在這個軌道上

走久了，是不是該換個軌道走走看，也許會碰到好康的。只是要出軌時，要有像戀愛一樣的心情，抱

著一顆熱情的心，去參加活動，找對象；對象可以是人、是寵物、是嗜好、是運動，只要是自己喜歡

的「對象」，做了會覺得快樂，就是出軌的方向。 

「「「「外遇外遇外遇外遇」」」」，心出了軌的人，通常就會有「外遇」，就是碰到自己喜愛的「對象」，若是真的找到時，

不要膽怯，要大膽的獻出真愛！找到想做的事或是想愛的對象，就要不吝惜的奉獻時間與精神，要花

時間去經營，才會有收穫。退休了還有外遇，表示你很厲害，所以不要怕被人知。 

如果照著這些撇步去「討生活」，一定會有「輝煌」的成果，這樣就可以安心的去享受良辰美景，

沈浸在快活林中了。我覺得，有了新歡，更不要羞怯，要公諸於世，與人分享，也許還會有人給妳更

多「享樂」的訊息，也因此可以結交更多新朋友，也許還可以再結新歡，生活是不是更精彩？ 

我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無趣的人，但是也在平淡的退休生活裡，找到不少值得說一說的樂趣。我喜

歡旅行，因此退休後，好像一隻脫韁的馬，橫衝直撞，天馬行空，到處旅行。雖然很辛苦（體力及金

錢兩傷），但是卻覺得很值得，因為旅行需要體力，只有趁還有力氣時做，才不會後悔。 

不出門亂跑的日子，我去加入一間陶瓷工作室，沒事去玩土做陶，做了一大堆碗盤瓶罐，亂七八

糟的小玩物，雖然都是阿李不達的東西，但是看到那些剛出土的「寶藏」，卻也覺得很欣慰，想到有

這樣的新歡，不時可以慰勞老身，很是欣慰，所以只要不去想那張 paycheck，退休其實是很不錯的

「行業」，而我老番婆可以因此分享「偷情」的樂趣，嘿嘿，也很爽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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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淑珍 

去年初，一位好友來電話，談及她的腫瘤需要化療，她很擔心化療過程，

頭髮全掉落的光禿頭殼將如何處理。我遂想起縫製幾頂輕巧棉織品的帽

子，郵寄給她讓她在家居或外出時都適用，結果她蠻喜歡的戴上，以保護

頭殼。我遂建議 Ohio 分會來作這項義工助人的善舉。 

NATWA Ohio 分會於去年的一次聚會，姊妹們共同縫製了五十頂，這化療護

頭用的帽子，今年八月時，拿去贈送給 OSU 大學醫院的癌症治療中心。那

位負責人很高興的接受我們縫製的帽子。最近我們又再縫製了 35 頂再送去。這種成本不高，簡易的

手工，又能助人的義工可以在分會推行。(如果姊妹有須要請和我們連絡) 

 

帽子 Turban（ Cap ）                     

剪裁：  42”寬， 1 and 1/8 yard 的布

可作 6 個，剪裁如下： 

布邊對布邊折半，剪 27”長 X 6” 寬為(A) 

3 片，其實是 6 片餘布剪圓形為（B ）和

4”x 4 1/2”為（ C） 也是各 6 片，若布

不夠時（C）的 size 小些也無所謂。 

 

縫製: 1．一份的布料應有 A、 B、 C 各一片和

一條  1/4” or 3/ 8”寬 5”長的鬆緊帶。 

      2．縫份是 1/2” 都在內， 先縫 C 片正面對折，縫長的一邊，後再翻出，縫線放在中間。 

      3．B 的 圓形片，正面上端的中心沿邊放 C 片，有縫線面的朝上。 

      4．A 片兩端面對面縫接，其縫線處的正面放在 C 片上，再沿邊的周圍 1/2”細縫。            

        (若有一片稍過長則稍打一小摺) 

      5．看圓形圖的左右兩下端有 * 記號處，先把鬆緊帶兩端在此 * 處縫住，再縫下邊周圍的細 

         邊。 

      6．Cap 的上端處，先捲入幾次，再弄兩三個摺，再把 C 片拉下和邊一起縫住，大功完成。 

 

若有不了解的請參看樣品或詢問主持者。布料以棉織品為佳，棉質的 knit 也很好， 

   只是價高些又較不易用手縫紉。               

                                            張淑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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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簡安齡  

   健康的生活包括了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和諧 (Body and 

mind)。如果只有肉體的健康而沒有平和的心境是很難達到生活的

快樂，而有了這兩者，再加上所謂正面的激勵 ( Positive Spirit ) 

就可以形成完美的 Life Cycle ( Body, mind and spirit )。有

關如何保持健康身體的參考資料很多，大家可以從許多書籍或網頁查到資料，我要特

別強調下面幾項： 

■   要進儘量攝取天然的食品，包括青菜、水果，少用化學人工加工或罐頭食品。 

■   平時養成平衡飲食習慣，不要偏食，才能吸收到存在食物中各種不同的營養品

( Nutrients )。 

■   不要以為某種 Vitamins 或補品特別好就一窩蜂大量進補，會造成反效果，因為

太多 Vitamin 影響肝臟及腎臟的負擔，而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Irreversible 

damage, Vit A, D, E, K 油溶性，須由肝臟排泄，而 Vit. B, C 水溶性，由腎臟排

泄)。 

■   Trans-fat 是不好的脂肪(Hydrogenated    Unsaturated fat)是一種 Processed fat 

(damaged fat ) 吃多了對身體不好，不只是提高血液中的 LDL (低密度膽固醇，所

謂的壞 Cholesterol) 也會降低 HDL(高密度膽固醇-好的 Cholesterol) 的濃度，是

造成心臟血管疾病的主因之一，市面上可見到含有 Trans-fat 的食物，包括

Margarine, Shortening, Mayonnaise, baked food, cookies, cakes, potato and 

corn chips, taco shells and fast food, fried food. 請注意商標(Label)上說

明。 

■   Olive oil 是好的油脂

(Monounsaturated fat) 可以降低血液中

的 LDL (低密度膽固醇-不好的

Cholesterol) Omega 

■   Omega-3, fatty acid(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是好的脂肪，除了可加強免疫系統還可

製造健康的頭髮、皮膚及指甲，幫助

Hormone 的產生，也可降低

Triglyceride(三甘油脂)是很好的能量來源，食物中可在 Flaxseeds, Walnuts, 

Salmon, Tuna 及 Cold-water fish 中發現 Omeg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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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強健的免疫系統 (Immune System)  

人體的免疫系統是保健的第一關口(Gate)，大部分的疾病起先都是先打擊人體的免

疫系統，將之擊弱後再進攻、打擊，而現在很多癌症理論也是說：每個正常人身上

都有不正常的癌細胞 (Cancer Cell) 和正常細胞 (Normal Cell) 共生，一旦免疫

系統變弱，癌細胞就開始增生而致病，所以平時加強免疫系統是很重要的課題，下

面列出一些可以加強免疫系統的事項： 

a.減少生活的 stress。 

b.有足夠的睡眠及休息。 

c.多進取含有 antioxidant (抗氧化)的

食物：包括天然食品 (少化學加工)、

Vitamin B,C,D、綠茶及紅酒等。 

d. 保持適度的運動。 

最後要特別強調運動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及重要性，運動不但可以促進全身血液循

環、降低血壓、加強新陳代謝、排除體內不好的毒素，又可增強免疫系統，益處良多，

我們應從自己的生活中用心找到一做項適合自己的運動，舉例：Power walking, 

Stretching, Yoga, running, swimming, hiking, biking, aerobic exercise, 

dancing …等等。除了適當的運動外，還要持之以恆，適度不要過度，並有時要在戶

外吸收新鮮空氣，享受陽光及氧氣(O 2)，避免夜間在外運動，因為是反向的光合作用，

葉綠素會吸氧而放出二氧化碳(CO 2)。  

    適合的運動不但促進健康也帶給人心靈的快樂及正面的動力，今天的討論是參

與生活的磨練經驗，希望下次的聚會有更多的姊妹拿出自己的心得來分享，使我們能

活的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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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淑鐶 

 

� 人際溝通一把罩：普天三無 

如果我們確定普天之下，沒有我不

愛的人，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沒有

我不原諒的人，那麼，我們講話的

態度和聲音將會不一樣，別人會覺

得你很不一樣，你也會覺得自己很

棒。所以在說話之前，如果確認沒

有我不愛的人，沒有我不信任的

人，沒有我不原諒的人，你會是人際關係的

大贏家，你會像一塊磁鐵一般，吸引很多人。 

 

� 人際關係只有三個人「您、我、他」 

當我們講到人際關係，我們總會覺得很複

雜，牽涉的人太多，但是在人際關係裡只有

三個人，那就是你、我、他，再多一點，就

是你們，我們，他們。單一的你我他的關係

如果能處理得好，那麼，在你們、我們、他

們中間，你永遠是加分的，相反，可能使你

在你們、我們、他們中間減分，所以不要忽

略你身邊的人。 

 

� 苦力不會累死人，「冷水」卻會傷透人 

人的一生一定要努力避開一種人，那種時常

潑你冷水的人。有個媽媽在廚房洗碗，她聽

到小孩在後院蹦蹦跳跳玩耍的聲音，便對他

喊到：「你在幹嘛？」，小孩回答：「我要跳

到月球上﹗」你猜媽媽怎麼說？她沒有潑冷

水罵他「小孩子不要胡說」或「趕快進來洗

乾淨」之類的話，而是說：「好，不要忘記

回來哦﹗」，這個小孩後來成為第一位登陸

月球的人，他就是阿姆斯壯。「熱忱」就是

一種熱情，一種對人的熱情、對事情的熱

情、對學習的熱情，還有對生命的熱情。人

的熱忱如果被澆熄了，真是很可惜的事。有

次卡內基在美國開年會，有位講員提醒大

家，旅館房間的門上都掛了一個牌子，上面

寫著「請勿打擾」，但是有多少人

知道，自己天天從家裡到辦公室，

脖子上彷彿也掛了這麼一個牌

子。由於你對一切事物缺乏熱忱，

同事不喜歡跟你合作，顧客也覺得

最好離你遠一點。你也把這塊牌子

帶回家，小孩不敢跟你玩，太太也

小心避開你。你一定想把脖子上的

牌子拿掉吧？ 

 

讓我們一起來實際體驗一下﹗ 

� 對話的藝術(一)：欣然接受，但不輕言放棄 

，人到一個年齡後要學一個功課，那就是「耳

順」，所以耳順，就是不管聽到什麼，愛聽

的或不愛聽的，都要覺得「順」，都要欣然

接受。這個「順」很重要，聽順，耳順會使

你人際關係健康，「耳順」就是欣然接受，

不輕言放棄。你會發現當你耳順了，生活會

變的很順、很輕鬆、心情也會很愉快。耳順

了以後，你說的話會「順理成章」，你會說

積極鼓勵的話，不但你的人際關係順暢，你

會是一個很健康的人。一個耳順的人他的人

際關係是和諧的。所謂耳順就是聽得進去，

吞得下，忍得住，這是一種「把阻力化為助

力」的能力。耳順就是凡事不輕言放棄，不

雞蛋裡挑骨頭，不疑神疑鬼，也就是聖經說

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林前 13:7)讓我們想一想，我們

是一個耳順的人嗎？或是聽到一句話就暴

跳如雷。 

會說話的鸚鵡：左腳或右腳？ 

有一隻鸚鵡，當你抬起牠的右腳，牠會說：

「你好？」當你抬起牠的左腳，牠會說：「早

安﹗」有很多人在玩牠的腳，那隻鸚鵡就一

直說：「你好，早安，你好，早安，你好，

早安，你好，早安，你好，早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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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想試試看兩隻腳一起抬起來會怎樣，他

慢慢的把手伸到牠的腳旁邊，然後把牠的兩

腳抬起來。鸚鵡大叫：「啊﹗你要害我摔死

哦﹗？」 

 

� 說話藝術(二)：先聽後說 

「不要說得太多—聽得份量要有說得兩

倍。」這是「猶太法典」對我們的重要告誡

之一。「猶太法典」又說：「神為什麼給人兩

個耳朵，卻只給一個嘴巴呢？這是因為神要

告誡我們：聽的份量要有說的兩倍，因此才

這麼做的。」「假如你想活得更幸福、更快

樂的話，就應該從鼻子裡充分吸進新鮮空

氣，而始終閉緊你的嘴巴。」為什麼要先聽

後說，因為「嘴巴如同一扇門」門是供人進

出的，需要時非開不可，但是卻不可常開，

否則極易為宵小所乘。所以「應該由心來操

縱舌頭，而不應該由舌頭操縱心。」 

 

� 說話藝術(三)：竹子的學問 

有一根竹子痛若的呻吟著，因為木匠在它身

上穿了幾個洞，接著木匠又拿著尖銳的刀

子，不停的削刻，絲毫不理會竹子抱怨和訴

苦。原來他是要利用那枝竹子做一支蕭。不

久，木匠完成了傑作，他舒了一口氣後說：

「啊﹗你這根愚笨的竹子﹗你身上如果沒

有這些洞，你只不過是一跟普普通通的竹子

而已，一根平凡的竹桿能奏出美妙的音樂來

嗎？這些洞固然使你遍體鱗傷，但是由於這

些洞，卻使你成為一隻蕭，從你裏面發出的

聲音，將使許多人的心靈獲得溫暖。我刻削

正是造就你，使你變的更有用途，更有價

值。」 

這個故事給我們一個寶貴的信息：說話是要

學習的，要「說得好，說的巧」必需經過許

多磨練、許多痛苦，甚至遍體鱗傷，但像竹

子一樣，經過通苦之後，才能變成蕭，奏出

美妙的音樂，從裏面發出的聲音，將使許多

人的心靈獲得温暖。再者，竹子……在哪裡

跌倒，就要在哪裡爬起來……風從東邊吹

來，它倒向西邊，它是柔軟的，可以順著風

向彎腰，隨著風起舞，不致攔腰折斷。講話

或聽話也要看場合，來調整口氣與語氣。 

 

� 人際關係建立的主人翁：知汝自己(了解自

己) 

多吐氣、少嘆氣、無怨氣 

自我理解、自我反省、自我實現 

從了解自己中來改變自己： 

嘴巴甜一點，腦筋活一點，脾氣小一點，度

量大一點，心放寬一點，做事多一點，說話

輕一點，微笑多一點。並且學會不要把不中

聽的話放大：「流言蜚語像一隻纏擾不休的

黃蜂，我們對它不能輕舉妄動，否則反擊會

比從前更加兇猛。」—法國劇作家尚福爾 

因為嘴巴是別人的，人生是自己的。 

 

� 人生的意義和定位：圓融和智慧 

擺脫偏見同分享﹗多少柔情多少愛﹗ 

即使人家批評你、否定你、攻擊你、輕看你，

也不代表你的自我受到否定，唯一能否定你

的人，只有你自己。唯一能看不起的人，也

是你自己。因此，那些經不起人家批評，人

家說一句，就要難過三十天，人家說兩句就

要翻臉打人的人，事實上是對自己極端沒信

心的表現。當然囉﹗這種容易跟別人一同

「批評」起舞的人，注定要跟快樂說拜拜。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只要人家有嘴

巴，就會有意見和批評。太在意別人想法的

人，不僅不能快樂，也容易失去自己的特色

和個性，更沒辦法發揮自己的潛能。總之，

嘴巴是別人的，人生是自己的，有習慣性被

人家嘴巴「虐待」的人，請用左腦右腦想一

想：「為什麼我要當人家嘴巴的奴隸？為什

麼要這麼受別人的嘴巴虐待呢？」只要你想

通了，你就擁有快樂的自主權了﹗ 

多少柔情多少愛﹗ 

王鼎鈞先生「靈感」一書裡有一則很有意思

的故事：一位作家教文盲的太太認字，他把

所有要教的字都製成名條貼在具體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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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利太太溫習。「電燈」黏在電燈上，「桌

子」攞在桌上……教啊教的，教到了「愛」

這個字，「愛」字沒處貼，只好抱住太太親

嘴。兩人親熱一陣子，太太總算把這個字記

住了。她說：「認識了這麼多字，屬這個字

最麻煩。」 

 

� 反思：知心朋友知多少？ 

成敗英雄難論斷、運心轉境在一心﹗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群青蛙比賽誰能爬上最

高的鐵塔，比賽開始了，一大群的青蛙看著

那高大的鐵塔異論紛紛：「這太難了﹗我們

絕對爬不到塔頂的….」，「塔太高了﹗我們

不可能成功….﹗」聽到這，有些青蛙便放

棄了。看著那些仍繼續爬的青蛙，大家又繼

續說：「這太難了﹗沒有誰能爬上塔頂

的…..」，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越來越多

的青蛙退出了比賽。但有一隻卻越爬越高，

最後當其他的青蛙都無法再前進的時候，牠

卻成為唯一到達頂點的選手。其他的青蛙都

想知道，牠是怎麼做到的？於是便跑上前去

詢問，才發現原來牠是個聾子﹗朋友，你知

道這個故事告訴你什麼嗎？嘴巴是別人

的，但人生是自己的﹗雖然我們不必做個真

正的聾子，但卻要永遠充滿希望、樂觀和積

極，不要只聽那些消極、悲觀的話，因為有

人以潑冷水，澆熄你的毅力為樂。要將充滿

力量的話，時時記在心裡，因為這將影響你

往後的一生。 

誠正信實是上品的人際雞湯 

石中花生長之道 

對環境不埋怨，求人不如求己 

溝通教戰守則：無論人與物 

可理解性、真理性、適切性、真誠性、心智

成熟、獨立思考、心胸開放、謙沖為懷 

溝通行動 VS. 策略行動 

合理性 VS. 目的性 

真理就在您我心中﹗(原則) 

雲深不知處(大智若愚) 

虛無飄渺中(真真假假) 

辨明什麼是問題？什麼是過程？ 

不要把問題當過程處理，也不要把過程看成

問題。 

 

� 和諧、幽默與自保 

爸爸媽媽吵架，你要站在哪一邊？站旁邊﹗ 

 

� 說話說得巧、說得好、說得妙，會使人心暢

快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

(箴言十二:11) 

一句良言，使心歡樂。(箴言十二：25) 

� 如何說話？ 

不說負面的話，多說正面的話 

詩篇 17:3「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 負面的話 

悲傷、憂愁、抱怨、自怨自艾 

「我真命苦」、「我真笨」、「我怎麼這麼醜」、

「哎，我就是永遠學不會」、「我就是這樣”

衰”」…..等 

箴言 12:13 惡人嘴中的過錯是自己的網羅 

 

� 負面的話 

諷刺、批評、惡毒、詛咒 

「你去正」、「你比白癡還不如」、「你絕子絕

孫」、………雅各書 3:9-10 

我們用舌頭頌讚我們的主、我們的父，也用

舌頭詛咒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所造出來的

人。頌讚和詛咒是從同一張嘴巴出來﹗弟兄

姊妹們，這是不應該的﹗ 

箴言 12:6「邪惡人的口舌能殺人」 

 

� 正面的話 

讚美的話：「你好棒」、「你越來越進步」 

鼓勵的話：「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加油」、

「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要有信心.」 

以賽亞書 49:15「母親會忘記她吃奶的嬰兒

嗎？她會不愛親生的兒子嗎？縱使母親忘

記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會忘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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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話 

勸勉的話：用愛心說誠實話一但要有

技巧提後 2:25「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

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

真道。」 

加 6:1「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

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

把他挽回過來。」 

造就的話：以弗所書 4:29「不要在言

語上傷害別人，只要說幫助人、造就

人的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 說話的態度 

溫柔、謙虛、真誠 

箴言 15:2「明智人開口引發智慧;愚昧人發

言都是廢話。」 

箴言 10:19「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

有智慧。」 

箴言 9: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 

少說抱怨的話，多說寬容的話; 

抱怨帶來記恨，寬容乃是智慧。 

少說諷刺的話，多說尊重的話; 

諷刺顯得輕視，尊重增加瞭解。 

少說拒絕的話，多說關懷的話; 

拒絶形成對立，開懷獲得友誼。 

少說命令的話，多說商量的話; 

命令指示接受，商量才是領導。 

 

 

 

少說批評的話，多說鼓勵的話; 

批評造成隔閡，鼓勵激發潛能。 

 

� 結語 

急事，慢慢的說; 大事，清楚的說; 小事，

幽默的說 

沒把握的事，謹慎的說; 沒發生的事，不要

胡說 

做不到的事，別亂說; 傷害人的事，不能說 

討厭的事，對事不對人的說; 開心的事，看

場合說; 傷心的事，不要見人就說 

別人的事，小心的說; 自己的事，聽聽自己

的心怎麼說; 現在的事，做了再說; 未來的

事，未來再說。 

 

討論一討論一討論一討論一    

話大家都會說，什麼話最難說？ 

 

討論二討論二討論二討論二    

聽大家都會聽，什麼話最難聽？ 

 

討論三討論三討論三討論三    

講大家都會講，什麼話不要講？ 

 

討論四討論四討論四討論四    

為什麼情侶、夫妻、朋友吵架要那麼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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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Restoration:Reflection and Restoration:Reflection and Restoration:Reflection and Restoration:            

        A Women’s WorkshopA Women’s WorkshopA Women’s WorkshopA Women’s Workshop    
                    Michi Fu, Ph.D.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when you were a little girl back in 

Taiwan.  Do you remember walking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s?  

Can you see yourself as a little girl again?  What is she 

wearing?  How does her hair look?  What did she want to be 

when she grew up?  When you open your eyes, draw the 

image that came to your mind.”  These were the initial 

instructions for the opening experiential exercise.   

The format of the morning’s workshop was a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and small 

group activities.  Ladies were asked to reflect upon positives in their lives and then 

were guided through personal goal-setting exercises.  The agenda was as follows:   

 

� When I Grow Up… 

� Joy List 

� Blossom of Hope 

� Who Am I? 

� Prioritizing My Values 

� Stages of Change 

� Sense of Connectedness or 

Spirituality 

� Restoring Our Relationships 

�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Women were told there are no right/wrong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Who are you 

and what do you want in life?  How did you get here and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What strengths do you have to take you there and what is holding you back?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booklets to guide them through the exercises.  For example,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consider the things that give them hope.  Responses were 

touching and ranged from children to fellowship with NATWA sisters over the years.  

Many women shared their answers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in pairs, smal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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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th the larger group as well.     

We spent some time discussing the stages of change that people go through. The 

stages of change are:   

• Precontemplation – not awar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changed 

• Contemplation – beginning to consider a change 

• Preparation – planning for a change 

• Action – practicing new behavior for 3-6 months 

• Maintenance –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sustain change for 6 months or more 

• Relapse –resumption of old behaviors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examples of potential areas that people commit to changing.  

They were then asked to consider any areas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change, which 

ultimately resulted in a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Ladies were encouraged to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ir identity, such as:  

wife, mother, gardener, church choir member, etc.  They were also asked to reflect 

upon the values that they hold and encouraged to prioritize their goals according to 

which values are most important to them.   

 

Some goals were personally meaningful, such as: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a good 

grandmother.  Other goals were noble, such as:  serve Taiwan.  It’s clear that our 

ladies have ambitions and talents to carry out the personal goals they set for 

themselves.  I sha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the progress that everyone has made 

when I see them again.  Until then, I encourage you to consider:  Who are you and 

what do you want?   

 

Dr. Michi Fu is a licensed psychologist practicing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supervising 

psychologist at the Asian Pacific Family Center of Pacific Clinics.  She enjoys 

helping children and women reach their potenti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er work, 

you may contact her at drmichifu@gmail.com or (626) 583-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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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bl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Buildings 

        Monique Lee 

At the NATWA mid-year leadership meeting in October 2009, 

Monique Lee Hawthorne made the case for sustainable building 

methods and renewable energy to the gathered group of 

attendees.  Monique introduced the need for sustainable building 

practices and renewable energy by establishing a base lin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ism but rather an argument based 

on consumption and consumer usage.  She asked, "Do we really need all we want?"   

Monique discussed the tradi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their world-wide reserve locations, and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levels of each.  Many of the audience members were shocked to 

learn that we relied on fuel sources almost totally located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examining tradi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Monique introduced renewable alternatives.  Again, 

the audience members were shocked to learn that solar power had the ability to meet and 

exceed energy consumption needs by many multiples of kilowatts.     

She asked the audience to consider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 "meeting the present 

needs of our society while no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Because the word "sustainable" has been tossed around in different 

contexts, it wa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n acceptable definition to frame the 

discussion.  Monique also wanted to avoid the "green washing" concepts that have 

infiltrated the media when companies have been questioned about their "green initiatives."   

Taiwanese Americans and Taiwanese Canadians value family.  Generationally, they often 

sacrifice greatly for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 children and the community has a deep respect 

for their elders.  By defining "sustainability" within this context, Monique wanted to connect 

with her audience's core values.  Also, using her experiences trying to convince her own 

mother to compost and recycle, Monique used anecdotes to help the audience examine their 

own consumption and allowed the women to come to their own conclusions of how their 

actions could impact future generations, namely how their actions could impact their 

children, grand children and so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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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one point in her presentation, she asked the women if they had questions about 

sustainable practices.  Then, she allowed the audience to answer their own questions.  One 

woman asked about composting and another woman quickly and proudly stated that she 

could help anyone who was interested in starting a compost pile.  One woman asked about 

the Toyota Prius gas mileage and another woman quickly responded that it was great and 

that she would be glad to allow anyone to visit and test drive hers.  Another woman 

suggested keeping the lights off in the house to save money during the day, and many others 

affirmed this practice.  It quickly became obvious that the commu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f the group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others. 

Monique ended her presentation by acknowledging that it isn't easy being green, borrowing 

the wise words of Kermit the Frog.  But, she asked her audience to take small steps because 

together it does add up <<Hawthorne_-_NATWA_Sustainability_Power_Point.PPT>> .       

Monique Lee Hawthorne  

LEED Accredited Professional  

Davis Wright Tremaine LLP  

1300 SW Fifth Avenue, Suite 2300 |   

Portland, OR 97201  

Tel: (503) 778-5249 | Fax: (503) 778-5299 | 

Mobile: (971) 285-7159  

Email: moniquehawthorne@dwt.com|  

Website: www.dwt.com  

The Modern Environmentalist Movement

 

• Clear Air Act 

• Clear Water Act 

• Endangered Species Act 

•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early part of 2009, Dr. Grace Wu invited me to help search 
for a hotel which provides all amenities suitable for conducting the 
Mid-year training meeting.
several visits of potential hotels in Portland downtown a
we picked Monarch Hotel for its facilities and reasonable prices.

 For helping meeting participants get around Portland downtown 
and the popular Japanese Gardens, we collected downtown maps and 

requested for mass transit routes 
at the registration tables, We planned the Sunday tour and figured out
each stops along the route.   

Sister Sue-chung Liu from Eugene, Oregon volunteered to chip in in 
stage.  Not only she volunteered for doing flower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Room but also 
recruited additional five local members in Eugene for doing registration and making copies of 
meeting programs.  The members are: Hsun
hsun Chen, Hue-Ping Lin,  Helen Liu
Yao and Chingling Yao. 
  For showing our hospitality to the 
meeting attendees, Grace and I contributed 
all the little brown Welcome Bags stuffed 
with native Washington apples, healthy snack 

owner of Chinese Table in Portland. The ca
late without a dinner on the Registration day.
  Thanks to our local members. Their contributions helped th
conclude with a happy ending.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Margaret  J  Lee 
 

In early part of 2009, Dr. Grace Wu invited me to help search 
for a hotel which provides all amenities suitable for conducting the 

year training meeting.  After making numerous phone calls and 
several visits of potential hotels in Portland downtown a
we picked Monarch Hotel for its facilities and reasonable prices.

For helping meeting participants get around Portland downtown 
and the popular Japanese Gardens, we collected downtown maps and 

requested for mass transit routes information from city and compiled directions for distribution 
We planned the Sunday tour and figured out  

chung Liu from Eugene, Oregon volunteered to chip in in 
Not only she volunteered for doing flower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Room but also 

recruited additional five local members in Eugene for doing registration and making copies of 
The members are: Hsun-

Helen Liu, Tusi-li 

For showing our hospitality to the 
meeting attendees, Grace and I contributed 
all the little brown Welcome Bags stuffed 
with native Washington apples, healthy snack 

bars and beverages serving in
Room.  The most praised hard boiled eggs 
from Sue-chung made the welcome bag very 
popular.     
  Thanks to our Vancouver member, 
Lisa Lo and her husband, Cheng
delicious Asian pears coming from their pear 
trees.  The tasty turnip cakes in the 
Hospitality Room were donated by the 

owner of Chinese Table in Portland. The cakes became a “dinner entry” for
late without a dinner on the Registration day.   

Thanks to our local members. Their contributions help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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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rly part of 2009, Dr. Grace Wu invited me to help search 
for a hotel which provides all amenities suitable for conducting the 

After making numerous phone calls and 
several visits of potential hotels in Portland downtown and its outskirts, 
we picked Monarch Hotel for its facilities and reasonable prices.   

For helping meeting participants get around Portland downtown 
and the popular Japanese Gardens, we collected downtown maps and 

information from city and compiled directions for distribution 
 the length of time for 

chung Liu from Eugene, Oregon volunteered to chip in in the early planning 
Not only she volunteered for doing flower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Room but also 

recruited additional five local members in Eugene for doing registration and making copies of 

bars and beverages serving in the Hospitality 
The most praised hard boiled eggs 

chung made the welcome bag very 

Thanks to our Vancouver member, 
Lisa Lo and her husband, Cheng-fan for their 
delicious Asian pears coming from their pear 

rnip cakes in the 
Hospitality Room were donated by the 

kes became a “dinner entry” for those who came in 

e meeting go smooth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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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芬芬李芬芬李芬芬李芬芬 

10 月 15 日至 18 日 NATWA 北美洲婦女會，

由會長林瑟玲帶領的加拿大團隊，在

Oregon 州的 Portland-Monarch Hotel 主

辦了為 期四天的年中理事會和人才訓練營，

節目充實又感性，與會 60多位姊妹們，都

覺得受益匪淺，不虛此行。 

 

 *風塵僕僕，溫馨再聚 
底特律的 5位姊妹，因航班延誤，千里迢

迢，竟飛了 10個小時才到波特蘭，在等

shuttle bus 去旅館時，巧遇美惠、美琇

兩姊妹，翁碧蘭很開心地拿到了三個見面

禮 1.Hug(擁抱) 2.油飯 3.小抄(容後說

明)。 

  

*久別重逢，甜梨相送 
姊妹們陸陸續續從東南西北各地飛來，真

的很辛苦。然而重逢的歡心喜悅都掃去了

旅途的疲憊。在招待室裡，更享受到羅振

芳、黃春桂夫婦自家栽種的兩百粒又脆又

甜的梨子。說聲謝謝，溫暖在心。 

  

*生活座談，歡笑滿堂 
由香梅主持的“牽親結緣”於 15日晚餐後

揭開序幕。姊妹們圍坐一圈，只限兩分鐘

的自我介紹，總計台南(府城)，板橋(女人)

特別多，姓翁

的也有五位

(進治、照美、

菊枝、淑鐶和

碧蘭)，魏素

珍只介紹自己

是正港的台灣

人，至於正港

的親屬, 陳月

姿 是陳桂蘭

的四姑，王輝美叫盧主義(進治先生)舅舅，

加上香梅、秋宏姑嫂，又有簡安齡、雁齡、

黃美惠、美琇姊妹擋，在 NATWA 的大家庭

中,的確是“牽親又結緣份” 實至名歸。  
 

接下來有秋宏主持的「生活座談」，歐春

美主講"人生的第二春"，她是提早退休，

不是在找那個第二春，可別想入非非，她 

當台灣會館的全職義工，玩電腦、學跳舞、

文武全才，生活充實，值得學習。 

 

 
  

*開會程序，認真聽課 
16 日一早，由前會長陳麗英、葉明霞主講

「How to Run a Meeting」, 訓練我們開 

會時要“照步來”. 提案，討論, 表決都 

有一定的程序規則。 

在嚴肅的聽課中，明珠無意中看到明霞的

肚臍在掛著的名牌下愰動，若隱若現地…

其他眼尖的姊妹也覺得好酷，沒看到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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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鄰坐“好康無相報”，會後在談笑中，

明霞倒是很大方地宣佈，誰要看她的肚臍，

就來看，不過想看的，要先捐五元給 Book 

Project 作經費。  

  

接下來黃美惠以「NATWA 的章程您知多

少？」用另類的方式提出六道“似是而非"

的問題，先佈下幾位“樁腳”去找答案，

這就是“小抄”的由來。結果，討論熱烈，

大家對章程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小抄”

的後續效應是──有姊妹發言時常說：

「我不是樁脚!」免得有作弊之嫌。  

  

*節目緊湊，早晚學習 
17 日一整天的 Workshop 都由 NATWAII 擔

綱。Michi Fu(傅美蓁)談--Reflection 

and Restoration--個人價值和目標的回顧。 

Jennifer Kuo(郭玉君)─Team Building

和 Monique Lee (李文綉) ─ 環保須知，

叫好叫座，似乎沒有看到打瞌睡的。姊妹

們充電，也感佩這些後起之秀的成就。 

辣媽淑芬,番婆部落格主角,聞名武林,寶刀

未老. 居然早早退休, 談起“工作退休,人

生開始” 一幅幅的漫畫插圖, 逗趣又中肯, 

所以說老薑不一定辣, 年青有為,生命充實, 

淑芬正是最佳的典範。 

  

  

 

我們的會場和餐廳相連，大家高談歡笑都

不怕吵到別人。用完晚餐，還有兩節課，

分別是翁淑鐶的「談話藝術」，簡安齡的

「活得健康」講題，充實又活用，姊妹們

都熱烈發言，分享心得，收穫不少。 

比較輕鬆的是晚上 9點吳秀惠醫師來教摺

紙鶴，清瘦的良媛竟摺出一隻飛不動的胖

紙鶴，為了關懷車禍受重傷的郭奈美，姊

妹們把用心摺成的紙鶴都交托林郁子帶去

給她，充分地流露 NATWA 的姊妹情！ 

 

 
 

另一晚由張淑珍老師教帽子的製作，帽子

是專為癌症化療病患而作，一針一線都是

愛心。看到翁進治戴著老花眼鏡，低頭縫

製的情景, “慈母手中線”的鏡頭就不禁 

浮現上來，等大家完工後, 姊妹們 戴上 

“四不像”的帽子合照，留下了珍貴的鏡

頭。  

  

*忙中有錯，穿鞋笑話 
有天早餐時，看到暎貴 穿得“水噹噹”， 

往下看竟發現她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子，笑

聲中手機大響，傳來室友明霞的尖叫，說

她找遍床底下，都找不到另一隻鞋, 怕是

被清潔婦丟掉了，糊塗的暎貴只好趕快叫

她下來換。兩人的玉腿和不成雙的鞋子都

上了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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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旅遊，欣賞美景  
18 日清晨 7點，姊妹們集合在旅館大廳，

左等右等，原來糊塗的司機跑去在

downtown 的 Monarch Hotel 。遊覽車都

坐滿了，菊枝姊請假，良媛充當導遊，介

紹 Oregon 海岸美景，也不忘廣告插播 St. 

Louis 的美麗風光，害得戴妙珠實在 “凍

未條”(2次)，跳出來說,明年四月年會在

Toronto，St.Louis 還排在後年，怎可喧

賓奪主，還是 Toronto 有更多的旅遊景點，

千萬別錯過。她說因聽力不好，才坐第一

排寫記錄，順便講了許多有關耳聾的笑話，

還規定聽不懂的也要笑，睡夢中某姊妹被

驚醒，“妳在笑什麼？”，我麼嘸知影！ 

 

 
 

抵達有歷史性的紀念碑─Astoria Column, 

雁齡一口氣爬上有 164 個階梯的頂樓,臉色 

發青，呼吸急促,驚動救護車，好佳在，稍

事休息，平安無事。 

 

再往 Cannon Beach 用午餐，在一家叫

Ecola 的海鮮店 Detroit 姊妹很會點菜，

有開胃小菜，蛤蠣濃湯和蟹肉大餅，害鄰

桌姊妹流口水，飯後往海濱散步，遙望有

235 呎高浮出海岸線的地標─Haystack 

Rock，海濤奇岩渾然一體，嘆為觀止。 

  

最後一站到有名的 Tillamook 乳品工廠參

觀，時間有限，大家都急著去吃冰淇淋，

冰品種類掛滿牆，讓人看得眼花撩亂，碧

娥點了一客不同口味，盛在如花瓣的 Cup

上，大家好奇，妳一口，我一瓢，就幫她

吃完了。  

 

 
 

*依依不捨 期待再會 
遊覽車於下午五點趕到機場，先讓要搭乘

5:45 分班機的安齡和春美衝去 Gate。其他

要離去的姊妹們，卸下行李，不停地在揮

手 坐車上的則不斷的在擦窗玻璃，大家依

依不捨，只差沒淚灑機場。 

  

人生的旅程，聚散都是緣，我們都很珍惜

這些天來的學習之旅，也覺得溫馨滿懷，

期待明年再相會。  

 

 

 

 

 



 
 

 

 

 

 

 

三天密集的研習會後，大家還是捨棄不了會後一日遊

Hotel 的 lobby 等候遊覽巴士。久違了的盧月鉛姊和夫婿及三位朋友

會，仍連夜開車趕著來與姊妹們會合

劃旅遊的 Margret 姊要慷慨讓座，

的出發了。 

 

邱良媛副會長為善盡其導遊之責，

仍然蒼松鬱柏，少數樹葉或開始變黃

乾枯,但黃、褐、橘、紅，較有色彩變

幅幅煙霧朦朧的中國潑墨山水畫盡在眼前

口向海

地。

   

  The Astoria Column:

   這個仿羅馬

  移

  石膏和顏料雕飾著

  164

  邊是白雪覆頂的

  姊妹們體力好的一口氣奔上頂摟

  己體力不繼

面八方不同的風景

 

Cannon Beach: 

這地名的由來是因為早期一美國海軍

擱淺在 Columbus   River 的沙洲上

分的舺板和其上的大砲沖刷在岸上而得名

 

    小鎮寧靜溫馨,有許多原住民的雕刻

和餐廳。店前種植著漂亮的花草，

路的盡頭就是太平洋，白色的海浪一波波節奏性的

拍打在寬長的海岸，隆隆的聲響和著海鳥的啼叫

住了遊客在沙灘上戲水玩沙的歡笑聲

瓦白牆的建築矗立在巨岩上,海鳥翱翔其間

的一個海濱景色。 

NATWA NATWA NATWA NATWA 

 

陳敏麗 
 

大家還是捨棄不了會後一日遊，十八日清晨七點，姊妹們已都聚在

久違了的盧月鉛姊和夫婿及三位朋友，因畫展時間撞期

仍連夜開車趕著來與姊妹們會合，精神可佳！還有 Natwa II 的三位講者

，急忙梳洗，終能準時就位。整車四十個座位

，不停地要大家觀賞沿途景色 : 是雨水豐沛吧

少數樹葉或開始變黃，但仍茂盛，不像多倫多，樹葉開始掉落

較有色彩變化。遠山近景，常見水氣氤氳,白茫茫的濃霧瀰漫在樹林中間

幅幅煙霧朦朧的中國潑墨山水畫盡在眼前。這兒沿路大

口向海，有許多漁船正在捕魚作業，港口也看到成堆的木材正等候輸送各

。而近海有不少奇石巨岩，孤挺的樹木傲然屹立其上

The Astoria Column: 

這個仿羅馬 Trajan Column 的圓柱狀建築是

移民和美國當初向西拓展的墾荒者而興建的

石膏和顏料雕飾著 22 個發生在 Oregon 重要事

164 層直上最高平台，向西可遠眺太平洋，向北看

邊是白雪覆頂的 Mt. Rainier 以及南邊的 Saddle Mountain.  

姊妹們體力好的一口氣奔上頂摟，有的則分段慢慢爬上

己體力不繼，膝蓋不行的就棄權乖乖的在底層遠眺

面八方不同的風景，照了許多漂亮的相片。     

這地名的由來是因為早期一美國海軍 USS Shark 號,

的沙洲上,分裂成兩半,部

分的舺板和其上的大砲沖刷在岸上而得名。 

有許多原住民的雕刻、服飾品店

，令人賞心悅目。

白色的海浪一波波節奏性的

隆隆的聲響和著海鳥的啼叫,蓋

住了遊客在沙灘上戲水玩沙的歡笑聲。遠處有一紅

海鳥翱翔其間,好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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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們已都聚在 Monarch 

因畫展時間撞期，無法參加研習

的三位講者，睡意仍酣，但聽到是籌

整車四十個座位，毫無虛席，浩浩浩蕩蕩

是雨水豐沛吧？十月下旬的 Portland, 

樹葉開始掉落，殘留在樹幹上的雖已呈

白茫茫的濃霧瀰漫在樹林中間，一

這兒沿路大、小河流相伴，河

港口也看到成堆的木材正等候輸送各

孤挺的樹木傲然屹立其上，頗引人注目。 

的圓柱狀建築是 1926 年為了紀念歐洲來的  

民和美國當初向西拓展的墾荒者而興建的。圓柱高 125feet，外表以  

重要事件，柱內則有螺旋狀階梯  

向北看 Columbia River, 東  

Saddle Mountain.   

有的則分段慢慢爬上，而少數知道自 

膝蓋不行的就棄權乖乖的在底層遠眺,其實也都能看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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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 八月初有幸隨先生商務旅行

雖沒什麼機會尋優訪勝; 但也見識不少鄉土民情

發覺不少商機政態.  我們這次拜訪了

Guatemala, Costa Rica, Columbia

幾經調查尋問, 僅 Costa Rica 有臺灣人和臺灣

婦女會的組織, 且有 FOTWA 的分會

樂了我們的簽手組組長曾映貴姊, 

姐妹不能參加九月 Argentina FOTWA

心; 我這個組員剛好可盡棉薄之力

 

當我第一次打通電話到哥國時, 恰巧哥國

女會會長曾芙美姊正要去機場, 開始他們夫婦數

星期的美加旅遊.  感謝曾會長的妥善安排

我和副會長吳慶文姊, 游月桂姊聯絡

面的她們電話中親切和藹; 真是千里路

姐妹情.  我們約好八月三日星期日傍晚見面

並共敘晚餐. 

 

在中南美洲 ”Made In Taiwan” 

戶殷勤的招待, 這是我們在北美感受不到的

逢週末, 客戶請我們遊 Arenal Volcano 

San José 90 公里的著名遊覽勝地.  

日遊客多, 我們午時就下山, 以赴四點哥國姊妹

之約.  無奈車水馬龍; 卡車,轎車

            

八月初有幸隨先生商務旅行至中南美. 

但也見識不少鄉土民情, 

我們這次拜訪了

Guatemala, Costa Rica, Columbia 三個國家.  

有臺灣人和臺灣

的分會.  這下子可

, 她正為著這些

Argentina FOTWA 的年會而煩

力. 

恰巧哥國臺灣婦

開始他們夫婦數

感謝曾會長的妥善安排, 讓

游月桂姊聯絡.  未曾謀

真是千里路, 臺灣心, 

我們約好八月三日星期日傍晚見面, 

 是高級品.客   

這是我們在北美感受不到的.適

Arenal Volcano 這離

.  鑑於星期

以赴四點哥國姊妹

轎車,貨櫃車都共

用同一線道. 不禁問道

呢?” 答案是”這就是

的一條  Highway 1.  

到達餐廳就坐時已經八點半了

肚子, 真不好意思.  

outing, 他們也在同一餐廳

端來自己種的竹筍, 

離故鄉一萬哩的地方

 

兩位姊妹隨夫移民哥國多年

女繼承衣砵. 真為她們一路走來這一條

民心路歷程感到佩服

六十位, 經常與會者二十來人

幾乎個個都是高爾夫球高手

組男女高球隊前往友誼賽

們來訪, 2005 年 FOTWA

就較少聯絡.  我一再的邀

Toronto 的年會; 並遞上

哥國鄉親簽名寄出, 

我帶去的 NATWA 圍巾照相

 

此行匆匆, 與姊妹相聚時間雖只有幾個鐘頭

但萬里路, 同鄉情. 

 

            施慶惠 

不禁問道 “為什麼不走 highway 

這就是 highway.”  哥國唯一

.  當我們和月桂姊, 慶文姊

到達餐廳就坐時已經八點半了.  讓兩位主人餓

.  因為當天台灣人有 golf 

在同一餐廳開了一桌.  姊妹們

, 自做的麻糬.  想不到在這

離故鄉一萬哩的地方, 還能享受到道地的家鄉味. 

兩位姊妹隨夫移民哥國多年, 事業有成, 又有兒

真為她們一路走來這一條艱辛的移

民心路歷程感到佩服. 哥國臺灣婦女會成員有五

經常與會者二十來人. 因為天氣的關係, 

幾乎個個都是高爾夫球高手. 他們非常歡迎我們

組男女高球隊前往友誼賽.  又表示繼 2003 年她

FOTWA 年會在哥國舉行; 後來

一再的邀請她們參加明年四月

並遞上幾份給 Obama 的信, 請

, 多多益善; 最後我們都帶上

圍巾照相留念.  

與姊妹相聚時間雖只有幾個鐘頭,; 

. 願明年在 Toronto 再相見.  

 



 

      
                                   

2008年初，幾年來我

們一直參加的 OAT 旅

遊公司寄來的廣告，

謂十月將開闢一嶄新

的旅遊路程－－「北

非，突尼西亞」。行

程包括北從地中海的

古蹟南到撒哈拉沙漠

的奇觀，讀其介紹說

明，可真誘人躍躍欲

試，遂捷足先登的訂

位十一月中旬啟程的

團隊。 

是日，乘意航班機由 JFK直飛羅馬

達突尼斯，（突尼西亞首都），已經是第二天

的時辰。OAT 的特點是團小，才 13

州、德州、麻州各地，成員都是退休族

旅遊享受黃金年華，15 天的行程大家相安無事

玩得輕鬆愉快。 

 

地理景觀地理景觀地理景觀地理景觀 

非洲是地球上第二大陸塊，拉丁語意為

灼熱〞，曾被稱為「黑暗大陸」，

立的 54 個國家。依地理位置、自然環境

活動的差異，可分南、北、中、東

區域。突尼西亞是屬於北非，是北非最小的一

國，而北非還包括埃及、利比亞、

摩洛哥等國。北非介於印度洋與大西洋之間

北臨地中海，自古歐亞相互往來頻繁

必經之地，以後也都成為列強瓜分殖民地

尼西亞的形狀有點像臺灣蕃薯，導遊卻說似

〝孕婦〞凸肚臀大，是很有趣的比喻

亞面積 16多萬平方公里，西鄰阿爾及利亞

南界利比亞，北面和東邊是 1600公里沿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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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珍 

直飛羅馬，再轉機抵

已經是第二天

13人，來自加

成員都是退休族，到處

天的行程大家相安無事，

拉丁語意為〝陽光

」，今日共有獨

自然環境、人文

東、西非五大

是北非最小的一

、阿爾及利亞、

北非介於印度洋與大西洋之間，

自古歐亞相互往來頻繁，是航海

以後也都成為列強瓜分殖民地。突

導遊卻說似

是很有趣的比喻。突尼西

西鄰阿爾及利亞，東

公里沿地中海

但盛產磷酸鹽，法國人來開採輸出做肥料

遊說：突尼西亞只有天然氣

不然會招來像鄰國及外人侵入

地利之便他們向隔壁阿爾及利亞買便宜的石油

北部是山脈間河谷、盆地

區，盛產橄欖、橘子、

此外二分之一多的疆域就是無邊無際的撒哈拉

沙漠，死氣沈沈的鹽湖和一些綠葉成蔭的椰子

樹構成的綠洲點綴著。突尼西亞

氣候，夏季乾燥炎熱，冬天是雨季

的那幾天曾下過雨，雖僅是一陣連外衣都無法

沾溼的毛毛雨，但因久旱逢甘霖卻為本地人帶

來一陣歡樂。雨量越往內陸越稀少

漠是常有多年滴雨未降的記錄

西亞北部地區曾是象、獅

地方，羅馬人來捕盡競技場享樂或處刑叛徒

教徒，又大規模砍伐森林闢為農地

供應補給帝國。 

 

人文歷史人文歷史人文歷史人文歷史 

「你們去突尼西亞要看甚麼

們的話題。突尼西亞確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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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岸線，大小海灣，

連緜不斷的白細沙灘

是歐洲人的渡假勝地，

歐洲人沿著海灘投資

建設了極為龐大、豪

華、到處林立的旅社

和渡假村，讓人驚嘆，

比夏威夷有過之而無

不及。 

亞特拉斯山脈分歧座

落在西北部和東北，

山低，沙岩光禿禿的，

法國人來開採輸出做肥料。導

突尼西亞只有天然氣，幸而不產石油，

不然會招來像鄰國及外人侵入，造成不安，因

地利之便他們向隔壁阿爾及利亞買便宜的石油。

盆地、高原交錯複雜的地

、杏仁、無花果足供輸出。

此外二分之一多的疆域就是無邊無際的撒哈拉

死氣沈沈的鹽湖和一些綠葉成蔭的椰子

突尼西亞是屬地中海型

冬天是雨季，我們造訪

雖僅是一陣連外衣都無法

但因久旱逢甘霖卻為本地人帶

雨量越往內陸越稀少，撒哈拉沙

漠是常有多年滴雨未降的記錄。據說古代突尼

獅、豹野獸成群走動的

競技場享樂或處刑叛徒、

又大規模砍伐森林闢為農地，生產穀物

你們去突尼西亞要看甚麼？」是朋友常問我

突尼西亞確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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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旅遊回來，卻認知它是歷史悠久，有豐富文

化，它包括原住民柏柏人文化，腓尼基、希臘

羅馬、阿拉伯、土耳其、和法國歐洲文化。尤

以阿拉伯回教文化和法國影響最大。阿拉伯文、

法文是通用國訂語文。現代突尼西亞人都是多

種族的混種，年輕男女看來都是帥哥美女，膚

色淺或白，民情淳樸熱情，98%信仰回教，但較

開放現代化，不太遵從教規，不像其他回教國

那麼虔誠膜拜、禁酒，是非洲最歐化、最安定

的國家。突尼西亞又處於經商或軍事戰略的重

要地理位置。近年來為展示它擁有的外人留下

的古文化遺跡和特殊地理景觀來兼賺外匯，遂

開始推展旅遊觀光業，據說每日有兩千人進出，

我們曾遇見很多日本團、歐洲團。目前旅遊突

尼西亞我覺得還算安全，很少聽說有扒手搶劫

旅客案件發生。 

突尼西亞的歷史悠久，十分錯綜複雜，簡單來

說則是一部外來人的統治經營史。最初是原住

民柏柏人居住，後腓尼基人來建迦太基城邦近

千年之久，接著 146 BC 羅馬人侵入征服統治了

約五百年，以後一百多年曾被東羅馬帝國管轄，

第 7 世紀時，阿拉伯人入侵並傳入回教及回教

文化，幾個阿拉伯王朝先後統治了約八百年，

到 16 世紀末，又換手給信回教的土耳其鄂圖曼

帝國管治。此後三百年間地中海地區海盜猖獗，

歐洲多國支費求突尼西亞保護而獲大利。其間

發生一些事件雖消滅海盜的騷擾，但也斷絕了

突尼西亞的收入以至其經濟崩潰。1881 依約突

尼西亞卻淪為法國保護國，直到 1957 才獨立成

為共和國。選領導獨立的 Bourguiba 為第一任總

統，他卻行專制、消滅政敵，修改憲法要當終

身總統。1987 年 83 歲時被迫退休，後移居法國，

於 2000 年去世，享年 96 歲。導遊說：他執政三

十年倒也有不少貢獻，如女權提高、生活水準

提昇、教育改革、建立人民對國家意識認同，

將突尼西亞帶動為現代化國家。繼任的 Ben Ali

總統也是同樣的想終身坐寶座，自 1989 到現在，

連選連任四次，百分之百的支持率。他也是包

裝型獨裁專制者，控制人民自由忽視人權，旅

館、學校、公共場所政府機構，到處懸掛他不

同的肖像，如老蔣、毛澤東一樣稿偶像崇拜。

我們隊的一位女士問導遊說：那個人的相片怎

麼越掛越年輕？他不是七十多歲了嗎？突尼西

亞人雖不喜歡他，但也無可奈何，反正突尼西

亞人是有一天過一天，不管明天，得過且過的

殖民性，男人們能一早就群集坐在咖啡茶店前

聊天曬太陽看光景，日子是頂好過的了。 

 

柏柏人柏柏人柏柏人柏柏人    

突尼西亞的原住民是柏柏人 Berbers，公元前二

千年，既由阿拉伯移民來此，住於中南部沙漠

地區，遊牧為生，每當外來人入侵時都曾奮戰

不懈，也曾建立王朝短暫統治過這地區。至今

南部鄉村的柏柏女人仍穿著 bakhnoug 寬鬆批肩

衣，包頭巾遮掩面貌，男人則穿深棕色或黑色

寬鬆連帽長毛袍 burnous。柏柏人的毛織地毯、

陶器、如豆腐干小磚塊的建築裝飾，橘紅色、

深藍色的幾何圖案，看來都很有其獨特的藝術

之美。 

 

迦太基迦太基迦太基迦太基 

五千年前，西南亞兩河流域的肥腴月灣和非洲

埃及兩大遠古文明誕生發展時，原屬游牧部落

閃族的腓尼基人，13世紀 BC 由阿拉伯沙漠遷

徙到西亞地中海沿岸，建立太爾 Tyre西頓

Sidon等城邦，曾強盛一時，掌握地中海域權、

商權，並向歐洲及非洲北岸移民，於 814BC在

今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東北方附近，建立一腓

尼基人商業中心稱迦太基城，後來擴建成極為

強盛的迦太基帝國。腓尼基人吸收融會埃及和

兩河文化，借通商之際，將自改良的埃及字母

西傳希臘，而成為今日歐洲各國字母之祖，又

東傳演成波斯文、梵文再傳至中國則成為藏文、

滿文、蒙古文等的字母。BC 8世紀，羅馬人興

起，逐漸併吞意大利各族，征服希臘佔有的殖

民地統一意大利半島，此時西地中海僅存羅馬

與迦太基兩大國，當然勢難兩立，一百多年間

兩國先後發生三次古代西方歷史上很有名的普

尼克戰爭 Punic war。這三次戰爭所以有名，是

因為迦太基出了父子兩位軍事名將，父哈彌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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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戰爭卻戰輸又失掉西西里島，飲恨而

死，子漢尼巴九歲時發誓要擊潰羅馬，漢尼巴

很有軍事天才，其戰術古今軍事家都要研究學

習，他領軍和羅馬征戰所向無敵。遂率兵前往

西班牙開拓新疆土，卻受羅馬干擾，漢尼巴要

先發制人，於 218 BC 率精兵九萬，騎兵一萬二

千，37 隻大象，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北部，

連戰大捷。後羅馬採堅壁清野進攻迦太基，漢

尼巴奉召返國救急，但西班牙戰場缺名將而戰

輸。迦太基被迫簽和約，賠償軍費、交出軍艦、

盡棄國外領土。然羅馬人猶懼迦太基復興，為

斬草除根，149 BC 毀約，藉口進兵血戰三年，

146 BＣ迦太基終於被滅，千年古都夷為平地，

並灑遍鹽粒洩恨，以防迦太基再生，五萬人淪

為羅馬奴隸，留下壹千處死，漢尼巴終也引恨

自殺。我們參觀了二千年前迦太基古城牆遺址

一些石碑石柱的遺跡。 

２世紀ＢＣ羅馬征服北非後，曾設立一非洲行

省，時羅馬內部長期的革命，動盪不安，百年

後凱撒才重建迦太基城，其規模範圍比原先腓

尼基人的迦太基城更擴大，有二百年之久僅次

於羅馬、亞歷山大城，是帝國的第三大城，而

羅馬時代在南郊區或東海岸也建立許多羅馬城。

這些地方留下很多羅馬文化興建的遺跡，成為

今日觀光景點。1985 羅馬市和迦太基市的市長

正式簽和約，結束懸了二千年的 Punic 戰爭化敵

為友。 

 

突尼斯城突尼斯城突尼斯城突尼斯城    

突尼斯城是首都，其國際機場最近才擴建美輪

美奐，對旅客的出入還算方便。這城市分古城、

新城。古城是 8 世紀時阿拉伯人建立，稱

〝medina〞和埃及人稱的 Bazaar 都是市場、商業

中心之意。這古城在 12 到 16 世紀時曾是阿拉伯

回教世界的大城市之一，街道迂迴曲折狹窄，

不但攤販商店接連不斷，還到處有皇宮、清真

寺、噴泉，1979 就列入 UNESCO 古城。新城是

19 世紀法國人來後始建，歐式的高樓大廈矗立

在一條又長又直的林森大道兩旁，中間是寬闊

鋪設紅磚的人行道，有如巴黎香榭大道非常迷

人。我們旅館就在這大道上，從十樓窗口俯視

大道，看到店舖前的咖啡座竟時時滿座，心想

突尼斯人也真懂享受。每當夕陽餘暉時林蔭大

道樹叢中的不知名小鳥，千萬隻的成群結隊出

來運動呢或說定時表演其飛翔特技，衝鋒下落，

變換隊形，嘰嘰咂咂之聲響徹雲霄，真是奇景，

直到天黑了才消失在樹叢中。突尼斯附近又有

西里伯沙 Sidi Bou Said 小村孤立在岩岸上，景美

如畫，狹窄山坡磚道，雪白屋牆，深藍門窗，

盛開紅、橘、黃、紫色的九重葛藤爬滿白圍牆

上，遊客擁擠，居高臨下俯瞰海灣停泊的帆船

遊艇，真和愛琴海 Santonini 島的景致之美可相

比擬。導遊說：這地點是突尼西亞人公認最美

的地方。 

 

美國軍人公墓美國軍人公墓美國軍人公墓美國軍人公墓    

距突尼斯東北 10 哩處，有一北非美國軍人公墓

紀念堂，美國在海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

紀念因戰爭傷亡的美國人，而設有 24 處軍人公

墓，由內政部一特別委員會管轄。在突尼西亞

的公墓是非洲唯一的一處，其他大半公墓都分

佈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境內有好多處，據說以

菲律賓馬尼拉的一處最廣大。我們去參觀的那

一天是 12/7，抵達時一位著官階軍服的黑人好

親切熱絡的歡迎我們，他介紹一位部屬來導遊，

我們看到外面的美國國旗降半旗，不禁議論紛

紛，猜想不知又有甚麼大事發生？這位先生解

釋說：紀念珍珠港事變。這些工作人員可真費

心記得每一個忌日。這個墓園佔地 27 英畝，周

圍樹木枝葉茂盛，花圃內的繁花招展，整個環

境寧淨莊嚴肅穆，立滿白十字架的右側墓園，

共葬有 2841 遺骸，左邊靠牆而立的十多片大理

石墓碑長達 364 呎，刻著死者姓名及所屬州縣，

是找不到遺體的失蹤者的墓碑，約有四千人。

墓園盡處有一無名英雄小墓園，供參觀者獻花，

我們 13 人駐足觀望時，導遊不知在那兒按了鈕，

竟響起起美國國歌，又鳴槍三響，大家肅然起

敬默禱致念。此外還有戰場圖片解說的紀念堂

和一精心設計的小教堂，供作儀式之用。當我

們準備上車時正好美國駐突尼西亞大使陪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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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眾議員和其夫人來巡視訪問，這批大人物也

很親切的和我們各各握手言歡。 

參觀這墓園就得知悉，突尼西亞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歐洲重要關鍵的戰場。1941 珍珠港被日

本偷擊，美國向日本宣戰，三日後德、意向美

宣戰，美國捲入了歐亞戰場。時德軍有「沙漠

之狐」之稱隆美爾將軍，勢如破竹的侵入非洲

佔據突尼西亞。1943 年歐洲戰場由美國艾森豪

將軍統帥指揮作戰，巴頓將軍（Patton 影片得金

像獎 1970）受命聯合英軍在突尼西亞凱塞林谷

道（Kasserine Pass）激戰獲勝，而聯軍再以北非

為基地反攻德義軍，1944 的諾曼第登陸得以成

功，故突尼西亞的這一戰役是歐洲戰場最後勝

利轉捩點。美軍在此戰役中死傷慘重，這一公

墓就為在突尼西亞戰役犧牲的美國人而設置。

我們也經過當年的戰場，參觀軍事小博物館，

外面存放古大炮和幾處碉堡遺址。我滿心不解

美國人怎麼不時的要在外面打戰犧牲人命？ 

 

羅馬文化遺產的展示羅馬文化遺產的展示羅馬文化遺產的展示羅馬文化遺產的展示 

Bardo Museum，在突尼斯城西方，一座 17世紀

鄂圖曼王朝修建的美輪美奐宮殿裡，是世界名

博物館之一，宮殿的土耳其式裝飾之美已夠遊

客欣賞了，加上其豐富的迦太基文物和古代羅

馬的 mosaics的收藏。這些羅馬磁磚展物是世界

最精彩、最特殊、最多的地方。這博物館是旅

遊突尼西亞必需參訪的。那高掛在整片牆壁上

或地板上的每一件磁磚，都那麼完整細緻、有

的小至像米粒拼成的圖畫，色彩鮮艷明晰，圖

案的繁雜有序，作品的鉅大都令人嘖嘖稱奇驚

嘆不已，確實太美了。看這些從古代羅馬人居

住的遺址，考古挖掘出的磁磚，讓人想像古代

羅馬帝國的興盛富裕。 

 

ElElElEl----Djem ColosseumDjem ColosseumDjem ColosseumDjem Colosseum 羅馬競技場羅馬競技場羅馬競技場羅馬競技場    

這一古代羅馬競技場是世界第三大也是保留最

完整的一處。多年來旅遊我們看了好多處羅馬

競技場，那天有人想放棄這 option Tour，但導

遊說不去會後悔終生的。我問他會比羅馬城的

那一列入現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 Colosseum更

值得一看嗎？他回答不知道，因為沒訪過羅馬

城。等參觀後確實覺得不虛此行。它的原貌約

80%的完整雄偉，比羅馬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只

是還未名聞於世。這競技場建築在 3 世紀 AD，

當時的兩大城中間，橄欖油交易中心的一平地

小城 El-Djem。競技場長 138公尺、寬 114高 30

公尺橢圓形，四層觀望台，容納三萬人，我們

爬上到頂點俯視整個景緻，也下去地下隧道探

索，黑漆漆的，說是用來關禁動物或等待處決

的人，兩千年了仍然顯得好陰沈悽然，導遊說

觀望這競技場最美的時刻是夕陽餘暉時。 

 

Dougga 和和和和 Sbeitla 羅馬城遺址羅馬城遺址羅馬城遺址羅馬城遺址 

這兩城鎮有維護保留得很完整的羅馬城遺址，

城的範圍相當廣大。Sbeitla 遺址的三座大神廟，

更是從未在其他地方看過。遺址的街道、戲院、

民宅、浴場、受洗池都很完整性。可知羅馬人

曾南下到今日突尼西亞中部地方。這些遺址早

已列入 UNSECO 的維護遺產。 

 

KairouanKairouanKairouanKairouan 回教聖地回教聖地回教聖地回教聖地    

由東地中海岸橫越沙丘地區到內陸的 Kairouan

城，城中的大清真寺是突尼西亞最神聖的回教

中心，次於麥加、麥第那、耶路撒冷的第四聖

地，為第 7 世紀時阿拉伯征服者所建。傳說麥

加遺失多年的一個金杯，竟在此地沙漠中無意

中被馬踢出現，當拾起來時，地上竟有噴泉湧

出清澈泉水，有如麥加聖井水。後這城發展為

阿拉伯人統治時的首都，這聖城 1962 以後才開

放給非回教徒出入，城中的大清真寺廣大如城

堡，高牆環繞，內部是寬廣的大理石中庭，三

邊是拱形走廊，南邊祈禱大廳堂非回教徒不準

進入，只能從外面觀看，地上鋪草蓆供膜拜，

最裡面的聖壇有兩支高大紅大理石柱是由巴格

達運來的。另外有 414 枝，支支各不同的石柱撐

著拱形的屋頂。傳說不能數算這些石柱，否則

會遭禍死亡。寺的尖塔是方形，由大石塊堆砌

成，底層的兩大石塊刻有拉丁文，是從迦太基

城回收來用，塔高一百多呎，聽說是最古老的

尖塔，晚上燈光明亮時真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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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和綠洲撒哈拉沙漠和綠洲撒哈拉沙漠和綠洲撒哈拉沙漠和綠洲    

一天的 Option Tour 分乘三輛吉普車，浩浩蕩蕩

前往「沙海」探險，當天陽光普照不冷不熱又

無強風，司機很熟諳在無路標，無路徑，無地

圖，無際沙海中橫衝直撞三、四個鐘頭。沙漠

可不是細沙平坦地面難行而已，而是沙丘、沙

坑、沙礫崎嶇不平，車子有時爬上高大沙丘再

俯衝而下，有如電影中驚心動魄的鏡頭，有時

顛簸得好像肚腸都要跳出來，真是辛苦，只有

默禱忍耐，但這一身歷其境造訪撒哈拉沙漠是

我一生難忘的經歷。 

撒哈拉沙漠是地表上面積最大的乾燥區域，佔

非洲大陸 1/4，阿拉伯語意「曠野」，它如海洋

一般橫越北非，氣候嚴苛變化難測，夏季高溫

達 50 度 C，但入夜後可降溫至零下。撒哈拉非

自古以來就令人恐怖生畏，近代的研究從生物

化石、古代聚落的遺跡、史前岩雕、岩畫，證

明過去的撒哈拉曾擁有適於人類及生物活動的

濕潤環境，目前撒哈拉地下還有一地下水層。

撒哈拉地形有高 3000 公尺似山岩漠，較低的，

怖滿卵石的礫漠和砂質易引起沙塵暴的沙漠。

山麓的乾河谷小盆地就是「綠洲」。突尼西亞

西南方有一 4 方哩大的綠洲，柏柏人聚居的

Tozeur 城就在綠洲內。我們住的五星級旅社後面，

就是一大片種植棗椰子樹綠洲，有一下午導遊

帶我們坐馬車深入其中觀看，這種粗枝大葉綠

葉成蔭的棗椰子樹是自阿拉伯傳入，阿拉伯人

說「它的頭懸在地獄，腳卻立在天國」，意為

棗樹頂端炙日煎烤

樹根吸取甘甜泉水。

僅這片綠洲就種植

25 萬株棗椰子樹，

十二月正是豐收期，

我們一路享受了那

金黃色鮮美甜蜜的

棗子。棗椰子樹下

就種橘子、李、杏、

柿、石榴、蔬菜。

橘子棗子是大宗輸

出的農產品。撒哈

拉沙漠中的綠洲讓我思索領悟造物主的奧妙偉

大。 

 

其他景觀其他景觀其他景觀其他景觀    

行程中看到路兩旁廣植的橄欖樹，卻異於他國，

這些是適宜生長於沙漠地，供榨油用的品種，

其橄欖為紫色小粒，樹可活到幾百年。農家正

忙於採收，全家動員站立在梯架上，用一支像

梳子樣的工具刮刷下小如土豆的橄欖，落在地

上鋪好的布上，再裝入袋送交工廠，以機器榨

油。突尼西亞生產全世界 17%橄欖油。我們有

機會參與採收，也在工廠品嚐法式麵包沾鮮榨

純橄欖油，美國同伴吃得好高興。 

突尼西亞有世界第二大鹽湖，深 1 呎，常常是

蒸發得乾涸龜裂，我們下車看地面有白白的一

層鹽。這兒的鹽自古供應沙漠的人牲畜之用。

據說古代曾一小包鹽換一小包黃金。 

駱駝有「沙漠之舟」之稱，現代人則稱之為

「Toyota Corollas of desert」，到 Douz 城時有騎

駱駝走入沙漠的節目。突尼西亞駱駝是阿拉伯

引進，是只有壹個駝峰、較矮小的品種，它是

沙漠居民食衣住行所依賴維生的，吃其肉、穿

其皮毛、住在其皮革榙的帳篷內、也當作交通

運輸工具。駱駝一隻約值一千美金。我們運氣

好曾看到幾百隻駱駝成群結隊橫越公路，趕快

停車拍照，主人賺了外快喜孜孜。 

突尼西亞的特殊景觀加上氣候乾燥，有許多電

影片是在這裡拍攝的。我們曾在沙漠中看到 Star 

War 和 English 

Patient 留下的外景

建築物，他們正整

修作為一景點。 

我倆起程前倒沒期

待這次旅遊會有多

exciting，但意想不

到的竟大有收穫、

有心得，雖然辛苦

勞累仍然是值回票

價，再次豐富了我

們的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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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遠薰 
 

拂曉時分，一道曙光斜射室內。天漸亮，我

漸醒。想起自己的居身之處後，我起身披衣，走

到窗前。 

掀開薄紗的窗簾，我凝視斜前方的景色。晨

曦中，曲線玲瓏的觀音山宛若一位秀麗婉約的女

子，姿態嫻雅地橫臥在眼前。波光瀲灧的淡水河

脈脈地偎在她身旁，顯示寬廣的胸襟與恆久不變

的愛。 

我注視那即將出海的河面，想起童年時，母

親時常講的一個童話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她總是如此地開場白：

「有一個日本男孩，名叫蒲島太郎。有一天，他

救了一隻大海龜，然後坐在海龜的背上，到海底

的龍宮遨遊。他在龍宮裡，邂逅了美麗的龍公

主，與之纏綿了三年，然後回到陸上的家。但是

當他打開龍公主臨別餽贈的寶盒時，卻赫然看到

盒內鏡中的自己，已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人。」 

原來時光飛逝，感覺只過三年，實則已過了

一甲子。我不禁自忖：我會不會也是個蒲島太

郎？曾經搭乘銀色的巨鳥，飛越太平洋，在彼岸

的美國好似住了三年，但回到故鄉，卻發現已經

過了三十年？ 

想到此，我微笑 ，也嘆息，嘆息青春在不

知不覺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放下窗簾，我坐在床沿，對自己在台北居然

能擁有一個窩，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兩年前，我與外子回台探親時，順便到淡水

探訪一位親戚。親戚知道我的婆婆住在三芝的一

所安養中心，便鼓勵我們在這一帶訂間小公寓，

作為日後經常探視婆婆的歇腳處。 

當時想到自己年邁的母親也在台北，加上一 

股無形的故鄉吸引力，居然很快地與建商簽了合 

 

同。 

隨後，弟弟對我說：「妳人生地不熟，竟冒

冒然然地簽訂預售屋，萬一建商跑了，怎麼

辦？」幾句話說得我有些憂心。 

倒是母親說：「也不見得會個個運氣差。你

們回來置產畢竟是好事，妳婆婆聽了會心安，我

也很高興，因為這表示你們以後會常回來。」 

「是啊，我從前不也跟妳說，我會回來

嗎？」 

「對啦，都在三十年之後。」母親笑著答。 

我朝母親歉然地一笑，想起當年她不贊成我

出國時，母女曾有的對話。 

她說：「我曾拿妳的時辰給人相過命。算命

的說，妳一旦出了國，就不會再回來，因為妳有

越洋飄海命。」 

「不會啦，我會回來的。」 

「妳信口說說罷了。未來的事，妳哪知？」 

我沒答腔。 

但聽她又說：「妳若留在台灣，結婚時，我

想辦法幫妳在家附近買間屋。妳下了班，可以回

家吃晚飯。有了孩子，我多少也能幫妳帶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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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垂眼不語，半晌才說：「我還是想到外面

看看。」 

母親無奈，終於放了行。 

然後，我一直朝前走；等到回首，人生已過

了一大半。 

我起身，環顧四周。小小的一間公寓，倒也

廳房廚衛傢俬俱全，乾淨舒適。我的運氣還不

錯，訂屋兩年，如期搬進，建材與裝潢亦大致如

預期。我覺得很滿足，尤其想到自己在台灣能有

一個窩，能多接近兩位高齡的母親與故鄉的大

地，眼眶都不禁有些潮溼。 

廚房外有個小陽台，窄得僅擺得下洗衣機和

洗衣槽，容不了烘衣機。 

「就架兩根竹竿吧。」弟弟說：「我們在台灣的

人向來只晾衣，不烘衣。」 

說得也是。 

我仰望陽台頂上的竹竿孔，覺得挪動竹竿晾

衣服於我而言，真是好久以前的往事了。這會

兒，我倒想在第一次晾衣前，先掛串風鈴。 

我回房，自行李箱裡取出一串在日本買的古

樸風鈴，將之繫在竹竿孔上。風鈴迎著清晨的微

風，發出叮噹悅耳的鈴聲，聽得我十分陶醉。 

「這可是個雲淡風輕天呢！」我愉悅地想

著：「淡水的冬季總多雨，何不趁著天晴，及時

捕捉一下觀音山與淡水河的倩影？」 

於是我迅速地盥洗，然後拿著小包包和袖珍

照相機，沿著高低不平的騎樓，走向捷運站，再

轉入站後傍河的自行車道。頓時，美麗的觀音山

與淡水河一覽無遺地呈現在眼前。 

不同一些名山的雄偉磅礡，觀音山給人的感

覺十分溫柔。她的橫度比高度還要長，左翼自淡

水河面凹凸有致地逐漸升高，至山巔後，再徐緩

優美地向下滑至右側的水平線。山形十分完整，

讓人越看越覺得她具有特殊的風韻。 

從前我聽說，這山的命名是因為她的形狀看

似觀音側臥，現在則覺得她的左翼曲線更像一名

美麗女子的側面輪廓。或許在當時人們心目中，

世上最美麗慈祥的女子非觀音莫屬，所以才命名

為觀音山吧？ 

好山需好水相陪，即將出海的淡水河便如此

寬容地擁抱她。河與海交接的沼澤地長著一片終

年常綠的「水筆仔」林。這鄉人口中的「水筆

仔」是一種罕見的胎生植物，隸屬紅樹林植物

科，所以如今這片矮樹叢便被稱為紅樹林。 

樹林旁，叢叢的菅芒與蘆葦交錯而生。芒草

邊，一壠壠青翠的菜畦欣然地迎接朝陽。和風

中，一個帶著斗笠的老農正彎著腰拔著草。啊，

這豈不就是我兒時熟悉的台灣鄉村景象？ 

但僅在三米寬的自行車道邊，日日載負無數

乘客的捷運列車急速地駛進又駛出。車站前，公

路上的車輛多如流水馬如龍，而一棟棟新穎高聳

的住宅大樓則如雨後春筍地林立在路旁。 

這是一個新舊雜陳的景觀，如同我的記憶經

常與現實交錯一般。想來這人生與社會，本就是

一幅幅的大拼圖，如何取捨、平衡，就靠個人的

喜好與智慧。 

我漫步一陣後，走進捷運站。搭了一程捷運

到淡水，又走向河畔。 

這裡的河接海，海連天，變化多端的白雲則

席捲了大半個藍天。 

河的那邊，無言的觀音山依舊嫺雅地靜坐在

水旁。河的這頭，幾艘彩色的扁舟停泊在水邊，

幾株如巨傘般的老榕樹屹立在岸旁。榕樹裡，居

然有人斜躺在叉開的樹幹上悠閒地睡覺！ 

猶記唸大學時，我每年總會與朋友相約到淡

水玩。但當年沒地圖，怎麼來怎麼去，總迷迷糊

糊。只記得不論遊淡海或爬觀音山，一夥人總不

忘到淡水老街吃碗魚丸湯，也不忘在日落時分搭

乘往返八里、淡水間的渡輪，在晃晃盪盪的舢舨

上，一起驚呼夕陽墜海的美麗。 

後來出了國，每回聽到《淡水暮色》的老

歌，總不禁會想起那漸行漸遠漸模糊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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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我憑著印象，摸索到淡水老街，但見

老街不僅風華如昔，而且比以前更加熱鬧。 

不少店家打著「阿給魚丸」的招牌。我帶點

迷惑地走進一家食堂，點了那麼一道菜。結果店

東端出一碗我所熟悉的飄著芹菜珠的魚丸湯，再

上一份裹著冬粉餡的超大油豆腐包。我吃著油豆

腐，想起「阿給」或許就是日語「阿不拉給」的

簡稱，不由得佩服台灣人創造詞 彙之聰明。 

走出小吃店，我拐進一條古老的下坡巷，像

瞎貓碰死耗子般，居然找到了渡船頭，也碰上一

艘即將開航赴八里的渡輪。 

我上了船。然後隨著馬達的發動，渡輪如快

艇般地在河海相連的水域上乘風破浪地前進。那

種感覺與昔日乘坐隨波逐流的舢舨大異其趣。但

不管船怎麼開，黛綠的觀音山總忽前忽後地出現

在眼前。 

此刻的觀音山像在冒煙，頂端的山峰全然已

隱入雲端，氤氳的山嵐如煙似霧地瀰漫在周遭。 

我想起《長恨歌》裡的：「忽聞海上有仙

山，山在虛無飄渺間」，心想大概仙山就是這般

光景吧？ 

船到了八里，船家扶我上岸。我站在港邊，

眺望慕名已久的八里左岸。白色的浪花拍打著碧

草如茵的海岸，成排的大王椰沿著海岸線迎風佇

立。椰樹下，紫紅的鳶草傍著修減齊整的綠灌

叢，弧形的木棧道引導著遊客走向商店街和小

鎮。 

我朝鎮上的方向走，依稀記起從前的八里是

一個帶著鹹鹹海洋味的小漁村，到八里前，必須

穿過一個小山洞，現在想必都已物換星移？ 

海風吹得益加強勁，路旁的大王椰如微醺的

醉客般前後左右地搖晃。我抬眼再望一眼觀音

山，發覺山的上半部已被團團的烏雲所吞噬，心

想難道變了天，快要下雨了？  

我繼續朝前走，路過遊客中心後，左轉進入

小鎮。但見新闢的道路兩旁，開了幾家作遊客生

意的餐廳；舊有的主街上，則添了許多家打造石

材的工廠。我穿梭在大街與小巷間，從一家家傳

統的店舖與賣檳榔的攤棚間，看到了儘管擴充許

多但仍帶著濃濃台灣鄉鎮味道的八里。 

天空變得十分陰暗，不久開始飄雨。我踅回

渡船頭，在霏霏細雨中，看見伸入水中的長長甲

板邊，泊著一艘船。 

我走上甲板，探出頭來的船家示意我坐上一

個有著三面蓬布環繞的座位，對我說：「妳得等

一會兒，因為這艘船不開航。」 

然後，他縮回他的船艙。我獨坐在甲板的避

雨座上，靜靜凝視空茫的海面與迷濛的碼頭。雨

越下越粗，星期一的遊客本就不多，這會兒更不

知全躲哪兒去？四周的景致像籠罩著一層鉛，灰

灰濛濛；帶著節奏的海浪規律地襲打著海岸，也

晃動著甲板。 

也許是時差，也許是波動的浪潮，我在不知

不覺中闔眼睡着。待再張開眼，一時只知身在港

灣，卻想不起在何處？是自己居住的巴爾的摩

港？喬治城的波多馬克河港？或剛遊歷過的北海

道的小樽？函館？或加拿大的溫哥華港？維多利

亞港？還是意大利的蘇連多？拿波里？我感到迷

糊。 

一艘快艇自海域裡迅速駛近甲板，船上有人

喊：「淡水，淡水！」 

喔，對了，我要搭渡輪回淡水。這下，我醒

了過來。 

我坐上開往淡水的渡輪，然後隔著水珠落不

停的玻璃窗，繼續觀看淒迷空靈的觀音山。這時

的山只剩下一個底座，其餘的部分好似被大氣蒸

發掉一般。 

淅瀝瀝的雨聲中，我上了岸，在淡水老街的

騎樓買了一把傘。才撐著傘走幾步路，便聽得有

人喊： 

「小姐，小姐，吃個紅醩肉丸吧！很好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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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駐足，注視著大油鍋裡排列整齊的熱騰騰

軟 QQ的肉丸，心想：「Why not?」若在巴城，

有人送我兩粒台灣肉丸，那可是情濃意厚的珍品

呢！ 

我收了傘，走進小吃店，滿足了口慾之後，

再打道回府。 

回到家，我弄乾自己，裹上披肩，手拿一杯

熱咖啡，又不自而然地走到窗前，望一眼觀音

山。 

那山，還是煙霧嬝嬝，處在虛無飄渺中。 

曾有許多年，我的腦裡沒有觀音山。如今因

緣際會，竟朝看夕也看，晴看雨也看，真得把李

白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改成「相看

兩不厭，只有觀音山」呢！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我啜飲著咖啡，想起上

午如奧德賽(Odyssey)的旅人般，遊了一趟淡八

里，不覺莞爾。 

年輕時，曾經嚮往奧德賽般的漂泊或蒲島太

郎般的探險，但是走過山山水水，如今倒覺得有

一個定點，能夠孜孜不息無計無較地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才是美麗的事實。 

我又想起蒲島太郎的故事，覺得自己比蒲島

太郎幸運。因為我回到故鄉時，尚不至於是一個

巍巍的老人。而且更幸運的是我有一個神，在我

如旅人般前進時，一路保守我平安；在我回頭尋

根時，賜我一個窩和一座能隨時仰望的山，篤定

我的心志。 

我又起身看山，看那朝夕看不厭、心中惟有

的觀音山。 

 

 

     
姜瑞香 

 

愛兒 Keimay 離開我們整整兩年了，但是他

的音容，他的言行舉止卻時時刻刻烙印在我心

中。無論日間夜裡，任何大小事情都會讓我想起

他。我對愛兒思念之情絲豪不會因為歷久而遜

色。在思念他的同時，讓我回憶起在他短暫的生

命裡，有些事很令我這做母親的引以為傲。兹記

載於下﹕ 

 

其一，當 Keimay 十歲時，我為了奉送他父

親的骨灰返回故鄉屏東，而頭一次帶他回到我闊

別二十五年的臺灣。這一趟為期十天的故鄉之

旅，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是件多麼興奮的事。 

返美兩個星期之後，當我整理他的房間時，

豁然發現在他的書架上擺著一個玻璃罐子裝了半

罐的泥土，上面貼著一張紙條寫著＂Soil From 

Taiwan＂，我告訴他，把臺灣的泥土帶回美國是

不合法的。他的答覆卻是＂媽媽，這泥土不是您

帶進來的，而是由一個十歲小孩子在不知情的情

況下做的，即使抓到了他們不會處罰我，但是他

們沒有發現我做了這件事，而對我來說，擁有臺

灣的泥土具有很深的意義。 

 

其二，在 Keimay 高中剛畢業時，我讓他單

槍匹馬的到歐洲旅行，以增加見識，並壯壯膽

子。我送他到機場時，他提著一個行李，身上背

著一個背包。但是兩個星期以後當我再度到機場

接他時，他只拿著一個行李，背包卻不見了。原

來他到達羅馬的頭一天，當他在公用電話和旅社

連絡時，他將裝有証件及重要物品的背包夾在兩

腿中間，另外一個行李放在身邊。說時遲，那時

快，一剎那間，有人從他身後抓了背包就快速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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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雖然他的警覺心很強，但是立刻想起拖著另

外一個行李想要追趕，談何容易，只好作罷。 

 

那個被搶走的背包裡有他的機票、護照、旅

行支票、相機、隨身筆記本以及其他心愛的東西 

。旅行的頭一天就碰到這種意外，沒有証件、身

無分文，往後如何旅行？我想一個尚未成年的孩

子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想辦法打電話向父母求

援。沒想到他居然能不慌不忙的把問題一 一解

決了。 

 

首先他打聽到在羅馬的美國大使館住址，由

於身上沒有錢，他只得費了兩個半小時徒步到那

兒，向大使館辦事人員說明來由，於是他們不但

當場發了臨時護照給他，並且讓他在大使館內和

航空公司以及 America Express 連絡，而妥善的

解決了機票以及旅行支票的問題，當晚所有他需

要的文件全都送到他的旅社。於是第二天，他得

以開始他雖仍具失落感，但是興奮且愉快的旅

行。 

 

我對他這次的不幸遭遇，甚為婉惜，在安慰

他之餘，不免問他＂發生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

不想辦法和家人連絡？他的答覆又一次令我非常

驚訝，他說，”我在 million miles away，在遙遠

的歐洲，即使您知道了，您能幫些什麼忙呢？只

有讓您乾著急，對不？” 但是當時他是十八歲還

不到的孩子，碰到這種事情，居然能把它處理得

井井有條，還不讓我擔心，我能不以他為傲嗎？ 

  

其三，當 Keimay 接受化療五個月後，身體

相當虛弱。2007 年八月底的一個下午，當他做

完 Chemo，還沒有足够的力氣走向醫院大門

口，於是在醫生診所的候診室休息，我就陪著他

坐在那兒等候。幾分鐘後，有一位行動不便的老

太太，使用 walker 慢慢走進診所。門口的小姐

告訴這位老太太，她走錯了一個房間，並指示她

應該到樓下左側的第二個診所。這位老太太聽了

之後，似懂非懂，茫茫然的走出去。不多時

Keimay 站起來告訴我，他要出去一下就回來，

我以為他要上洗手間，於是我點了點頭，就繼續

看我的雜誌。不料他卻是走出去拖著他極其虛弱

的身子，一步一步的趕上這位老太太，幫忙她，

陪她到樓下，帶她找到了她應該去的那間診所，

這才放心的回到樓上來。當他回來後，慢慢的坐

在我身邊的椅子上時，我還不明所以，一直等到

他把詳情告訴了我，我感到無限的羞愧，為什麼

我就沒想到去幫忙這位老太太，當時我的腦海裡

只想到 Keimay 在做完化療後所受的痛苦。而他

卻能不顧自己去幫忙另外需要接受照顧的人。我

的內心著實受了感動，如果人人都有這種以慈悲

為懷的助人之心，這個世界該有多美好啊！ 

 

兩年了，漫長的七百多個日子裡，Keimay

的身影，他的所做所為無時無刻烙印在我的腦海

裡，對他思念之情難以筆墨形容。曾經有一位朋

友這樣安慰我，”把你對他的思念化為生活的力

量，為你所愛的人走好這段旅程…..”，我想這是

唯一能安慰我內心深處對他的懷念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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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美 

 

從小就被耳提面命，身為女子，應遵守三從

四德。在家是百依百順的女兒，在學校是循規蹈

矩的好學生。相信我們這一代小時候都是如此模

樣，我只是大多數好孩子其中的一個。 

婚後為了家庭的和諧，凡事盡量妥協。因此，

往往放棄自己的主見，順從身邊人。一切以家庭

為主，而忽視自我。如此的母親，居然出乎意料

地教養了兩個具有革命性的女兒。生活在母親的

言教、身教中，她們不看著母親，有樣學樣。反

之，她們脫胎換骨，爭取女權，改變傳統。或許，

物極必反，母親的柔順，引發刺激她們的革命性。 

兩個女兒婚後都不從夫姓，乃是婚前男方父

母與女婿都同意的事。為了她們學術論文之發表

與專業工作，繼續使用原姓名較為方便，理由堂

皇而易於被接受。但是，她們婚後，我們的三個

金孫先後降臨，個個都從母姓。兩個女兒如此同

出一轍，我不但沒有鼓勵，而且加以勸阻。 但是，

身為其母，實在難辭其咎，真是百口莫辯。 

孩子從母姓，兩對公公婆婆那邊居然輕易過

關，真是大感意外。洋公婆抱著孫子，心花怒放，

尤其是大女兒的公公婆婆引頸企盼了八年才得到

第一個金孫，更是欣喜若狂！洋公婆不把姓氏之

傳宗接代看成大事，猜想是東、西文化的差異吧！ 

有一天，女兒女婿一家快快樂樂地要從美國

去加拿大渡假。過境時，檢查人員檢視過他們的

護照後，認為疑雲重重。據說，遺棄配偶，攜子

與情人私奔的例子時有所聞。 

「妳身邊的人是妳的丈夫嗎？」檢查人員指著女

婿問。 

「是的。」女兒回答。 

「為什麼妳姓陳，而不與他同姓？」該員又問。 

「因為我婚後保留原姓。」女兒又答。 

「孩子為什麼與妳同姓？」該員又問。 

「我倆同意孩子從母姓。」 

「依我看，妳可能是拋棄妳的陳姓丈夫，帶著這

個孩子與這個男友遠走高飛，是嗎？」該員認為

大有可疑。 

女兒頓時錯愕，雖然搜盡枯腸，據理陳詞，卻苦

於無證據。該員腦筋一轉，搖醒在後面沈睡中的

三歲長孫 Kyle。 

「他是你的爸爸嗎？」該員指著女婿問。 

Kyle 被驚醒，看到陌生面孔，又可能被其官

僚威風所嚇，憋起小嘴做欲哭狀。鐵漢居然有其

柔情之一面，該員趕緊安撫 Kyle，哄他不要哭。

然後放我女兒一馬，要她以後出境時，一定要帶

Kyle 的出生證明書，以證明他的父母親。此次

Kyle 居然小兵立大功，救了他的媽媽，哈！女兒

的同事們為此事義憤填膺，認為該檢查人員未免

咄咄逼人，逼到三歲小孩頭上。但是，從另一個

角度看，執行公務也有公僕難為的一面。 

在美國結婚的台美人如我，毫無異議地入境

隨俗從夫婿。聽說台灣很多女性婚後保留原姓，

來美後，辦理諸事，經歷了多次夫妻不同姓之不

方便後，終於改從夫姓。 

多年前，有一對朋友，夫妻倆帶著一個幼兒

到中國觀光，夜宿旅館。半夜，公安人員查房，

檢驗證件後，發現他們兩人姓氏不同，認為是淫

蕩男女投宿旅社偷情。雖然他們極力辯明，卻苦

無證據。 

「我們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證據！」太太終於靈光

一現。 

「如何證明這個孩子是你們的？我要看的是你們

的結婚證書！」公安人員說。  

終於，公安人員在他們的護照上各蓋上了「淫蟲」

兩個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夫妻倆感到

當頭一棒，實在無法抬頭見人，趕緊以金錢賄賂

該公安人員。該員收了錢後，只在「淫蟲」上冠

加一「非」字，而成「非淫蟲」，令人啼笑皆非，

似乎愈描愈黑了。 

女兒認為女人懷孕與生育、養育、教育孩子

都是非常辛苦的事，為何孩子不能從母姓？實在

也言之有理。她們爭取女權後，享受權利之際，

偶爾也必須付出代價，心甘情願地忍耐些生活上

不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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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美松  

 

雖然我們住在波士頓很多年，深深地愛上波

士頓的文化藝術氣質，以及多彩多姿、四季分明

的風光，退休以後，我們決定搬到費城，那兒有

兒孫，可以就近過親近的家庭生活。於是，今年

四月賣掉房子以後，我們搬到費城定居。 

我的先生在去年(2008)年底，內科做一年一

次的例行身體檢查，醫生告訴他，他的尿中有血，

叫他要看泌尿科的醫生，進一步檢查及治療，今

年分別在二月及四月在泌尿科做精細深入的檢

查，斷定他的攝護腺肥腫大，膀胱結石，有兩顆

特大的石頭，需要手術去掉石頭治療，手術之後，

一個月內，他不能提重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搬家

計劃已經進行中，他必須搬動東西，於是我先生

決定搬到費城後，再進行手術治療。 

搬家稍微安頓以後，我打電話給賓大的泌尿

科，預約看醫生，去看 Dr.  V.A.，他是此地賓

大醫院泌尿科結石疾病的大主管(Chief)。由於我

先生的身體需要多方面的專科醫生的照顧及治

療，我一向要找最好的醫院及醫生，這次搬到費

城，把他送到賓大醫院，是全國排名第十名的好

醫院，我想可以放心了。 

Dr. V.A. 根據波士頓那邊送來的報告資

料，他決定第一步要先把石頭拿掉，第二步治療

擴大的攝護腺，他說，用雷射光打石頭，這手術

很簡單方便，病人可以當天回家，或者必要的話，

住院觀察一個晚上，次日即可出院。我們深信這

先進的雷射治療，既簡單又方便，毫無懷疑，沒

有半點猶豫的接受了﹔一些朋友也說，雷射治療

去石頭很簡單。 

雷射去除膀胱石頭的手術，訂在七月八日進

行，一大早我們到醫院去，九點多我的先生進去

手術房， 我在家屬等候室，不多時，櫃檯小姐叫

我接電話，醫生要跟我講話，Dr. V.A.說﹕「他

有出血，我不能控制出血問題，要在腹部打個洞，

可以嗎？」對這突然的問題，我直覺的回說﹕「可

以。」家屬等候室的電視銀幕上有病人進入手術

房時間，開始進行的實況紀錄，別的病人都有進

展的紀錄，唯獨我的先生只有進入手術房及開始

手術的時間，其他一切沒有動靜。櫃檯小姐對我

說﹕「我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使你感受好些，

舒服些嗎？你到自助餐廳去吃些東西，喝咖啡會

好受些。」中午我去吃中餐，回來看銀幕上仍然

沒有任何進展，我開始著急不安，問櫃檯小姐，

她打電話去手術房間問，一會兒醫生在電話上

說﹕「手術進行良好，尚未完成。」繼續等，又

再等，電視銀幕上的紀錄像是凝固似的毫無進

展，又過了一會兒，Dr. V.A.的電話告訴我﹕「你

先生要多住院一天才出院，打碎的石頭使膀胱壁

受傷，我們把它縫回去了。」 

下午當我先生被推進病房的時候，四、五位

醫護人員一起進來，個個臉色凝重，我聞到濃厚

的血腥味，他身上插兩根管子接到兩個袋子，全

是血液，他坐在墊子布上也全是血，鼻孔通氧氣，

手臂插著管子，通鹽水、藥水等，接上量血壓、

心跳、氧氣、體溫等的機器，雙腿包在巨大的腳

套中，對這突如其來的巨變，我感到驚駭、茫然，

頭腦裡第一個思維是：以後再也不能讓他開刀手

術。 

護士及工作人員很勤快，不停的換墊布、床

單，量血壓等，血仍然不停的從腹部的洞流出來，

他說很累，他要睡覺休息，我想，既然你要休息、

睡覺，我要趁天黑之前回去休息，大清早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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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累了。但是，看到他那流血、血腥味的情形，

我改變念頭，我要留下來，看看他們要對他做些

什麼。兩年前，二ＯＯ七年，當母親進天堂之前

的最後一程，我在醫院照顧她的情景，仍然新鮮

地浮現在腦海中，面對著像個嚴重病人似的他，

難道說，兩年後，我又要這樣照顧病人嗎？我惶

恐、焦慮不安。當晚我留在醫院，到醫院關大門

才離開，兒子接我回去，到家已是夜晚十一點四

十分。 

退休以後，不再趕上班，現在先生在醫院，

我每天搭火車去醫院，就像我去上班一樣。他住

院四晚，第五天出院，帶著導尿管(catheter)回

家。快出院的時候，我叫兒子媳婦準備塑膠床罩

子，以及嬰孩墊的塑膠布，我也買一大袋男人用

的衛生棉，防止血跡或尿跡留在床上。在醫院裡

他流血多，有時我稍為走動，我的衣服不知如何，

也會沾上血跡，回家要趕快洗衣服，否則血跡洗

不下來。他回到家裡，特別燉雞、煮魚肉高蛋白

質食物給他補養身體，天天洗沾血跡的衣褲，而

且要打電話與醫護人員連絡，我是個不折不扣的

全職照顧者(full-time caregiver)，在這期間，

探訪護士及復健先生到家裡來照顧。 

他的導尿管慢慢的從血色轉為尿色，流血狀

況進步很多，但因傷口尚未復原，增加帶導尿管

的日子，產生細菌感染，發高燒，趕緊送醫院，

必須馬上住院，到了醫院，才知道他患的是敗血

症(Sepsis)，像瘧疾病人似的，全身發抖不停，

自己無法停止發抖顫動，以醫院良好的設備，以

及好多專科醫生聯合診斷，三天後終於燒退了，

渡過了危險期。院方計劃回家繼續口服抗生素兩

週，兩週的藥錢要二千元，老人醫藥保險

(medicare)不付，要自己付，我說我們不付；另

外的方法是可以到療養院去，由血管注射抗生

素，我們以為像洗腎一樣，每天去那裡做完了就

可以回家，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們說的是，要住

在療養院兩週，我嚇了一跳，我說我們不要去療

養院住，再另一個方法是，由探訪護士每天到家

裡由血管注射抗生素，這些費用，醫藥保險都會

付。很幸運地，在退院之前，他們從培養液確定

細菌真正的類別，可以吃便宜有效的藥治療，回

家之後，除了吃藥調養，每天上廁之後，自己要

用管子穿入尿道，進入膀胱測量紀錄在膀胱內殘

餘尿的量。這次住院有一週，出院一週後，要回

診。這一連串不幸的災難，接二連三的惡性發展，

事前沒有心理及應變的準備，我來不及思考及瞭

解，接踵而來，我感到惶恐、害怕、無奈，也帶

給我不停的奔跑、勞累，下一步呢？怎麼辦？我

先生的意思是繼續由 Dr. V.A.來醫，我決定無論

如何，我要找第二個意見(The second opinion)，

至少以客觀的第三者來看整個事情的發展，以及

再下去，我們有什麼選擇。我在網路上找出賓大

醫學院三個附屬醫院泌尿科醫生的名單，研究他

們的專長，選上兩位探訪護士認得的醫生，打電

話去預約最快能看我先生的醫生。這位醫生是賓

州醫院泌尿科的 Dr. M.，這三家附屬醫院在電腦

上都可以看病人的病歷資料。Dr. M.檢查我先生

的腹部，說他的膀胱及傷口等等都良好，可以儘

快以雷射做攝護腺治療，他給我們兩篇他自己的

文獻(papers)，從文獻，我們瞭解他是這方面的

先鋒及權威，文獻上說﹕這種高科技雷射手術，

效果很好，流血少，復原快，成功率高，但是需

要極有經驗的人操作，這雷射若照到腎臟，輸尿

管或膀胱，會造成器官的傷害。 

這家賓州醫院，據說是全美最早的醫院之

一，若把它與富麗堂皇的賓大醫院相比較，它顯

得純樸、實在，以傳統方式操作，富有濃厚的人

性接觸或氣息。一大早我們到了醫院，我的先生

進去之後，家屬等候室的電視銀幕，展現他的手

術進展，沒多久，Dr. M.打電話告訴我﹕「你先

生的手術成功，明天他可以回家。」我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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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見到我先生的時候，他看似沒有發生，沒有

經歷手術似的。兩週後要看 Dr. M.回診，再見到

Dr. M.的時候，Dr. M.笑嘻嘻的說﹕切片結果正

常，我的先生一切正常，我問他攝護腺會不會再

大起來，雷射治療是一輩子有效嗎？他回說﹕「是

的。」他高興，我更高興，我感到得到釋放，輕

鬆愉快，我可以放心地好好休息，安眠好睡，可

以過我正常的生活。在此，我要感謝所有為我們

代禱、關懷、慰問及幫忙的親友們，祝福大家有

健康的身體，過幸福的生活。我滿心感謝上帝的

恩典，正如詩篇二十三篇：「我走過死蔭的幽 

谷、、、有主與我同在‥‧」也感謝天感謝地，

感謝我父母培養造就之

恩，使我能夠有今天。在

這三個月的治病過程

中，我得到一個信念：凡

事要存著希望，不管什麼

災難、病痛，要有希望，

盼望明天會好一些，當災

難過了，像撥雲見日，雨

過天晴，會有陽光普照的

好日子。 
        

            

            

再次接下聯誼通訊的任務，本以為“一回生、兩回熟”; 想當然爾會

做得輕鬆愉快；但瑟玲會長大人決定這一期開始要另外增加英文版，

讓 NATWA II 亦能閱讀到 NATWA 的刊物-其意甚佳！這乃是 NATWA 創刊

以來首開記錄之擧，於是我們的姐妹兵埋頭苦幹…；Whew！終於完成

雙重使命。 
 

這期封面是參加年中理事會的六十六位姐妹組合照，底頁是 Portland

壯麗的自然景觀；內容除了活動報告外有分享遊記和生活心得：經由感受她人不同的經驗，

豐富我們的生活，啟發另類的刺激與成長…；希望妳會喜歡我們努力呈獻的第 42期聯誼通

訊；若有編排不周，疏誤之處懇請寬諒，大大感謝所有參與貢獻的姐妹們與 NATWA 再一次

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 
 

願快樂貼身相隨-心存喜悅的事物-孕育向上飛躍的力量-經年累月-歡愉變成習慣-活出健

康、亮麗的人生。祝福妳… 

               香梅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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