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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LV−TWA)

Dear members,
The 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was recently founded in February 2009.  The original goal of the 
Association was aimed to bring Taiwanese women in the Lehigh Valley area closer together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Quite a few people who are not from Taiwan expressed interest in becoming a member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Asso-
ciation.  Therefore, everyone is welcome to apply for a membership if they would like to be part of the Association.  The 
membership for 2009 is $10.00.  Only the members who are Taiwanese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serve on the Association 
committees and to vote for officers.  Other members will enjoy the same benefits as the members who are Taiwanese 
women.  We hope that this Association will gain its momentum and become influential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The activities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planned to organize are listed below
1. Short trips - from a few hrs to one day to nearby attractions.
2. Overnight trips – to places like NYC or Philly.
3. Overseas trips – to be discussed.
4. Monthly lunch meeting
5. Dinner or lunch gatherings for special occasions – Chinese New Year, Lantern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Moon 
Festival, Christmas, and etc.
6. Mini workshops – members can share their talents or expertise with other members by offering a workshop.
Here are a few ideas for the workshops: computer literacy workshop, cooking workshop, singing workshop, dancing 
workshop, and piano-playing workshop.  If you would like to offer a workshop,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sugges-
tions, comments 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keep the Association up and running,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on the committees.  Many 
thanks to them, and I hope to see more volunteers in the future.  This is a new Association, and it needs your support.  I 
hope everyone will learn to provide mor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han negative complaints.  Give us time to be perfect 
and please be patient with us in the meantime.
Also, I’m pleased to say that our Association is on Facebook.  I hope members will use that website to interact with other 
members.  As of now, our group on Facebook is open to public.  Non-members can sign up to be part of the group.  Here 
is the URL: http://www.facebook.com/ group.php?gid=58403142300.  Or simply log on to Facebook and type in “Le-
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in the search box to find us.
We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being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first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As always, w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articles that are penned by our members.  If you have thing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do not hesitate to submit your articles to me or Lin Pei-Jung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publication in the newsletter.  Our 
target date of next issue is December 1.  The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articles is November 1.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the near future.

Sincerely,
Tai-Yin Huang
President of the 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Editor of the LVTWA Newsletter



理海谷臺灣婦女會

各位旅居於理海谷的臺灣婦女朋友們：

理海谷臺灣婦女會成立於2009年二月份，宗旨為藉助於各種活動的舉辦，使得旅居於理海谷的臺灣

婦女朋友能有更多更好的互動。由於本會為一臺灣婦女之組織，故以臺灣婦女為基本會員，俱備選舉

與被選舉權，可直接參予會務工作。

在此誠摯地歡迎來自於臺灣的婦女朋友能加入屬於我們自己的協會，同時，本會也竭誠歡迎各界人士

共襄盛舉，不分國家、籍貫、性別，共同成為協會的參與者，一起參與活動、聚會，創造一個和諧、

快樂的生活。進一步，以異鄉人相互扶持為宗旨，在保障自身權益，強化凝聚力的共識下，向一個更

有影響力的社團為目標邁進，期許在這一天來到時，協會能更名為「理海谷婦女會」。

2009年的會費不分基本會員或是參與會員，一律為十美元。協會計畫的活動有

1、遠足：幾小時到一整天的近郊風景區的旅遊；

2、國內旅遊：超過一天的旅遊行程，如紐約市或費城；

3、國外旅遊：留待日後討論；

4、每月午餐聚會；

5、特殊節日之餐會：如新年、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耶誕節等等；

6、小型研習活動：會員間藉著相互研習或才藝課程的活動，彼此分享各自的專長和才藝。

這裡有一些研習活動的建議，如：電腦研習班、烹飪教室、歌唱才藝班、舞蹈才藝班和鋼琴演奏班

等。我們歡迎大家提供各式各樣的研習班或才藝教室，豐富我們的活動，美化大家的生活，加強會員

的凝聚，請有心之士與本會協商。同時，如果你對本會有任何的疑慮、建議或問題，請與我們連繫。

感謝一直以來協助我們的朋友，特別是協會的幹部們，而且也期盼有更多的志工加入我們的行列，請

大家一起來支持我們的「新」協會。同時，我誠摯地希望大家能多給我們建設性的建議，而非負面的

抱怨，在這段時間，也請大家耐心地給我們一些時間，以便進一步來完備協會的運作。

同時，我也很高興的宣佈協會已經登錄在Facebook的社交網路上，希望會員可以藉由這個平台達到

相互交流的目的，而且我們在Facebook上的群組是對外開放的，歡迎非會員也能共襄盛舉。我們的

Facebook網址為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58403142　300，或者，進入Facebook

的主網頁後，在搜尋功能的方框中打入「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就能找到我

們。

希望大家能享受成為協會一員和會刊創刊號的樂趣，而且我們也不斷地徵求會員所寫的文章，假如你

有任何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請毫不猶豫地投稿給我或林佩蓉。下一期的會刊預計於十二月一日發

行，投稿的截止日期為十一月一日。

最後，我們衷心期盼與大家共同分享會員間的相互交流和活動開展。敬頌

春祺

會長／會刊主編　　黃泰瑩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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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Activity - Tentative Schedule

Date    Activity    Location        Organizer(s)

April 5 
(Sunday)

Trexler Park Walk (~ 1 hrs)
Lunch at Dragon Pond
Meet in parking lot at 10:30 AM
Grace Kao will donate bottles of water, pro-
vided to those who registered early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2 
per person)

Trexler Park Jessica Huang 
(Huang 加慈)
Grace Kao (魏麗珠)

April 20 
(Monday)

Bowling at Jordan Parklane at 9 AM
Lunch Meeting at 11 AM for committee 
members, 11:30 AM for members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2 
per person)

Jordan Parklane
China Wok at 
Walmart Plaza

Edith Green (陳智蕙)
Elise Hong (徐芬芳)
Grace Kao (魏麗珠)

May 3 
(Sunday)

Mother’s Day & Birthday Celebration 
(April, May, June) 
11:00 AM – 1:30 PM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3 
per person)
LVTWA will provide a cake ordered from 
NYC for the celebration

Sakura Jean Fuh (張文秦)
 
Grace Kao (魏麗珠)
 

May 30
(Saturday)

Dragon Boat Festival Celebration - Picnic
11:30 AM – 1:30 PM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3 
per person)

East Texas Park Elise Hong (徐芬芳)
 
Jean Fuh (張文秦)
 
Annica Du (門福華)
 

Aug 2 
(Sunday)

Daytrip to Atlantic City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New Jersey Elise Hong (徐芬芳)
 
Annica Du (門福華)
 

July 5** 
(Sunday)

BBQ & Birthday Celebration 
(July, Aug, Sept) 
**Postponed
A new date is yet to be determined

Chiouday 
Fitch’s
(王秋代)home

Grace Kao (魏麗珠)
 
Tina Wei (魏素娟)
 
Mei-Heng Wang (陳美亨)
 
Edith Green(陳智蕙)
 

Sept. 14 
(Monday)

Lunch Meeting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3 
per person)
LVTWA will provide a cake

Jessica Hou (井莉雯)
 



2009 Activity - Tentative Schedule

Date    Activity    Location        Organizer(s)

Oct 3 
(Saturday)

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 
Evening Party
More details to be posted later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Da-Lin Tao (盛大聆)
 

Nov 16 
(Monday)

Lunch Meeting Pei-Jung Lin(林佩蓉)
 

Dec 7 
(Monday)

Lunch Meeting & Birthday Celebration 
(Oct., Nov., Dec.) 
Open to member’s immediate family
Open to non-members at an extra charge ($3 
per person)
LVTWA will provide a cake

Sakura 祝婍妮
 

Activity Contact Persons:   Jessica Huang (Huang 加慈)
 Jean Fuh (張文秦)
 Tina Wei (魏素娟) 

Yoga Workshop: Li-Li will offer a yoga workshop.  



Activities

四月初，理海谷台灣婦女會舉辦了第一次的活動，地點是Allentown的Trexler 

Park。此次活動進行順暢還伴有摸彩，人人有獎，皆大歡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鄭伯母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參與了全程的活動，健朗的身體著

實令人羨慕。

在此特別感謝以下的贊助單位：

 四海一家 Four Seas Grocery Market

 櫻花 Sakura Japanese and Chinese Restaurant

 Eastern Chinese Restaurant, Northampton

 DJ Auto Shop

 Dragon Pond Chinese Buffet Restaurant by 黃加慈 Jessica Huang



養氣睡居先

        常言道“人活一口氣”，氣存則生，氣失則亡。可

見養氣為養生之本。

        筆者已屆耄耋之年，如今尚未顯現龍鍾老態，實得

益於“睡眠”之功。至於睡眠養氣之說，曾有科學實

驗：將兩隻健康小白鼠分開，一隻只給吃不讓睡，另一

隻只讓睡不給吃。結果只給吃不讓睡的那隻死掉了，另

一隻只讓睡不給吃的還能活著。這也說明睡眠對養氣是

非常重要的。

        往昔，我也曾有過“失眠”之苦，喜獲《蘇東坡睡

功》良方，終於化苦為樂。今將該方公佈如下，凡愛好

養生人士，不妨一試。

《蘇東坡睡功》

        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

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小倦痛處，略按摩

訖，便瞑自聽息。既均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

有苛養，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傾，

則四肢百骸，無不合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

潘慧祥 執筆



Why Worry?

從俄州搬到賓州來不久,有一次去逛車庫拍賣(Garage sale),看到一個有趣的匾額,

買回家,上面行文如下,讓大家輕鬆一下:

Why Worry?
(為何煩惱?)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 to worry about;

( 人生只有兩件煩惱事;)

Either you are well or you are sick.

(不是你身體健康就是你生病)

If you are well,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如果你身體健康,沒事好煩惱;)

But if you are sick, there are two things to worry about;

(但如你生病, 只有兩件要煩惱;)

Either you get well or you will die.

(不是你康復就是將死去.)

If you get well,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如果你康復, 沒事好煩惱;)

If you die,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 to worry about;

(如果你不幸枉生, 只有兩件事可煩惱;)

Either you will go to Heaven or Hell.

(不是你上天堂就是下地獄.)

If you go to Heaven,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如果你上了天堂,還有啥事好煩惱;)

But if you go to Hell, you’ll be so damn busy shaking hands with friends,

(如果你下了地獄, 你將忙著和大夥們寒喧握手,

You won’t have time to worry!

那會有時間煩惱!)

Submitted by Grace Kuo



Recipe

Recipe: Lime Beef/Chicken
You will need

1 lb ground beef or ground chicken or 0.5 lb ground 

beef + 0.5 lb ground chicken

Fish sauce: 3 T

Lime juice : 2 big limes

Soy Sauce: 1–2 T

Chili powder : 1 T

Galangal powder : 1 T.

Red Onion : 1 medium size

Green Onion : 2–3 stalks

Cilantro : a bunch

Mint leaves: a bunch

Iceberg Lettuce: one

Stir fry ground meat until it is done.  Remove from 

stove.  Remove excess oil/grease.  Chop red onion, 

green onion, cilantro, and mint leaves.  Put everything 

(cooked meat, chopped stuff and sauces, and etc) in a 

big bowl and mix.

The dish is best served chill in summer.  Place the mix 

in the refrigerator to chill.  It works well with iceberg 

lettuce (chill as well).  Use lettuce as a wrapper and 

place some lime meat in it.  It tastes very refreshing.  

Everyone will love and remember this dish!

檸檬牛/雞

材料：

一磅牛或雞絞肉

或半磅牛絞肉和半磅雞絞肉

魚露：三大匙

萊姆汁：兩大顆

醬油：一至二大匙

辣椒粉：一大匙

南薑粉：一大匙

紅洋蔥：中型尺寸一顆

蔥：二至三根

芫荽（香菜）：一把

薄荷葉：一把

生菜（捲心萵苣、美生菜、西生菜）：一顆

一、炒熟絞肉後，移開爐火，並濾除餘油。

剁碎紅洋蔥、蔥、芫荽和薄荷葉，並將所有

材料放入一大碗中拌勻。

二、夏季最好以冰涼之冷盤方式食用，可將

拌勻之材料先放置於冰箱內冷卻。不論冰涼

與否，都適合和生菜一起食用，將檸檬肉食

材放在生菜葉上包裹起來，嚐起來十分新鮮

爽口。



愛情留言板

Copyright@1999-2009 Caprice & Zener

搖了搖頭，再度埋首於鍵盤和螢幕之間，為什麼

老是有一堆白痴在留言板裡叫囂漫罵，外加胡說

八道呢？她捫心自問幹下了什麼人神共憤的事沒

有？充其量只是說了說一個花花公子式的公眾人

物對社會不具有任何正面的貢獻罷了。看看那些

沒知識、沒水準的盲目崇拜者都是一付什麼嘴臉

嘛！

發言人︰安琪拉

你算什麼？根本就不配做傑克的歌迷。他高興怎

麼想、怎麼做，還輪不到你雞婆說教。

發言人︰傑克的女人

像傑克這般既英俊瀟灑又多金有名氣的人，女人

追著他滿街跑壓根就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依我

看來，不是你不想和他上床，只是吃不到葡萄說

葡萄酸罷了。哼！一隻沒人要的「巨無霸恐龍」

加已經神智不清的嫉婦妒女而已。

發言人︰憤怒之神

你愚蠢、白痴！傑克只要給我們動人的好歌聽就

行了，至於他的私生活純粹是他的「私」事，你

憑什麼批評他？就算他生活糜爛，對女人來者不

拒，又怎樣？我只知道他的歌帶給我快樂，這就

夠了。當然，不奢望什麼，要是真能和他有個一

夜情，就算拿條狗鍊圈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虔

誠地趴跪下來吻他的腳趾。呸！少擺出一付聖女

的的嘴臉，看了就叫人噁心嘔吐。

豬！破爛花痴一個。憤怒？我才他╳的憤怒呢！

才讀了幾則而已，就已經氣得火冒三丈，連這輩

子還沒說出口過的髒話都用上了。隨手按了幾下

鍵，瞄了一眼，居然都是指責她的話題。有沒有

搞錯？好歹她也是個博士，自信說話不但條理分

明，更不會讓人有詞不達意的誤解。這些人到底

有沒有頭腦？連起碼的道德標準和良知都闕如，

真不知道現在的教育把人都教成什麼德性了。

想想，不過是在留言板上談到關於傑克在女人方

面名聲太壞，生活又太過糜爛，擺脫不掉「濫

情」的嫌疑而已。何況這些都是報章雜誌廣為搜

證報導，早為社會大眾所公認的事實啊！莫非身

為歌迷，尤其是女性歌迷，就非得練就不分對錯

是非，只須盲目崇拜，歌頌他的一切所作所為，

甚至作賤自已還能沾沾自喜的本事？真是豈有此

理！

她越想越氣，一堆蠢蛋。她火大地把瀏覽器給關

了，發誓再也不要上這種低級、下流、沒水準的

留言板了。

☆　　★　　☆　　★　　☆　　★

邊吃著便當，邊信手挑了個新聞網站，百般無聊

楔　子



愛情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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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著及時新聞的標題。瞄了一下電腦螢幕的右

下角，才十二點二十一分，離先前發誓的時間還

不到四個鐘頭，可是……幾經掙扎，還是連上了

傑克專屬留言板的網站了。她實在不能理解為什

麼自已如此的沒有一點自制的能力，早上才被那

堆王八蛋給氣得要死，還信誓旦旦的下定決心再

也不給自已找這種閒氣受了，沒想到才中午而

已，竟然又忍不住想要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留

言，真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才好。

直接跳過任何令她生氣的標題，瀏覽著新貼上的

留言，嘴裡仍然為了那些渾話咒罵著「白痴」或

者是「神經病」。咦！等等……

發言人：吉米

柯佩詩，你不是曾經提到傑克是個名人嗎？他的

一舉一動都是新聞固然是事實，不過，很多的報

導不免譁眾取寵，以達到增加銷售業績的目的，

能有多少的真實性呢？我猜泰半的八卦新聞或小

道消息都是杜撰出來的吧！當然，我不是說公眾

人物能夠憑藉著「他人不應干涉自己的私生活」

為由就可以逃避社會大眾的監督，不負任何的責

任。只是光憑那些報章雜誌的片面之辭，對傑克

而言不也是一種傷害，更是不公道的嗎？

建議你何不從他的歌來了解傑克是一個什麼樣的

人呢？畢竟所有的歌詞都是他自己寫的，一個沒

有絲毫深度和情感的人，只靠著所謂的才氣，怎

麼可能創造出一首首扣人心弦的歌曲來呢？

還有，請大家不要再用一些情緒性的字眼做出一

些人身攻擊式的留言了，將心比心，任何人都不

會喜歡有朝一日成為他人的靶子。何況柯佩詩只

是表達了她個人的觀點而已，再說言論自由正是

網路最重要的精神，而維護它的方法莫過於理性

表達了，尤其在留言板和聊天室中更顯得這一準

則的重要性，值得每一個人遵行不悖，是不是

呢？

讀完了吉米的留言，覺得一股暖流注入心頭，一

下子情緒由谷底飛昇到了雲霄，整個人變得舒坦

輕鬆了起來。「嗯，儘管這個署名為吉米的人用

詞委婉，避免刺激或是得罪別人，可是他暗示了

對自己的支持，在一群春天臭蟲的孫子（蠢蛋）

之外，總算還有一個頭腦清醒、理性冷靜的人。

」她坐在桌前，左手肘抵著桌沿，手背撐住自己

的下巴，出神的想著，嘴角不自覺地揚起。

原本打算不再留言的，和那些沒水準的傢伙們鬼

混，只會讓自己越變越爛。不過，現在嘛……所

謂「士為知己者死」，她決定繼續發表自己的「

高見」，以酬知音。

端坐起身子，手指輕快地在鍵盤間飛舞，開始細

述對傑克的音樂和歌詞的個人看法。



愛情留言板

Copyright@1999-2009 Caprice & Zener

第一章

鈴……鈴……

佩詩伸手摸索著電話，眼睛卻死盯著螢幕，彷彿

瞪久了，蟲就會自動現身似的。

鈴……鈴……

「該死！電話在哪兒？」佩詩低聲地咒罵著，勉

強自己轉頭瞄了一下桌面，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

氣，只能耐下性子東翻西翻一陣子，總算在一堆

論文底下找到了電話。

「喂……太空研發中心理論部門柯佩詩。」佩詩

機械似地報上自己的工作單位和姓名，一雙大眼

卻全神貫注地盯著程式，腦袋瓜子仍然沉浸在捉

蟲的境界裡。

「嗨！佩詩，是我──宜君。」

「哦！嗨……什麼事？」哈！被她找到了，原來

是副程式的參數叫錯了。太棒了！費神傷眼的苦

難終於結束了，值得大笑三聲慶祝一番，佩詩在

興奮之下，幾乎忘了她正在接電話。

「嗯……今天的電影……我可能是不能去了。」

宜君支支吾吾的回答著。

佩詩一聽就心知不妙，莫非風聲走漏，可是，自

己總不會大嘴巴到掀自己的底吧？還是宜君小姐

敏感過人，這根本不可能嘛！不過，既然她小姐

才剛抓到蟲，心頭重擔得以放下，正可以好整以

暇地慢慢疏導這位小姐的障礙。今天下班後的重

頭戲就是撮合佩詩的兩個好友見面，也就是時下

所說的「相親」，雖然相親的要求似乎應該先徵

得雙方當事人的首肯。儘管佩詩一直覺得很可笑

也很無聊，什麼時代還有相親這種字眼，但她卻

並不反對「紅娘」的定義與角色。想到這裡，佩

詩不禁沾沾自喜地笑著，把「曠男怨女」配成一

對對的「金童玉女」，不但是為自己積福，更是

間接地造福人類，促進世界和平，達成人類傳宗

接代的使命。停！差點興奮過頭了。好吧！不談

相親，說介紹總成吧！佩詩愈想愈得意。然而有

心無力的佩詩，目前的業績依然是跌停板，顯然

得多加把勁展開強力遊說的攻勢，不時打打友情

牌，否則她的成功率掛零也就算了，更糟的是還

可能遭到當事人抱怨和姍笑的下場。

「喂，小姐，拜託妳好不好！現在已經是下午三

點了，臨時爽約，太不夠意思了吧！而且我們一

直期待看這部電影已經很久了，妳不覺得這有點

掃興嗎？」佩詩決定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再

加上我這一陣子工作都煩死了，好不容易在妳打

電話來的時候抓到一隻『世紀大毒蟲』，正在興

奮當中，妳就行行好，讓我有機會出去透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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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想要說服人，就得秉持一個原則：絕不單

刀直入，直逼重心；先轉移目標，再從旁切入，

最後解除心防，才能一舉成功。這是佩詩多年來

觀察所得的結果，屢試不爽。

「好吧！好吧！那就七點在統領門口見囉！」既

然已經騎虎難下，那就只好硬著頭皮去赴約了，

宜君心裡歎著。

掛上電話，佩詩終於鬆了一口氣，總算「詭計」

得逞了。這部「鐵達尼號」未演先轟動，光在美

國就大破票房記錄，更甭提橫掃歐陸了。好不容

易挨到了來臺首映的日子，佩詩和宜君這兩個死

黨，當然得共襄盛舉，怎麼說都應該一起去看這

部電影的。偏偏佩詩跟王浩，也就是今天重頭戲

的男主角是哥倆好，王浩又沒有女朋友，兩個人

不一起去看這部電影好像也說不過去。不過，這

麼一來可給了佩詩一個絕佳的好藉口，與其兵分

兩路，還得一看再看，簡直就是勞民傷財，為什

麼不合而為一呢？這樣子，佩詩既可以不必重看

這部電影，又可以讓兩個人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

「不期而遇」，一償佩詩當紅娘的心願。佩詩如

意算盤可一向都是撥得準、打得精，想到這裡，

情不自禁地揚起了嘴角，不免又再自我得意了一

番。

佩詩和林宜君認識算算也有一段很長時間了，她

們是在佩詩出國攻讀博士前去參加英語會話班認

識的。那時兩人因為坐在一起，在課堂上總是配

成一組互相做口語練習，宜君對佩詩近似零口音

的標準美式英語簡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有事沒

事總要和佩詩閒聊談心。佩詩有這樣的仰慕者，

當然是很優雅地接受了宜君的友誼。結果就是這

麼一聊一談地，兩人就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這段友誼並沒有因為佩詩去國七年而有所改變，

這些年的信件往返成為她們互吐苦水的管道，也

成了她們交心的場所，佩詩也因為這個原故，總

是追得上臺灣千變萬化的流行文化和社會變遷，

在回來任職之初，不致像王浩當年因「落伍」而

鬧出一些雞同鴨講的笑話。

至於王浩則是佩詩在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所時高

她兩屆的學長，因為同系更兼同行，即使不是同

一個指導教授，但也經常在系上的專題研討會上

碰頭，再加上各式各樣的校際合作或會議，所以

常有機會玩在一起。雖然認識多年，很多人也曾

誤會他們的交情不僅止於朋友，但他們兩個人心

裡都很清楚，不來電就是不來電。但是他們卻可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杯咖啡在手，就能聊上

個大半天，偶爾感懷心起，也能故作風雅的扯上

好一陣子，外加感情、心緒的種種問題，無所不

談。王浩就像是個大哥似的，而佩詩也挺願意做

個無憂無慮的小妹。

還記得在美國的第一個春天，先是驚訝於一街白

色花海的野梨行道樹，一陣風起，滿天飛花，白

色的小花瓣零落一地，連衣服、頭髮都不能倖

免。接著，校園披上了各式各樣、深深淺淺的

紅，從五月花、山楂到野蘋果樹，把一季春光點

綴得醉人心弦，即使沒有風花雪月的機會，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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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感時傷春一番，直到和王浩比較熟了以後，才

知道不止是自己有這種情緒反應，王浩就曾經寫

下

綠映一江醇醴碧，春到三月枝頭紅；

夢裡蓬萊醒異鄉，一樣花開兩般情。

可惜這麼一個才氣縱橫的好男人，竟自始至終都

遇不上生命中的另一半，儘管王浩一付不急的樣

子，可不能說心中不無遺憾。據佩詩隱約知道的

一點，王浩學成後立即束裝而返，為的就是圓一

段情，只是最後卻以不了了之收場。還記得在王

浩回國前夕的「最後的晚餐」上，兩杯紅酒下肚

後，大嘆要到什麼時候人生的圓才能無缺無憾。

王浩對感情的態度是極端慬慎、敏感的，想要為

王浩牽紅線實在困難重重，可是，「黃帝不急，

急死太監」，對這個哥兒們磋跎青春的本事，讓

佩詩覺得再不插手攪和攪和就要抓狂了。

想起當初回國任職的決定，佩詩不由失笑，免不

了又要扯上這哥兒們。在王浩拿到博士後，就奉

召回國參與中研院太空探測計劃的一個分支工

作。而一年多後，佩詩也拿到了學位，立刻就找

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後研究的工作。儘管當

初佩詩並沒有十分強烈的意願要在美國過一輩

子，但也沒想到就此打道回府，畢竟佩詩想不出

來除了當個教書匠外，回臺灣還有什麼工作是自

己可以做的。後來經王浩死纏爛打，說現在他的

部門仍然缺一個做理論和數據分析的專家，還有

誰比他的小學妹更稱職呢？佩詩知道自己一向耳

根子軟，聽不得甜言蜜語的奉承，再加上被王浩

三天兩頭地東一句拜託，西一句稱讚，弄得連自

己姓什麼都快搞不清楚了，就甭說那些素來訓練

有數的邏輯思考和推理分析了。當然，還有來自

父母的壓力，好友的企盼，和一份歸屬感，這些

林林總總的因素一下子全湊在一塊了，所以佩詩

就在半推半就下，返臺做起太空研發中心研究員

的工作了。

回來一年半，佩詩到還挺適應在臺灣的生活，畢

竟故鄉的水是甜的。在美那幾年，只要一想到臺

灣小吃，口水就快掉下來。和人聊天，尤其是從

中國大陸來的，免不了要好好吹噓一番。可是，

現在卻是避之唯恐不急。身材啊身材！你總是女

人的天敵。不管怎麼說，身為女人的佩詩還是非

常虛榮的，為了維持身體表面積和體積的不變

性，首先就得考慮當年那位「放牛班」──畜牧

系──室友提出的「飼料轉肉率」問題，而這個

問題實在是個大問題。而物理的守恆原理又告訴

佩詩，要保持身材的不變形，嘴巴就得節制一

點。所以，現在的她不但沒口水可以亂流，對美

食還得拒看、拒聞、拒吃。

照理說王浩和宜君早該見面認識了，無奈從佩詩

回國以後，宜君始終在和一個傢伙保持交往當

中，雖然佩詩一直覺得王浩和宜君兩個人應該是

挺搭的，來電的可能性很高。但君子有成人之

美，當時也不清楚宜君的交友狀況，總不好為了

自已哥們就導演一齣「橫刀奪愛」的戲碼吧！所

以，這個才萌芽的念頭就活生生地在仁義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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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纛之下給犧牲了。

不過，在那段期間裡佩詩倒也沒閒著，想盡辦法

從事「我愛紅娘」的大業，目標不用問也猜得出

來就是幫王浩介紹個可以成為女朋友的朋友，只

是第一次缺乏經驗，前置做業不當，結果可想而

知──挺糗的。當時，正好表妹提起她的一個朋

友老是逢人就大肆宣告「拉警報」的年紀到了，

要大家多費心撮合撮合。於是好心地客串了一下

介紹人的兼職，卻惹來了一身羶，王浩給驚嚇到

嚴厲警告佩詩不准再幹這種勾當。其實，事情也

沒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失誤罷了。

佩詩的想法是「物以類聚」，自已表妹是什麼個

性、有什麼習慣再清楚不過了，於是懶惰了一下

下，就沒有先行的過濾一番，哪曉得出現的人和

自已的想像竟會來個南轅北轍的大意外。

那天，那位小姐姍姍來遲了四十五分鐘，不知道

她是覺得讓男仕等仍天經地義的事情，或者她喜

歡在約會的時候順便考驗一下男仕的耐心？好

吧！就算是她小姐喜歡拿翹好了，這也還是小事

一樁，問題是她小姐時髦的穿著打扮，辣得叫人

急著找冰水沖沖涼。一身緊身低胸上衣非常強調

她胸前的偉大及壯觀，超短迷你裙再加超高高跟

鞋，簡直像是個專業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佩

詩自己都覺得口乾舌燥，不知道目光該往哪裡擺

才好，左顧右盼嘛，不太禮貌；正視前方呢？實

在負擔太重；眼光往下移吧，乖乖，那可就更不

得了了。至於王浩嘛，絕對不會因為有了眼睛大

吃冰淇淋的機會就「樂不思蜀」起來，恐怕會像

是如坐針氈般的，更加不自在了。大夥看完電

影，吃了頓飯，胡扯一陣之後，佩詩找了個藉口

就先溜掉了。「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至

於什麼道義、交情之類的崇高情操，就只好選擇

暫時失憶一會囉！當然，王浩的下場也是逃之夭

夭。後來，王浩只撂下一句話給佩詩：「我覺得

很有壓迫感，承受不起。」看王浩都快氣瘋了，

可是說起話來仍然不失溫文儒雅，害佩詩覺得挺

有罪惡感的，看來鴛鴦譜還是不要亂點的比較

好，下次可不保證還能全身而退了。這也就是為

什麼今天要煞費苦心的安排一場不著痕跡的相親

記，實在是自己擺烏龍擺出的下場──債信不

良。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一方面缺乏牽紅線的目標，

而王浩也暫時不可能就範了，又因為自己一直東

忙西忙的，一時也沒想這麼多。直到前一陣子宜

君和她的男朋友散了，找佩詩發洩，才知道宜君

的這段情路走得太辛苦了，好在目前僅僅剩下一

縷淡愁，為的是一份不值的感嘆。不過這麼一

來，又重燃起佩詩當紅娘的火苗，打從半個月前

就開始設計今天的戲碼，直到這一刻總算是確認

無誤，嘿嘿嘿！終於邁向她擴展紅娘業績的第一

步了。

佩詩嘴裡哼著傑克．馬丁的成名曲，注意力又開

始集中到電腦螢幕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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