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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LV−TWA)

Dear members,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LVTWA, we have continued to grow and provide activities to bring members closer to-
gether.  Without your enthusiasm and support for the LVTWA, we would never have continued.  This is our community.  
Let’s keep it alive and thrive!

In addition to the monthly lunch meetings, we had BBQ’s in 2009 and 2010 in celebration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e had a summer picnic fo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2009 and a special dinner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We hope 
to provide more fun activities and short trips in the future.  Not only that, we hope to be engaged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when possible and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communities for special events.  The next two big events are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February 2011 and the celebration for the 100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aiwan) in October 
2011.   There are so many ideas of what we would like to do.  So stay tuned.    

While I was on sabbatical in Taiwan, I invited a few people to contribute an article to the newsletter.  A few locals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issue.  I’m sure you will enjoy reading them.  We are continually looking for contributing articles.  If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we’d be happy to include it in the newsletter.      

The LVTWA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mmittee members who organized lunch meetings and events, the contributing 
writers to the newsletter, local business owners and individuals for their donations, and those who assisted in editing and 
designing the newsletter.  

Here is exciting news.  Members can now enjoy a 10% discount on most of the items from the business that has placed 
an ad with us.  Please refer to the last few pages to find out who they are. Be advised that a LVTWA membership card 
and a photo ID are required for the discount.  Please ask your server what items are 10% off before you place an order.  
The LVTWA membership cards will be ready for pick-up along with this issue.  Please go to the Four Seas store to pick 
up both items.  I’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following people for a job well done: Grace Kuo for getting 7 ads, Martha Yu 
for getting 2 ads, and 祝婍妮for getting 1 ad, and Elise Hong for getting 1 ad.   

To place an ad with the LVTWA or to make a donation, please contact Grace Kuo at 610-770-1150. 

As alway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or commen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between 10 AM and 9 PM) or any 
LVTWA committee member.

Best Wishes,
Tai-Yin Huang, Ph. D. 
President and Editor-In-Chief
Lehigh Valley Taiwanese Women Association



理海谷臺灣婦女會

親愛的會員：

自LVTWA成立以來，我們持續地成長，並舉辦各種的活動將所有的會員聯繫起來。沒有你們的熱忱

和支持，我們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這是我們的社團，讓我們保持我們的活力，並且進一步地成長茁

壯下去！

除了每個月的午餐聚會外，在去年和今年我們都舉辦了中秋節的烤肉活動；去年端午節也舉辦了野餐

的活動，春節時更舉辦了一個特別的賀年晚宴。未來，我們不僅希望能持續地提供更多有趣的活動和

遠足，也希望能參與慈善性質的活動和與不同的社團一起舉辦一些集會或活動。接下來的兩個主要活

動就是在明年二月的春節和十月的一百年的中華民國國慶，對此，我們已有許多的構想來慶祝，請大

家拭目以待。

當我休年假在臺灣時，我邀約了一些朋友提供了一些文章給我們的會刊，另外，在這裡我們也有一些

投稿。我相信你會喜歡這一期會刊的。同時，我們持續性地徵稿，如果你有任何文章能與大家分享的

話，我們很樂意地將它刊登在我們的會刊上。

LVTWA在此感謝所有協助主辦午餐聚會和各式活動的幹部，提供文章並登載於會刊的作者，支持我

們的贊助廠商和個別的贊助者，以及協助會刊之編訂和設計的廠商。

另外，會員在會刊廣告中的商家消費，大部分商品都可享有百分之十的折扣，相關的資訊請參閱會

刊的最後幾頁。會員於消費前請先向店家詢問有折扣的項目，並出示LVTWA的會員卡和附相片的證

件，以便享有折扣。同時，會員卡將與此期會刊一併發放，請會員至四海一家領取。最後，我們要表

揚以下會員的貢獻：魏麗珠 爭取到七個廣告，韓江瀾兩個廣告, 祝婍妮一個廣告, 徐芬芳一個廣告。

如果有意在會刊上刊登廣告或捐款給LVTWA，請連繫Grace Kuo，電話610-770-1150。

最後，如果你對LVTWA或會刊有任何的意見或建議，請連繫我（於上午十點至下午九點間）或者會

員幹部，我們將會竭誠為你服務。敬頌

秋祺

會長/主編　黃泰瑩　敬上

201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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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分享

擅長大篆及篆刻, 曾經多次在中國全國書法大賽

獲得一等獎. 目前也是北京人民書院院士並且已

被評定為世界百大書法家之一的宋子正先生 , 來

美探望就讀理海大學的兒子o  仲毅先生盛情作東

邀約, 在美味軒中餐廳的一場華人聚會中, 宋子正

先生當場揮袖提筆,  以文會友o

來自黑龍江

省哈爾濱的

宋 子 正 先

生, 日前在

在亞倫城仲

毅先生主持

的 美 味 軒 , 

應邀出席了一項華人的感恩聚會o 大伙兒酒足飯

飽之後, 宋子正先生為與會的華人介紹了自己學

習大篆及篆刻的心得, 除了當場揮筆示範大篆.行

書等書法之外, 更展示他篆刻的一百多種壽字的

百壽圖o

祖籍山東蓬萊, 自五歲起, 就和前清秀才的姥爺學

習隸書, 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擔任黑板報宣傳員 ( 類

似現在的編輯 )  o  l 986年7月起, 開始拜黑龍江省

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篆刻研究會主席, 赫哲族人的

哈普都 ( 趙 ) 雋明為師, 勤習書法o

1948年出生的宋子正先生, l 975年大學畢業後, 

分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電工儀表

研究所工作o  從事計算機工程控制等工作o  l 985

年應聘到黑龍江省建設銀行工作, 先後任職高級

工程師. 科長到總經理o 並且擔任黑龍江省民盟法

制委員會副主任. 黑龍江省建設銀行書法協會秘

書長. 黑龍江省書法家協會理事. 篆刻研究會理事

及哈爾濱雜誌社社員等兼職工作o 工作之餘更是

全心全力勤習書法及篆刻等, 堪稱集科學與藝術

於一身o

宋子正先生擅長大篆字及篆刻, 其作品先後入選

黑龍江省各屆書法篆刻展, 並獲得優先獎及二.三

等獎o 宋子正先生的作品目前收藏於湖北省蓮花

碑林o

宋子正先生目前是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會

員. 中國書畫藝術促進會會員. 中國書畫藝術委員

會委員. 中國東方書畫家協會會員, 北京人民書院

院士. 黑龍江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及黑龍江省篆刻

研究會理事等o

當天出席感恩聚會的還有美國東北同鄉會會長, 

來自費城的王玉明律師及陳輝會計師夫婦等多位

東北鄉親o

宋子正先生當晚揮毫, 洋洋灑灑, 揮筆自落o 下筆

如有神, 酒酣耳熱之際, 寫出的每一筆. 每一個字, 

居然在在顯出跌跌撞撞的醉酒神態, 彷彿一名一

名醉漢躍然於紙上. 栩栩如生, 堪稱一絕o

與書法家宋子正先生的一次見面
魏麗珠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心情分享

2010年的胡說八道
魏麗珠

去年12月2日, 我開車帶大女兒去一家位於22號公

路的T手機公司應徵, 這家公司要求應徵者需要接

受筆試, 我想大概會考數學這一科, 而女兒的數學

非強項, 這下子可能有得等, 於是就在車上讀讀英

文報o

那裡知道手上拿著名為 [晨呼報] 的英文報, 在車

上翻來翻去, 幾乎看完了, 還不見女兒蹤影 o  抬

起頭藍藍的天, 白白的雲, 溫暖的太陽正向我露出

笑臉o  惹得好動又平常很少運動的我, 忽然升起

一股下車散步的衝動, 於是下了車, 往人行步道前

進,o

大約走了來回兩. 三趟, 忽然迎面來了個警衛, 警

衛是個俏黑妞o  說時遲, 那時快, 她擋住我的去

向, 笑笑開口問我在做什麼, 我立即告知女兒在裡

面, 我也已經在車上等半小時, 很boring, 只想出來

走走透透氣o 她聽了, 給了我淺淺的一笑, 似乎也

沒回應就進公司去, 大概同意我的說法, 至少我覺

得o

生來拘束又不太想惹麻煩的我, 既然人家特來關

照, 豈能不知人家的心意o  於是就移轉陣地, 沿著

整個工廠的外圍道路行進, 那裏知道才走了兩三

圈, 忽然一名壯碩中年老黑向我招手, 走近一看, 

才知又是一名警衛, 他勒令我立即離開, 也必須馬

上將停在應徵者停車位的車子開走, 因為等一下

還會有一兩百人來應徵, 說完立即走人o  也不聽

我解釋, 也不問是不是有人仍在考試o  話說應徵

著停車位約有十來個, 除了一部卡車停下送貨, 還

有一輛比我女兒還早停的車輛之外, 其餘都是空

位,  停車位也不擁擠, 上午十點到十一點, 進進出

出的車子只寥寥無幾o

我只有帶著一肚子委屈和忿怒, 沒有流淚, 流淚不

是我的特長, 悄悄地黯然駕車離開 o

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學到一些事情, 且聽我慢慢道

來o

首先奉勸各位生孩子, 最好生個有如愛因斯坦.牛

頓或是數學奇葩. 數學天才之類, 千萬不要生個數

學呆瓜, 考個數學花太多時間, 讓他老媽遭受被驅

趕之辱o

T手機公司沒有設置 [閒人不得進入] 的告示牌, 建

議他們最好就像從前中國租借地的公園, 釘上 [禁

止華人和狗進入] 的牌子 , 如此一來也不會害我變

成誤入叢林的小白兔o 其實在下除了是有一點兒

像楊貴妃體型的 [大腹婆 ]以外, 雖然本身沒有什

麼沉魚落雁之貌, 但也是慈眉善目, 尤其常常走沒

幾步路就氣喘吁吁, 怎麼可能是中東派來的特務

或是自殺炸彈客o 說實在911真的把美國人的膽

子炸了變得好小好小, 一點風吹草動就嚇得草木

皆兵, 也是沒法子, 世貿大樓的爆炸讓美國人受傷

太沉重o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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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否太閒, 警衛員額是不是太多?  

[英英美黛子] , 害得警衛沒事幹, 只對著窗外發

呆o  好像回到我們從前中學時的上課, 碰到無聊

的課就朝窗外看, 看看有沒有帥哥走過來的光景

o  要不然念北二女的瓊瑤, 怎麼可能有 [窗外] 這

部小說鉅作o 明明就是沒事幹, 才會老是看著我o  

如果真的太閒, 是不是公司需要精簡人事, 淘汰冗

員o  再說現在是民主制度, 就是美國總統辦公和

居住的白宮也開放, 讓人參觀o 這家 T手機公司就

了不起, 彷彿是什麼官府衙門, 講什麼官僚習氣, 

卻要生人勿近. 立即迴避o  因此在公司附近馬路

散步就得迴避遠離, 請問這是什麼民主國家?  什

麼公司? 什麼世界?

當時歐巴瑪總統剛當選, 第一次黑人當總統, 黑

人大翻身, 揚眉吐氣, 因此自覺了不起, 才會趕人

o  再說黑人一向瞧不起黃種人, 當然看

不慣我這個黃臉婆了, 如果瑪麗蓮

夢露再現, 他必定立即拜倒甚

至昏倒在她的石榴裙下o  當

時也難怪黑人氣燄囂張, 如

果是現在的光景, 可能大

不同, 如今歐巴瑪總統政

績看衰, 能不能連任, 都還

是問題o 如今黑人光芒收

斂, 再也不敢那麼囂張o 如

果有錯, 只能怪老娘去的時機

不對o

當時真的氣憤, 很阿Q, 多希望老娘趕快中樂透

大獎, 就像 [真情滿天下]. [夜市人生 ] 的台灣連續

劇式復仇的劇情一樣, 來個絕地大反攻, 買下這家

T公司, 反正老公也是這方面的人才,  好像聽說這

家公司不生產製造, 只是買下零件, 負責組件按裝, 

o 如果買下這家T公司, 準教這老黑警衛吃不了兜

著走, 立馬捲鋪蓋走路, 那才真是老娘復仇, 大快

人心o

事情發生到今天已經快一年了, 原本氣憤難平o 不

過去年已受洗, 又參加幾次查經聚會禱告, 蒙主恩

賜, 就讓老娘放過, 原諒這老黑吧!  因為他可能不

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o 

最近開始研讀聖經, 有些章節不太懂, 也不太明瞭, 

更不敢賣弄o 常常思想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心

中無非就是一個 [愛] o  人們只要心中有了愛當然

就會包容, 將一切放下, 原諒別人的所有過犯o  可

是我們當中有一些人打著是基督徒的

牌子, 自稱從小上教會, 聖經滾瓜

爛熟, 可是愛自己永遠多過愛

別人, 絲毫沒有一點點謙卑

的心, 在這些人身上絲毫

找不到一點點耶穌基督

的影子,  因此自私. 驕傲. 

狂妄自大, 斤斤計較. 嫉

妒等的種種人性弱點全部

出現 o  這些人每星期日準

時上教堂, 成天口裏就是哈

利路亞. 基督耶穌不停, 在我看

來全都是狗屁o  主啊, 原諒我吧! 講

話不夠文雅, 以馬內利, 願時時刻刻與主同在,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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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家鄉遇到八七水災，當時家門前的河川大

漲，水勢漫過河岸，與池塘的水連成一片水鄉澤

國，水退後魚兒在草地上蹦蹦跳。記得中國廣播

公司還呼籲為災民樂捐。記得媽媽將我們小孩穿

不下的衣服打成包寄去賑災。在我小小的心靈裡

也想為災民做些什麼，卻因年紀太小使不上力。

這回台灣2009年的八八水災，我終於可以圓了我

小時候想行善的夢。誠然，行善最樂，施比受更

為有福。

回首這次義工單槍匹馬行，首先要感謝我的老

公，鼓勵我去圓我的夢。去年兒子結婚，女兒二

年前也結婚了。看來養兒育女的責任已經完成。

當我告訴老公我想去台灣作短期義工賑災的想

法，老公不但沒有給我澆冷水，而且還幫我找義

工的機會，後來我在台灣屏東恆春鎮滿州鄉找到

輔導兒童和青少年的義工，臨行前還不斷提醒我

要多帶些現款，他是最支持我這次義工行的人。

再要感謝的是恆春國小給我機會發揮我的繪畫興

趣。當我走進恆春國小校長室探探看我有沒有什

麼可以出力的，校長立刻帶我到操場，指一面完

成一半漆畫的圍牆尚待完成。另外，司令台對面

的聖火台需要重新彩繪，以應明年三月的五校聯

運。我捲起袖子，帶領高年級的小朋友，在級任

老師的協助下，完成了任務。我們先將舊漆磨

去，再上白色底漆，接著我用粉筆打圖樣。最後

同學們小心翼翼地上彩漆。聖火台的設計，我以

彩虹為背景，幾隻老鷹飛翔在滾滾浪花的海天。

恆春是三面環海的半島，四面丘陵包圍的盆地。

有名的落山風在冬季時，在山谷、盆地間打轉好

似鬼吼神嘯；十月左右候鳥灰面鳩從那裡過境，

觀鳥的遊客如織，環保的教育警示語奉勸遊客不

要抓鳥、烤鳥吃。這裡的天特別的無雲特別的

白，空氣特別的清涼，四季如春，故名恆春。聽

說夏季時很熱如烤爐，蚊蟲又多。看來冬季還是

最好的造訪時段。這次我沒遇上強烈的落山風。

風稍大時，戴頂帽子防風即可，皮膚要上保濕

油，否則容易乾裂。

這次在台灣給我的印象十分好，尤其是人與人之

間的禮節，不愧是禮義之邦。記得從前在台灣時

最怕擠公車，上下車時你推我擠。現在上下車

時，司機和乘客彼此打招呼並道謝，一片祥和氣

氛；這是新台灣。捷運上不可吃東西，還讓我這

美國回去的鄉巴佬上了一堂公民教育震撼課。台

灣成功的公民教育在我這次失錢又復得的過程中

表現無遺。過程歷經一個多月，我在台北銀行忘

記取回的錢袋，不少的美金現鈔在我從南部回台

北時再次在警察局全數尋獲。原來中國信託的櫃

台小姐沒有我的任何聯絡資料，在我失錢的當

天，立即送去了當地的警局。過了一個多月這筆

錢沒人認領，又送去了總局。一個多月後我從南

部回來，才從總局作筆錄認領。誰可以想像一包

美金現款一個多月後能全數尋回？台灣的國民教

育是成功的，人民是善良誠實的。

頂級享受 – 義工恆春行
韓江瀾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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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感謝滿州教會的牧師和小朋友們，名義

上好像是我去幫忙他們，其實是他們幫助我大大

多過我能給的。鄉下的孩子十分熱情，喜歡戶外

活動。我在那裡的一個月，教會的女牧師開車帶

我上山下海走遍了恆春三鄉，到了面對太平洋巴

士海峽和台灣海峽的鵝鑾鼻。在政府刻意規劃下

墾丁國家公園開發區，許多民宿的白牆的設計，

頗有地中海景點風味。小朋友們一到周末下午就

陪我到處逛。有次步行，我們曾翻過好幾重山，

我們大概走上三小時，從滿州教會走到佳洛水海

邊。有次我們一行十六輛腳踏車騎到佳洛水。

每次出遊我老是殿後，卻總有小朋友陪我走完全

程。我們邊走邊談，看著晚霞餘暉將不遠處的山

林照出金黃炫麗，乘著習習晚風。當他們述說家

中父親喝高度酒精中毒，或出車禍，或賭博，或

母親離家北上討生活時，人間的冷暖滄桑都寫在

這些弱勢家庭孩子的臉上。他們是堅強的，樂觀

的，學習能力強。我看見希望，也看見陷阱。能

夠回到小時候生長的土地上，為下一代獻上一點

的付出，豐富了我的生命。雖曾遊過中國四次，

歐洲五國等地，卻都也比不上這次恆春義工之

旅。

--------這次頂級的享受終生難忘-------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中美友好關係之論述
劉中興

我是一個不懂一點英文的中國人，今天很有幸蒙

友人之邀，發表一點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對現代美

國人的看法。

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來多少族裔、多少部落、多少

聚集不同的人種、膚色而演化而來，五千年之悠

久歷史文化，得來不易，我們的宗教是以佛教、

道教、儒教為基本教義，教義中是以和為貴，為

有捨有得，為與人為善，為孝悌忠信、禮義廉

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治國之目標及理念，

如為人君必親民愛民、如為人臣必忠君愛國、如

為人民則敬天地泣鬼神，遵奉倫理道德、法制規

範，遵奉三綱五常之相愛(博愛精神)、人之相敬

(相互尊敬)、人之相助(自助人助)，任何種族、

任何膚色、任何性別，一律平等，幾千年來中華

民族中國人沿襲至今，近五十年才能稱為承平時

期，睡獅甦醒、自立自強，以中國人的才能智

慧、苦幹實幹精神，克服千苦萬難的惡劣環境，

超越西方世界是指日可待的，尤其近二十年來中

國人終於抬頭挺胸、揚眉吐氣。

中華民族地域遼闊、物產豐富，在整個地球中

的位置，春夏秋冬最適宜，有高山有大海有大

江有大湖，的確是好地方，但因優點太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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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入侵，中國成為戰場，國土破壞，所有人

民死傷、流離失所、家產強搶強奪、惡莩遍地，

農無法耕田、工不能進場、學不能進校、工不能

上班、商不能營生，請問：任何國家土地，如遭

受戰爭浩劫，其災難要多少年才能再生？中國人

近一百年來，為外來之侵略蹂躪、殘害人口以幾

千萬計，幾千年之歷史文物、珠寶、黃金都是以

百噸計(中國物產豐富、礦產更多、精鍊、雕塑

都是以最先進的，造就了多少奇珍異寶、字畫、

文物)等等恨、仇，當然這我們中國人會自我反

省莊敬自強，我們中國人要雍容大度，學習彌

勒佛的精神大肚能容天下事，笑口常開萬年安，

如果記仇、如果雪恨、如果以大壓小、如果以強

侵弱，請問世界將用無寧日，每一地區、每一國

家都會支離破碎、遍地流民，請問哪裡會有高樓

大廈嗎？會有先進的科技嗎？會有人間美食嗎？

會有任何享樂嗎？更不用說那些美好的週邊環境

了。

但是，中華民族的子民不屑為，不是不為，中國

人不怕死、不畏難，西方人呢？我為什麼要先敘

明中國人的為人之道(但也有野心勃勃的人，我

是以人口比例為依據、多與少標準)與西方國家

的比較，如果美國要做到一個真正的世界領導

者，他們必須要做到：

1. 遵循聯合國憲章，更應常先做到所有會員國楷

模，應盡之責任、義務，在任何法案中，凡對人

類有和平貢獻的、有重大區域性發展的，都應有

客觀分析，以德、威服眾的態度，爭取和諧的基

石，不但要愛自己的國人，更應博愛世界任何國

家、民族的人民，使全世界人民的敬重、愛戴。

有無反省、檢討，近五六十年來，美國幫助了多

少國家、人民，但今日所的之結果是反美、殺

美，為什麼？為什麼？因為美國人是移民國家，

傲慢、自以為是的心態，高人一等思想作祟，因

為後期的移民都是每一個國家的菁英、高知識分

子，權傾一世的資本家，享盡榮華富貴的紈袴子

弟，也是世界科學家、發明家的溫床…等等。

但有無思考過人生、富貴、權利、享樂，仍是南

柯一夢，非常短暫的，國家、民族才是永久的。

2. 任何國家、民族、人民都是生物體，都是平

等的，不能仇視，一個國家、民族、部落之組成

都有他的特殊環境、理論，世界太大了(以人的

角度稱之，如果以宇宙觀之人也不過是沙粒、塵

土，所以沒有甚麼高傲的)各地區有其不同的特

性、風俗習慣、文化、教育、語言、宗教等等

的差異。為什麼在現今社會一般美國援助多少

國家、民族、人民，皆沒有一個地區的人民感謝

呢？因為美國人幫了任何忙，他首先是說基於我

美國人的國家利益，當然這種保護利益包含太籠

統了，製造戰爭、搶奪、侵占、殺人、滅證、強

詞奪理，干涉他國內政，假借人權，假借民主，

威迫利誘，很多牽強的理由一大堆，其實則是強

權侵占，製造矛盾，謠言分裂。

3. 如果美國在當今之世，改弦易轍，檢討、省

思，以往之非，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放下屠刀

之心態，善待世界上任何國家、民族、人民，盡

心盡力改善環境，真正做到節能減碳，研發各

種再生能源，利用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領土、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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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資、合作、研究開發，如沙漠地、風力

發電、太陽能發電、潮汐發電、地熱發電等等之

利用地形、地物、地勢，地球資源都有用的，因

為有些人類尚未研發而已，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如果每一最貧困(目前認為)的國家、人民，

都能平安、小康的基本生存生活，那時美國大兵

也好、美國遊客也好，初次見到的人民孩童都會

說：哈囉！頂好(並同時舉右手大拇指上翹，那

是人民最真誠的感謝問候的意思)！為什麼不朝

此努力呢？如果這樣的改變，請問還有恐怖分子

嗎？還有暴力相向嗎？還咬致造多少武器，消滅

敵人嗎？(都變成有好的朋友，雖不易達成，那

就看主政者有無決心與毅力、心胸、遠見了，中

國人常在勉勵家庭中的孩童們常說「為」與「不

為」了。

4. 中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更熱愛中華民族的

大家庭，以聯合國既定的疆域政策，固守金湯，

哪怕今後再強大，再繁榮，也不會去侵略其他

的國家，雖然有十三億多人口，或者再加倍的人

口，我們中國人仍要自立自強，只有幫助輔導其

他國家，不會違背聯合國憲章，這一點希望美國

政府主政者、野心家、軍事統領放心，但是如果

再回溯一百五十年前的往事，中國也不會任人欺

負、侵略、租借地了，中國人對外絕對是團結一

致的，有耐性有毅力有決心，不怕死不怕苦的大

無畏精神，我們中國人的目標是：和平、和諧、

安康，共同理想是大同世界(世界大同)繁榮地球

村。

5. 希望美國政府做到，人道關懷各民族，不要用

人權(美國人捫心自問自己有做到嗎？)幌子干涉

他國(再重複一遍：教育、環境、氣候、風俗習

慣、文化、語言等等的不同)。以科技研發精緻

農業，增加量產，增加畜牧、增加水產，改善環

境，確實做到節能減碳，向綠色環保邁進。研發

太空科技，減少武器製造，撤退軍事人員，改派

科技專家。請問有了好的開始，不但喚起民心向

背，增加了國外合作，投資的收入，美國會不強

嗎？美國會不富嗎？美國會一言九鼎人之信服，

個個讚美，何樂不為也！或是背道而馳或不為

也！端看美國是否真有大智慧、大毅力，是否長

治久安領導世界了。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有趣的人鴨大戰
琳達

記得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外公外婆住在台北縣

泰山鄉的泰林路，那時候的泰林路兩旁都是稻

田，泰林路筆直的通往新泰路，有時在疾駛的公

車上望向車窗外，一邊的綠..綠無止盡，一邊的

綠..綠到遠方的山腳下，眼裡盡是舒服的視覺享

受。而今泰林路的兩旁早已蓋起了建築物，夾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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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著施工中的灰塵，美景早已不在，只下留心中的

惋惜。

外公外婆家的旁邊及後面也都是稻田，這些稻田

倒留下了一些有趣的回憶..記得有一次在田間不

小心出現了兩雙鴨子，早年物資並不豐富，有兩

隻鴨子出現，怎能放過牠們…於是鄰居太太拿出

了長竹竿來開始抓鴨行動，大夥也來幫忙，當天

有下過雨，而持續性的間些些細雨絲讓田埂更滑

溜滑溜的，追鴨子時鴨子四處奔竄田間穿梭，人

卻只能在田埂上又要趕追鴨子又要保持不滑跤，

場面煞是有趣，好不容易到手一隻，當下就綁了

起來放在田埂邊，再去對付另一隻..當我以為另

一隻會跑掉時，沒想到鴨鴨也有有情天，牠竟回

來想救同伴，看牠用嘴去啄繩子，我好意外，大

夥來抓牠牠就跑，等大家跑走去追牠，牠又回來

啄繩子，幾個來回之後，卻有意外的結局，這時

竟出現一位手持竿子的婦人，說這兩隻鴨子是她

的，大夥面面相覷後，只好把鴨子還她，看來那

兩隻鴨子還真的是她的，只見她小動了一下竿子

示意一下，兩隻鴨兒就乖乖地跟著她一搖一擺的

走了，望著她牠們漸行漸遠，此時天空依舊，稻

綠依舊，田間也恢復平靜，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

過，但是鴨子的有情有義及抓鴨的有趣景像卻早

已深烙在我的腦海裡！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In Australia
 Jesse Huang

Life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as we all know, so I be-

gan my journey in May 2009 to Australia on the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which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hile traveling. 

Living overseas is definitely exciting but not at the age of 

30. Everything becomes so serious. After a few days stop-

over in Singapore, I began to realize why others wouldn’t 

leave their comfort zone.  Even for me who loves travel 



心情分享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so much couldn’t stop being worried about everything, 

feeling unprepared.  And this is not just about traveling 

anymore.   It’s about the ability to survive and adapt to 

changes. 

Sydney was my first stop, with so limited savings I started 

looking for jobs right after the next day.  On streets, web 

search, newspaper…everything that I’ve tried hard. And 

I guess it wasn’t as easy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for a 

foreigner to get a job in big cities.  I guess I wasn’t trying 

hard enough.  After weeks I was still desperately hopeless 

and jobless. Finally I got a farm job in a small town near 

Brisbane after 10 hours continuously searching on the in-

ternet everyday for a month. So I flew there immediately.

People always talk about farm jobs being hard, but I was 

way too excited to feel the unexpected -- my first day 

with my knees on the ground for 6 non-stopped hours of 

shallot picking. I made only 35 AUD.  Now I know the 

pain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Gladly it was just one 

day. I was assigned for broccoli cutting after that with an 

hourly rate of 17.6 AUD.  As I’ve been told, not a single 

word is enough to describ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job. I fell 

asleep in pain and woke up in pain.  Only 4 girls out of 25 

crews, no one else can imagine the pain except the four of 

us. 3 months later, I think they’re admirable. They may be 

somebody in their country but just a labored nobody here. 

There were many times I wanted to quit.  But just to think 

about why others can stay without complaints, then I ask 

myself all the time how badly do I want it. My answer is 

definitely.  

It’s always hard at the beginning. After that, I think I 

survived. From 200 to 20000 AUD, maybe it is not much 

to most of the people, but compare to the places I’ve been, 

things I’ve done and seen it is worth a fortune to me. 

Determination is everything.

Now I’ve been in Australia for over 8 months. I have 

picked and packed so many kinds of fruits and veg-

gies.  Sometimes I meet people or go to places that aren’t 

exactly kind or fun but I have my own way of adapting 

them.  I watch the sunrise and the sunset almost everyday.  

I live in farms most of the time. Even just a smallest thing 

can make my day and catch my breath. I guess I can say 

that I’ve changed. I learn to appreciate more every little 

thing surrounding me. Now I’m not afraid of going any-

where or doing any kinds of job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he strength, determination and faith in myself.  There’s 

nothing that’s hard only if we have not tried hard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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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尋 找 一 片 雪

白 的 場 景 ， 我 們

來 到 台 南 七 股 。

原 以 為 會 看 見 許

多 在 烈 日 下 辛 苦

工 作 的 鹽 工 ， 但

除 了 道 路 兩 旁 的

魚 塭 ， 剩 下 的 就

是 遠 望 十 分 壯 觀

的鹽山。

五 月 的 日 頭 已 經

炙熱得使我們昏沈，我們瞬間決定要進入鄰近的

台灣鹽博物館一探究竟；幸好為了遮陽做了這樣

一個選擇，不然鹽田的真實樣貌，大概還會停留

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裡。

來七股尋找鹽田，是我們環島的行程之一。在環

島的途中，也有進去過許多紀念館或展示中心，

但資訊的提供往往跟我們所想像的有落差，但鹽

博館一進入就是令我們驚豔的，它清楚地在入

口處就以栩栩如生的圖畫，將製鹽的過程一一呈

現，於是我們的目的不再是避暑，我們想要去了

解更多關於鹽的生命，成功地把我們帶入鹹鹹的

台灣裡。

老人家很常說一句俗語：我吃過的鹽都比你吃

過的米多；在家庭裡，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是不

可 或 缺 的 元 素 。

我 們 天 天 掛 在 嘴

邊 ， 抿 在 唇 上

的 滋 味 ， 從 來 不

覺 得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 只 被 當 作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存

在 ， 但 一 旦 沒 加

鹽 ， 淡 而 無 味 就

會 讓 人 沒 有 耐 性

跟 食 慾 ， 鹽 也 因

此 成 為 佔 去 「

鹹」這個味覺的重要象徵。

另一個鹹鹹的滋味就是汗水的味道。南部的好天

氣帶給老闆好心情，卻讓勞工吃盡了苦頭。製鹽

的過程極為繁複，一道道手續下來，汗滴禾下土

的場景在鹽田重現，雪白的結晶是鹽工的驕傲，

也是我們一盤盤美食背後的魔術師。但台灣的鹽

業如今卻暫時停擺了，鹽博館的解說員為我們詳

盡地說明台灣鹽業的歷史，在鹽業漸漸機械化

後，台灣也在民國91年結束了338年的晒鹽史，

我們現在吃的食用鹽都是由澳洲進口的，而座落

於鹽博館外的那一座龐大的鹽山，除了觀光的功

能，背後的作用其實是戰備鹽的儲備。

我們騎著機車，在退暑的太陽下去探望廢棄的鹽

田。騎在鄉間的小路，繞過了好幾個田埂和魚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鹽水一池
劉珮如



心情分享

以上意見，純屬個人言論，與本刊立場無關。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不可變更,不得轉載

塭，才在一條小路的盡頭看到鹽警碉堡的蹤跡。

我們用走的，穿越一叢叢漫生的水生植物，一股

惡臭隱隱作祟，我這才明白，這裡早已被遺忘

了。碉堡的牆面斑駁而灰樸，裡頭堆滿了雜物，

連門口也無法踏進一步，原本舉目所及應該都是

一大片一大片連綿不絕的鹽田，現在卻都移作他

用；數多鹽工在豔陽下過鹵、攤平，揮汗如雨的

場景，隨著時光更迭，僅停留在我們的想像中

了。

經過台鹽的舊宿舍，意外發現在鹽博館的後方，

還有一小片鹽田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原來是現在

雖然已經不產鹽了，但他們還保留著這一小片鹽

田，保存了製鹽的手續，讓前來七股觀光的遊

客，還能體驗一下當時製鹽的辛苦跟樂趣。幾個

阿伯、阿桑包裹著花布，用他們純樸的熱情招呼

我們。我們踏著龍骨水車，雪白的鹽花浮在熱鹵

上份外美麗，彎著身輕撫鹽水的溫度，隔壁鹽田

的鹽工認真盡責地將鹽平整，這個畫面突然充滿

震撼的生命力。

那一座巨大的鹽山，就像台灣曾經流行過的雪屋

一樣，許多孩子抓起一把把鹽來打雪仗，在陽光

的反射之下，真像置身在雪景裡頭。但他們在舔

一下手指，笑著說好鹹的時候，是否會想到，屬

於鹽的那些過去呢？或是在烈日下工作肩頭擔負

的沈重，腳底凍裂還得忍受傷口撒鹽的痛楚？或

是，曾經想過我們每天不可或缺的鹽巴，並不是

一出生就被裝在高級精鹽的袋子裡的？

想著這群默默的英雄，無論男女都一同擔著這最

沈重的工作；想著鹽博館的解說員，為我們訴說

歷史瞭若指掌的樣子；想著對我們友善微笑，在

曝曬的陽光下工作的阿伯、阿桑，一叢叢雪白的

鹽堆；心裡滿滿都是這些令人感動的畫面。在台

灣各個地方行走著，感受到同一塊土地，卻有那

麼多我們不甚了解的文化，有許多都是跟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的。親身「經過」，才會發現這其

中蘊含的力量，居然是那麼動人，有那麼多歷

史，應該也需要被知道、被記憶，才能將這些感

動與心血，繼續的傳承下去。

羊子喬的〈鹽田風景線〉，「海岸線的風車折疊

了鹽田」，雖然我們沒在七股找到風車繾綣的景

象，但我們還是被「不管是風是雨，一堆堆血汗

的結晶，在鹽田裸露雪白的肌膚」給打動。一首

詩吸引我們而來，而我們又因此看到了更美麗的

風景，為了我們在地的文化跟前人的努力而驕

傲，一趟看似簡單又無趣的旅程，卻有了意想不

到的滿滿收穫，恐怕用照相機跟攝影機，都無法

言喻親身體會的感動。

清風吹拂一池被太陽燒燙的鹵水，媽媽在晚餐的

青菜裡又輕輕撒下一匙鹽。



Recipe

You will need

Soy Sauce: 5-7 Tb

Sugar: 1 ts

Rice Vinegar: 1 Tb 

Chopped Fresh Chili Pepper: 1 ts

Chopped Ginger: 1 Tb

Chopped Green Onion : 1 Tb

Chopped Cilantro : 1 Tb

Chopped Garlic: 1 Tb

Steps

Place chopped ginger and sugar in a bowl.  Add vinegar 

to the bowl and stir to mix the contents.  Add the rest 

of the materials to the bowl and stir again to mix them.  

Taste to see if water needs to be added if it is too salty.  

Let it sit for about 1 hr.  Can add hot pepper oil if 

desired.  The sauce goes well with boiled chicken, pork, 

and shrimp.  

材料：

醬油－5-7大匙（依個人口味調整）

糖－1小匙

糯米醋－1大匙

辣椒末（剁碎）－1小匙

薑末－1大匙

蔥末－1大匙

香菜末－1大匙

蒜末－1大匙

步驟：

1. 將薑末和糖放入碗內。

2. 加入醋後，拌勻。

3. 加入其他材料，拌勻。

4. 試吃，如果太鹹，可加入適量的水。

5. 靜置一小時。

6. 可依喜好，加入適量的辣油。

7. 調醬宜配白斬雞、蒜泥白肉和白煮蝦食用。

Dipping sauce for boiled chicken/pork/shrimp
白煮雞/豬/蝦之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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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在統領門口張望著，低頭瞄了瞄手錶，已經

七點半了，還不見佩詩和她的朋友。想到自己得

跟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異性見面共處，宜君渾身

就覺得不自在極了。拜佩詩之賜，王浩的聰明才

幹、幽默風趣早在幾年前宜君就有所耳聞。有一

陣子宜君還以為佩詩和王浩是男女朋友。經宜君

好奇地追問佩詩，佩詩在信中這樣寫著：「別說

八字都沒一撇，連筆都沒著落呢！他老兄有個女

朋友，但我不喜歡她。」宜君想到這兒就忍不住

地笑了。佩詩就是如此，直接了當，毫不做假。

宜君再看了一次手錶，皺皺眉，怎麼人還沒來？

「嗨！」宜君被人從背後拍了一下。轉身一看，

還來不及打招呼，佩詩就急忙地笑著說：「抱

歉，抱歉！路上塞車。」

「王浩。」佩詩指指她身旁一個高個子。

「林宜君。」佩詩指指宜君。

他們不能免俗地握握手，卻也藉著那當兒仔細地

互相打量對方。

「所以，我們終於見面了。」王浩靜靜地說著。

王浩事先一點也不知情，他又被小學妹給設計

了。

「是啊！佩詩常常提到你。」宜君略微紅著臉回

答。王浩不是個長得很帥的人，但可稱得上是一

表人才，落落大方，很有書卷氣的一個人。

佩詩看看他們兩個人的表情，內心感到快慰極

了，顯然他們兩個人都對對方頗有好感的。好的

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雖然王浩那邊比較棘手。

自從王浩被他女朋友甩了以後，對想跟王浩交往

的女性都會有很強烈的排斥感。當然，這就是為

什麼需要有個像佩詩這樣的人在旁煽風點火。

佩詩朝著他們說：「我先去排隊買票。你們要不

要在樓下小吃部等我，如何？」

王浩朝著佩詩很邪惡地笑了一下，「豈敢勞駕大

小姐，我去買，你們就先去坐著休息吧！」說

完，王浩轉身就朝售票處走去，還不忘回頭撂下

話：「待會兒見。」

「如何？」佩詩挽著宜君朝樓下小吃部門走去。

「什麼東西如何？」宜君裝做沒聽懂佩詩的問

話。

佩詩翻翻白眼，「那位先生！妳覺得他如何？」

「嗯……他還好啦！」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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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還好而已？妳不覺得他相貌堂堂，人品不

俗嗎？至少長相、氣質都比貴前任男友要強得多

了。」

「才剛見面，又不認識，不過他好像挺冷淡的。

」

「王浩就是這樣，剛開始大家還陌生，等混熟了

就不是這樣了。」

兩個人找了個咖啡吧坐了下來，各自點了杯飲

料，看著人來人往，一時間陷入沉默，各自想著

自己的心事。

「喂！佩詩」

「嗯！」

「妳回來也快滿二年了，好像都不曾聽妳提過任

何男友。」宜君邊喝著香醇的咖啡，邊望著佩

詩。

「亂講！我不是上次才跟妳提過一個姓陳的……

不是還有一個姓黃的嗎？」佩詩有點緊張地回

答。

「妳知道我指的是『固定』男友。」宜君看佩詩

閃爍其詞的樣子，就知道佩詩有事瞞著她。心裡

便覺得納悶，佩詩最喜歡「談」情「說」愛了，

如果真有一個「他」的話，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被

告知呢？

佩詩正在絞盡腦汁，不知該從何啟齒才能安全過

關的時候，王浩正好來到她們位子旁。

「票賣光了！」

「什麼！賣光了？」佩詩看看王浩，又看看宜

君。「那……看十一點半那一場的怎麼樣？雖然

是晚了一些。」

「小姐！我排了二十幾分鐘的隊，就是十一點半

的那一場，八點半的大概下午六點前就賣光了。

」

「那……」佩詩無助地望著他們，宜君倒是事不

關己似的，一聲不吭，只在一旁瞅著。

「這樣子吧！先找個地方吃飯，然後再看看要做

些什麼。或者林小姐有更好的建議？」王浩禮貌

性地詢問宜君。

「佩詩，妳說呢？」在王浩的注視下，宜君覺得

自己心頭像小鹿亂撞似的，害羞的很。

「忠孝東路那兒有家西餐廳聽說不錯，頗有氣氛

與情調。」佩詩很久以前就想到那兒去品嘗他們

做的法式牛排。

「ＯＫ！那你們在門口稍待一會兒，我去把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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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喂！等一下。」佩詩急忙叫住王浩。

「還有什麼事嗎？」王浩疑惑地看著佩詩。

「拜託你不要叫人家林小姐好不好，多彆扭。叫

宜君多自然，你說是不是？」佩詩朝著宜君眨眨

眼。

王浩聳聳肩，漫應道：「ＯＫ！ＯＫ！」

王浩邊朝著停車的地方走去，邊想著佩詩的朋友

──宜君，王浩心裡偷偷地嘀咕著，一個看起來

挺聰慧的女孩。自從王浩和他女友分手後，王浩

就不曾對任何人動心過。但這女孩有種很吸引他

的氣質，或許是他年紀大了？還是時候到了？王

浩自嘲地想著。或許他應該忘掉過去的不愉快，

或許他應該朝前走，就像他現在一樣。王浩不禁

笑了笑，也決定了。

這家法式西餐廳座落於忠孝東路四段稍微偏遠的

位置。室內的設計講究，座位舒適寬敞，雅致的

佈局，些許古典的裝潢，柔和的燈光，四周點綴

滿了花花綠綠的景觀植物，再配上浪漫的法國香

頌隱隱約約地入耳，在這裡用餐簡直是享受極

了。

他們三個人坐在靠窗的角落，興奮的打量著整個

餐廳的佈置，心情都不由自主地放鬆起來。佩詩

正想著該怎麼製造話題，就聽到王浩對著宜君

說：「聽佩詩說，你目前在一家小學任教？」

宜君點點頭。

佩詩訝異地望著王浩，什麼時候王浩對女人這樣

友善？還自己主動打開話題。只見王浩舒舒服服

地坐在那兒，一付好整以暇的樣子。

「妳是教……？」王浩詢問地看著宜君。

「自然科學。」宜君有點防衛性地回答。雖然任

教小學是個很穩當的工作，但當她面對一個有資

格任教於大學或研究所的人時，自己不免在心裡

上就矮人一截。

「是嗎？」王浩不禁感到興趣。「都教些什麼？

」

「自然與科學。」宜君皺皺鼻俏皮地望著王浩。

王浩聽了不禁莞爾一笑。「好教嗎？」王浩繼續

問道。

「你的言下之意是說，小學生哪裡懂什麼科學這

麼深奧的東西，是嗎？」宜君挑高了眉梢問。

王浩心頭笑了一笑，對自己做個鬼臉。敏感是女

人的天性或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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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妳誤會了。怎麼樣用一個讓小孩懂的

語言與方式來介紹『自然與科學』是非常不簡單

的事。這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這是在間接地恭維她？宜君不禁有點納悶起來。

「是啊，是啊！」佩詩趕緊接腔打圓場，「我從

來都沒跟我爸媽談我做了些什麼研究。要解釋給

他們聽實在是太困難了，反正他們只要知道我有

工作做就滿意了。」

佩詩話一出口，大家都不禁覺得好玩，笑了起

來。典型的佩詩！

這時侍者抬著一個大盤來到他們桌前。

「法式香蒜牛排，五分熟。」精美的食品放在秀

氣的瓷盤上，美麗極了！就是份量少了一點，佩

詩心裡遺憾著。

「紅莓醬汁焗鴨胸。」一盤藝術品擺在王浩眼

前。

「白酒香煎鮭魚。」

三雙眼都不由自主地注視著侍者熟練地磨了些黑

胡椒灑在他們的食物上。

「請慢用。」侍者說完，略一點頭，轉身離去。

這時，大家專心地品嚐自己眼前的佳餚。嚐了第

一口，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嗯」了一聲，滋味真

的是一級棒。

佩詩掃光自己盤子裡的東西後，拿起餐巾擦了一

下嘴，贊歎不已。「這比我在魁北克那家號稱名

聞北美的新潮式餐飲（nouvelle cuisine）的牛排

要好吃的太多了。」

魁北克市（Quebec city）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扼守著聖勞倫斯河（St. Lawrence River）通往

大西洋的門戶，建於１６０８年，是法國人和印

地安人交易皮毛的地點。其舊城不僅是北美唯一

的要塞型城市，也是最美麗、最有歷史價值的觀

光地點之一。厚實堅固的城牆牢牢地保護著這個

依河建築的碉堡，今天大多數的遊客都會由聖約

翰城門（St. John Gate）進出，並憑弔這個著名

的古戰場一番。美國獨立後，擁護大英帝國的保

皇派跑到了加拿大，最終，催化了英法兩國對加

拿大這塊殖民地的爭奪戰。在十七到十八世紀之

間經歷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戰爭，從１７５９年英

法兩軍在現今戰地公園（Battlefields Park）開戰

以來，魁北克市始終是法國軍隊誓死捍衛領土的

最後據點，直到１７９５年加拿大確定成英國殖

民地為止。

漫步在古城裡，到處都是狹窄曲折的石板或者紅

磚街道，兩側的房舍大多也看似窄小的二、三層

的樓房，越往城裡走，就越熱鬧，原本的住宅都

改頭換面成了餐廳、酒吧和各式各樣的藝品、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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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古董或紀念品店。行經昔日的軍營駐地，似

乎還聞得到馬廄裡特有的牲畜臭味。如果拾階

而下，沿著熱鬧無比的商品街就可以走到古碼

頭區。反之，略為爬高一點，就到了達富臨高

地（Terrasse Dufferin）可以遠眺聖勞倫斯河和

河沿岸的景色，芳堤娜城堡（Chateau Fronte-

nac）就建在這裡，昔年曾為法英兩國國王的行

宮，可惜從來沒有任何王駐蹕過。今天已經成了

世界頂級的大飯店，十八層樓高，六百一十八間

房間，只要捨得一晚二、三千美元的代價，就可

以住進一間附客廳、飯廳和廚房的高級套房，過

過帝王癮。

這是有一年夏天大夥遊興一來，不辭辛勞的辦了

加拿大的觀光簽證，開車北上到加拿大去玩時

所經過的地方。佩詩一直很喜歡魁北克古城的建

築，非常地歐化，完全不同於美國或加拿大其他

地方的建築風格。

「我是不太清楚加拿大法國區的手藝。不過臺灣

在飲食方面是非常開放的，截長補短，從不刻意

講究百分之百原味，總是在吸收精髓後再加以調

整中化。大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認為臺灣做

的西餐比歐美本地做的西餐要好吃的原因。」

「我是無法比較，倒是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出去走

走。」宜君略帶遺憾地表示著。

「為什麼還沒呢？」王浩不禁好奇地問道。畢竟

現在臺灣人都很有能力出去玩，當老師的更能趁

寒暑假安排行程。

佩詩略為緊張地看著宜君，不知自己是否應該岔

開話題。

「家庭因素。」宜君坦然地看著王浩。

「喔！」這下子王浩倒是不好意思了起來，心裡

直罵自己笨。當然是有原因的，自己怎麼沒想到

呢？

「我們是繼續呆在這裡聊天呢？還是到哪兒去？

」一說完，佩詩就後悔了，希望他們倆不要就此

打道回府才好。

「呆在這兒。」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這麼有默

契，他們不禁相視而笑。

面對王浩暖暖的笑意，宜君看著他的眼眸，覺得

好似一道暖流流過心坎裡。

佩詩看著他們倆個人，心裡雖然很替他們高興，

但也覺得她這個紅娘的角色還沒顯出重要性，

連攪和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就得面臨被一腳踢開

的命運。做紅娘應該很有些樂趣可供享受的不是

嗎？不來電就得加把勁用力地抬轎子，一番辛勞

後，還可能有事成的喜悅和驕傲，現在呢？未免

太容易了吧！讓佩詩大有嗒然若喪的感覺，心裡

不禁哀嘆這是什麼世界嘛！



「對了，在你還沒找到我們時，我正和佩詩談她

的感情生活呢！」宜君覺得把王浩的注意力轉移

到別人身上對她比較安全。在王浩的注視下，宜

君覺得實在有點喘不過氣來。

「是嗎？」這一下子可把王浩的興趣給引了出

來。

「我好像不記得她有任何感情生活？」王浩打趣

地說。

佩詩一聽，心中立即感到不妙。佩詩急忙動腦

筋，看可不可以找到什麼話來唐塞一下或是想辦

法轉移話題。

「快說，有還是沒有？」宜君擺出一付不聽到答

案就絕不善罷干休的態度。

「快誠實招來。」王浩也跟著幫腔。看來是他報

仇的好時機到了，王浩心裡偷笑著。

佩詩決定裝傻。佩詩低著頭，專心地用湯匙攪拌

著她眼前的咖啡。雖然佩詩只喝純咖啡，無糖、

無奶精。

「說！說！說！」王浩不相信自己這麼好運，老

天竟然給他這麼一個絕佳的機會來整佩詩。

佩詩抬起頭，看他們倆個人不懷好意地衝著她笑

的樣子，就知道今晚如果不給他們某種程度的交

代，他們是不會就此放過她的。

佩詩故意大嘆一口氣，好整以暇地做出憂愁夫人

的表情，遲遲地說著：「可以算有，也可以算沒

有。」說完，朝他們兩個人甜甜一笑，優雅地端

起剛才快給她攪爛的咖啡啜了一口。

「這算是什麼答案嘛！」王浩擺出一付此事未了

的樣子，倒是宜君已經開始幫佩詩編故事了。

「顯然是才剛開始，是在你們研究中心工作的

嗎？」

佩詩尚未打算對宜君的第一個結論做任何表示，

但對第二個結論覺得有所必要加以說明。

「妳知道嗎？我所認識做科學的女性對做科學的

男士評價都不甚高，呆板無趣是最常聽見的形容

詞，睡眼惺忪、死氣沈沈，則是我的聽過最好笑

的，不過它十分貼切，最接近事實。」講到這

裡，連佩詩自己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請問我也被列入其中嗎？」王浩沒好氣地問

著。

「是如此嗎？」宜君瞄瞄王浩，抿嘴笑著。

「基本上是，不過嘛……總有奇葩特例的囉！」

「那妳和『那位』先生在哪兒認識的？交往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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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對了！還沒請教『貴男友』的尊姓大名呢？

」這下換王浩狠狠地將她一軍。

「是啊！趕快從實招來。」王浩的話提醒了宜

君。

「網上，近兩年，真實姓名不詳。」佩詩知道這

話一出口，效果就像炸彈一樣，果然，看著他們

驚愕的樣子，反倒是覺得好笑。

「真實姓名不詳……妳們還沒見過面？『交往』

了兩年？」宜君不可思議地望著佩詩。

王浩看著佩詩，覺得佩詩腦筋有點問題，他這個

一向聰明伶俐的小學妹，竟然會沉迷上網，還跟

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交往』了兩年。王浩搖搖

頭，感嘆著世界之大，無其不有。

「說不定人家三妻四妾，禿頭，體重超過兩百公

斤。慢著！說不定妳的『他』還是帶個女字旁的

『她』。」王浩覺得有義務讓小學妹頭腦清醒一

點。

佩詩聽了，原本的好心情就像是乘坐雲霄飛車，

一下子直達最低點。有時候，佩詩自己心頭也會

興起團團疑雲，否則為何認識都兩年了，卻連人

是誰都不知道，更別說有沒有見過面了，想到這

裡，心情就更加惡劣了。

宜君看看佩詩，知道王浩的這一席話正好一針見

血地點出了佩詩的隱憂來。宜君搖搖頭，只好改

天再找佩詩好好地聊一聊了。

「我看時候也不早啦，是不是該打道回府了呢？

」

「也好，我們下次再一起去看那部電影好了。」

王浩知道凡事應該適可而止，等以後再找個機會

跟佩詩好好地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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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BBQ

2010 BBQ

2010 Apple Picking



Consular Service:
Consular Division
1 East 42nd Street,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486-0088 
Fax: (212) 421-7866 
E-mail: consular@tecony.org
受理領務申請時間：
週一 ~ 週五: 9:00 am-4:30 pm 
(截止收件，中午不休息)
週六: 9:00 am-11:00 am 
(截止收件)

Information:
Press Division
1 East 42nd Street, 11th Floor  
New York, NY10017-6904
Tel: (212) 557-5122   
Fax: (212) 557-3043
E-mail: roctaiwan@taipei.org  
Website: www.taipei.org

Trade:
Investment & Trade Office, TECRO
1 East 42nd Street, 8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752-2340 
Fax: (212) 826-3615 
E-mail: investny@msn.com

Culture:
Taipei Cultural Center
1 East 42nd Stree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697-6188  
Fax:(212) 697-6303
E-mail: tpecc@tpecc.org  
Website: www.tpecc.org

Education:
Cultural Division
1 East 42nd Street, 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317-7388  
Fax:(212) 317-7390
E-mail: newyork@edutwny.org 
Website: www.edutwny.org

Travel:
Taiwan Tourism Bureau
1 East 42 Street, 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867-1632 
Fax: (212) 867-1635 
E-mail: tbrocnyc@gmail.com

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ulture Center
133-32 41st Road,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 886-7770  
Fax:(718) 961-3303
E-mail: 
culturecenterofteco@nyc.rr.com  
Website: www.ocac.gov.tw/newyork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TECO-NY)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 East 42nd Street, 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317-7300     Fax:  (212) 754-1549 
急難救助：行動電話: (917) 743-4546（假日及下班時間）

電       話: (212) 317-7300（平日上班時間）
美國境內直撥: 1-917-743-4546, 1-212-317-7300



四海一家
FOUR SEAS GROCERY

1154 MACARTHUR ROAD
WHITEHALL, PA 18052

TEL: 610-770-1150 

東方雜貨菜蔬, 每逢四.六進貨, 歡迎隨時定貨    接受信用卡. 糧食券

買屋賣屋請找REAL ESTATE EXCEL高太太GRACE KAO 電話 610-504-9005

櫻 Sakura 
Hibachi Steakhouse and Super Buffet

Whitehall Square Shopping Center
2180 MacArthur Road, Whitehall, PA 18052

TEL:  610-433-3205
www.sakurasteakhouselv.com

• Chinese • Japanese • America n• Seafood • Teriyaki • Tempuran
• Sushi Bar • Hibachi Gril l• Steak • BBQ Grilln

Over 300 items change daily!



EASTERN
Chinese Restaurant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1418 Main Street, Northampton

Phone: 610-262-8985  |  610-262-8623
Fax: 610-262-8612

道地臺灣口味 

五更腸旺 酸菜豬肚 椒鹽排骨 
豆豉魷魚 開陽白菜 筍尖肉絲

泰山 FOO JOY
Servicing the Lehigh Valley since 1996

TEL : 610-432-1800
FAX: 610-432-3300
3229 Hamilton Blvd.
Allentown, PA 18106

(Next to Dorney Park and Office Depot)

We deliver and cater for all occasions.



PACIFIC FUSION
Asian Cuisine | Sushi Bar 

172 Bath Nazareth Hwy.
Nazareth, PA 18064
TEL  : 610-614-1288
FAX : 610-614-1388

www.pacificfusions.com

Pick up | Dine in | Free Delivery | Party Trays

HANA
Japanese Cuisine

1146 MacArthur Road
Whitehall, PA 18052
TEL:  610-351-6663
FAX: 610-351-8098

Please ask for an 
all-you-can-eat menu.

北京 Peking 

Chinese Restaurant 

7150 Hamilton  Blvd., Rt.222  
Trexlertown  Shopping  Center

TEL: 610-366-9533
         610-398-7222  

Famous Canton, Szechuan 
and Hunan Cuisine
Eat in or Carry Out



川 湘
Hunan  Springs

4939  Hamilton Blvd.  
 Wescosville,  PA 18106 

 TEL: 610-366-8338

• Asian Cuisine• Cocktails
• Business Meetings • Banquets 

• Full Asian Menu Available
彭長貴嫡傳弟子  理海谷正宗川湘口味  適宜公司聚餐  婚喪宴席  大宴小酌 

東方酒樓 Eastern Palace
COCKTAIL LOUNGE  |  CHINESE RESTAURANT

Bethlehem Square Shopping Center
3926 Linden Street

Bethlehem, PA 18020
TEL:610-868-7368/ 0299 / 9672  |  FAX:610-868-1321

Email:  eastern@netzero.com  |  www.easternpalace-restaurant.com

川粵名菜   結婚喜酌    生猛海鮮 

午市點心   堂食外賣    無任歡迎

HONG  KONG大廚主理



美味軒 ASIA
2007年以來連續四年在全美百家TOP烹飪大賽獲得優勝獎的餐廳

1102 E. Susquehanna St.
Allentown, PA 18103
TEL: 610-798-7777

www.asiaorientalcuisine.com

由科班出身, 多次於烹飪大賽獲獎, 來自中國東北的 仲毅先生主理
每日供應正宗北方菜 川菜 廣東菜 不用去唐人街也能吃道地唐人菜 
拿手菜: 東北酸白菜火鍋  紅燒獅子頭  開心雞  梅菜扣肉…………

造福僑社
華人之光

Dominic Lu, D.D. S.

孫增保/Tseng-Bao Sun, Ph. D.

Jeff Huang

同 敬 賀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地址: 133-32 41 Rd., Flushing, NY 11355
電話：(718)886-7770   電傳：(718)961-3303 

  電郵：culturecenterofteco@nyc.rr.com   網址：www.ocac.gov.tw/newyork

 業務簡介：

 • 圖書、影碟借閱服務，

 • 提供民俗服裝及文物展示，

 • 舉辦僑民生活講座，

 • 舉辦及協辦文教活動，

 • 輔導文藝、體育系列活動，

 • 舉辦華文網路種子師資培訓，

 • 舉辦各類夏令營及教師研習會，

 • 輔導僑社舉辦國家慶典活動。

  

工作展望：

繼續加強服務與聯繫海外中文學校僑民教

育，鼓勵各中文學校老師進入主流學校，

擴大宣導學習正體字及中華傳統文化。

積極聯繫服務僑社及輔導僑團主辦各類活

動，鼓勵僑胞融入主流社會，宣揚台灣優

質文化，讓美國主流社會多認識台灣，提

升台灣在國際之能見度，協助台灣拓展國

際空間。

上班時間：

週二至週五: 10:00-18:00; 週六至週日: 09:00-18:00; 週一: 例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