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介紹 :  

這十幅圖是 NATWA 十位姊妹，於年中理事會前，在盧月鉛老師的畫室兩天習畫

的成果。這些畫作沒有題材限制，全憑個人自由想像畫成，多樣的作品，顯示

NATWA 姊妹開放的心思與創作的活力，雖是素人畫家，卻有值得稱許的成績。 

從一點鐘位置，順時鐘方向，每幅畫作的作者分別是：吳朱實，翁照美，曾绣

嬌，歐美麗，王寶蓮，楊遠薰，迪惠蘭，王淑芬，施慶惠，歐春美（中心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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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 NATWA 姐妹新年快樂！ 

感謝溫哥華分會會長陳慧中、前分會長月鉛姐、台加文化協會董事

長純如姐、台加協會快樂廚房大廚們、在會議、旅遊中辛勞看前看

後的秘書長歐美麗，更感謝今年踴躍參與的理事團隊及費心支持的

各位講員，年中理事訓練營已經於 10 月 21 號順利的結束。 

2014 年中會訓練著重運用新科技來協助創作、繪圖的各種技巧。主題演講者之一王文隆

博士和姐妹分享各種高科技寫作技巧並且介紹如何免費出版著作，王博士同時也介紹了正

在進行中的台美人歷史計劃；另位主講人 Lynn Chen 介紹用基本卡通繪畫為文章添加甘草

效用；下午婉香、炫君、遠薰、梅熙也分別分享她們數據世界的新知識。 希望各位與會

的姐妹們已經在會議的交流分享中感受到 empower 的效應，回去以後也已有機會學以致

用。  

11 月底台灣舉行地方選舉，許多 NATWA 姊妹以黨派中立的身分，參與監票活動。姐妹們

見証了台灣民權意識覺醒的新局面感受到無比的鼓舞。感謝梅香姐、寶月姐、和月英姐的

聯絡，大約有二十多位姐妹分別參加了我們 NATWA 在埔里丶台東丶台南市各地頒發清寒

學童助學金的活動。姐妹們同時也參觀了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的麻二甲之家，和高雄勵馨

基金會的路得學舍，對我們 special project 協助的對象取得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12 月 7 號在韻如姐全力協助下 NATWA 姐妹得以與提供 2015 月曆圖畫的小朋友們在台南

市婦女館見面，舉行月曆發表會；同時也藉機感謝台南市政府的幫忙。姐妹們結束這一連

串近乎環島的 NATWA 親善活動，深深祝福我們播出的種子能在心繫的鄉土茁長開花讓台

灣更美麗。  

2015 年會的主題演講我們已經邀請到台灣最會說故事的吳念真導演來與姐妹們做分享； 

聖地牙哥的團隊們更在明意姐的領導下以無限的熱忱認真的在籌劃。我們希望提供姐妹們

一個愉悅的會議經驗和快樂的聖地牙哥之旅，請各位理事、會長們即刻開始招兵買馬參加

年會。 

最後要提醒各位姐妹的是我在年中會提出的 long term project。今年開始在我們的網頁上

和聯誼通訊中將開闢“我的故事”專欄。希望各位姐妹善加利用。每個人都有她獨特的旅

程 ，毎個人在歷史上都有她的定點; Let us “make our life matter”，讓我們的定點不被忽

視。請姐妹們從現在就開始努力，我們的網站等著大家去充電。 

祝福各位姐妹在新的一年健康丶喜樂丶幸福滿滿。 四月在聖地牙哥見！ 

會長歐春美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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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2014 - 2015
 

時間：10/17/2014    9：15am – 12：00pm  
地點 :  Executive Airport Plaza Hotel,  Richmond, B.C., Canada 

會長：歐春美        副會長：張雅美         祕書：歐美麗       司儀：溫明亮 

Parliamentarian：葉明霞       記錄：姜明意、賴淑卿 

理事成員 58 人 / 出席理事成員：35 人 

 歐春美 張雅美 葉明霞 鄭淑華 林碧珠 溫明亮

 何麗津 鄭麗卿 李淑櫻 蔡淑貞 許淑貞      徐梅熙

 謝婉香 賴淑卿 簡慧齡 羅秀齊 劉炫君 林榮峰

 黃芝蓉 陳慧中 張月英 陳香梅 黃美琇 施慶惠

 王淑芬 黃玲玲 盧月鉛 姜明意 葉寶桂 程韻如  

      曾暎貴      黃美惠      邱良媛      李碧娥      葉錦如  
 

出席旁聽，無投票權者：32 人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裁定最低法定人數30、核定投票人數35  

 唱會歌  

 審讀通過 2014 年會員大會前理事會記錄  (見附件 #1 p.26 ~ p.27)  

 會務報告：會長、副會長、財務、區理事、分會會長，各項活動/ 計劃負責人

及各組組長報告與分享   (見 p.6~ p.25) 
 

時間：10/17/2014    1：00 pm – 3：30 pm   主持人：葉明霞 
 

一. 新提案討論 (提案之細節及說明見理事會附件)  
  

 #1 鄭淑華提案：為台美社會保存文學資產，由本會認購十套會員黃娟作品集(每套十七

冊，$265 包括郵費) ，分送十家圖書館，共$2,650。 
   

邱良媛提修正案：由 NATWA 總會贊助 $500。結果：3 票贊成，10 票以上反對。未通過。 

葉寶桂再提修正案：由 NATWA 總會贊助 $1320 (五套)。 結果：9 票贊成，10 票反對， 

未通過。 

鄭淑華提案表決：結果：7 票贊成，16 票反對；未通過。 
  
 #2 李淑櫻提案：將肺癌的支援活動列入 Team Taiwan Project，凡參與肺癌及(或) 乳癌

支援活動的分會都能得到總會提供的補助(參與會員每人$5)。 

葉寶桂提修正案：協助對象不限於乳癌及肺癌的患者而是對所有的癌症患者。 

李碧娥再提修正案：參與會員獲總會補助每人 $5 提高到每人 $10。結果：6 票贊成，13
票反對。再修案未通過。 

葉寶桂提修正案：結果：34 票贊成；提案通過，參與各種癌症支援活動的分會都能得到

總會提供的補助 (參與會員每人$5) 。2015 年開始實施。   
    



4 
 

#3 曾暎貴提案：台灣學童協助基金 (TSAF ) - 即將結束運作。 

TSAF 成立將近十五個年頭，己經匯至台灣十八萬美金，也資助近三千位學童，因此完成

了階段性任務，但最近我們得到的捐款越來越少，同時要找到在台灣的聯絡管道也遇到了

許多的瓶頸，在困難中，覺得該作個結束。 

結果：12 票贊成，6 票反對；提案通過，2015 年 TSAF 結束運作。 
 

二. 臨時動議： 
 

#1. 劉炫君提案：〝聯誼通訊〞可分成用電子郵件傳訊或是印刷版本兩種，會員可以自行

選擇一項。 

李碧娥提出修議：成立特別小組研討。 

結果：10 票贊成，4 票反對，提案通過，將由下屆會長主導，由副會長、出版組組長、

再加兩位以上的會員成立特別小組研究，明年年會提出報告。 
 

#2. 劉炫君提案：大會選舉亦可用 E-voting 或 Paper mail voting，會員可以任選擇其中一

項。 

林素梅提修正案：成立技術可行性研究委員會 (Technology Feasibility Study Committee) 研
究所有有關科技技術上 (Technology) 的事務。 

結果：多數贊成，提案通過。將由下任會長主導成立〝技術可行性研究委員會〞研討結果

需在明年年會上報告。 

( 註:因此決議牽涉到選罷法第二條第三款之不記名投票之原則，必須先修改選罷法才能

再進一步討論。) 
 

#3. 王寶蓮提案 : 成立一個特別小組來提升會員中的文學作家、 藝術家、畫家等，將我

們這一代台美人的文化傳承下去。  

邱良媛提修正案：這特別小組服務的對象，應該也包括 NATWA II 的會員們。結果：多數

贊成 ; 提案通過。由會長、文化組長、及其他會員組成，研討結果將在明年年會中報告。 
 

三. 上次會議未決議事項報告 
 

張雅美副會長報告:〝Guidelines for awarding NATWA II Conference Scholarship Fund〞   
這是 2014 年會時的提議，希望能夠了解 NATWA II 會員們重複申請補助金參加年會的規

定；大會後成立特別小組針對這提案研討，成員有李碧娥、葉明霞、葉錦如、陳麗英、林

素梅 和張雅美等六人， 研討結論如下： 

a. 每年 NATWA II 有 $2,000 的補助金。  

b. 最高金額限于一人 $500。 

c. 第一次申請者有優先權。  

d. 重複申請者前後共可申請三次。 

e. 每年重複申請者們的全部補助金額，不得超過總金額數的百分之五十(即 $1,000) 。 

f. 鼓勵參與者能參與或主導有關 NATWA II 的活動。  

李碧娥補充說明，聯誼通訊第 51 期 61 頁，詳細解說 NATWA II 成立的歷史經過。碧娥姊

更鼓勵每個分會會員，盡量爭取在住家附近的年輕婦女 (NATWA II )，與她們溝通和尋求

一起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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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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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能夠在溫哥華和各位姐妹見面，也很感謝我們整個團隊對年中會的支持。 
 

感謝淑芬、香梅和孟芬的努力，2014 NATWA 夏季聯誼通訊順利出版。感謝玲玲的幫忙讓

通訊錄順利完成。在數不清的 email 來回之後，我深深地感到編排聯誼通訊的超難度，在

此特別向以往曾做過聯誼通訊編輯的姐妹們致以深深的敬意與感激。 
 

高雄氣爆賑災活動 NATWA 捐款總數為$9,020。經由常務理事會同意，由 NATWA Fund 以
同額 match 後總數 $18,020 已經寄到高雄市社會局社會救濟金專戶。救助科林科長感激 

NATWA 姐妺對故鄉親人的疼心。 
 

今年的月曆用童畫為題材頗受歡迎。等一下希望月英姐會有更新的報告。 
 

幾年前負責網頁時我就開始構想進行 NATWA 史料數據形式的保存。今年經由史料組芬

芬姐的合作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成果。等一下史料組將有更詳細的報告。 
 

年中理事會手冊中所列的特別議題項目，有幾項是我近半年來工作的感想，和一些會員們

建議有需要改進空間的事項，本想請在理事會中逐項討論的，但因為時間有限，我現在僅

將摘要報告如下： 
 

1. 年會與年中會的分會報告形式：有會員建議，區理事及分會長報告時應該要精簡重

點，注意時間的控制。我希望明年年會各區理事及分會長報告時，只報告一年活動

中最有意義的，或者與眾不同的項目即可，能善用這兩分鐘的時間，內容簡單扼要。

至於詳細活動報導可以用 Power Point 做出報告與彩印，年會時的 Gallery 將有特

別報告的陳列空間的看板供給各分會使用。 
 

2. 總會與所有會員的 communication channel：目前我們會員在 Yahoo Group 的  

data base 資料不很完整，會員通訊錄上電訊郵址如有失誤的會員，務請通知分會

長或會員組改正。各位區理事、分會長請一定要轉送總會發出的通知給會員們，若

有重要會務時， 對於沒有電子郵件的姐妹務請以電話連絡。 
 

3. 新生訓練手冊的 effectiveness 與建議：新生訓練手冊包含有許多實用的資源和訊

息，請各位區理事和分會長務必詳讀，若有疑問之處再向本會提出。 
 

4. NATWA 文化資產數據化網站是否包括財務報表：今天限于時間沒法討論，如果大

家不反對，我可以請人先將財務報表從數據化網站刪除，暫時不放在 NATWA 公
開的網站上。 

 

5. 台美歷史博物館的台美社團櫥窗希望能收集 NATWA 的史料:  去年五月總會已將

NATWA 二十五的史料送交到 University of Houston Libraries 收藏， 目前芬芬姊又

收集了一套，是否可送到 L. A. 的台美歷史博物館保存， 這議題請大家思考一下，

明年年會時討論。 

 

 

President  歐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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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姐妹的支持，我得有這機會向大家學習和為大家服務。2015 年十月的年中理事

會 將在 Salt Lake City, Utah 舉行。Utah 有著名的國家公園，Zion National Park,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Arches National Park 等等…相信很多人去過或聽過。NATWA 沒有在 

Utah 辦過年中理事會。我就想利用這機會在 Utah 跟大家一起學習。能接近大自然是一

種深度的享受。今年七月我在 Seattle 辦的美西夏令營，徵召了兩名 Utah 來的會員，一

位是新會員，另一位是重新入會。所以 Utah 現有兩位 NATWA 的會員。她們和她們的另

一半將負責計畫我們的旅遊。 

 

2016 年 4 月的年會將會在 San Jose (矽谷)舉行。本來我希望能在 San Francisco 辦年會，

但調查結果發現 San Francisco 附近 Hotel 的價位都太高了，只好作罷。安排 Bay Area 

的旅遊有點傷腦筋，因為這 Area 很 popular 而且有很多台美人第二代在這裡工作，來這

裡玩過的人很多，怎麼辦? 計畫中，請拭目以待。 

 

 

 
See treasure report 附件# 2 
 
 

 
See Flow chart 附件# 3 
 

 

 

依照慣例一年一度的年美東夏令營為婦女會準備了一間會議室。 

第一天的晚上，波士頓的羅靜春倆姊妹們帶著大會女士們配合各種音樂學習多樣舞步 ; 

她教我們怎麼輕鬆地隨音而隨興起舞，跳得熱烘烘之後，姊妹們又續攤圍坐認親結緣並交

換多項生活經驗及心得。 

第二天另位波士頓的姊妹，現任分會長許淑貞又和大

家共敘“藝術創作與分享”。演講後男女觀眾踴躍發

言提問，因時間關係，沒有盡興，淑貞希望明年天氣

好轉後，NATWA 的姊妹可以到波士頓參觀她的畫室，

交換心得。 

第三天我們邀請到吳崢、沈清楷、何浩明，繼前一晚

三更半夜欲罷不能的太陽花學運精彩演講，再次在

NATWA Room 為我們做更精闢的演述。之後，擠得

水洩不通的觀眾們更紛紛慷慨解囊贊助義舉。 

 

 

Treasurer    梁琰華 

Vice President    張雅美 

Parliamentarian    葉明霞 

東北區理事    鄭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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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的困難就是地廣人稀，希望能推舉地緣較好的 Atlanta, 
GA 的人選也許比較能有所作為 ; 並希望各位能多多指教。謝

謝! 

 

 

 

1.  中西部地區包括三個分會(底特律、Ohio、多倫多)還有

Illinois、Wisconsin、Kentucky、Iowa、Minnesota。五、六月

期間催繳會費，中西部地區大約有 200 多的會員。 

2.  七月參加美中西部夏令會於俄亥俄州哥倫布擧行。底特

律的姐妹和她們的夫婿表演 “快樂的台灣人” 的舞蹈。 

3.  八月期間底特律的姐妹很忙，有台中的中山國中來參加

世界青少棒盃的球賽，他們贏了世界盃的頭銜。而後太陽花學運的領袖 6 人到安娜堡的

密西根大學來演講。我也去了 Wisconsin 拜訪惠蘭姐和聖美姐，也參觀許氏人參園。 

4.  九月的中秋節，底特律的花貓歌舞團到安娜堡的同鄉會和密西根大學的迎新會中去唸

歌，我也順道介紹 NATWA 給台灣來的留學生。 

5.  十月初特地到多倫多去遞送 NATWA 通訊錄和雜誌，也跟多倫多的姐妹一起 Potluck 
和一天的賞楓秋遊。 

 

 

 

平原區包括 11 州，4 州有會員。Kansas 及 St. Louis 有分會，

會員數目與去年差不多，大約各 30 人左右，Colorado 有 9
人。謝謝張雅美副會長的努力，今年 Utah 開始有會員 2 名。

我住在 St. Louis, 盡力支援分會的活動。分會長章美茜活潑有

勁，推動許多新的活動，主動與美國主流社會連結，值得我

們學習。 

  

 

 

南區主要是包括 Lousiana and Texas, 其他地區沒有會員。我

住在 Louisiana，因地緣之故所以經常跟分會長及會員保持聯

繫及互動。至於 Texas 會員我用電話及 Email 聯絡。(在此要

感謝會長及 Mia 提供會員消息) 。我的主要任務是幫忙收會

費及聯絡感情。對於 La. Chapter 我就是幫助說服會員繼續留

下，有必要時也有我先代繳後再收的例子 (似乎有點苦肉計

的意思?) 。而 Texas 因有很多在 NATWA 很活躍及有名望的

會員均來自 Texas，所以我們工作就是注重在聯繫比較分散的會員，及不常來或漸漸疏離

的姐妹，希望他們能歸隊。 

東南區理事    林碧珠 

中西部理事    溫明亮 

平原區理事    何麗津 

南區理事    鄭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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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儘量鼓勵分會會長參加年中理事會，幫忙買機票訂旅館並全程陪伴。從這些電話聯絡

中，我有些感想及建議: 

1. 有些會員從來不上網，得不到任何資訊，如何讓她們不會感覺被摒棄而不再參加了?  

2. 會員不知會費要繳給誰 (每年都在變) 是否能夠 Email 給所有會員 A List of 
information: 例如:  a. 會費要繳給誰 (因每年會換人) 。 

b. 什麼費用可以申請，多少錢，要跟誰申請?  

 

 

 

西南區各分會的會長都很盡力地去安排活動，我只需打電話

聯絡、問候一下。只有一事讓我深覺內疚，竟然沒有聯絡 

Arizona 的分會。 

當我與最少會員的 Nevada 州聯絡時，雪玟姐有會費的疑

慮，我聯絡 Mia，在此要特別感謝她的幫忙，與肯定作事的

能力，馬上解決問題。 

 

 

 

西北區一共有 150 多位會員，由於北加州和 Vancouver 都有分

會長負責收會費，而 Oregon & Washington 兩州每年都會寄催

繳信個別通知，因此繳費情形良好，都在 98%以上。在此特別

感謝月英姐在我回台期間，幫我很多忙。所屬 2 個分會，一直

以來都有很能幹的分會長帶領，活動多，姊妹凝聚力強，無需

理事操心，甚幸! 

今年美西夏令會在 Seattle 舉行，可惜本人在台灣未能參加。

歐會長和數位 NATWA 姐妹均參與。 

西南區理事    李淑櫻 

西北區理事    蔡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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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Boston 許淑貞 
 

今年歐會長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

的主題“講古、寫冊、繪畫、傳

歷史”, 希望我們波士頓分會在

下半年能有類似主題的活動推出。 

每個分會的文化和需求有所不同, 

舉辦活動需要考慮如何吸引會員

的興趣。 

母親節、父親節的郊遊慶祝活動是往年的

重要節目, 慰勞母親、父親的辛勞, 一起

來健行, 欣賞風景, 享受佳餚, 談談兒女

孫子其樂融融。 

好的電影不但能増添我們某方面的知識也

讓我們的心靈得到一些滋潤。欣賞了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從中我們再次

體會到“beauty, inspires, obsession”, 真

棒! 值得一看。 

Boston 很多姐妹們平時都在幫忙兒女照顧

下一代,“採藍莓”也包括這些可愛的孫

子們, 看他們有多好玩。 

10 年前來到 Boston, 就一支將熄火

的蠟燭點燃了, 譲我們分會再活潑起來, 

不過 九月底因工作的關係, 她們一家離

開了我們, 搬到 DC 去, 那真是 DC 人的

福氣。我們用感謝的心情舉辦了 potluck 

farewell party 祝福她們一切順利, 萬事如

意。這一切溫馨的互動將記載在 Boston 

人的記憶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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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CA-N 徐梅熙 

 

> 5/10 參加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舉辦的

臺灣文化節。 

> 5/17 第一次理事會議, 理監事共 8 人出

席。訂定今年度將舉辦的各項活動和負責

人。 

> 6/28 早上在臺灣會館舉辦第一次會員大

會, 除了介紹新團隊外, 並宣佈今年將舉

辦的各項活動和日期。下午邀請年輕電影

製片家 Anita Cheng 來演講 - Tongues of 

Heaven。當天我們共有超過 100 人參加。 

 

> 8/9 美麗人生活動, 由負責人賴碧良姐

妹邀請張約美女士示範指導圍巾製作, 並

且邀請台灣退休骨科名醫施麗媛演講 - 保

密防“跌”。兩個階段, 前者強調手腦並

用, 後者重在骨質疏鬆和老年骨折的預防。 

> 9/13 美食人生活動, 負責人林春惠姐妹

教做道地臺灣美味肉圓 ; 總共 40 多人參

加。當日下午 1:30PM 舉行第二次理事會

議, 財務報告外並討論計劃或變更未來各

項活動事宜。 

 

 

 

 

> 9/28 在舊金山舉行的 Race for The Cure, 

我們有 8 位 NATWA 姐妹加上其他鄉會總

共有 17 名正式以" Team Taiwan" 的團隊

報名, 另外還有其他未報名者隊伍總共約

25 人左右。 

 

> 9/28 下午和多位姐妹出席北加州臺灣同

鄉聯合會新任會長莊靜娜姐妹的就職典禮。 

> NATWA 2015 月曆北加分會今年認購

180 本, 現只餘 15 本, 正繼續銷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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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CA-S 謝婉香  

 
5 月 17 日及 18 日台美人傳統週園遊會共

襄盛舉負責賣票 at Information Desk。 

6 月 - 粽香飄送裡一起分享與傾聽 
 

7 月 - 初探天使城 一日遊   

7/30 探望蕭泰然大師 
 

 

 

新年度新改變, 新鮮人新作風 Ohio 

Chapter 有一個年輕的會長 Cincinnati 的

王俐力。 

7/19 Cincinnati 三位姊妹和 Columbus 十幾

位會員聚在施慶惠家 potluck。很高興的

全數通過廖翠玉當選副會長, 施慶惠為財

務。 

10/5 姊夫施忠男 (張美智的先生)和施慶

惠開兩輛車, 十個人南遊 Cincinnati。這是

一個風和日麗的深秋 (今年氣溫下降得

早) 氣候。我們在 Ohio River 畔吃地主為

我們準備可口的午餐。 

還走過 Purple Bridge 到 Kentucky 的

Newport 去。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看到

Cincinnati 的姊妹市-新北市的旗子飄揚在

International Park。真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下午一行人開到辛城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 參加他們的週日禮拜。接下來 NATWA 

events 正式開始, 我們向與會的八九位辛

城學生和年輕人介紹 NATWA 組織。再來

就是秀芳姊, 美惠姊和恩惠姊大展身手教

我們做炒米粉, 麻糬和碗糕。還有辛城

NATWA 姊妹為我們準備的佳餚, 連辛誠

教會教友將近四十人共聚一堂。

 

9 月 - Team Taiwan Race for Cure - 
Newport Beach (右圖) 

Chapter P - Ohio 王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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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Detroit 簡慧齡 

 

自今年五月以來我們底特律有四個活動: 

1.  5 月 3 日新舊會長交接在我家, 在

中西區區理事溫明亮監督下由林淑秋交給

我, 副會長林麗華, 財務梁淑貞我與大家

討論今年度活動 List。 

2.  6 月 21 日李淑櫻西南區區理事在

Nori Library 演講藝術欣賞及創作, 淑櫻

介紹畫家的畫後, 我們有集體繪畫創作比

賽。40 人分成 9 組一小時集體繪畫後, 

每一組派代表呈獻並說明她們的圖, 然後

讓大家評判選出五位得獎者, 可以收到淑

櫻姐的畫冊。第二天我們有五位姐妹與淑

櫻姐遊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and Detroit 

River 河畔。 

3.  8 月 17 日與台中市中山國中青少

棒球員在 Taylor Harry Take Park 球場 

Picnic 烤肉野餐。中山國中球隊代表亞洲

於 8 月 6 號到 8 月 16 號於各地區比賽後

取得世界盃冠軍。第二天底特律同鄉會, 

Ann Arbor 同鄉會與我們一起辦 Picnic。

四點多我們就到球場 Picnic Area 排桌椅

掛旗子, 黃玲玲夫婦起火烤肉我們有準備

米粉, corn, fried chicken 豐富的一餐 ; 

六點校長及領隊及隊員來與我們用餐、交

談、聯誼到八點結束。 

4.  9 月 27 日遊 Flint Applewood。 

Applewood 是 Mott Family 34 Acre 的 

Estate。裡面有果園、花園、雞舍、穀倉, 

那一天有四十個姐妹及家人來參加。除去

喝 Cider 吃蜂蜜外, 又帶蘋果回家。當

天是一年一度的 Fall Harvest Festival, 有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南瓜, 有一個給大

家猜謎的，竟然有 144 磅。 

 

Chapter P - Vancouver 陳慧中 

 

「從前風聞有你, 如今親眼見到你」是我

認識 NATWA 的經驗。很早就從參加 

NATWA 多年的大姊敏芳口中知道 NATWA, 

這幾年更經過溫哥華兩位前任會長廖純如

與盧月鉛, 開始真正接觸與認識 NATWA, 

而每一次的參與, 都是學習之旅,吸收許

多新知與 idea。 
 

可能因為溫哥華的台僑社團很多, 為避免

活動疊床架屋; 加上來回溫哥華與台北太

便捷, 來來去去的人多, 目前溫哥華

chapter 僅約二十位會員, 且經常有大半

出外中。所以溫哥華的 NATWA 本身活動

不多, 但 NATWA 會在社區特別的活動中, 

出來以 NATWA 名義共同參與或支持協助。

像今年八月中在溫哥華舉行的北美洲台灣

人教授協會 2014 年會, 就是由 NATWA

姊妹協助現場的報到; 部分講員的邀請與

晚宴中的音樂節目, 月鉛老師還在現場安

排太陽花系列畫作義賣, 以表達對

NATPA 的支持。 
 

在看見 NATWA II 後,我們目前也積極支持

在溫哥華的一個 FaceBook 團體「溫哥華

台灣媽媽團」, 該網上組織已有超過一千

位會員,她們都是台灣背景的年輕媽媽,孩

子從 new born -17 歲, 就像 NATWA II ,

是我們極需認識互動並支持的接棒者。溫

哥華 chapter 除了繼續鼓勵姊妹參加

NATWA  年會與各地姊妹更多互動學習之

外, 也期待不久能將 NATWA II 的精神與

活動介紹給「溫哥華台灣媽媽團」。 

很高興這次大家能來到溫哥華參加年中會, 

也歡迎隨時再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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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ocus this year is on personal health 
and well-being. 
 
This year our local chapter concentrated on 
health, specifically stroke.  One of our dear 
sisters had a stroke which was a great shock 
to us.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my mind 
was to have a guest speaker to help us learn 
about stroke. 
 
August 24th, 2014  
Nancy Chung recommended Dr. Gau, a 
family and acupuncture physician, as our 
guest speaker on stroke.  We were thankful 
to have Dr. Gau come and give a 
presentation concerning this topic.  Dr. Gau 
spoke about the cause of stroke, its 
prevention and emotional effect. 

 

 
 
October 6th, 2014 
We contacted the director of the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for Women shelter to 
ask about necessities they might need for 
their shelter. That same week we 
assembled items for children and asked 
Secretary Flora Jang and Vice President Mai 
Lee to deliver supplies to the shelter. 
 
 

 

 
 

October 25 th, 2014 
We participated in the Susan Coleman Race 
for Cure for breast cancer.  Members wore 
the Team Taiwan t-shirt and also carried 
Team Taiwan’s flag.  The flag was passed to 
many people.  We proudly represented 
Taiwan at this activity.  The race was at New 
Orleans City Park with nice weather and 
was a good cause to participate.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Vancouver 
chapter of NATWA for their hospitality at 
our recent meeting in Vancouver.  We had 
an enjoyable time meeting new friends and 
touring their beautiful country.

Chapter P - Loui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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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婦女週, 台北經文處 - May 16, 
2014 
 

 
 

2. Passport for Taiwan - May 25, 2014. 
 

3. 王欩文律師演講 - June, 2014 
 

 
 

4. 賴清德訪問團 - August 16, 2014 

 

 
 

 

 

5. 卑南王家三姊妹演唱會 - August 23,   
2014 
 

6. 王金平訪問團 - August 28, 2014 
 

7. Run for Cure - September 7, 2014. 
 

8. UN for Taiwan-September 13, 2014. 
享受一頓美味的家鄉味 

 

 
 

 

1.  車毯子送愛心 - 每月一次在聖地牙

哥台灣中心為癌症病童車毯子送愛心 

2.  台灣傳統週 - 2014-5-10 台灣傳統週 

Food Bazar, 擺設剉冰攤位 

3.  社區服務講座－ 2014-8-3 關心家暴 

advocate workshop  
 講題: 健康的人際關係 

講員: Jenny Harper, Prevention 

Educator, Center for Community 
Solutions       

4.   NATWA-GSD太鼓隊－ 七月成立太

鼓隊, 每個星期日勤練太鼓 

Chapter P - New York 

Chapter P - CA-GSD 賴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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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Kansas 何麗滿 



17 
 

Chapter P - St. Louis 章美茜 

 
The following are the events/activities 
organized and hosted by NATWA-STL in 
2014   
April - Assisted a Taiwan team attending 
Robotic contest in St. Louis. Taiwan team 
won the championship. 
 

May – Steps for Hope Walk. 
 

May – Rummage Sale (Donated proceed of 
$400 to Women’s Safe House) Goods were 
donated by NATWA members and 
Taiwanese business. This event was held a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for one day. 
Supported and sponsored by TAA. 
May – Vegetable Gardening Speech by Dr. 
Albert Chu. 
 

June – Smartphones Speech by Steve Wang. 
 

August – Donated $400 to Taiwan  Gas 

Explosion assistance fund. 
August – Festival of Nations 2-day fund 
Raising at Tower Grove Park (under 
101degrees) 
 
去年臺灣婦女會的 food booth 榮獲大會 5

顆星的最高評價, 今年再次榮獲此殊榮。 
 

August – Tea Time topic ‘Smartphone App 
& Usage’ by Leanne Chiou. 

September – MO State 
Representative Jill 
Schupp’s speech on 
‘Women’s Leadership 
and Empowerment’. 

 
九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 密蘇里州州代表

Jill Schupp 應北美婦女會聖路易分部的邀

請, 在 Creve Coeur 高爾夫球場内的會議

廳為民眾演説“女性的領導力和授權“。 

演講開始有臺灣婦女會會長 Maggie 

Chen(章美茜) 自我介紹, 簡介臺灣婦女

會的組織及宗旨, 並用非常搞笑震撼的電

視真人秀的方式, 鄭重介紹州代表 Jill 

Schupp 出場, 此時會場引起一陣興奮的

騷動! 緊接著, Jill Schupp 用她和平的語

氣及和藹可親的笑容開始了她的演説。她

分享如何從一位緊張, 措手無策的普通媽

媽, 在孩子的學校裏為了爭取裝置教室冷

氣, 以發抖的聲音, 戰戰競競地向學校董

事會及家長面前提出她的 proposal。更進

一部地提議會校增設外語課程, 之後在

Creve Coeur Council 爭取到一席, 一次又

一次不經意地練習, 經過 好幾年的磨練, 

才能自自在在地在衆人面前輕鬆鬆侃侃而

談! 

October – Co-hosted with St. Louis zoo, Dr. 
Marty Chu from Taiwan spoke at St. Louis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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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 - Toronto 黃芝蓉 

 

1. Natwa tc 姊妹"煮食"最棒，擱骨力。5 月

和 8 月接了 2 攤，ㄧ共賺得近千元加幣，

預備年度社區貧困學生的獎助學金。 

*5/31 參加台灣傳統週的美食攤位，賣香腸 

/ 肉羹 / 油飯。 

*8/30 承包台灣信用合作社 BBQ 活動，另

一半拖著粗重的爐子瓦斯桶，鼎鍋，食材

到公園外燴。姊妹分工燙青菜 / 炒米粉 /

煎香腸 / 盛飯菜，加滷蛋肉燥。 

 

2. 香草茶會--Share your green 

* 6/15 Natwa tc 王素華姊妹提供她家寬敞雅

緻的庭園，三十多位穿戴優雅的姊妹參與

夏日午後的香草茶會。品嚐自

家栽種的 Herbal tea，料理

點心；分享各種 Herbs 的栽

種法 ; 又帶回去植株，種

子，延續ㄧ季的喜樂。 

 

3. 舞蹈營 (8/24~28) 

* Natwa tc 姊妹愛舞，擱會舞。看 pose 就

知是有工夫的喔!      
   今年是第七年請台灣老師來指導。台灣

音樂 / 台灣故事 / 台灣之美的舞，在多

元文化的加國是 promote 台灣的好機會。 

 

4. 演講 

* 7/4 Dr. Lily Wang 王俐力醫生講海外青年

看台灣。 

* 7/16 楊斯棓醫生，在 TORONTO 作第 216

場"公民思辨"的演講。 

 

5. 樂捐 

* 9/6 台灣同鄉會慶祝中秋節會場，設攤賣

Natwa 2015 年月曆並廣告 Terry Fox Run 的

捐助活動。 

* 9/14 當天有 19 位妹妹參加，並與 Ontario

省長合照。Team Taiwan T shirt 再一次鮮明

地 promote 台灣。 

* 9/6 高雄氣爆募款捐贈儀式。 

* 8/22  Scholarship--Natwa Seneca Award 
$1000，頒給 2 位 College 學生。  

 

6.  區理事來訪/ 222 健行 

*   10/3 區理事溫明亮運送會員通訊錄，有

potluck 歡迎。 

*  10/4 Muskoka 賞楓ㄧ日遊。 

*   10/7 是十月份的健行 (採蘋果 / 午餐 

/ 健行) 。 

*   6 月~10 月有 5 次健行， 風雨無阻。陽

光，空氣，美景和歡笑是舒展身心的健康

活動。



19 
 

基金組 張月英 

 

附件 #4, #5 

 
基金投資組 張秀滿

 

附件 #6 See Investment report  
 

月曆製作組 蔡蕙香

 
NATWA 2015 年的月曆已經印刷完成，現在正在辦理上船、出關的手續，希望趕上這個船

期。預計 8 月 17 日將可到 Oakland 港口，如果美國入關檢驗手續不受阻，月曆將會於 9
月初即可送到 NATWA 姊妹的手中，最近這兩個星期，我們的團隊與印刷廠、報關行緊密

地聯繫，讓工作順利進行。 

今年月曆主題是《童心畫台灣》，採用台南市學童的作品，他們以純真的觀點，畫出當地

的名勝、古蹟、人文、美食，15 張圖片色彩活潑、鮮麗，是由 15 個學童的精心傑作。值

得特別一提的是，今年月曆將別開生面，於台南市舉辦 ”月曆發表會”，日期是 今年

12 月 7 日，屆時 15 個小畫家將接受獎狀並為大家簽名。感謝前會長謝程韻如、及月曆製

作組組長蔡蕙香，積極與台南市政府聯繫，讓 NATWA 月曆走出嶄新的一步。 

今年 11 月是台灣台灣九合一大選，有很多 NATWA 姊妹及家屬會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

請你們於投票後留下來參加”月曆發表會”，親身來鼓勵這些學童。如果你要參加，請與

張月英聯繫。 

參與投票非常重要，但是投票所的公正、與開票的合法，才能保證你的一票被算進去。每

次選舉之後，我們總會檢討投票所的缺失，是選舉運動的一大垢病。世界台灣人大會 

(WTC) 每年都在台灣舉辦演講會，邀請國際有影響力的人士談台灣的政局。為了台灣民

主正常化，今年將與民進黨合作，舉辦投票日監票活動，需要你的參與。將於 11 月 24
日舉辦訓練營，根據你的投票地區，有組織地規劃監票工作。詳情請參考網站

www.taiwan-wtc.org 與張月英報名。以下是台灣行程的簡表： 

 

11 月 24 日世界台灣人大會 (WTC) 海外監票團監票訓練營   地點: 台北 

          報名表及細節  請看  網站 www.taiwan-wtc.org  

11 月 29 日台灣投票日  地點: 監票將依據你的投票地區來安排附近投票所 

   12 月 7 日 NATWA 2015 年月曆發表會   地點: 台南 

         聯繫: 張月英 925-230-8994  annachang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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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組 余洵洵 
 

謝謝各位理事分會長及副會長的支持, 讓今年的開源組有個亮麗的成績, 至九月底收到

$7,420.00。但是到現在一共收到  $9,040.00。再次感謝各位會員的贊助和支持。感謝! 

 

史料組 李芬芬 

 
A. 最近已將「聯誼通訊」50 册、「年會手册」20 册，委託陳秀真的展望印刷所，進行 

   數位化的工作，為省時省錢，原版切割成一頁頁，較容易 scan，再收入 USB 存擋。完 
   工之後，仍可把原本的文章，除廣告之外，一册册裝訂回去，作為備用。 
B. 因為 digital 之後，已經沒有原版，想到將來能把這些 NATWA 寶貴的資產，存放在台 
     美人的文物舘典藏，也很有意義的，因此我也決定再收集全套，多謝前會長美芬將捐 

     出她的收藏，林瑟玲有 42 期的英文版，其他有缺失的年份，大致可補齊。 

 

獎學金組 黃美琇 

 
NATWA 的獎學金有二種 : 各分會的 community scholarship, (可以社區服務和獎學金併

合)和單親的獎學金。都是各$1,000 。分會的審核由各分會照總會的規格和辦法自行決定。

每年的九月或十月即開始公告, 二月底截止。以便於四月初, 年會前一個禮拜, 可向獎學

金組報備。單親的名額有二名。得同樣比照總會的規格和辦法。 

由於獎學金的 budget 是$5,000。所以 15 個分會以先報先得為原則。 

 

關懷祖 林青棻 

 

由於剛搬家很忙，又要上班，所以不能參加今年的年中理事會。很感謝淑貞姐替我報告，

關懷組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若各位姐妹知道有任何人生病，不如意，或是高興的事，請

通知本組，我們會代表總會表示關懷。 

去年關懷組與台灣勵馨路得基金會合作進行關懷天使方案，各位乾媽們都很熱心且關懷他

們的乾女兒，大家回台時都會抽空去探望他們。最近一次是九月份美麗姐和香梅姐，世興

兄及他們女兒 Ellen 拜訪了中心。由於中心在整修中，所以他們暫時住在一個離中心很近

的地方。各位小朋友都用台語自我介紹，香梅還唱了一首兒歌，大家又唱又笑，聊了許多。

目前小朋友們應搬回原中心，由於有些小朋友已離開，也有新進的成員，所以會再安排乾

媽給新來的小朋友。希望成為乾媽的姐妹們，請和我連絡，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由於勵

馨路得基金會在紐約也有分會，所以他們計劃可能明年二月到紐約參訪，到時有進一步的

行程時，我會讓各位乾媽知道，可能安排大家在美國見面。大家若有任何意見，也請讓我

知道，謝謝! 

 

 
 

 
1. 10/14 和 10/15 我們有十個姊妹參加盧月鉛老師的畫圖班. 請欣賞我們的成果展覽. 

文化組 施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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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一次盧月鉛老師的免費畫圖班; 使我有感動, 更有感想。 NATWA 人才濟濟, 是否於

年會, 年中會都來一個 workshop? 也許一天, 也許半天, 也許三兩個鐘頭, 假如場地時間

許可的話, 如此我們姊妹的文化水準不就更高嗎? 

2. 今年文化組要提出一個活動 ”Take your grandchildren to NATWA” 

明年四月大會, 我們將安排一個時段(大約一個鐘頭, 並不是要妳們帶孫兒, 孫女來參加

全程的 NATWA program.) 讓你和你的孫兒, 孫女們展示一下. 同時我的構想是也請

NATWA II 配合, 在那一個時段內讓我們的女兒, 媳婦們瞭解 NATWA. 南加和聖地牙哥的

姊妹, 可以開始準備囉! 
 

出版組 王淑芬 

 

今年的聯誼通訊在九月初已經寄出, 相信姊妹都收到了。今年是紫色系列, 是神秘又迷人

的兩本書, 封面是用我們的姊妹許淑真的畫作, 好看又有意義。這兩本書, 一本可以當催

眠枕頭, 陪著好睡覺, 一本可以當社交字典, 想要八卦時, 就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大家要

好好的保存她們! 

我要誠心的感謝蘇孟芬、陳香梅非常辛苦的工作, 如期讓聯誼通訊印出, 也謝謝黃玲玲及

她的 directory 團隊, 順利 update 姊妹的 membership, 共
同完成這件偉大的工作, 感謝再感謝這些姊妹辛苦又傑

出的工作。 

這一期的聯誼通訊, 我加了兩個單元, 一個是「花絮飛

揚」, 一個是「故事迴盪」。當初有這個主意, 是因為

我不希望我們的聯誼通訊只是「如實報導」, 我希望這

本書裡, 可以有姊妹的「心情」「故事」, 因此年會結

束時, 我有發出 email 徵稿, 希望姊妹可以共同寫花絮。

不管是開會的剪影或是旅遊的趣聞, 從不同的角度, 不

同的眼睛、耳朵見聞的, 都可以寫出來, 這樣也比較多

元有趣。另外, 也鼓勵姊妹們分享身邊的小故事,  有些

故事雖然很小, 但很溫暖可愛, 又不需要長篇作文即可

說出, 何不讓其他的人也可以享有? 

雖然 email 發出後, 有一些姊妹投稿, 但是並不踴躍。我希望這兩個單元可以繼續下去。 

另外, 我深深感到編輯的辛苦及印刷成本的昂貴, 在今天這個 paperless 及電子信件氾濫

的時代, 我們是不是要思考 any alternative? 這
只是我這次負責出版組工作個人的感想, 建議

與大家一起腦力激盪。 

 

年會組 姜明意

 

明年四月歡迎姊妹們來 sunny San Diego 開年會, 

歐春美會長今年的主題是："講古、寫冊、繪圖、

傳歷史“ 除了在提昇姐妹們對 NATWA 歷史仼

務的認知和鼓勵大家將"我們的故事"整理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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㚈, 大會也將請國内最會講故事, 最會繪圖的人來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傑作和經歷。在地的

姊妹們正在勤練太鼓, 歡迎大家的來到, 各分會會長如果已經有決定要表演的節目, 麻煩

請通知簡安齡。 

會後遊是二天半時間, 週日下午安排有 Balboa Park, Old Town Historic Park, 接下來參觀台

美人驕傲的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Center 並享用 Mexican 式美食晚餐。第二天

的出遊分成兩團, 一團留在 SD 做深度旅遊, 景點包括 La Jolla Cove,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 Coronado Island, Midway Carrier Museum and Gaslamp Quarter 等等。另一團則

是坐車到 Riverside 去參觀享有盛譽的 Mission Inn,下午到 Palm Springs 搭乘世上少有可

以 360 度旋轉的 rotation tramway 上八千尺的高峯欣賞加州 Sequoia, Giant redwood 大樹

，晚上則到旅館享受溫泉浴, 消除一天的疲憊,次日出遊 Carlsbad 花圃, La Jolla Cove 和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 等景點, 我

們將盡心準備, 全力安排，相信大家都能

盡興而返。 

 

 

 

星期一： San Diego Scenic Drive, Cabrillo, 
USS Midway, Coronado & Gaslamp Quarter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  
Juan Rodriguez Cabrillo 在 1542 
年是第一個歐洲人登陸美國的

西海岸，登陸地點就在 San 
Diego 西南角。後來此半島規

劃為 Cabrillo National Monument。它豐富的呈現第十六世紀的歷史和文化，海

景更是迷人。 

 USS Midway Museum 
“中途島號“是美國服役時間最長的航空母艦。它曾駐有 225,000 個水手，我

們會參觀這艘配備有飛機的航空母艦博物館。 

 Waterfront Walkway 
San Diego 海灣的步道，美不勝收：海上有大遊輪，帆船，航空母艦，跨海大

橋；岸上有林立的摩天大樓，餐廳, 商店， “A National Salute to Bob Hope” 
紀念公園等等 。我們在此享受美景和午餐。  

 Coronado Bridge- Coronado Island  
我們會經過長兩哩多的跨海大橋－San Diego-Coronado Bridge, 到 Coronado 
Island 去參觀 有名的 Hotel del Coronado。 它建於 1888 年，是一個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它圍繞著無數精采的王公貴人軼事，醜聞和鬼故事。 

 Gaslamp Quarter  
San Diego 的熱鬧區。 吃，喝，溜搭的好地方。各式餐廳任你選用，我們在此

晚餐。  

 

星期二：La Jolla, Carlsbad Flower Fields & Brewery/Wine Tasting Tour 

年會組 (旅遊) 林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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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Jolla Cove 
這裏是最美的照相景點。一到 La Jolla Cove 海邊，就聽到海狗，海鳥不停的叫

聲，真是熱鬧。沙灘上，海上，到處是海狗；岩岸，天空，各式海鳥爭搶地盤。

San Diego 最貴的住宅區在 La Jolla，它的海邊也是最多野生動物，風景最美的

地方。 

 Mount Soledad Park 
Mount Soledad 是 San Diego 最高的景點之一。山頂上，有一個十字架，南北海

岸景色和 La Jolla 豪宅，盡收眼底。 

 Carlsbad Flower Fields 
每年春天，遊客不斷。整片海邊的山坡呈現美麗的彩虹花圃。絕對讓你一見難

忘。 

 Stone Brewery Tour in Escondido or Wine Tasting  
除了參觀 Stone Brewery 啤酒廠的製作流程，還可品酒。Stone Brewery 的餐廳

和花園，更是出名。 

 

台灣兒童協助基金 曾暎貴 

 

申請補助的學校 

台東縣泰源國民小學。 6 名 

蘭嶼椰油國小。            20 名 

瑞源國小。               10 名 

金峰鄉賓茂國小。        13 名 

台南金城國中。            39 名 

埔里地區 

 1 暨大附中 5  名 

 2  埔里國中  4  名 

 3 大成國中     6  名 

 4 溪南國小    3  名 

 5 愛蘭國小   5  名 

 6 中峰國小    3  名 

 7 水尾國小     3  名 

 8 清境國小     3  名 

 9 新城國小     3  名 

 10 仁愛國小     3  名 

Total 匯款 NT 3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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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家暴關懷組 葉錦如 

 

Car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Raising Awaren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To understand domestic violence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domestic violence resources 
To volunteer at women’s shelters 
To become an advocate for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Resources provided at NATWA 
 
Car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Skit to help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Abuse 
 
NATWA Car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Pamphlet in English. (the English version is in process) 
 
2014-2015 approved budget 
$1,000 to CPAF 
$2000 fund from NATWA to support chapter’s activities 
  
Each chapter can apply up to $200 fund to support: 
  1. Pamphlet printing 
  2. Activity fund 
  3. Upon the agreement of the project committee, the chapters can elect to apply funds to donate to the 

local shelter and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elping the victims of DV 
 
Chapter Activities in 2014 
New Jersey Chapter: 

– Conducted workshop discussion on DV and issues related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New Orleans's Chapter: 

– Donated paper towels, tissues, and baby diapers to a local shelter 
 
Committee member activity: 
Our committee member, Deana Chung led two two-hour workshops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mandatory 65-hour DV and Sexual Assault Training that all potential 
volunteers must complete prior to volunteering for the Center for the Pacific Asia Family (CPAF). 
  
Collecting cell phones and accessories at NATWA-SC vents for CPAF’s fundraiser 
 
Project Committee Members: 
Bertha Huang                     Sue Kuo                    Deana Chuang                    Ginru Lee                    Yamei Lee 
 

Care for Soldier 高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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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 溫明亮 

 
1. 謝謝前分會會長, 特別小組的組長, 及月英姐的幫忙, 將今年的報稅在八月十五以前完成 。謝

謝你們的合作! 

2. 去年的分會及特別小組都已經使用統一表格去登帳。希望今年還是一樣。 

3. 在年中理事會後, 我會 email 統一表格給各分會會長和特別小組的組長去登帳。如果有輸入的問

題, 請跟我聯絡。 

4. 2015-2016 的財務長會跟各分會會長和特別小組的組長聯絡有關 2014-2015 的報稅事項。年度結

束後 (4/30), 要將這表格及銀行當年四月和五月的 Statement 送給財務組, 以便報稅及 IRS 查帳之

用。 
 

 

 
 

 為了節省報名組每次辨認報名單上的筆跡並重新打字輸入的困擾，明年四月的年會我們

將啟用一套黃玲玲設計的新網路報名。姊妹們只需要選擇妳的所在地並輸入和通訊錄相

同的名字，系統會自動和我們會員名單連結擷取並顯示妳的資料。妳只要確認後報名即

為完成。 

 啟用之前我們會 email 央請 Board members 先幫我們測試並提供建議以便改善，屆時我

們會再 email 聯絡測試的細節。 

 網路報名的連結將放在 NATWA 網頁上。除網路報名外，我們也會延用書面郵寄報名。 

 因是首次使用網路報名，我們將不採用網路付款以簡化手續。所有支票付款仍須照過往

郵寄。 

NATWA 新網頁 

 因工作及私人因素， 新網頁的製作將延到 2016 年。 

 在新網頁尚未啟用前，我仍然會繼續維護現在的網頁內容。 

 

 

 

As of October 15, 2014, there are total of 958 active members, 9 less members comparing to which of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following are the breakdown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2013 and 2014.  
  LF New Rejoin Renewal Total

2013 82 90 37 758 967
2014 83 59 46 770 958

While North California has the most members, increasing from 119 to 131 members, a couple of chapters 
lost double digits members.   New Jersey chapter has the most rejoined members.  
Based on the breakdowns above, the net membership fee is $13,580.  
Please put down your Taiwanese name in the memo field of the check when submitting the 
membership fee. 
 

網路組 鄭淑華 

會員組 劉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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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NATWA 2014

時間: April 17, 2014, 6:30pm~10:30pm                           

地點: Hilton Airport Hotel, New Orleans LA, U S A 

 會長: 陳香梅      副會長: 歐春美      Parliamentarian: 陳麗英  

 會議主席: 葉明霞     記錄: 吳美芬 

理事成員 58 人 / 出席理事成員: 38人 

陳香梅, 歐春美, 邱瑞惠, 林碧珠, 溫明亮, 蘇孟芬, 黃美琇, 李寶蔆, 高淑敏, 林玉英, 林淑秋,  

楊美蓮, 林萃香, 王寶蓮, 張美智, 陳秀美, 施慶惠, 翁淑鐶, 林青棻, 涂惠鈴, 童淑惠, 葉明霞, 

邱良媛, 李碧娥, 張月英, 賴碧良, 吳美芬, 程韻如, 顏淑華, 陳麗英, 黃美惠, 楊美麗, 林郁子, 

葉錦如, 林瑟玲, 曾暎貴, 葉寶桂, 洪珠美 

議程: 

1. 會長致歡迎詞: 歡迎大家來 New Orleans 參加 NATWA 第 26 屆年會並參與我們的會務。也借

這個機會聯絡我們的感情, 互相鼓勵, 互相學習。今晚除了5個提案, 還有幾個臨時動議要討論, 

工作報告留在明早的大會。請明霞姐當主席, 帶領我們開一個有效率的會議。希望大家這次來

參加年會有許多收獲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2. 裁定法定人數, 理事成員 58 人, 今日出席 38人, 超過法定人數 30 人。   

3.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4. 審讀通過2013年中理事會記錄 (見聯誼通訊第 50 期 p.2~p.3) 。  

5. 新年度工作計劃及工作人員 (見年會手冊p.15)。 

6. 審核修正新年度工作預算及基金組之財務預算 (參考年會手冊p.16-17) 

   修正後, 此兩份預算皆以27票通過。 

7. 新提案討論  (提案之細節及說明, 見年前理事會附件p.5-p.9) 

A. 林青棻提案: 捐款$2000支持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  

結果: 33票贊成, 通過,由基金組Special project支付。  

B. 楊美麗, 葉寶桂提案: 

 將Team Taiwan由Special Project變成正規工作小組, 每年工作預算$1,000。 

     李碧娥修正提案為每年$500。 

     陳麗英修改提案為二 (a) 將Team Taiwan由Special Project變成正規工作小組。 

                            (b) 每年工作預算$500。 

      結果: (a) 32票贊成, (b) 33票贊成, 通過, 由基金組支付$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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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曾暎貴提案: 申請$3,000補助台灣學童協助基金組運作。 

   邱良媛修改提案為補助$2,500, 林郁子再修改提案為補助$1,500。                              

結果: 13票反對, 15票贊成, 主席裁決通過, 由基金組Special project支付$1,500。 

D. 葉錦如提案: 捐助$1,000給關懷亞太裔為主的家暴協助中心CPAF, 喚醒對家暴議題的重視。 

     結果: 33票贊成, 通過, 由基金組Special project支付。 

 

E. 葉錦如提案: 申請$1,000給家暴關懷組, 鼓勵各分會參與, 每個分會補助上限$200。 

結果: 31票贊成, 通過, 由基金組Special project支付。 

8. 臨時動議 

A. Deana Chuang提案: NATWA II會員申請參加年會補助款, 請不設限於首度參加者。 

  林郁子修改提案: 成立特別小組研討。 

結果: 32票贊成, 通過。 (會後成立特別小組: 張雅美, 陳麗英, 葉錦如, 葉明霞, 林素梅) 

     B. 賴碧良提案: 撥款$5,000 - $6,000, 資助台灣太陽花學運之傑出女學生代表兩名, 來美參  

          加6/22 - 27, FAPA舉辦的“華府看民主, 宏觀看台灣”培養有國際觀之青年講習會.  

     NATWA 不負責遴選, 只負擔學生之來回機票。 

結果: 33票贊成, 通過, 由特別基金撥款。(會後委請賴碧良負責聯絡事宜) 

C. 林青棻提案: 捐$300年度費用, 補助路得基金會關懷天使專案學童之慶生蛋糕。 

      結果: 32票贊成, 通過, 由基金組Special project支付。 

9. 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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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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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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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WA 2014-2015 
 

副會長候選人: 王淑芬 (Sue-Fin Wang), GA 
 

看官，免驚！當妳看到這個名字出現在選票上時，妳一定嚇了一跳，

尤其妳若又是個精研NATWA 歷史的學者，更會驚訝的想著：「這個

不怕死的，不是才被宰過一次，怎麼還敢再出來？」，是的，那是因

為她跟天公伯有過這樣的對話： 
天公伯：「妳自從提早退休後，每日無所事事，只知週遊列國，滿足

於做台傭、「飛」傭，為子女效勞，卻不能為社會做點事嗎？」 

小女子：「我過得很快樂、知足啊，我還需要做什麼?」 

天公伯：「NATWA 選舉組的人，覺得妳做得不夠多，妳若要做一個

勇敢的台灣查某，就得服務 NATWA 姐妹！」 

小女子：「可是………，NATWA 裡那麼多人材，而且很多姐妹都很強悍，我好害怕，我不敢，饒了

我吧！」 

天公伯：「妳享樂太久了，會被人唾棄，這是妳悔過再學習的機會。再辛苦也要去忍耐。」 

小女子：「我不能拒絕嗎？天公伯啊，你有疼我嗎？」 

只見天公伯拈著花在微笑，小女子不敢再說話，因此妳就看到她的名字跳到這𥚃了。 

妳一定想認識這個小女子。她的名字是「王淑芬」，祖籍是台灣國台南縣柳營鄉太康村，但是她從

小在台北長大；在台灣大學畢業後，做過一年記者，之後急著嫁人，跟著尢到美國西雅圖華大唸

書，畢業後住過波士頓、聖塔巴巴拉，而後定居紐澤西二十年，也在那𥚃養大一女一兒。2007
年，又因追隨尢，從 AT&T 提早退休，搬到亞特蘭大至今。 

除了做過一家四口的「執行長」外，一甲子的人生，沒有做過大事；好家在，有在 NATWA 做過一

些小事; 曾經業餘時，在過去的台灣公論報，以「辣媽」及「番婆」筆名寫過文章，也有過部落

格、出版過幾本書，但是，現在部落格已成廢墟，書本也都只被拿來「饋」腳，所以很需要努力，

重新定位自己的前途，因此勇敢出來選舉，希望大家投票時，也要許願，要支持並幫助候選人做

事，共同努力為 NATWA 造福。 
 

 

 

東南區理事候選人: 楊玲玲 (Lin Lin Lin), FL 
 

我的名字叫做楊玲玲，因嫁給姓林，改名叫林玲玲，英文名字變成

LINLIN Lin，非常巧合但也令人難忘。 

剛從紐約上州鄉下小城New Hartford，搬到佛州Clermont小鎮，至今剛

滿週年；對於周邊環境四方八里都還搞不太清楚，就答應接受下一屆東

南區理事的提名，實在太匆促了，不過我有愛NATWA 的熱忱及姊妹們

的支持和協助，應該可勝任此職為東南區的姐妹服務。1994年加入

NATWA，謝謝黃美恵的引領，更感激NATWA給我幾次訓練的機會。曾

在2009年擔當顏淑華會長的秘書，向她學習不少辦事效率及開源節流的方法；又在2000及2013為大

會做記錄，因此對NATWA 內部組織頗有瞭解；希望這些經歷對我將來擔任東南區理事的職務有幫

助。 

敝人平生愛沾花惹草，願有同嗜好園藝姊妹共勉之！謝謝大家賜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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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區理事候選人: 吳春紅 (Cossette Sun) CA-N Chapter 
    

I grew up in Taipei and attended the 1st Girls’Middle School; L.L.B.,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Houston; M.S. Library Science, Simmons College.  I held 
position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t. Loui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nd U.C. Berkeley law School.  I was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Libraries (AALL). 

A law librarian for most of my professional life, I was Director of the 
Alameda County Law Library, Oakland, California 1978-2008.  Since my 
retirement in 2009, I have devoted my time in volunteer work. I have held several board positions: 
Women Lawyers of Alameda County, League of Women Voters Eden and NATWA-NC. I was President of 
NATWA-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 2012-2013. 

I served as a Council member for eight years on the Castro Valley Municipal Advisory Council.  I also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Alameda Taoyuan Sister County Association.  I am a supporter of Discover 
Taiwan Program by Fremont Taiwan School. The insert photo was taken recently at Castro Valley Library 
introducing the Marriage Culture of Taiwan holding the wedding invitation. A successful program 
promoting Taiwan. 

My lifelong hobby is reading and workout at the gym. Married to Dr. Stanley Sun; three married 
daughters and 6 grandchildren. It is an honor to be nominated for the regional director of NATWA. 

 

中西部理事候選人: 施慶惠 (Dolly Yang), OH Chapter 
 

台北女兒，員林媳婦 。  
政治大學會計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電腦管理碩士。雖然我曾經是紐約華

爾街期貨市場電腦化的主要設計師之一，但是現在家裡電腦罷工時，還得

巧言令色地向孩子們求救。平日除了到公司去當管家和雜工外，孩子們上

大學前，我常在學校當志工，幫忙籌劃各種活動，學習不少美國習俗。孩

子上大學後，我也走出學校，當過哥城姊妹市委員會員，Worthington學區

改革委員會顧問等等，插花和油畫是我心靜和自我陶醉的靈藥。育有一男

二女，今年躍身肖媽族。  
自從2000年第一次參加NATWA年會，被這一個擁有多位巾幗不讓鬚眉，有組織，有專業，有知性

的團體所感動，成為NATWA會員。至今，我在NATWA當過五年的文化組組長，策劃過四次的

NATWA之夜，為OHIO水噹噹舞蹈團編導製作演出十來齣台灣風俗舞劇。 

謝謝提名組這一次的提名，希望在臨退休之前還有機會再為大家服務。  



37 
 

             

今年的認親結緣規定每人用一分鐘的時間自我介紹，

用最有創意的方式讓人家印象深刻。 主持人 Mia
以身作則，介紹自己不是東西，引起人注意；另

一位主持人，也介紹自己的名字禹辛，是大禹治

水很辛勤，她還曝料原來名字是菜市仔名淑滿，

後來改成很有氣質的名字，引起很多有菜巿仔名

的人躍躍欲試。 

每個姊妹都很認真的趕在一分鐘内自我介紹，因

為聽時間很少，要講得很緊凑，有的老實人音樂

一響， 馬上下台，有的人才剛開始進入正題，捨

不得下台，只好與音樂分高貝。 以下略舉幾個例

子：會長歐春美的英文名是 Oh, Carol,再高歌一句， 

保證印象深刻。簡慧齡自認很有智慧; 張幼雯是     

小蚊子，施慶惠自認擁有大眾臉，名叫 Dolly Young 只可惜身材不像 Dolly Parton。李碧娥是你騙我

或 beer，她的 email account 是 bird 是一隻小鳥。徐梅熙是 Macy 或罵死，來自 Toronto 的黃芝蓉是

蛋黄芝蔴蓮蓉包。 
 

同時很多人也透露自己的喜好和最愛。李淑櫻喜歡被叫 Nami，來自南加卅的謝婉香提早退休後，

現在做愛做的事，別想錯了，她是開始學游泳還分享學習心得。李文惠自認最嬌小，何麗津喜歡買

房搬家和 remodel，林李淑貞喜歡講笑話，楊遠薫是由祖父取名，香遠憶親，喜歡看書寫作，有機

會可以看她的 blog。我們有幸還看到葉錦如的政治模仿秀。有個姊妹自稱是話（畫）家，因為很

愛講話，也是做（作）家，因為為子女做很多事，也因此發現我們姊妹裡有也有許多畫家（話家）

和作家（做家）。 
 

自我介紹後，考試開始。大家圍坐成一圈，找共同點。為了

考驗大家的記憶力，主持人先提出一個共同點，從台中來

的人要換位置，沒有找到位置的，要提出下一個共同點，

有人提出當阿嬤的，有洋女壻，洋媳婦，名字中有美的，

叫 Sue 的，只見眾家姐妹一個比一個動作敏捷，搶起位置

不輸少女，還有人兇悍的硬把別人擠出椅子，笑得大家眼

淚都流出來了。有連莊的姐妹就有機會表演。有的跳舞，

講笑話，還有人大概剛剛一分鐘來不及講，乾脆連莊兩次，

可以好好的講個夠，這才發現我們姐妹真的很多畫（話）

家，以後不敢用講話當懲罰了，只有贏的人才可以講話。 

一塲室内運動讓大家活動筋骨，打成一片，恢復青春活力 

       ；這個大風吹的活動，竟有人玩得太興奮，晚上睡不着，這  

                                   是題外話了。 

這個節目藉著自我介紹和遊戲，讓參加的人認識更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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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2014                                                                                                                                                                                    
 

今年 2014 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在 Vancouver, Canada 舉 

行年中理事會。在召開理事會前，會長歐春美邀請了有名的 

藝術家，也是 NATWA 熱心姊妹的盧月鉛，為 NATWA 姊妹

們提供一個繪畫班。有興趣的 NATWA 姊妹們都可以報名

參加。上課地點，就在盧老師自家的大畫室內與室外舉

行。 

盧月鉛女士和家人在 1990 年移民加拿大。盧女士自

1970 年台灣國立藝專畢業以後，在台灣及加拿大舉辦

過將近 40 多場的個展和 100 多次的聯展。舉凡皮雕、

繪畫、水彩、油畫、壓克力作品.........應有盡有。

產品之多，技巧之熟練和素質之豐富，令人讚嘆。                                                   

                                                                                               

10-14-2014                                                                                                                                                                                            
NATWA 有 10 位姊妹們，參加盧老師繪畫班。 

盧老師從選筆、暖筆基本訓練上開始教導。再從點、線、各種形狀入手著畫，而後畫一個杯子，一

枝葉子，一串燈籠花，一堆葡萄和一幅抽象畫，課程緊湊，師生們也都仔細研究而落筆。盧老師教

學，有教無類。沒有經驗的菜鳥到有作畫經驗的姊妹，她都因材施教，細心和耐心地和學生們分享

她的才藝。老師和學生們都是幽默大師，笑聲頻傳。休息時間時，姊妹們就在盧家大庭院賞花，天

南地北地話家常。盧家花園造景動人，花草樹木扶疏 ，小橋流水加上秋天的色彩，非常賞心悅目! 

一切美景都隱隱約約地深藏在神秘的大鐵門裡!  

畫畫當天中午，學生們就在盧老師家享用盧老師親自做的魚粥及各式美食，每個人都歡呼，不但有

學習的喜樂，也享受到難得的一餐正宗台式料理。 

 

10-15-2014 
今日的功課是完成一幅壓克力作品，題材自己選，是畢業成品! 一大早，盧老師將大家的壓克力布

板和參考題材的書本都準備好了。學生們，將一大堆書本，翻來翻去，捕捉自己喜愛的主題。很快

地，學生們都從容下筆，神情貫注，熱衷於完成自己的傑作。Acrylic Painting 是在室外的畫室進行。

雖然屋簷外細雨不停，屋簷下師生熱情洋溢。昨天的同窗情誼，今天同學們已經可以互相暢談和切

磋。姊妹們在顏色的調配，光線的取捨，大小的比例，到美感的表現都有明顯的進步。作品也一一

出籠。姊妹們都很有天份，加上老師有效率的指點; 都展現出可觀的藝術產品。 

盧老師一看學生們成績可嘉。一時高興，就說要為每一位學生畫一張素描像來做畢業禮物。每位姊

妹都樂昏了。超興奮!! 一位一位都乖乖坐好，讓老師當 Model! 盧老師的功力真是厲害，每位學

生只花 20 分鐘就描素出非常寫實的畫像。大家感謝盧老師慷慨送愛的精神。當晚到餐館晚宴，慶

祝這 2 日來的收穫。文化組長施慶惠特別在會場找到好位置，展覽十位學生的作品，有些作品，經

過盧老師的畫龍點睛手筆，展現更迷人的風格，增加了會場的藝術氣息。 

 

10-16-2014 
今天沒有課程。惠蘭在 Vancouver 的好友曾綉嬌要招待惠蘭玩 Vancouver， 其他畫友也加入， 大

家在阿嬌的導遊下，一人買一張 Sky-train ticket，坐 Sky-train 渡輪到 North Vancouver 暢遊一番，大

家都玩得盡興又過癮，為兩天的繪畫班情誼，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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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北美州台灣婦女會（NATWA)年中理事會年

會，於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南邊的

列治文市（Richmond )舉行，共有六十多位來自北美

地區的 NATWA 姐妹參加，她們大都是過去的會長、

現任的地區理事、分會會長、小組組長及熱心工作的

姐妹。大會的目的，一方面讓 NATWA 核心姐妹共同

討論婦女會工作的議題，另外也作為人才訓練營，培

育更多領導人材。 

 

大會開幕前晚，大部份會員已經從美國各州及加拿大

各地趕到，顧不得旅途勞累，馬上參加「認親結緣」

活動。雖然很多姐妹都已熟識，但是這個一人只有一分鐘的自我介紹，仍然讓姐妹大開眼界，原來

NATWA 姐妹人才濟濟，不但各行各業有傑出表現，很多還是表演及搞笑專家，一場介紹會，笑聲

不斷，熱鬧滾滾；而後由劉炫君及陳禹辛主持的大風吹節目，也給這些有了年紀的美女們，可以快

樂而活潑蹦跳一番，高興異常。 

 

十月十七日早上，一年一度的年中理事會正式開幕。

葉明霞先為姐妹們講解「會議程序」，讓姐妹們了解

開會的正確程序；而後由婦女會會長歐春美及平原區

理事溫明亮共同主持理事會。各區理事、分會會長、

各小組組長，分別以兩分鐘，報告過去活動及近況。

從每一位工作人員的報告裡，大家都感受到 NATWA 業
務蓬勃發展的熱情。下午，由葉明霞主持「新提案與專

題討論」，很多人遵循才學到的會議程序規則，熱烈的

為三個新提案發表意見，也投票得到結果，達成協議。 

 

開完會議，接著由東北區理事鄭淑華，以認識家暴為主

題，主持並演說「不服從的女人」。她以實例及一部三

十分鐘的影片，讓 NATWA 的姐妹，認識並了解家暴的

問題，也見證到許多受害的婦女，因為參加登山及戶外

活動，自我挑戰，獲得信心，而能走出家暴陰影。 

 

聽過讓人心痛的家暴問題，這一晚，姐妹們給自己補給

好能源。有一半的姐妹，因有溫哥華區熱情姐妹的載送

服務，而得以到附近教堂，聆聽當地的蓬萊合唱團，演唱

好聽耳熟的台灣及各國歌曲，給自己加了不少文化積分；

另一部份姐妹們，則結伴步行到附近的海鮮大餐廰，飽食

有名的溫哥華區美食，也是給自己的品味加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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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第二天，是真正的「人才訓練」，內容豐盛的演講與座

談，給參加的姐妹們，提供了很多學習的機會。為了配合明年

NATWA 的主題「講古、寫冊、繪圖、傳歷史」，大會精心安排

許多實用又有趣的節目，要給大家磨利工具發揮潛能。 

 

一早，先由王文隆博士演講「台美人歷史的計劃，及現代科技

的寫作和出版」。擁有 MIT 工程博士的王文隆，也是一位出色

的作家，出版過數本書，也精通多種網上寫作技

巧，他與姐妹分享各式免費建構網站、搜

尋、儲存網上寫作資訊，最後還教姐妹如

何免費出版印製自己的書，王博士豐富的知識及各式各

樣的「寫作技巧」，讓姐妹上了一堂精彩的課。 

 

緊接著寫作班之後，是畫圖課。溫哥華在地年輕美麗的

動畫家陳麗盈，準備了講義及紙筆，自己一邊示範一邊教

大家如何畫卡通人物畫，只見她三兩筆就造出了可愛的人

物，台下興致勃勃的姐妹，也在她的耐心指點下，個個成為

畫家，有模有樣的畫了

不少不同神情的人物，很

有成就感。 

 

下午由副會長張雅美策

劃的 workshop，也是趣

味而實用。先由謝婉香教大

家怎麼用 power point，對於需要演

講、在會議裡分享訊息的姐妹，非常實用：而後劉炫君

帶給大家如何用「word」的一些捌步；雖然很多姐妹對這些

工具都不陌生，但是能夠再知道更多好方法，也是一大收

穫。很多人都很希望有自己的部落格，也許也建了一個或多

個，但是能夠像大作家楊遠薫那麼認真又精心維護自己的部落格的大概不多，楊遠薰大方的與姐妹

分享她經營部落格的寶貴經驗，姐妹受益良多。workshop 最後節目，是 NATWA 開心果徐梅熙與大

家分享她用 Facebook 的經驗與方法，她逗趣討喜的解說，惹得

全場笑聲不斷，也歡歡喜喜的結束兩天認真用功的開會與學

習。 

 

晚上，所有與會的姐妹，受福於溫哥華熱心姐妺的接送服務，

來到溫哥華市區的台加文化中心，享受在地大廚辦桌的大餐。

才爬上台加文化中心二樓的大廳，就給那香味滿屋，又佈置得

典雅迷人的文化中心給迷住了。看到每個餐桌上鋪設著漂亮的

台灣花布，在台灣花布創意先驅、溫哥華在地的吳清桂姐妹笑嘻

嘻的親自迎接後，大家一坐下來，便趕緊去拿取好吃的食物，不但有道地的台灣小吃肉羹、米粉等

美味，還有鵝肉、芋圓等難得吃到的佳餚，故鄉味的美食，感動所有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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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晚更難得的是，台加協會的執行長、也是協助這次年

中理事會諸多事誼的音樂家陳慧中，為 NATWA 姐妹安

排了一場高水準又精彩的迷你音樂會，有室內樂、鋼琴

獨奏、長笛、喇叭演奏，還有壓軸的聲樂獨唱，讓姐妹

見証到加拿大台加文化協會馳名的文化活動盛名。 

 

結束兩天雖然簡短卻非常充實的年中理事會，所有參加

開會的姐妹，都感謝會長歐春美及秘書長歐美麗，她們

不眠不休的辛苦工

作，安排這個精彩

難忘的大會，讓

姐妹們每日沈浸

在靈知相長的世界裡，忘了溫哥華區茫茫的雨水。其中還有

十個姐妹，還在會前，受惠於名畫家盧月鉛精心的繪畫指

導，成了速成畫家。 

 

幾天充滿笑聲，歡喜的相處時光飛逝，姐妹們除了知性的滿

足外，心中還盛滿溫馨的友情。會後，有的姐妹急忙的趕著去

下一個旅程，大部分的姐妹，都留下來享受接著由台加協會理事長廖純如安

排好的會後兩日旅遊，帶著開會裡得到的豐盈收穫，愉悅的再敍姐妹情，期待明年在聖地牙哥的年

會裡，更熟練而自信的，為自己也為 NATWA 團隊，開啟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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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理事會最後一晚，姊妹們都到台加文化中心，享受一頓最好吃的家鄉味晚餐。餐後並享受台加

文化執行長陳慧中為姊妹安排的迷你音樂會。溫哥華真是人才濟濟的好地方，這一晚的音樂會，節

目精彩，其中有一個節目很特別，就是長笛獨奏台灣作曲家蕭泰然的「湖畔孤影長笛幻想曲」。這

首曲子是由我們 NATWA 姊妹吳朱實所催生的。剛好吳朱實也在音樂會現場。她便上台簡單的講述

這首曲子「生產」的緣由。原來，多年前，蕭泰然到美國明尼蘇達參加他的作品發表會，住在吳朱

實瓊花娜湖畔的家十天，他每日欣賞美麗的湖景，大概已經心生音樂，加上吳朱實的「人情攻勢─

撒嬌」，於是蕭泰然答應為她寫一首長笛作品。他用吳朱實的一首詩「湖畔孤影」，寫成這首長笛

幻想曲，樂音裡有一份落寞、寂寥的美。這麼多年後，蕭泰然體力已經不好，很少出現在音樂會上

了，吳朱實也在去年失去丈夫，走過一段孤寂的歲月。沒想到，今年卻在溫哥華重憶當年那首耳熟

能詳、不時縈繞耳畔的「湖畔孤影」，她一方面興奮，一方面也有一份「情何以堪」的感觸。 

   

年中理事會的第二天，午餐時刻，居然可以看電影。原來是一部日本 NHK 製作，介紹台灣花布的

電影。看到那些阿嬤時代，用來做棉被，色彩豔麗的大花布，竟然讓日本人驚豔，製作成好看的電

影；又想到幾年前，NATWA 的年會裡，曾經表演過台灣花布服裝秀，而且在台灣也不時可以在博

物館、禮品店，看到用台灣花布的圖案，設計的各式精品。電影裡那個讓台灣花布變得這麼「紅」

的吳清桂女士是誰？ 

沒想到這一晚大家到台加文化中心晚餐時，一走入餐廳，就看每一個餐桌都鋪著美麗的台灣花布做

餐桌布，而電影裡的吳清桂正笑嘻嘻的在門口相迎，招呼大家入坐。怎麼這麼巧，竟在溫哥華看到

她。這個晚餐真是「豐盛」！ 

雖然因為 NHK 節目讓她在日本很紅，但是她一點都沒有「明星」架子，她 1947 年出生於高雄，國

立台灣健康護理大學畢業，參與多次國內外醫療團志工。2005 年參與文建會「台灣紅運動」，為

台灣花布命名。出版過《台灣的設計寶庫：傳統花布圖樣 150》、《台灣花布：收藏台灣最美麗的

情感與記憶》兩本書；現在還畫畫讓她的台灣花布，也可以漂亮地展現在圖畫裡。她為我們童年裡

那晦澀的回憶─蓋花布棉被、穿「聳聳的」花布的日子，變裝得那麼美麗，還紅遍世界，散播台灣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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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NATWA 有很多畫家，說起盧月鉛，NATWA 的姊妹大概都知道

這位畫家，她住在加拿大溫哥華，這次年中理事會，她也出力

很多，開會前，她特別收了十個弟子，在家調教畫藝，兩天培

養了十個未來畫家，師生皆大歡喜。 

盧月鉛讓 NATWA 姊妹最受益良多的，應該是她設計的 NATWA
第一條絲巾，色彩鮮豔，搭配什麼衣服都好看，很多姊妹至今

都還愛不釋手。但是很多人大概都還不知道這條絲巾的意義。

盧月鉛的解釋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大世界，有海洋，有陸地，有許多國家，但是有做多 NATWA 姊妹的

地區，是北美洲的美國及加拿大，因此有這兩國的國旗在上面佔一大部分；另

一部分則有代表和平的白色百合花，還有代表 NATWA 姊妹有著高貴與熱情特

質的紅色玫瑰花；而四方形的絲巾四方，都有 NATWA 的名字與台灣圖形同在；

而在同一個畫面上，有綠色與藍色及橘色，彷彿是台灣藍、綠、橘營的共存；

當年這條絲巾，是託朋友到義大利製作的，設計及工料都是上等的，可惜現在

無法再製了。 
最近的盧月鉛，潛心「玩蛋」，在鴕鳥蛋、鴨蛋、及雞蛋上，畫各種人體姿勢，非常

特別。雖然她自己說這是不務正業，因為她的藝術生涯是從做皮雕開始，而現  

    在大部分時間都是畫油畫，畫蛋不但花時間也多工，所以玩過癮了，便要適可 

       而止，但卻也樂趣無窮。   

近日，她更在一個鴕鳥蛋上，畫了一百多個人體姿態，雖是一大挑戰，卻也很有滿足感。她打算畫

到 1001 個蛋時，就要將「玩蛋」事業收工了。去年將這些「蛋畫」結集成冊，書名為「Lucy Lu’s 
Life & Love Egg Art」，裡面還有她畫蛋的啟蒙老師，來自烏克蘭的 Theresa Herchak 介紹彩蛋繪畫由

來，是一本很特別的書。明年二月，盧月鉛將在台灣舉行幾場畫展，包括一、二月在家鄉彰化美術

館開館展，以及二月全月在台中囤區藝文中心，展出畫好的八百多個蛋。而後，將捐出四十多幅畫

給羅東醫院義賣募款。                                                                       

看這些活動，就可以感受到這個「玩蛋」畫家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畫家，她是 NATWA 姊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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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寶翠花園參觀時，大家都領了份平面圖，見

到旅遊專家淑芬一馬當先，我們幾個偷懶不看圖的緊

緊地跟著她後面走，一路看花賞景不亦樂乎!享受一

陣後竟看她停下來一會兒東張西望，一會兒低頭細看，

耐不住追上她，開口問道「怎麼了?」她答説：「找

路啦! 咦？ 妳們幹嘛跟著我?」無言啊! 追錯人了，

人家是作家又不是 GPS，這會兒大伙兒只好翻開地圖，

自己按圖索驥了。 

巴士上，衆姐妹都陶醉在博學多能口才一流的

慧中的導覽，體貼的春美會長卻領悟才第一天可不能

讓她太累，要姐妹們接棒說笑，結果有人說了個 ”苳

蒿(台語唸冬娥)” 的笑話，惹得大家笑得東倒西歪，還興緻高昻的齊唱“當我們同在一起”。第

二天意猶未盡，竟有人私下要求再唱 ”冬娥們同在一起，在一起.......”。瞧! 苳蒿的魅力多大

啊!  

  溫明亮旅遊時學了絕技，在餐館等上菜時，手癢就拿

了惠蘭的圍巾表演，倆人你弄我弄的(你儂我儂?)竟然揑個

漂亮的紅玫瑰掛在惠蘭的脖子上。向來就是淑女樣兒的惠蘭

姐，晚餐時竟成了美姿皇后，正襟危坐，只好讓同桌的我們

大快朵頤了。 

Vancouver 已進入雨季，可是 NATWA 姊妹卻鴻福齊

天。第一天的旅遊是陽光普照，第二天則是上車前有雨，到

達第一個目的地雨就停了，真是天公疼大家。不過姐妹們好

像也應感謝車上前排的那位男高音，老愛念念有詞的“Oh, 
Carol”，且不説他到底唱了幾遍，反正 Ou Carol 真有神功，

就是沒讓大家濕答答的遊覽這美麗的城市。 

第一天晚上禹辛和 Mia 倆位表姐妹，帶着大家玩<

大風吹>，事後年輕的 Mia 卻感嘆，自己明明坐到椅子了，

竟還被這些阿嬷級的姐妹硬擠出座位。哈! 哈! 她那知道

這些看似溫柔斯文的女士們，各個股功蓋世，尤其玩得興

奮開心後，更是力大無窮，不能不小心應付啊! 

自我介紹時，錦如表演台灣電視的政治名嘴秀，哇! 

唱作俱佳，看得眾家姐妹嘴巴都開了，真的是佩服又佩服。

但有的姐妹雖然會長規定一人只能講一分鐘, 音樂響了還

是堅持講完，好像應該給個勇氣獎。厲害的是美惠姐，將時間控制得分秒不差，讓人見

識了強將的功力。不過，姐妹們中規中矩的在一分鐘完成的也不少，NATWA 的人實在太強了。 

^_^ 
家暴的議題被中頭彩的淑華炒熱了，講員們各個都怕自己是施暴者，誰都希望聽講的不會被

家暴，可是 ”好酒沈甕底，好運排最尾“的梅熙，卻勇敢的<加爆>。從早上坐到傍晚，精彩的演

講一輪又一輪，最後這場 45 分鐘的”淺談 FaceBook”，有些姐妹們實在坐不住了，正想

著.......，可惜還沒開溜，這人的開場白就引得全場爆笑，接著更是加爆連連，不負眾望的“人

才訓練營”有始有終，竟以家暴為始，終以“加爆”結束，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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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A 今年中理事會於十月 16-18 在 Richmond, Canada 召開。會後旅遊的景點就選在傍海的美麗 

港域-The Greater Vancouver. 在此先感謝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廖純如姊妹的策劃與安排。台加文化

協會執行長陳慧中姊妹在百忙之中，抽空親自為姊妹們做導遊。她們的熱情和溫馨，讓姊妹們吃得

好，住得舒適，廣羅見聞，真是開心! 盧月鉛親手做的日式紫蘇卷，和純如贈送的烤鴨都是難忘的

料理。各式海鮮亦讓姊妹們回味無窮。 
 

10-19-2014 
一大早，姊妹們 50 多人 ，乘坐大型巴士，從 Richmond 到 Tsawwassen Bay， 轉換渡輪到 Swartz 
Bay。大渡輪 BC Ferries，可載 300 多輛車。姊妹們可在寬大的甲板上，欣賞海景和小島嶼，偶而亦

可看見跳躍的大魚，飛翔的海鳥。萬里晴空，雲朵飄浮，可說景景都賞心悅目， 空氣超新鲜。渡

輪上有餐廳、咖啡廳和休息室供遊客們使用。 
 
Butchart Gardens 
從 Tsawwassen Bay 到 Swartz Bay ， 海程差不多 90 分鐘。大巴士從輪

艙出來後就載姊妹們去 30 分鐘就到的 Butchart Gardens。Butchart 家族

擁有龐大的 130  acres 地盤，用 55 acres 來經營庭園。每年遊客數百萬

人。庭內有數不清的樹群、灌木、花圃和綠油油的草坪。噴水泉、池塘、

走廊、行道、咖啡廳、和禮品店點綴著整個莊園。整年有 60 多位全職

工，整理超過一百萬株的花卉；堪稱世界名景。 

雖然不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季節，但是萬紫千紅的楓葉，風情萬種

的的樹群，色彩豐富的灌木群，和奇花異木把整個莊園描畫得姿色兼俱，

令人陶醉，不愧為世界級觀光勝地。姊妹們不錯過任何景點

區; 舉凡低窪園區，日式花園，義大利花園，地中海花園，

和 Butchart Cove 都卡嚓不停，處處留影紀念。             
 
Downtown Victoria  
Downtown Victoria 是個非常古老的港城，到處呈現英式風

味的建築和文化。姊妹們可以參觀蠟像館、省議會、博物館

和許多歷史文化的建築物。可是姊妹們的最愛是漫步在內港

走道上，欣賞來往船隻、看藝人表演、享受港都情調，或逛

攤販小賣，與他們聊聊。 

由於回程還必須花個 2 小時，所以大巴士快速地讓姊妹們遊覽 Beacon Hill Park 和 0 miles 等名勝。

湖泊密佈，池塘交叉，綠草如茵，還可以遠眺美國的 Washington State. 風景綺麗，氣溫宜人。Terry 
Fox 和 0 miles 的地標，非常特別。0 miles 是 Canada 1 號國道公路的起點，貫穿 Canada 到遠東海

岸的大西洋，全長 6000 公里。 
 
10-20-2014 
今仔日的行程，本來的安排是去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但是因為天公不作美，落雨不停，所

以臨時改變計劃，不去走這條舉世聞名的吊橋。在此必須一提的是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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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公尺，橋高 230 公尺。工程浩大神奇，可以俯視扣人心弦的雨林生態區-峭岩陡壁，懸崖石窟，

森林密布，溪河湖泊交錯雜居。對喜愛驚險的姊妹們，領隊陳慧中承諾只要天氣好，姊妹們再來時，

她一定奉陪。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顧名思義，應該是台灣人辦的學校吧? 可以這麼說。但是

學校招收任何族群的移民為學生。台語叫東寧書院。創校

之初，全是為了協助台灣移民及其子弟，目前則有來自台、

日、韓、中、泰、越南、南美洲和其它國家來的移民，為

他們專授課程，以適應 Canada 的民情和社會結構。教職員

薪水不高，但是以服務為目的，甚得主流社會的肯定和獎

勵。落雨落不停，巴士經過 Vancouver 鬧區時，慧中耐心

地尋找地標，為姊妹們介紹。Olympic 舊址、China Town 
千禧門、Gas Town 的蒸汽鐘在修理中、Sears Tower、Sea Bus Station、名建築師的建築物、台灣著

名指揮家謝建得的室外音樂廣場等等都一一講解，如數家珍。                                                                                                                                                                                  
Stanley Park                                                                  
來到了 Stanley Park，雨居然停了！此公園佔地一千多 acres，在

Vancouver 西北角是世界最美的公園之一；公園裡 Totem Poles 高
大林立，色彩深富原始美；邊界傍水，被太平洋海域包圍；港邊

對岸的 Canada Place, Convention Center 和 Vancouver 的高樓大廈

倒影在水上，輝映成趣，姿色絕美。原始森林和人造森林到處都

是，好一個綠的自然風景區。秋天的色彩也進入這個公園，到處

都是明信片上的景色，令人著迷。姊妹們也在附近的三線公路上

的 Lion，s Gate Bridge 攝取了許多動人的風景照。  
  

Capilano River Salmon 
Hatchery 
這裡是人工鮭魚養殖場，每年有超過 40 萬的遊客來此觀賞成群結隊的鮭魚

返鄉奇觀。在鮭魚產卵季節，就見粉紅和紅色鮭魚奮勇廻流，遊客嘆為觀止。

若非季節，遊客也到此，欣賞獨特的自然生態。 
 

Museum of Anthropology 
這座雄偉美觀的現代建築物，是收藏世界藝術品和古今文化的大博物館。除

了研究與搜集此地原住民(First Nation)的 Totem Poles 木雕外，也有各國各地的

民俗藝品。它是 Canada 最大的教學博物館。館內售賣各式各樣的禮品，來捐助

MOA 的費用                          
 
Granville Island                                                               
許多姊妹，因為必須趕回機場回家去，就沒有參加這個景點的遊覽。Granville 也是四周依太平洋的

半島，可以眺望 Vancouver 的地標- Canada Place, Convention Center 和 Down Town Vancouver。它

的 Public Market 是喜愛逛街者的天堂。藝術氣息濃厚，有很多畫廊。加拿大名畫家 Emily Carr 的
粉絲們，可以在此大飽眼福和購買她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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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論是談什麼，都是要肯定自己的人生。人生不是虛幻的。

我們須要肯定各層次(物象和靈性)的真實性，樹立一個目標及關

心有意義的事。我們的努力也是要融合時代精神(Zeitgeist) 。我

們希望能活在當下，並且能「肯定過去、盼望將來」，尊重不同

的人生。宗教、心理學、哲學、藝術、創作，都是可以肯定人生

的意義。 

這次的座談會分成兩個部份：「台美人歷史計劃」及「現代科技

的寫作和出版」。這都是台美人追求健全、自由與獨立人格的一

部份。「台美人歷史計劃」是融合我們這一代的時代精神，寄望

能使一個精神延續下去，這是我們的「文化背景」，也就是我們

在美國社會建立的「歷史足跡」。我們需要肯定自己是東、西「文

化橋樑」的責任與意義，讓下一代有精神食糧，能對台灣將來長期的支持 (如猶太人、立陶宛人)。 

這裡展示目前在 Irvine Office 及網站中所收集的歷史圖畫、生活故事、台美人社團歷史、收藏台美

人的著作、人物介紹。這是第一部份的「台美人歷史計劃」。 

第二部份「現代科技的寫作和出版」是介紹在網路時代，各種寫作工具的電子化對文藝創作的影響。

寫作創意也是留下文化足跡的方式。第一代台美人的經歷十分特殊，透過寫作和美學原則， 我們

記下共同的悲歡離合，和一生的感受，寫成為台美文藝。我也在這裡介紹「業餘作者如何(免費)出

版書」的程序。包括中英文書籍及電子書。全部程序都免費而且相當簡單。這是業餘者非常方便的

出版途徑。 

一. 「建立台美人歷史」的計劃 
台美人一生最後的希望是要為下一代留下歷史的足跡。很多歷史資料分散各地。目前己由私人基金

會積極收集資料並且建立網站收集歷史圖畫、生活故事、台美人社團歷史、收藏台美人的著作、人

物介紹。我們希望各地台美人共同來參與思考如何推廣並促成這個計劃。整個計劃需要大家長遠的

人力和財力的貢獻。 

咱台美人經過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成為第一代菁英的移民，並有新生代子孫散居在美國各個角落，

也成為美國社會中傑出的少數族群。每個人都留下無數寶貴的歷史足跡。但是，這些足跡亦散在各

地。每個台美人都收集了一些寶貴的資料或是照片，但已經慢慢地遺失。所以這些工作必須有很多

人的努力才能凝聚起來。目前在 Irvine 的資料中心已經開始收集並整理台美人的歷史文化資料。

現在有一些各地的鄉親熱心幫忙，但需要更多人的投入。我們目前已經把收集的資料放在「台美人

歷史足跡」的網站: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來供應資料 ，這些資料將來可以整理成為各種專集。希望有興趣的鄉親共襄盛

舉，貢獻人力、物力，與我們聯絡，每個台美人都能做出非常有意義的貢獻。郵箱

:ta.museum.org@gmail.com。辦公室地址:T.A. Archives,17155 Von Karman Ave., Suite 112-113, Irvine, 
CA 92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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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代科技的寫作和出版 

寫作是肯定人生意義的方式。寫作、藝術就是反映自己的「人

生」。每個作品都有它的意義，都是作者的一部份。凝聚一個人

或廣泛隱藏的情緒。每個人都有能力做，不需要天才。創作規則

是：不必考慮太多。無論現在多健康多清醒，總有一天會太老或

是太累而無精神寫什麼。 

我們寫作的對象可能是第二代或是在台灣或美國的親友。這是一

種「歷史」責任。如果我們不寫，下一代無法知道台美人的文化

形成過程，台灣的親友也無法知道你到美國後的生活，什麼東西

都可以留下來，總有人會希望知道我們心裏曾經珍惜過什麼。寫作藝術也是一種心靈的治療法 

(Positive Art Therapy) 。寫作和其他藝術工作可以疏解情結，是有意義的心理建設。 

 

新科技對創作的影響 
現在的新科技也解決了業餘創作者的許多困難。例如 Internet 的資料庫代替了圖書館；「雲端儲存」

解決了檔案儲存的問題，使文件到處可以方便拿到；電腦作業代替了傳統的編輯排版；硬體上也改

進很多：多功能的平板電腦， 如 iPad， 都可以幫我們捉住靈感，儲存資料；電腦各種應用讓我們

的文件的結構、插圖、照片內容豐富；語音或手寫輸入對用電腦的人有很大的幫助；漢字可以用

Wacom 的手寫板、小蒙恬的手寫板輸入。 

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版電腦都裝 Microsoft Office 或者是免費的 Open Office。平版電腦，如

Surface、iPad 上面都可裝 Quick Office 的應用。各系統之間的文件可存在雲端文件儲存系統。 

網路資料庫(Wikipedia): 可以幫捉住靈感。常用的是 www.wikipedia.org，因為它有 (漢、英) 系

統。有時也用 Google 去查詢資料。YouTube 有各種議題的演講錄影。很多參考資料可以從 Amazon 
書籍、電子書樣本 (Samples) 中覽閱，也有各種免費電子書可以下載 (Kindle Reader)。網路己經

可以代替圖書館。電腦內也可以直接裝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及 World Book 的軟件。 

iPad 或 iPhone 都可用來寫文章。新的 iPad 可以用「語音輸入法」。iPad 上文章可用 email 送出，

也可以用 Google Drive 雲端儲存和電腦互送文件。 

有些要修改的文件可以用打印機印出來改。現在有些軟件可以在平板電腦上修改。我常用 iPad 上

的 iAnnotate 來作註解和修補的工具。也可以用 Office 的「 Ink Pen 」的功能或 OneNote 註解和修正。 

 

文件「雲端儲存」系統 
基本的存檔可以用 USB Drive 或 SD Card 來存備件。多種電腦之間常需要能共用一些檔案。常用的

「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系統有 OneDrive (SkyDrive)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Apple 
Computer ，iPhone ， iPad 通常用 iCloud。 

電腦檔案 Local 的 Backup 及 Synchronization 可以下載 www.2BrightSparks.com 的 SyncBackFree  
(Free Software) 把文件備存在 USB Drive、SD Card、或是 Hard Drive。電腦和 iPad 之間可以用「雲

端儲存」相連，例如 OneDrive 或是 Dropbox。 

 

三. 如何(免費)出版書 
現在的科技也解決了個人出版的問題。業餘作者可以完全控制出版的內容。這些都是以前未有的創

作途徑。網路有很多出版方式，包括中英文書籍、電子書、音樂 CD 、影片的出版  。所有出版

的工作都是在網站上處理。出版後也可以由世界性的網路經銷商 出售。全部程序都免費而且相當

簡單。這是業餘者非常方便和自由的出版途徑，可以出版漢文、英文平裝本、精裝本書，也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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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Kindle 或 iBook 電子書。電子書：Kindle 支持英文。iBook 可以支持英、漢文。這些書會自動在

Amazon 網站上出售。這種出版方式沒有庫存問題，因為是用 Print-on-Demand (POD) 一本一本的

新印刷過程。內容可以隨時更改。這是業餘的作家非常方便的出版途徑。 

我的平裝本 (Paperback)是在 www.createspace.com 的網站出版。因爲 Createspace 公司現在還未

能印精裝本 (Hardcover)， 所以我用 www.lulu.com 公司出版精裝本。電子書是在 kdp.amazon.com 
的網站處理。如果內容都排版好，只要幾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出版的手續。完成出版手續後，幾天內

書就可以出售在 Amazon 或是 lulu 的網站上。出版後，平裝本和電子書在 Amazon 出售，精裝本

在 lulu 的網站出售。將來將試 iBook (漢文書)。 

平裝本書的結構可以分成三部份: (一) 書的內容 (Interior File)， 這包括所有的文字檔、揷圖、

目錄、索引。這個部份可以是 MS Word 或 pdf 的檔案；(二) 書的封面的圖案設計 (Cover 
Design)；以及 (三) 封面所需的資料，包括圖案、書名、作者簡介、內容簡介、ISBN 號碼等。網

上的應用軟體會確定每一個步驟，並且可以做最後檢查。新書或 update 都可在網站中 Approve 後

就可正式出版。 

Createspace 只出平裝本的書，所以我選 LuLu 公司出版精裝本的書。所需要的準備和平裝本一樣。

精裝本有不同的封面選擇，該公司網站有方便的軟體可以設計書套又提供封面圖案。所需要的內容

準備和平裝本一樣。 

電子書也開始普遍了。目前最大的電子書是 Amazon Kindle 及 Apple iBook。簡單的電子書可以用

pdf 檔案上載。完成平裝本的時候會自動產生電子書的封面及 PDF 檔案。這些封面和 PDF 檔案可

以直接送到 kindle 的網站去出版電子書。目前 Kindle 還不能接受漢文書(但可用日文) 。漢文電子

書可試用 iBook 。 

 

四. 結論 
這篇報告主要是希望第一代台美人留下足跡。除了專業傳記作家（例如在場的楊遠薰、李淑櫻）的

重要工作外，我們也需要庶民留下足跡。 讓下一代有文化的傳承，也可繼續關心台灣。各地的親

友都可以互相鼓勵並且合力將每個人一生中有趣的故事集在一起出版成書。 

 

五. 講員簡介 
王文隆 (Wayne L. Wang)  1944 年生於台灣宜蘭市。宜蘭中學初中、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1971 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子工程博士。卡耐基美濃 (Carnegie-Mellon) 大學、勞倫斯柏克萊 (Lawrence 
Berkeley) 國家實驗室、阿崗 (Argonne) 國家實驗室核子工程、貝爾實驗室(Bell Labs)電訊工業。

2010 年退休後，主要工作為寫作及美術。 

 

曾任: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會長、理事；芝加哥台灣文化促進會、美麗島文化社；北美台灣人教授會

會員、北美台灣人工程學會伊利諾會長。現任: FAPA 會員、芝加哥「胡塗畫會」會員、台美人筆

會會友、台美人歷史。業餘興趣: 中西哲學、繪畫、寫作。2000 年開始分析東西哲學，他主張: 

「傳統高舉老子思想為超越其他哲學思想是基於對老子《道德經》的誤解。老子的真正基本邏輯和

古希臘哲學及佛家哲學並無兩樣。」 

著作出版 (書): (1) Dynamic Tao and its Manifestations (2000)、(2) The Logic of Tao Philosophy 
(2013)、(3) Tao Te Ching: An Ultimate Translation (2013)、(4)尋求人生的意義(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2014)。及其他文章、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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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Story Writing Using Current Technology 

 
Power Point 是 Microsoft Office Suite 裡的基本成員，也是許多有會議及各種產品發表會裡不可

或缺的工具。為什麼 Power Point 這麼受歡迎呢？那是因為它有下列的特色：豐富的多媒體素

材支援、精美的簡報設計範本、精彩的動態簡報工具、方便電腦展示與隨身簡報、網路資源應

用。類似其他的 Microsoft Office 程式，Power Point 的 screen 可分為九個區域： 

1. 標題列 (title bar) 
2. 功能表列 (menu bar) 
3. 工具列 (tool bar) 
4. 大綱區 (outline pane)  
5. 檢視模式 (view button) 
6. 簡報編輯區 (slide pane) 
7. 工作格窗 (task pane) 
8. 備忘稿區 (note pane) 
9. 狀態列 (status bar) 。 

 

其中最重要的是簡報編輯區 (6)，我們可以把中英文、 圖片、 

照片、音檔甚至 Video 影片，也就是簡報內容放進去。

至於怎麼讓把內容生動活潑地顯示出來，那就要靠工作

格窗（7）裡的工具了。 

右方的工作格窗(7) 可以關掉以增大簡報編輯區，也可以

由工具列裡的「設計」 (Design) button 重新打開。許多常

用的工具如版面配置、設計範本、色彩配置及動畫配置都

可以在「工作格窗」裡找到。 熟用這些功能，可以讓簡報

色彩繽紛動感十足喔 ! 

   通常 Power Point 的 extension 是 ”ppt”， 當我們完成編

輯，可另外儲存一份播放用的檔案，那就要用 file>save as>file type>save as .pps  這樣當打開“.pps
”檔案時就會直接播放簡報了!  

 

        

Mia 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 Microsoft word。 

大部分的人都會用基本的文字處理軟件。 

這次的分享主要是了解 Word 2007 Interface: Where to find the 
desirable functions such as language setting, font, color, tracking 
changes, etc. 
另一個主題是如何美化文件，加入照片或者統計資料，讓文件

更為活潑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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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當場示範如何上網取得不同的圖片加入文件，改變圖片的大小等等。 

她也分享如何設定不同的語言文字， 用滑鼠寫中文。由於時間的關係，許多有用的功能沒有機會

涵蓋。                                                                                        

                   
六.  

部落格簡介 

 

Blog 係 Web log 的混合詞，在台灣被譯成「部落格」或

「網誌」，在中國則普遍被稱為「博客」。 

部落格對許多第一代台美人來說，是新時代的新產物，但

因是網路媒體的一種，所以亦是一股擋不住的潮流。 

部落格成軍的歷史甚短。1994 年，賓州 Swarthmore 
College 的學生 Justin Hall 首創網路日誌。1997 年，John 
Barger 創造「Weblog」的新名辭。1999 年，Peter Merholz 
將「Weblog」拆成「We blog」兩字，貼在其網站上。此後，

Blog 廣為民眾喜愛，蔚為風氣。 

 

演變迄今，部落格有收費與不收費、商業與非商業、個人與團體等多種。不同於昔日必須靠巨資與

專業經營的大眾媒體，部落格可以是免費的、素人經營的小媒體。在此，我們特別針對免費、非商

業性的部落格，探討其架設與經營。 

 

如何架設部落格 

 

首先，在架設部落之前，我們得先選擇一個網站(Server)，以決定部落格的落腳處。目前，台灣提

供免費部落格服務且較熱門的網站有 Blogger(Google)、臉書(Facebook)、天空部落格(yam)、痞客邦

(Pixnet)、隨意窩(Xuite 日誌)、無名小站、網路城邦(UDN)…等多家。美國亦有 Blogger、WordPress、
PChome、Tumblr 與 SquareSpace…等網站，可謂琳琅滿目。每個網站皆有其特色與優弊之處，必

須花點時間去瞭解，然後須視自己的需要與習慣作決定。  

其次，在決定網站後，架設部落格前，最好先想好即將設的部落格名稱，並準備版主的個人基本資

料與照片，同時備妥兩篇將貼的文稿與數張相關照片，以便操作時得心順手。接著，我們以在

Blogger 網站設部落格為例，逐步說明架設部落格的十二道步驟： 

 

1. 使用 Chrome 上網，再以 Google 搜尋“Blogger Getting Started Guide”，點擊進入該網址。 

2. 入 Blogger 首頁，申請帳戶。假如你有 Gmail address，表示你已有 Google 的帳戶；假如 

你沒有 Gmail address，立刻申請一個 Google 的帳戶。 

3. 然後，在使用者名稱一欄填入 Gmail address，重覆打密碼，再點擊登入(Sign in)。 

4. 輸入版主的名字或暱稱，如小花、約翰…等。 

5. 同意顯現在螢幕上的契約。 

6. 點擊 “Create a B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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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輸入部落格的網址(URL)與名稱。譬如，我的部落格名稱(blog title)為「海外台灣人的故事」，

URL 則為 overseas-tw.blogspot.com。其中，“overseas-tw” 係自訂，“blogspot.com”屬官定。 

8. 接著，決定部落格的版面。版面可自設，亦可自 Server 提供的眾多範本(template)中挑選較喜愛

的一款。 

9. 輸入個人的基本資料，譬如：姓名、生日、學校、學歷與嗜好。通常生日欄旁邊有個框框，讓

人勾選生日公不公開。 

10. 張貼一張代表版主的個人照片，然後點擊“送出(Submit)”。 

11. 當自設或自選的部落格模版出現後，即點擊“新文章”，然後開始張貼備妥的文稿與相關照片，

就是所謂的“Start Blogging”。 

    

如何經營部落格 

 

1, 設定部落格的內容 

部落格有個人部落格與社團部落格之分，因功能有別，內容隨之不同。其內容可專注於某一題材，

亦可如雜誌般包羅萬象。個人部落格常作生活、經驗、心情與意見…等各方面的分享。在生活分享

上，運動、園藝、插花、烹飪、攝影…等都是眾人喜愛的嗜好，皆能吸引特定的讀者群。在經驗分

享上，不同的族群關注不同的項目，譬如青壯族對旅遊、美食感興趣，銀髮族則熱衷養生保健。在

心情分享上，超萌族強調男歡女愛，退休族喜談人生，年輕的父母則關心子女的教育與成長。至於

發表對時事的看法、對社會議題的意見…，尤能吸引立場相同的粉絲，使版主成為意見領袖者。 

社團部落格通常以宣揚社團理念、發佈社團消息為主，同時亦可刊登會員的作品、張貼會員活動照

片…，使部落格成為會員們溝通與聯誼的平台。 

 

2, 留意經營部落格的忌諱 

為防惹禍上身，寫部落格忌諱攻擊或毀謗他人。 

此外，任意轉載別人作品又未加註解，有時會引起版權竊盜問題。 

至於經營部落格最常發生的情況是版主怠惰經營，使部落格淪為「廢墟」。 

 

3, 經營部落格的好處 

─ 宣揚理念，無遠弗屆。 

─ 記下自己的心路歷程，留下生命的足跡。 

─ 作品有發表的空間，不斷激發自己多思考、勤寫作。 

─ 無資金的個人可成為媒體人，在自家亦可從事散佈理念

與思想的大眾傳播。  

 

4, 成功經營部落格的祕訣 

─ 時常更新內容，使部落格充滿新鮮與活力。 

─ 邀請朋友閱覽，增加部落格的知名度。 

─ 經營者須具使命感。 

─ 日積月累，持之以恆。 

 

一點感言 

2000 年時，我在紐澤西的一家電腦咨詢公司服務。公司在二月間派人在每個員工的電腦裡裝置系

統軟體，三月中宣佈此後一切內部作業都將網路化、系統化，並要求員工以電腦寫 e-mail 替代從前

的手寫 memo。當時的我僅知這又是一個新玩意兒、新趨勢，但萬萬沒料到網路如此厲害，竟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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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短短十年間，將人們長久以來視為知識與文化象徵的印刷媒體打擊得七零八落，百年老店如 Life、
Newsweek、讀者文摘…等雜誌都走入歷史，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金字招牌大報亦搖搖欲

墜。 

在這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承認網路媒體是當今、也是未來的趨勢。台灣人媒體素來非常弱勢，時值

網媒異軍突起，何不將轉折視為契機，多運用這種不花大錢且能無遠弗屆的媒體宣揚理念？ 

事實上，架設部落格容易，經營部落格難，永續經營則更難。大多數人每每僅具三分鐘熱度，經營

部落格不久即怠惰，如此就發揮不了網媒的功效。唯有心懷使命，方能默默、孜孜且久久地奉獻。

願這次的討論能引發更多 NATWA 姐妹們對網路媒體的重視，並進而共同在網路上從事對台灣文藝、

文化與理念有益的傳播。 

 

             
  

各位姐妹，相信您們都知道 Facebook 是現代最流行的社交網站。在座的姐妹恁有註冊使用它的請

舉手（很多人舉手）。所以姐妹也是伊十幾億用戶的一個。它現在不只是簡單的社交網站，而是一

個很強的大衆傳播訊息管道；例如歐巴馬總統的當選就是得力於臉書的數百萬粉絲動員成功，還有

臺灣三月的太陽花學運等等。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臉書呢? 讀過存在主義的都知道：人喜歡「看到以及被看到，聽到以及 

被聽到」，而這些在臉書都可以擁有，所以它會暴紅不無道理。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臉書的功能： 

1. 活動訊息的流通：例如香港學運，以及最近全民抵制頂新產品。 

2. 文學藝術的分享：新書出版、好畫推薦、攝影佳作、新劇公演...等等。 

3. 親友交誼的管道：親子之間、同學好友、舊雨新知、遠親近鄰...等等。 

4. 師生關懷的平台：師生互動或交流，例如台語教授李勤岸，在 FB 發表台語詩作...  
                                                                        

常聽朋友說她不願上臉書，因為會被人知道隱私，請問您若有不

想讓人知道的祕密，您會在 FB 上說嗎? 和人分享所見所聞，

但不該説的沒必要公開吧? 
 

下面幾個有關的迷思讓大家先瞭解一下: 

1. FB 服務是否會收費? 答: 不會 

2. 廣告商會存取我的個人資料? 答: 不會 

3. FB 會出售我個人資訊? 答: 不會 

4. 別人知道我檢視過他的動態時報 Timeline? 答: 不會 

5. 我是否能知道誰在看我的動態時報，以及我的動態時報被瀏

覽的頻率? 答: 不能                                             
 

接着來談談怎麼在 Facebook sign up: 
1. Go to www.facebook.com 
2. If you see the sigh up form, fill out your name, birthday, gender and email address. If you don't see the 
form, click sign up, then fill out the form. 
3. Pick up a password. 
4. Click sigh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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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聞：115 歲的老太太 Anna 想要在臉書註冊，但 FB 的年次選項只有到 1905 年, 所以她老人家就

變成 99 歲而已，她希望 FB 可以改進，讓她老人家不要謊報年齡。 
 

笑話：先生看到老婆在臉書和親友聯誼，就說自己也要到臉書註冊開戶，他跟老婆說要以單身來報

名，結果第二天他看到老婆臉書的身分竟然是喪偶..... 
 

如何在 Facebook 尋找朋友?  

1. 可在搜尋列中輸入朋友的名字或 email address. 
2. 在右邊“find friend” 點擊 

3. 個別邀請朋友 
 

如何張貼與分享: 

1. 張貼近況 

2. 上傳相片、影片 

3. 分享動態的隱私控制 
 

小叮嚀 :  若經常使用臉書會越來越熟手，它的頁面設計是為一般大衆為對象，所以不會太難，有

問題可上 Google 查訪問路，唱幾遍“再試一下”，您就會發現您和我一樣，好像越老越聰明了，

啊!不對是越來越聰明。 
 

閲讀臉書的技巧： 

1. News Feed 有 Top Stories (人氣動態) 和 Most Recent (最新動態) 

人氣動態是一開始會以最新動態顯示，但後來不管是幾個小時或幾天的，它都會顯示出來， 混合

太多動態在一起，有時候就會漏看訊息。 

最新動態會很死板的將朋友或專頁的訊息按照時間排列，適合不想漏看訊息的人使用。 

2. 過濾不想看的動態和訊息 

在動態訊息的右上方下拉𠆢就有選單，恁可選擇“我不想看這個”。 

3. 資訊整理─分類訂閲─儲存動態 

將專頁右上角點選 save.....，然後就會儲存到動態時報的左邊 Saved。好處是不用老回頭找曾經按讚

的貼文，來不及看的訊息儲存後有空再慢慢消化. 

4. 不遺漏重要來源方法 

進入該朋友或粉絲專頁的頁面，在< like> 選單下勾選“接收通知”這樣以後有任何他發表的訊息都

會在 FB 出現. 

5. 學會臉書“不讚”的方法，可以創造 FB 好內容，還可幫助 FB 去除不當訊息的機制。 

看到不當或詐騙或垃圾廣告，可以點擊訊息右上方的𠆢 下位選單，選擇 [我不想看這個]， 這個

動作有助于 FB 學習你的喜好，以後可以幫你過濾更多這類“我不願意看到”的訊息。 記得有時候

無意中未經深思熟慮而按下的 like 或 share，會讓自己成為謠言助長的幫兇。 
 

小叮嚀：最近 FB 發生了幾件詐騙新聞，提醒大家：1. 不要完成 FB 上提供免費產品的問券調查 2. 
不要看了影片就隨便按“share”或”like”3. 不要安裝不明軟體，有時會下載到悪意軟件。 
 

個人喜歡臉書的理由： 

1. 方便和至親好友同學教友保持聯繫 

2. 實用有趣的記事簿、旅遊相簿、記錄存檔，而且不會像電腦中毒所有 files 都找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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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閲覽自己喜歡的雜誌和網站的最新文章和動態 
 

結語：要不要用 FB 是“選擇題”，不是“是非題”，試試看! 若是喜歡就繼續使用，覺得不妥當

那就別太勉強；但是有一點，千萬別因為害怕嘗試新東西就放棄，因為我們若一步步摸索使用，一

則可以嘗到學習的樂趣，再則有事動腦筋，腦袋會保持靈活進步的。 
 

最後舉例証實 Facebook 是《講古寫冊繪圖傳歷史》的好工具： 

在建國中學教國文的林明進老師，每天用 FB 分享寫作的技巧，後來進一步將 30 年來在建中發生過

的有趣或感人的學生故事紀錄發表在 FB，他的精釆貼文有的甚至被分享 7000 多次以上，最近林老

師將這些文章集結出版成書，書名 『學生』。所以請咱智慧成熟的 NATWA 姐妹，做伙相鼓勵，

希望不久的將來，人人不但會貢鼔(講古)，還會成為做家(作家)，話家(畫家)，食家(歷史家)。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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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期的聯誼通訊終於出爐了，看到它的心情，就好像從烤箱裡捧出剛烤好的蛋糕，享受瀰漫

一屋的香味，等待著品嚐精心調製的美食，有一份甜蜜的期待，更有一絲小確幸的滿足。 

能夠順利的出版這本雜誌，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最先要謝謝這一期的執行編輯賴韻白，她是聖地牙

哥台灣中心的工作人員，並不熟悉 NATWA 的情況，被春美「抓」來做這份不易的工作，只經過幾

次的意見提供及修改，竟做了很讓讀者賞心悅目的好工作，誠心感謝。 

另外要感謝的是雜誌內的每一位作者，沒有這些作（做）家無私無怨的筆耕，就沒有這些美味可以

與大家分享。謝謝！ 

這一期的主題是「講古丶寫冊、繪圖、傳歷史」，配合年中理事會各個高手分享的各式捌步，姐妹

們可以學到很多好方法，寫出自己身邊的故事，圖繪家園環境的美景；試試看！我們其實也是可以

傳承歷史的。 

從上一期聯誼通訊裡，我便熱烈的鼓勵姐妹，捕捉趣聞讓「花絮飛揚」，擷取軼事給「故事廻盪」，

可惜響應的姐妹不多，只有梅熙最貼心，大力支持，我只好自己撐場面，自說自話的響應，沒有更

多姐妹的私房文章，是這一期最大的遺憾。希望以後大家都能盡量貢獻，為我們自己的趣聞、故事

留下雪泥鴻爪。 

這一期的封面，是用年中會議前，月鉛老師繪畫班的成果，十個學生的作品拼成的，純粹以機運及

編輯個人眼光編排，無關好壞名次，做為封面既美觀又有意義。封底及雜誌內的許多相片，很多都

是寳蓮的傑作，在此一併感謝。 

這樣一份看似簡單的雜誌，其實是有許多心力支援完成的；香梅前會長，是過去很多期聯誼通訊的

編輯達人，她毫不計較又熱心的幫忙，是我永遠的感激，春美會長不時的甜言蜜語，是我們工作的

能源。謝謝！ 

歲月在我們快樂的聚首裡，悄悄的閃逝，收到雜誌時，也是我們送走馬年迎接農曆新年羊年的時候

了，讓我們用這本雜誌，珍惜這些曾經一起歡度的時光，快樂的展臂迎接更美好更有活力的新年，

滿滿的祝福！ （王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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