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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劃在心坎裡的童年往事

一幕幕如電影畫面

在眼前上演

真實又逼真

彷彿穿梭時空回到童年⋯」

~母親30歲時清秀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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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於2年前日本近畿大學學弟祺祥引薦，他說，

「會長，您也可以寫自傳喔！」

我聽了，回答他：「我又不是甚麼大人物，有甚

麼資格寫自傳啊？ 」

祺祥很熱心地解釋，「寫自傳、回憶錄不一定是

大人物才能寫啊！您可以寫您的生命故事，留給

您的子孫看啊！」

起心動念，興起寫自傳的念頭，願意將這一生辛

苦打拚的歲月化為文字與一張張珍貴的照片，結

集成自傳，留給子孫們看，做為告別的禮物，或

是做為親友們來參加告別式的紀念贈禮…

102.1.6

請看水蓮的生命故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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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細說童年往事多，嚴母恩澤似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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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從頭】

一、細說童年往事多，嚴母恩澤似山高

「刻劃在心坎裡的童年往事

  一幕幕如電影畫面

  在眼前上演

  真實又逼真

  彷彿穿梭時空回到童年…」

（母親在 18 歲生下水蓮，這
是她 30 歲時的清秀模樣。）

民國 19 年農曆正月十一日亥時（晚上九點），我出

生在台北市建成區，在日本時代稱為「日新町」，由

於母親慢報戶口，身分證上

登記為三月一日。

從小母親（廖月英）絕口不

提父親（張明顯），我也懂

事地從不問起，成長過程中

雖然沒有父親陪伴，但是母

親的姊妹，阿姨們都非常疼

惜我。稍長後知悉，母親並

沒有正式跟父親結婚，卻生

下我，我成了眾人口中的私

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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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為母親、金枝姨、中間是小學一年級的我、旁邊是月里姨。）

 小時候的我長得可愛討喜，常參加喜宴當花童，不但

有漂亮的新衣服可穿，還有紅包可拿，是我最快樂的

回憶，可惜並沒有留下當時的照片。

雖然母親只生我一個，但是她對我的教育及學業卻非

常嚴格，如果我放學晚一點回到家，就會受到處罰，

即便如此，我還是非常地尊敬她。

在我讀永樂國小時，母親都到外地工作賺錢供我讀書，

而那時外祖父從事建築業。後來我讀高中時，母親則

在中山北路一段開簡餐店，還賣些枝仔冰、冰淇淋，

客人很多，生意很好。



一、細說童年往事多，嚴母恩澤似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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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要報考靜修女中的那一年，母親生病

（乳癌）進了中興醫院（當時稱為赤十字

社），母親一心掛念我的考試，還特地請

求醫生，要等我考上學校後才接受治療。

但是醫生很生氣地表示，如果再拖下去慢

個一、二個月，病情惡化，到時候就無法

醫治了！後來母親聽了醫生的建議，接受

治療，病情有效控制，活到 81 歲（母親

為民國前 1 年出生）。記得在母親 80 歲

那年，我還特別替她過慶生，宴請親朋好

友，還送了一些禮物給母親的親友。

母親對我的疼愛有加，當時她也不惜花錢

讓我補習，在讀永樂國小時，下課後，我

都乖乖地到老師家補習。我是母親的掌上

明珠，她對我嚴厲又嚴格，並且盡全力地

栽培我。

母親跟我一樣，也是靜修女中畢業的，在

當年，女孩子能進學校念書的極少，所以

她對我的功課非常重視，算起來如果母親

還健在，如今大概有一百多歲了！

幸好，那時外祖母許洪允與我們同住，相

較於母親的嚴格，外祖母顯得和藹可親，讓我放學後

總直奔外祖母溫暖的懷抱。我的外祖母，從小給許柳

煙做童養媳，當年在永和結婚，婚後生了兩男一女，

（左邊是月里姨，旁邊
是讀靜修女中的我）

（讀靜修女中的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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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為母親、外祖母、水蓮，前排的小孩是秀蕊、秀晴、秀蓉、麗真）

 （讀永樂國小的水蓮）

後來因鄉下生活貧困，外祖母只

好帶著孩子到繁華的台北討生活

掙錢養家，而結識外祖父廖舜，

生下母親（母親為廖舜外祖父收

養為養女，所以姓廖），後又生

下一男兩女。我之所以姓廖是因

為跟母姓，源自於此。

如今深深地感受到，以母親一介

柔弱女子要獨力撐起這個家，還

要養育我，及扶養外祖父、外祖母，

肩頭的擔子的確沉重，在當時我們

勉強算是小康之家，一點也談不上

富裕！



一、細說童年往事多，嚴母恩澤似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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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書時雖然成績很好，但卻不能讀好的學校，只

能讀有日本學生的私立靜修女中初中部，後來高中考

上北一女，還因為成績優異還獲得七百元的獎學金，

當時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更以第一名成績畢

業。成績優異都是熬夜用功換來的，由於我都喝咖啡

提神，才得以熬夜讀書，獲得好成績。

從小我就不喜歡運動，但是北一女強調的是五育並重，

不但功課要好、操守要好，體能運動更要好，這一點

我就很吃虧，不過我跟學校的教務主任建議，「詹主

任，我每一科的成績都很好，只有體育不行不能過關，

我不敢跳水、也不敢吊單槓，請您考些其他項目的體

育考試，讓我能順利通過。」

詹主任相當疼愛我，後來他要我騎自行車在數分鐘內

騎越慢越好，原本我就是騎自行車上學，當然難不倒

我，輕輕鬆鬆地就通過體能測驗囉！

原本畢業後要考台大醫科，當個懸壺濟世的女醫師，

但是母親疼惜我，她說念醫科當醫生很辛苦，萬萬沒

想到，後來我嫁給外子（方國炤）做了醫生娘。

【水蓮心聲】
身為獨生女的我，母親教導我非常地嚴格，無論
大小事都相當關心，因為她希望我做一個有用的
人，而我也真的沒讓母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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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煙，過去種種已不復返！我是光復第一屆畢業

的北一女，高三那一年，我們才開始學習「ㄅㄆㄇ

ㄈ」，當年有幾位同學都考上醫學院，成了救人濟世

的女醫生，真是讓我非常羨慕。

二、姻緣路上天註定，白首偕老多恩愛

「愛是無條件

   愛是無所求

   愛是無怨尤

   愛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和外子國炤的合照，他是好丈夫及好父親。）



二、姻緣路上天註定，白首偕老多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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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姻緣一線牽，月老

讓我遇見國炤，以當時

我們家的環境要男方入

贅很難，然而國炤願意

跟我們母女同住，雖然

他的父親是虎尾知名醫

生，曾要我們婚後去接

管醫院，但因為要留在

台北與母親同住，因此

國炤婉拒回家鄉接管醫

院；再者公公的龐大遺

產，我們也選擇放棄繼承。這一切全因為婚後可和母

親同住，得以照顧她、陪伴她。

當時，與國炤在第一婦產科工作的郭護士長，有一回

巧遇母親，問起我那時多大了，母

親告訴她，我剛高中畢業，又拿了

一張相館替我拍的照片給郭護士

長，沒想到這位郭護士長竟要幫

我做媒，拿了那張相館替我修的照

片，雙頰補上紅紅的腮紅，真是人

見人愛，國炤見了我的照片，從此

一見鍾情，喜歡上我，才決定與我

結婚。

原來我並無意願結婚，一心想念醫學院，是因為母親

 （先生國炤 30 歲時的帥氣模樣）

 （這一張高中畢業的照片，就是國炤與我的定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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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歡國炤，為了報答母親養育的恩情，心生孝順

之情。然而在當時，帶著母親出嫁，也許沒有人要吧！ 

於是高中一畢業就走入婚姻，也因為先生願意留在台

北與我們母女同住，當時我下定決心，娶我的對象，

也一定要照顧我母親。國炤後於中山北路一段 23 號天

橋邊開設「方婦產科」。婚後我們一連生了七個女兒，

雖然也想生兒子但卻不可得，七個女兒都由母親親手

帶大，當時還有醫院的護士、母親的養女們幫忙照顧

女兒們，我才能專心做事業，養大七個女兒。

（在我們夫妻二人共同打拚的方醫院前拍下這張珍貴的照片。）



二、姻緣路上天註定，白首偕老多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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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事務繁瑣，除了行

政、打針、配藥、開刀、

打針助手，問候安撫住院

病 患， 我 這 位 醫 生 娘 皆

一一配合處理；當年先生

手寫病歷與開的藥單，全

是以德文寫出，不像現在

的醫生的病歷都以英文為

主，藥局都是我在負責，

因此我也練就一身配藥的

好本領，有時孩子生病發

燒，幫孩子量量體溫後，

我自己配發燒或咳嗽的藥，餵給孩子吃，讓他們病情

快快轉好。因為在醫院藥局幫忙多年，所累積下的經

驗，讓我配藥的工夫一點也不馬虎。

第一個女兒秀蓉當年出生時，先生還在中山北路的第

一婦產科工作，所以老大是在那裏接生的，工作了一

年後，我們才開了方婦產科醫院。當年婦產科內病房

的床單，全是我去選布買布，還是自己用縫紉機一床

一床的縫，還有醫生開刀時蓋在病人身上的開刀巾，

 （30 歲的我忙於照顧女兒們。）

（35 歲在泰國拍照）（這 2 張照片為辦身分證而用） （35 歲的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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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紗布的布包；另外給住院病人的伙食，我也是一大

早去菜市場採買，回來後讓母親養女們分類、清洗、

切煮，她統統自己來，不假手於他人，對於醫院投注

的心血真的不在話下。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希

望自己可以繼續念書，做

個懸壺濟世的女醫生，但

是高中一畢業，我就結婚

走入家庭，既是為人妻、

為人母，我就做好自己的

本分，做個賢妻良母，全

心全力幫助先生的事業。

先生是日本九州國立大學

醫學博士醫術精湛，但卻

內向，大部分和病人的溝通都由我來代勞。過世已 10

年了，至今我在心中仍深深地想念與懷念他。

有句話說，「夫妻過日子要

像一雙筷子，第一是誰也離

不開誰，第二是甚麼酸甜苦

辣都能一起嚐。」若是每對

夫妻都抱持這樣的觀念與

做法，那就天下太平了！

 

 （水蓮夫婦與麗真、秀蕊）

 （60 歲時的外子國炤，是女兒們口中的好爸爸）



二、姻緣路上天註定，白首偕老多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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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結婚 15 周年紀念日，我們夫妻參加環遊世界 55

天，那一年我 33 歲，當時台灣尚未開放觀光，要以出

國考察名義才得辦理，順利成行的環遊世界團，大約

有 28 人報名參加，其中大部分是像我們一樣的夫妻

檔。那次的費用足夠花上買一台賓士車的車款，但一

生一次環遊世界的夢想，在 30 多歲即達成，人生從此

無遺憾。

當年我們搭乘德國航空先飛泰國、印尼，再飛往歐洲

的義大利、英國、瑞士、德國、丹麥、荷蘭，其中在

丹麥我還義務擔任翻譯，為團員解說。在義大利也到

了水都威尼斯、到羅馬看鬥牛。

1947 年中秋節方國炤和方廖水蓮結婚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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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飛美國、日本…才結束環遊世界 55 天行程。

那時，許多國家與台灣都未建立邦交，甚至不知道台

灣在哪裡，連世界地圖上也找不到台灣，往往我們出

入境都被當成中國國籍才得以通行，50 年後的今天，

局勢轉變之大，台灣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真

是不可同日而語。

同行的團員中有位企業家，幽默承諾十年後要招待全

體團員，再次同行環遊世界，但一年後，28 為團員中

卻因有某團員因故往生，體驗到人生無常，要把握當

下，二度環遊世界的承諾，成了絕響。

 

（國炤抱著孫子瀚群、純琯、水蓮、母親）



二、姻緣路上天註定，白首偕老多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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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心聲】
結縭 56 年，我一直很珍惜這份姻緣，國炤是女兒
們心中的好父親，也是位好先生，更是病人口中的
好醫生，在外子過世後，有些病人還會聊起他，感
謝從前他的照顧，這一切叫我感動在心，畢竟要成
為一位好醫師不容易，要成為病人口中的良醫更是
不容易，國炤他都做到了！

（我們夫妻與秀晴、麗真、秀蕊、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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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花結果七仙女，母女連心來世情

「從孕育的那一刻

  有緣結為母女

  生生世世

  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這張照片上排左邊第一位是長女秀蓉、旁為外子國炤，再來是我，
旁為次女秀晴，第二排左邊第一位為三女秀蕊，在外子懷裡的是五女
純琯，笑得燦爛的是四女麗真，在我懷裡的是六女純慧，當時最小的
女兒還未出生。）



三、開花結果七仙女，母女連心來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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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的七仙女

大仙女方秀蓉（大女兒）37 年次，畢業於國立台灣

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科鋼琴組，赴美取得紐約大學音樂

教育碩士，定居紐約市從事鋼琴教學、音樂教育和藝

術經紀和推廣，現任紐約幼獅青少年管弦樂團 (www.

youthorchestra.com) 藝術總監、皇后交響樂團 (Queens 

Symphony Orchestra) 理事、陳學同舞蹈團 (Chen Dance 

Center) 理事、以及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並曾任聯合

國非政府 機構「美國泛太平洋東南亞區婦女協會 (Pa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紐約分會

會長，大紐約區台灣大專院校校友會聯合會會長，大

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北

美洲台灣婦女會紐約分會會

長。榮獲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傑出校友獎，以及紐約市布

魯克林區區長馬蒂。馬克維

茨 (Marty Markowitz) 頒 發 傑

出亞裔美國公民獎，紐約皇

后交響樂團表揚社區服務

獎。 

自 1970 年起與夫婿，陳文

哲醫師居住紐約市，陳醫師

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開設診

所於紐約市公園大道，2011

年 12 月接受紐約大學醫學
（參加長女秀蓉的女兒潔思於日本大阪
堺市作曲發表及小提琴演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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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蘋與倫敦愛樂錄製葛利
格，修曼及丹蘋《雙人舞》
等三首鋼琴協奏曲 CD。）

院 (New York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表揚其臨床教學

35 年榮譽獎。

育有兩位女兒，大女兒陳丹蘋（Wendy Fang Chen）畢

業於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榮

獲鋼琴和作曲雙主修學士和碩士學位，並曾獲得美國

總統學者獎 (1988) 更代表當年 113 位受獎者 , 登上美

國 NBC 電視 Today Show 節目，接受訪問

和表演其自創鋼琴作品。與夫婿 ( 方廖

水蓮孫女婿 ) Bob Tilp 居住於 美國新澤西

州 Cresskill 市，育有一男 陳國炤 (Brandon 

Tilp)，一女 陳秀蕊 (Danielle Tilp)。次女陳

潔思 (Justine Fang Chen) 小提琴及作曲家，

並拿到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博士學位。
.
二仙女方秀晴

（二女兒）39 年次，畢業於北一女及台灣大學，並赴

美取得紐約大學 NYU 碩士。夫婿為陳燦世，畢業於台

大醫學院醫科，為心臟內科醫師，執業於美國紐澤西

州的 Edison 自己開設大型醫院擔任院長，秀晴也在醫

院幫忙。兒子 Alexendar Fang Chen( 陳旭慈 )，畢業於紐

約大學 (NYU) 電影電視製作學系碩士班，定居於洛杉

磯，已婚，媳婦Karen Smith也拿到碩士學位，育有一子。

三仙女方秀蕊

（三女兒）41 年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

大直國中老師，教育英才無數。1976 年與夫婿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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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先生結婚後赴美，就讀紐約長島大學，後生愛女

Melody 林雅韻，耶魯大學學士及南加州大學碩士畢

業，現任教職。80 年代中期，於紐約上州威郡經營日

本餐廳，達 14 年之久，備受紐約時報等媒體受重。於

1984 年篤信新生佛教，並勤於傳教，更奉獻住所為道

場，作為美國成立新生佛教的第一站。後因癌症病逝

於 2004 年 10 月 19 日。

四仙女方麗真

（四女兒）42 年次、畢業於北一女及文化大學，信仰

新生佛教，目前擔任財團法人新生佛教基金會台北支

部副支部長。夫婿王鼎銘畢業於台北醫科大學醫學院，

為婦產科執業醫師。兩個女兒均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

學，定居於西雅圖。大女兒王思涵已婚，育有二子，

夫婿 James Lee 任職於微軟 (Mocrosoft) 公司。小女兒王

思云任職於 Nordstorm 公司。

五仙女方純琯

（五女兒）44 年次、文化大學家政系，Texas A&M 

University 碩士，先生逢甲大學畢業，曾在紐約市社會

局工作，現和先生住 Seattle，兩人育有一女黃榮萍加

州西雅圖大學商學系畢業、加州 UCLA 法律系畢業，

現為加卅執業律師。

六仙女方純慧

（六女兒）47 年次、實踐家專畢業，先生為日本

人高橋治，現在紐約州開日本餐館。女兒李依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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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ｕｍｂｉａ大學教育碩士，也在美國任教，兒子高

橋健正念大學。

七仙女方齡玉

（小女兒）54 年次，畢業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服裝設

計科。夫婿廖年毅畢業於中興大學土木系，並赴美修

得土木碩士。曾於日商大林組美國分公司服務，為麻

州結構技師，目前回台服務，任職互助營造廠。育有

二子，長男廖敏秀就讀於美國賓州天普大學，次男廖

敏勛就讀於台北美國學校。

（這張全家福照片上排左起為七女齡玉、長女秀蓉、六女純慧、四女

婿王鼎銘及四女麗真、五女純琯及次女秀晴，第二排為秀蓉大女兒丹

蘋，我抱著秀蓉小女兒潔思，母親抱著秀晴長男陳旭慈，外子抱著四

女的兒子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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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母親一樣，我也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如今她們各個

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美滿，即使女兒們都成家立業了，

在我心中她們依然還是孩子，於是做母親的我以她們

的名義投資股票、買保險，最後將這些資產統統留給

她們。

在那段拚事業忙得天昏地暗的日子裡，幸好有母親替

我照顧七個女兒，先生在醫院工作結束後，也會幫忙

照顧。先生 60 歲那年結束台北中山北路方婦產科醫

院，移民日本，20 年皆在神戶、大阪行醫。而我也放

棄政治生涯，跟隨夫婿，做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在

做出這項人生中的重大決定時，我整整考慮了三天，

最後選擇退出政治界及商界的一切事業。

對於孩子的教育，我非常重視，還特地請了數學、音

樂、理化、英文四位家教老師，不只要求她們功課好，

（上排為長女秀蓉夫婦、次女秀晴夫婦、秀蕊夫婦、麗真、

純慧、純琯，前排齡玉、秀蓉女兒丹蘋，母親與我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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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她們有禮貌，學習音樂素養得以氣質出眾，回

想我求學時成績優秀，是因為不忍見母親辛勞，想以

好成績報答她，在自己也為人母時，如果孩子們的成

績退步，我會以處罰方式，所以女兒們個個都很爭氣，

也多半是北一女畢業，她們都是我的驕傲。

記得有一回，其中一個女兒拎著考卷向我懺悔說，「媽

媽，我今天考試從第一名退步到第三名，拜託您打我

吧！」

她一說完，其他幾個女兒也伸出雙手接受處罰，在我

們家有「連坐處分－陪打」，因為這樣的慣例，七個

姊妹每天認真讀書複習功課，因為我對教育的嚴厲，

第二代教育程度高，第三代的孫子女們也都栽培成碩

士、博士，今大多定居美國。

樂業街樓下的女婿開設婦產科，孩子都在西雅圖，四

女麗真每次都陪伴我到西雅圖看孫子，非常感謝她。

牆上有一幅我與大女兒

及孫女、曾孫女 4 代同

堂的照片，那是去年我

飛去美國時，女兒請我

吃飯的場景，在日本料

理店，大家舉筷開動，

女婿按下快門的一霎那，

4代同堂的照片，真是十

分溫馨。不過，表面看 （牆上的四代同堂照片，2012 年於新澤西州，

左起 Danielle、丹蘋、秀蓉、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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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幸福的景象，實際上是由許多辛苦的代價所累積而

成的。

大女兒秀蓉的一雙女兒全是像她一樣讀音樂的，雖說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但是讓孩子學音樂的確是需

要極大的投資。二個孫女一個學鋼琴、一個拉小提琴，

一個栽培到碩士，一個

一路念到博士。像是大

女兒還是樂團總監，每

年全球巡迴表演，對一

個東方女性來說，真的

是優秀又傑出的女性。

她們姊妹倆只要回台灣

演出，我一定會邀請親

朋好友前去聆聽打氣。

（後排左起為六女純慧、五女純琯、二女婿燦世、二女秀晴、三女秀蕊、

四女麗真，前排左起外子國炤、水蓮、小女兒齡玉以及母親。）

（水蓮、秀蕊、麗真、秀晴、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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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琯、麗真、秀蕊、秀晴、秀蓉，

像階梯一樣排列的五個女兒）

（最上一排左起為二女秀晴、

四女麗真、三女秀蕊、五女

純琯，前排左起大女兒秀蓉、

六女純慧、母親抱著小女兒

齡玉）

（母親的養女紀梅、純琯、水蓮、麗真）

（水蓮和秀蓉、秀晴、麗真、秀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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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國炤、孫女丹蘋、麗真、純慧、純琯，後排秀蓉、秀晴、齡玉）

（前排秀晴、母親的養女廖芙美、母親、水蓮，後排秀蓉、齡玉、
純慧、純琯、麗真）

想起母親過去盡全力來栽培我，當我身為人母時，我

也是竭盡心力去培育孩子們，這些女兒個個爭氣又

貼心，縱使居住海內外，彼此的心還是緊緊相依在一

起，這就是母女連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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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秀蓉、純琯、母親、純慧，後排秀晴、秀蕊、麗真）

【水蓮心聲】
過去聽外婆說過：「父母想念子女就像流水一樣，
不停地在流，每天不停地在想念。兒子女想念父母
就像風吹樹葉，風吹一下，就動一下；風不吹，就
不動。」看到女兒們個個貼心、乖巧，有女兒相伴，
這一生真的很幸褔。

給女兒們的叮嚀

感謝老天爺賜給我七個可愛的女兒，但很不幸地，三女兒

秀蕊已往生，希望六個女兒們可以姊妹和樂，相親相愛，

互相體諒，去除驕傲之心，珍惜金錢的可貴，勤儉為先，

多做公益，多行善道，做為下一代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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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不分年齡

  成長不分男女

  即使是 40 多歲的媽媽

  也可以重拾書本當大學生」

這個世界男女各占一半，選擇為女性來做服務，為了

全心投入於政治界，在生了七個女兒後，於 40 多歲重

拾書本考上日本近畿大學法律系，當年六法全書背得

滾瓜爛熟，為的只是充實自己法律的專業知識，以服

務選民，畢竟政治是一條無怨無悔及漫長的道路，唯

有自己先準備好，再來服務選民。

 

40 年前，大學畢業的女性很少見，若是有多半是師範

學院畢業，為了全心投身政治，我決定讀當時女性少

有人念的法律系，在這之前，我已當過婦女會會長，

四、40 多歲的法律系學生，為從政做好準備

（40 歲的水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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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台北市議員，有了從政的實務經驗，再去讀書，

讓實務與條文相應證，讓我在學習上更是加分。

而有高學歷，又是法律系本科系，更會讓選民注意到

您，畢竟女性、高學歷、又念法律系，在當年真是少

之又少。

之所以熱衷政治，是因為當年為中山區婦女會會長，感

謝國民黨的栽培，一路從區黨部到市黨部委員，再選上

議員。還當選中國國民黨市黨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

 

回顧這輩子本家、夫家都沒有留任何的財產，全靠自

己的雙手打拚奮鬥，先生一路讀到日本醫學大學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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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雖然很優秀，但個性內向，開設婦產科時，我要

幫忙打點院內事務，及安撫患者，同時還要教育七個

女兒，此外，當時我也踏入政界，為民服務，生活上

的點點滴滴一路磨練出來，已過世十年的先生，身後

的事都是我一手處理，這樣的鍛鍊成長造就今日堅強

獨立的自己。

就讀日本近畿大學法律系期間，台灣、日本來來去去，

放心不下的孩子們，也由先生與母親照顧，讓我可以

放心地全力衝刺課業，非常感謝他們的付出，讓我無

後顧之憂，完成畢業論文「夫妻財產制度」，以至於

才能完成學業。

回想當時在圖書館，翻遍英國、日本、台灣各國的夫

妻財產制度的參考資料，再加以個人的淺見，才得以

完成。有鑑於在婦女會的經驗，對於婦女同胞因婚姻，

（45 歲的我） （47 歲那年到美國，在美國百貨
公司照相館拍照，這張照片還曾
經擺放在百貨公司櫥窗展示。）

（48 歲攝於中山北路
白光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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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離婚，皆可為自己爭取到應有的權益。比如婦女出

嫁前的財產是歸屬於自己，結婚後共同打拚的所得收

入，才歸屬於夫妻共有財產。

一畢業，歸心似箭的我，趕緊飛回台灣，投入工作，

打拚賺錢，養育女兒們。那時 40 多歲時，女兒之中已

有嫁為人婦，因 18 歲即結婚的我，不免也感到欣慰。

又當選台北市議員，為民服務四年後，才決定離開政

壇，跟著夫婿到日本。從此過著家庭主婦般的生活。

（48 歲的我） （40 多歲當市議員的時候）

【水蓮心聲】
當年為了從政做準備，誘因當時的女姓同事幾乎無
人讀法律系，為了考驗與挑戰自己，在 40 多歲那
年，我進入日本近畿大學，先從商學系念起，念了
2 年，再轉讀法律系，有了商學的基礎，加上法律
系的背景，讓我在為民服務時，可以如魚得水，原
因無他，人生只有投資自己的智慧才是最大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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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勇於冒險開創事業，人生要接受各項挑戰

「既然做出選擇

就要堅定目標往前行

若只是原地踏步

將永無到達之時」

越戰時期，許多美軍來台度假，看準這個商機，加

上我的外語能力可通，在中山北路開設豪樂地飯店

(Holiday Hotel)、林森北路福壽飯店 (Lucky Hotel)，為了

經營旅館，還特別到美國夏威夷大學參加東西文化中

心訓練班課程結業，讓英文進步許多，對於接待外國

人助益極大，因此還當上旅館協會理監事。

之後，又開了東隆旅行社，當選旅行公會理事。那時

考上導遊證照，帶團到日本，一些客人都喜歡跟我的

團，因為自己是老闆，有許多餐點、服務都可以「阿

莎力」的做主，讓客人不論吃與玩都盡興。

曾投資台灣日光燈、津津味素（今已停產、廠房在高

雄）、大華耐火磚、美耐板掛名董事，畢竟沒有親身

投入管理，到後來賠本居多，投資失利後，才了解自

五、勇於冒險開創事業，人生要接受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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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應該全心投入，才能有效控管投資事業，而非花錢

請人管理，沒有親身參與，認賠居多。

所以也參與建築事業，當時投資蓋屋，房子一完工，

即售出而獲利。當時朋友勸我，房子不要全部出售，

因為地段好，像是仁愛路、南京東路，日後房地產必

定會增值，我明白友人的好意，但是當時積蓄全投資

蓋屋，實在沒有多餘的資金再投入，所以只好忍痛出

售。不可否認，在建築業多年，確實為我累積下許多

的財富。不過那時我經常自己開車載著客人四處看屋，

東奔西跑，也是很辛苦。

記憶中，在現今的三芝也蓋了一批別墅，當時還特地

從日本運回電視、冰箱家電，又有一個很大的プ－ル，

但因疏於管理，遭小偷光顧，家電幾乎被搬運一空，

非常地心疼。

投資事業千萬不要只拿錢給人當老闆，如果自己不親

身參與，最後的下場只會賠錢，真的要凡事親力而為，

在我開設飯店時，櫃檯的總機小姐下午五點鐘下班後，

換我接班為客人服務，一直做到凌晨三點才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上還是早起到飯店指揮坐鎮，只要是自己當

老闆，就一定要比員工更賣力、更認真。因為公司是

自己的，盈虧自己負責。

後來經營位於林口的暢銷公司，並擔任董事長，公司

製作塑膠鞋底，後來因為管理不善賠錢，慘澹經營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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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後關門大吉，這次的投資失敗，讓我跟著先生

遠赴日本，因為先生在大阪的醫院工作，從此過著家

庭主婦般單純的生活，為投資事業劃下休止符。

女兒常笑我是「皇帝身、乞丐命」，理由是我平常非

常地節省，我用的毛巾往往用到半條都出現破洞了，

我還捨不得丟掉，那是因為對它產生了感情。那是對

「物」的節省與珍惜，像是牙膏幾乎都已擠成彎彎薄

薄的；夏天的我，甚至可以不開冷氣，冷氣都是留給

訪客吹的，有時訪客從客廳走到門口，我會隨手將客

廳的冷氣關掉。

【水蓮心聲】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挑戰，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以
及堅持的決心，也就是只能向前進，不能後退。

五、勇於冒險開創事業，人生要接受各項挑戰

34

（2011 年感恩節，水蓮的家人與川普總統於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左
起為 Alexander、Karen、Melody、榮萍、川普總統、秀晴、潔思、依紜、
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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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 次的生離死別，學會看開與放下

「今天 ，是上帝給的 gift

 也是一份特別的 present 

 別讓人生留下遺憾

 學會看開與放下」

外子國炤在 10 年前（民國 92 年）辭世，接著三女兒

秀蕊在第 2 年也因病往生。

2 次的生離死別，讓我經歷人生失去至親的傷痛，每

年到國炤的忌日，我都會準備鮮花素果祭拜他，這位

陪伴我近一甲子的老伴，留下七個女兒陪伴我，真是

給我這一生最寶貴的禮物。

回想先生這一生，行醫救人無數，當他 70 歲時還在日

本大阪開業當醫生，先生求學時有興趣曾攻讀東洋醫

學，所以他中西醫皆精通，當時還特別聘請中國大陸

的內外科名醫，及中醫師們到日本來，為此還開設中

藥藥房，再找了幾位醫生一起投資，一起為日本的病

患服務，然而大陸醫生雖然優秀，但卻無日本的醫師

執照。半年後，先生考量到身體因素，再回到台灣，

住了三年。這三年，我們夫妻倆一起到處遊山玩水，

到美國和世界各地遊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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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 次的生離死別，學會看開與放下

後來先生因為糖尿病、血壓過高，導致中風，三年後，

離開人世。先生在 84 歲的高齡往生，那時我 74 歲，

時光匆匆，一轉眼，先生已過世 10 年了，若是現還在

世也有 93 歲。

在先生過世的第二年，三女兒秀蕊也因病往生，先生

過世時，記得她還回來奔喪，沒想到第二年就因為子

宮頸癌而過世，當時也帶她到台灣台大醫院治療，後

在紐約的醫院治療，未料還是不敵病魔的摧殘，在她

53 歲那年離開了我們。

重讀著女兒秀蕊寫給我的信，映入眼簾的字字句句，

彷彿她還在眼前一般，體會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無奈與

辛酸，只有化為一聲聲的祝福，願她在天之靈好好安

息，更盼望來生再做我的女兒，共續母女情緣。

人世間的生離死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人生

難免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想想，人生就是如此，生

生死死，有生必定有死。

又想起我的母親，在81歲往生，民國前一年出生的她，

現在算來也有百歲高齡。

在寫這本回憶錄的同時，我也特別抽空去拍了「遺

照」，算是留給女兒們及親友們最後的容顏，刻意裝

扮的我，彷彿回到年輕時代，為自己留下最美麗的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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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在這段時間，更因身體上的病痛，進出醫院多次，

幸好老天爺眷愛我，又讓我平安健康出院，得以繼續

為日本近畿大學台灣校友會總會的會長、台日文化經

濟協會各項活動而努力。

【水蓮心聲】
生與死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禮物，且珍惜每一天的日
出日落、花開花謝，珍惜來到身邊的每一位貴人，
學會付出與關懷，學會看開與放下。

37

（外子國炤於 11 年前中風住院期間，女兒們皆來探望，左邊為秀蓉、
純慧、純琯、秀蕊、秀晴，前排為麗真、齡玉與我。）



七、我的生涯與人生哲學

38

七、我的生涯與人生哲學

「動機是激勵自己向前的動力

  用學問做根基

  發揮行動

  徹底完成」     

      

昭和 49 年（1974 年），我進入日本近畿大學通信教

育部的商經科就讀，於昭和 52 年從近畿大學的法學部

畢業，入學當時到東京請中學校長帶我去大阪面試，

老師說到台灣台中面談，有推薦書才得入學，再次回

 （攝影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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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當時台灣的高速公路未完成，多走縱貫線，

我自己開車，由住在大阪高中生的親戚帶我們到台中，

當時是故洪耀州梅友會長面試考試，考試結果優秀合

格。當晚接受洪會長招待用餐，像他如此親切之人，

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恩情。

 

我之所以進入近畿大學就讀是有二個動機，第一個動

機是：我在台北第一等女校（北一女）求學，光復後

又讀書 1 年，當年我非常想就讀台大醫學部，那時舊

台幣 4 萬元才能換新台幣一元，我是唯一獲得 700 元

獎學金的學生，因此有自信進入台大醫科就讀。

自小與病弱的母親二人相依

為命，因虎尾出生的先生其

父親是公醫，又有 14 名手

足，從日本回來後開設婦產

科，並同意結婚後與母親

同住，孝順的我聽從母親的

話，因此北一女一畢業，就

與先生結婚，婚後，先生開

業婦產科，我則生了七個女

兒，負起養育女兒的責任。

後來，我也從事建築業、觀

光事業，以及婦女會活動，

也投入政黨活動。內心深感

學問的必要性，利用四年取  （身著在日本參加結婚典禮的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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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近畿大學法學士，並於民國 66 年 11 月高票當選第

三屆台北市議員，衷心感謝母校的護蔭，讓我產生信

念而有此成就。

民國 70 年 8 月先生開業的醫院已近 30 年，後又到大

阪、神戶的醫院當內科醫生，在此二年執業，而取得

日本永久居留權。當時我結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隨

先生到日本，當專職的家庭主婦，接下大阪本校梅友

會常任理事，出席學校各項活動，回台灣後，也接任

梅友會校友會職務共 32 多年。

先生於 11 年前結束日本大阪醫院的醫務工作，返台後

到處旅行。先生在 2000 年 6 月回台後，卻因腦中風病

逝。當時我任職梅友會會長 2 年 9 個月，後又榮膺日

本近畿大學台灣校友會總會會長 3 年顧問，校友們的

好意讓我感到責任重大。

（2016 年近畿大學校友會臺灣總會時，授近大校友會旗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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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題是人生哲學日本總覺法人新生佛教，教主為

御遷主樣、當來佛，教義是形而上（看不見）、形而

下（看得見）的學問，從中修業靈感教理，是為實踐

哲學。18 年前，我入教後，獨自一人傳來台灣。昭和

59 年（1984 年）4 月 3 日御遷主樣來台、美國、印尼、

北京佈教，後回台北道場精進教務。

我從信仰中悟道人自出生到最後不脫離死，人生之路

無論社會地位多麼地崇高、多麼地富有，到生命結束

那天都不能帶走，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因

此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做對人、做對社會有意義的

事，時時抱著報恩、感謝的念頭，活得才有價值，錢

財帶不走，唯有功德才能帶走。與人和諧相處、抱持

善意，不計較，凡事才能圓滿。

因此我常反省我欲，感謝責任寬大，讓這個團體組織

產生力量而能長久下去。

長篇大論得最後，對於近畿大學優良精神及團結一致，

在此與校友會台灣總會成員攜手，永續傳承，為母校

捨棄自己，一起加油努力下去…
（出處日本近畿大學校友會會刊）

【水蓮心聲】
一個人要創造生命的價值，盡早做好生涯規劃，訂
下目標，再一步一步地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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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生佛教（形而上的學問）

「人生的導師

  猶如黑暗之中的明燈

  指引著我們方向

  朝正道走去…  」

 

 

源自日本山口縣的新生佛教，為日釋（當來佛）御遷

主樣所創。20 年前因先生在日本行醫，我們去拜一位

先生的同學土肥先生，他擔任大阪衛生院的院長，我

們帶了洋菸與洋酒當伴手禮去看他，坐在客廳閒話家

（邀請新生佛教御遷主樣參觀台北市議會，左為遷主長

男秋本協德，中為遷主，信眾楊懷東先生、右為遷主次

男秋本賴寬。）

 （參觀台北市議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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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台北市議會會場）

常時，看到飯桌上有一藍色的冊子，這焦點深深地吸

引住我的目光，我好奇地問：「土肥先生，請問那個

藍色的冊子是…？」

土肥先生順著我說的方向望去，他告訴我，「這是『新

生佛教實踐哲學』一書。」說完，他取來書籍讓我翻

閱，當年我看的是日文版，如今為了台灣的信徒，特

別翻譯成中文版。

他接著說：「新生佛教是非常特別的宗教，教主世人

提升為神格化，倘使信眾身上有病痛，經由教主伸手

一觸摸，病痛就不藥而癒。邀請您來聽教義，道場在

山口縣，最近的日子，正有 5 月 1 日有一場，您要來

聽的話，我再帶您過去。」

（拜會當時的台北市長許水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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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5 月 1 日當天，全日本也因勞動節放假一天，

我與夫婿跟著土肥醫生去到場聽課，當日親眼見到日

釋（當來佛）御遷主樣，教主雖為人格，亦有神格於

其身內，聽完御遷主樣講道後，土肥醫生特別向遷主

介紹我們，「這位是我的同學方醫師，這位是方夫

人。」

土肥醫生介紹完後，當來佛並未先與外子問候，反而

是從頭到尾仔細打量我，5 位資深老師御神示 Yes 後

親自送上五冊書，分別是理論篇、總論篇、高等篇、

マルクス主義 .. 等，當時如果沒有「入團」是不能送

這五本書的，一般人都是要按部就班讀完前四冊，才

能讀高等篇，轉念想來，我如此的高貴，這麼一想，

我就參加「入團」，入團需要交費用，但沒有規定交

多少，全憑自己的心意與能力，並馬上可使用御神示。

入團的手勢為雙手合掌，YES 的話就伸食指，NO 即伸

小指。這是神蹟的顯現。

一個月後，土肥太太來電，當時她是大阪道場的資深

老師，完全是義務的、不領薪水，她告訴我，「方夫

人，您要來入團，每個禮拜要到道場讀一課喔！」

我一聽，都快傻了！從住家到大阪坐電車來回要三小

時，早知如此，舟車勞頓，我就不參加入團了！心裡

雖然這麼想，但已經答應，做人就要守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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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我都安排周一上午 9:00-12:00 上課，下午 4 點

就回家休息，持續上了 3 個月之後，某日，當來佛到

大阪來，祂問我，「方夫人，您回去台灣，沒有沒談

起我們宗教啊？」

我恭敬的回答，「有的，但是台灣信奉的多為佛教或

道教、基督教，願意聽『實踐哲學』的卻沒有幾人，

不過，有一個是我的乾兒子，他稱得上是虔誠的信

徒。」

（叫做「新生佛教」教主（御遷主樣也叫做當來佛））

的一種「實踐哲學」過去都在日本，沒有出過海，到

過其他的國家，為了讓這門教義傳到台灣，我要求當

來佛以紅筆寫上重要的教義，再回到台灣後，印 100

本中文版，傳給 100 位信眾。後來，御遷教主帶了 4

位日本人來台灣，在我的住家舉辦法會，邀請信眾聆

聽，一些身染病痛的病人都讓教主給治癒了，教主希

望大家，身上的病痛雖痊癒，但還是要繼續修行，否

則舊疾仍有復發的可能。

有時教主不必親手醫治病人，而是透過我的手，比如，

有一回，有位駝背的信徒，教主藉由我的手去觸摸該

信徒，說也奇怪，這位駝背者，竟可挺直背脊，不再

彎腰駝背了！有些信眾有家庭上問題，或經濟上的困

難，教主聽聞後，會指示對方該如何如何做，果然問

題一一迎刃而解。這些神通力的傳達，完全不收費用。



八、新生佛教（形而上的學問）

46

【水蓮心聲】
內在心靈的平靜，才能帶來外在豐盈。

因為教主的神通力，國外有美國、印尼，在眾人面前

得到信服，由這群信眾衍伸至今有 1000 多個家族，目

前總部在桃園龍潭，南部有屏東支部、台中分會，台

北支部在安和路等四處，及其他道場，自 1984 年 4 月

引進台灣，至今將屆滿 29 年，從過去傳道，到如今做

顧問，神佛也任命女兒麗真當台北支部的副支部長，

頗有慧根的她，推廣教務認真又負責。

財團法人新生佛教基金會

台灣本部：桃園縣龍潭鄉三坑村永昌路 41 號
電話：03-411-1107
FAX：03-411-1264

台北支部：台北市安和路二段 65 號 5 樓之 2
電話：02-2707-5694
FAX：02-2702-0136

屏東支部：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新展路 5 號
電話：08-799-4513
FAX：08-799-4370

台中支部：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二路 19 號 3 樓
電話：04-2350-6363
FAX：04-2350-9039

願共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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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現階段的人生，是奉獻的人生

「付出即是獲得

  我深信

  願給越豐富…」

無論是參加「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替我們國家和日

本做國民外交，或是日本近畿大學校友會台灣總會，

我總是抱持奉獻的心態，因為唯有如此，推動各項事

務活動，才能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任何的活動亦才

能順利完成。

這是我為「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六十周年紀念大會所

寫的紀念文：

台灣與日本是歷史上、情感上最親近的兩個國家。

1895 年東亞地區的一場紛爭，把台灣與日本的發展歷

史連結在一起，兩國家的人民因此展開了廣泛而密切

的往來與聯繫。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與日本的關係走

進了新的階段，在百廢待舉中，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台

日文化經濟協會的前身）在張群、何應欽等人的倡籲

下，迅速建立起扮演台日交流的關鍵角色，如今已經

堂堂邁向了第六十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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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是一個里程碑，也是一個轉折點。回顧過去

的發展歲月，有困頓、有艱辛，也有令人欣慰的豐碩

成果，這一切都要感謝一路上許許多多關心台、日邦

誼的人事與企業家的支持，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日

本，點點滴滴的累積，終於有了今天台日親善的結果。

但是，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滿，這些成果要歸功於前人

的努力，對於我們來說，這將只是歷史新篇章的首頁。

今年欣逢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成立六十周年，我們有幸

見證這歷史的一刻，心中既歡喜也感到責任的重大。

時值歡慶時刻，略贅數語，謹住本會會務昌隆、台日

邦交永固。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至日本宮城縣仙台災區獻花，到前總統李
登輝先生植樹之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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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心願以做善事、奉獻愛心為主

絆，一個「糸」字旁，再加一個「半」，就成為了一

個「絆」字，他的日文發音是「きづな」，意思是線

與線連接在一起不要拉斷。也就是代表日本與台灣之

間連結的線不要斷掉，這就是『台日文化經濟協會』，

替我們的政府與日本之間做國民外交、文化交流的親

密感連結，在日本為日華親善協會，各縣市皆有設分

會，每每到台灣都做拜訪，互相交流。

60 多年前，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由張群、何應欽將軍為

會長，過去國民黨會資助些會內的經費，但近年來，

經費短少，皆由理監事、會員捐錢奉獻。

（在日本大阪府堺市，當時任國際活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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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將有日華親善協會其中一個團體來訪，交流互

動，聚餐聯誼。就像我們訪日交流，到奈良大佛、春

日神社，是我等為大使交流，目前台灣會員約 170 人，

目前理監事會 3 個月開會一次，以文化與經濟交流為

主。為台灣與日本做國民外交。

 

我施打胰島素已有 50 年以上，每天要施打四次，現

代人糖尿病患者越來越多，大家都吃得好、缺少運動，

再加上年齡漸長，體內的糖分升高，而導致糖尿病。

有回糖尿病聯誼會的張坤來會長還開玩笑說，「我出

來選總統會當選哦！」現在台灣糖尿病的人口年年攀

升，這個笑話頗值得大家省思。

（接受台大糖尿病聯誼會會長張坤來頒發顧問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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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心聲】
愛是自然流溢出來的奉獻。 —— 今道友信

因為自己經歷過糖尿病之苦，對於財團法人糖尿病關

懷基金會、台大 DM 聯誼會也是目前投入的社團，去

關心跟我一樣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的血糖試紙很貴，

健保都沒有給付（現在第 1 型糖尿病患的試紙已經

開始給付，第 2 型糖尿病患沒有給付），這些，對於

經濟較不寬裕的病患來說，生病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

霜，苦中更苦。為了幫助糖尿病友，我也出資幫助台

大 DM 聯誼會的病友出了一本書，書名「糖尿病人生

活百問」嘉惠病友。

在日本糖尿病又稱「社長病」，在於這種疾病的特徵

是吃得好、常用腦，但缺少運動。

罹患糖尿病，一輩子都無法根治同時也有家族遺傳性，

家中長輩有糖尿病者，其子女罹患糖尿病的機會會相

對增加。不像其他的疾病，開刀可以根治。因此，未

來的日子全奉獻給糖尿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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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不老舞台，活一天賺一天

「當我垂垂老去時

  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每天心情愉快

  希望能善老、善終」

    

「父母的健康快樂，就是子女的最大財富。」這句話

一點也沒錯！

為了要能安穩入睡，如今安眠藥成為我的維他命，自

己是計畫執行者，每天晚上先做計畫，第二天一件一

件的完成，才有成就感與滿足感。

我習慣在睡前都會閉目養神想事情，過去先生很體貼

我，他說：「睡覺要好好睡，別再想任何事情了。」

但是，我告訴他，「只有睡前才有時間，可以好好規

劃明天要做的事情。像是要去哪裡？約甚麼人見面？

都要在睡前一一計畫完成。絕不能今天的事情，今天

才做，一定要前一天，做好計劃。」

像是現在每天早上看台灣股市，中午關心政治，到了

晚上，則關心美國股市，日子充實忙碌，並不是為了

要賺錢，而是要讓頭腦動一動，才不會健忘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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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選拍生前最後一組的照片，做為告別式之用，用喜樂的心去
接受它，生命本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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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身體狀況因患有糖尿病，須要天天打針，回想起

四年半前，罹患肺腺癌，當時還計畫到日本開會，於

是詢問醫生開刀幾天後可出院，結果一住院，折騰了

好一段時間。在 ICU 住了 22 天，後來轉到病房又住

了 2 個月才出院，我想我這一次這麼嚴重一定是神佛

救我，還要我活在這個世間，為社會、為親友多做好

事，這樣功德才能帶走。

生死一瞬間，鬼門關前走一回

民國 97 年金融風暴、雷曼兄弟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

因為肺腺癌開刀，當時因為保險公司通知健康檢查，

原本在哪一年訂好 10 月的飛機票要飛日本參加近畿大

學校友會，哪知檢查結果一出來，醫師告訴我，X 光

片上顯示我的肺部異常，我一聽傻眼，10 月就要飛日

本，怎麼身體出現這種狀況？

後來轉院到台大胸腔內科看診，王鶴健醫師看了我之

前照的片子，覺得有異狀，要我再照一次，聽話照做

後，再看了我照的片子，醫師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建

議我開刀。但是我告訴他，預計 10 月份要到日本。

醫師要我先將病醫好，其他的再說，第二天，接受安

排進手術房由李元麒教授開刀，術後一切順利安好，

在 ICU 病房內，我擔心麻醉退了，會不舒服，就請來

探病的友人，從我的皮包內拿了 3 顆安眠藥給我，我

將 3 顆安眠藥吞下後，沒想到一睡不起，喉嚨的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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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嚴重影響呼吸，腹部積水，醫院緊急插管搶救，

竟然昏睡了 22 天全然不知。

女兒們全守在病床，祈禱我快點醒來。當時，柯文哲

主任也作最壞的打算，他告訴女兒女婿們，若是要讓

我返家善終，就得立刻送回家。

昏睡了 22 天，有甚麼人來看我，我全然不知，不過，

現在想來，當初差點沒命的我，竟能活過來，而且平

安活到現在，是御遷主樣的庇祐。記得當時我做了一

個夢，夢境中，我躺在一平台上，身旁有花車載著往

生者要送進焚化爐火化，但用透明布簾遮蓋住，一眼

望去，我看見一名陳姓白衣人，我立刻告訴他，「請

您不要讓我死，請救我一命吧！我有錢可以給您。」

哪知道那位白衣人斥說，「我不會被妳收買的。」

當我要穿過透明布簾時，有人開始替我洗頭，日本的

習俗是受死前要將身體洗淨，忽然間，我望見宗教御

遷主樣的身影，大喊著：「遷主，您快來救我啊！」

說也奇怪，我這一喊，又看見遷主身旁戴著尖帽的二

兒子，竟然從昏睡了 22 天中醒來。

醒來後，我靠著施打類固醇，在臺大醫院住了 2 個半

月，感謝很多親友來看我，在那段時間很感謝照顧我

的越南籍外勞阿蓉，幾次要去越南找她，因為電話號

碼一字之差，始終沒見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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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是維持身體健康的良方

「意志力」是我維持身體健康的良方，當時開刀後順

利出院，但行走不便，為了讓自己快速回復走路，我

請外傭攙扶我一步一步上下樓梯，來回練習走路不下

百次，只為了恢復行走能力。

當時隔壁的大樓才動工，家人曾遊說我買下，老人家

住在電梯華廈，出入較方便，不過當時才開刀出院，

心想自己不知還能活多久，於是婉謝家人的好意。加

上女兒麗真就住二樓，隨時可照應。

回顧這一生，18歲結婚，為了孩子、事業打拚了65年，

到今天依然還再打拚，沒有請秘書、助理，統統自己

一手包辦，有個晚輩甚至還稱讚我，「方媽媽，您的

頭腦是電腦嗎？連銀行買的國外基金數目，您怎麼還

記得這麼清楚啊？」

老實說，現在偶爾也是有些人名想不起來，多虧平常

還有常常動腦筋，否則像我這個歲數的老人家，頭腦

退化地更快。

有位非常有智慧長者曾說過，「年紀大，不要緊；但

是千萬不要變老。」一席話道盡許多老人家的心聲，

的確，在老年人的思想與觀念中。都以為年紀大猶如

風中殘燭，來日不多，何不把握僅有的時刻，好好規

劃人生中的每一天，像我現在早上看台灣股市，下午

關心政治，晚上收看美國股市，一天 24 小時，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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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心聲】
炎炎夏日，消暑靜心，樂活喜悅，平安長壽。

不夠用，沒有時間去煩惱來日不多的問題，每天將前

一天的規劃，一件一件的完成它，活一天就是賺一天，

多一天就要盡量多做善事，潛心向佛，多交朋友、關

心他人，定在不老的舞台盡情發揮。

（2017 年 9 月 16 日 日本近畿大學校友會臺灣總會第七屆理監事會議
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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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與銀髮族共勉之

「衷心期望所有長青族

  都能過著健康、快樂、無憂的老年生活」

現階段的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

會，面對未來，身為老人的我們

該有所覺醒。83 歲的我認為，

長者實為家中珍寶，切莫因容

貌蒼老、身體衰老，而失去

自信心，任何生活瑣事盡可

能自

己處理，勿凡事使喚後輩，

因後輩女兒們也有自己的

家庭小孩須照顧，別讓孩

子蠟燭兩頭燒，十多年來，

只好請外勞作伴，和外勞相

依為命。若真是自己無法處

理，再開口要求孩子一齊來

解決，在我看來，這才是有

智慧長者的作為。

 

 （十年前的水蓮）

（於海外飯店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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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還是要四處旅遊走走，讓生活充滿愜意。）

做個受人歡迎的樂活族

在我看來，要做個受人歡迎的樂活族，要具備以下的條件：

第一、多讚美
有本暢銷書，書名為「生命的秘密水知道」，書中做

了一項實驗，作者對裝滿水的 A 水瓶讚美連連，但對

B 水瓶卻咒罵不已，結果將水的結晶體置於高倍數的

顯微鏡下一看，受到讚美的 A 水瓶，水結晶體呈現規

律光亮狀態，反觀備受辱罵的 B 水瓶，水結晶體歪七

扭八，簡直醜得不像話。

這種情形用在我們人身上也是如此，一個孩子若是常

常說他「笨」，即使聰明的孩子也變得愚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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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一個資質平庸的孩子，常常讚美他、時時鼓勵

他，孩子自信心增強，在讚美的氛圍中成長，難保不

會成為一個有成就的人。

像我常會對證卷公司營業員說，「謝謝您的協助，您

的分析與解說非常地清楚，您是我見過最專業的營業

員唷！」幾次讚美下來，這位營業員更是主動積極與

我聯繫，關心我的投資動態。

第二、不抱怨

偶爾，聽聞有些年長的友人，一開口就抱怨兒女、媳

婦的不是，俗話說，家醜不外揚，不記隔夜仇。看看

那些開口連珠炮四抱怨連連的長者，整張臉皺成一團，

讓眾人見了都想逃得遠遠的。

況且，抱怨會帶來負面的能量，讓心情大受影響，也

影響身邊的家人。所以，不抱怨，才能有好心情。

第三、多微笑

笑，是健康的良藥。從年輕到現在，我都非常重視與

人溝通相處時的禮貌－微笑，一個微笑，就能拉近人

與人之間的距離，打通人際關係的脈絡，最主要是讓

自己心情開朗，無論做什麼事都順利圓滿。

第四、不生氣

最近有位友人急診住院，聽聞是婆媳相處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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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自己盛怒之下、怒火攻心，導致心跳加速、血糖

降低，在醫生做了檢查之後，發現她有心律不整及心

臟肥大問題，有中風之虞。

不生氣，是情緒管理的課題，易怒、暴怒的人，往往

是太過堅持己見，反過來說，也就是容不下他人的意

見，只要一時不順其心意，即暴跳如雷、氣急敗壞。

不生氣，也是有智慧的表現，凡事好好說、慢慢說，

總能有效、圓滿處理。

第五、不擔心

偶爾與友人聊天，總是聽到對方擔心在國外念書的孫

子是否過得好？擔心大兒子的事業、擔心女兒的婚姻、

擔心另一半的身體健康。

其實，過多的擔心，只是徒增我們煩惱，倒不如將擔心

化為祝福，祝福在國外的孫子過得好、大兒子的事業一

切順利、女兒的婚姻幸福美滿、另一半的身體健康。

第六、多保健

即使年長者身體狀況大不如前，更要多多保健與保養，

像我每天一定喝一杯維他命 C 補充體力，有效靠藥物

控制糖尿病情，多吃蔬菜水果，也食用一些保健身體

保養品，像是樟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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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心聲】
老年的生活，讓我們學會欣賞「人生夕陽餘暉之
美」，知足且珍惜，度過最終的美麗人生。

這是身體上的保健，心靈上的保健即是上述談到的五

項，在身心靈都保健良好的情況下，才能過著健康快

樂無憂的老年生活。

    在此與大家共勉之。

（2014 年 5 月 15 日出席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日台親善協會全國聯
合總會締結姊妹會 25 週年紀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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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生體悟與意志力

「健康是世間最珍貴的禮物

  唯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快樂豐富的人生」

人生是一連串的驚奇與意外，101 年 8 月到福岡參加

台日經濟文化協會，當地為國父孫中山先生及先總統

蔣介石舉行紀念宴會，我代表台灣來日感謝，並交換

禮物，開幕儀式後，餐會時刻，與福岡主持開會的日

本人講，請他給我幾分鐘的時間致謝，為了吸引用餐

賓客的目光，開場白我是這麼說的：「今天的菜色美

味可口，請各位邊吃，邊把耳朵借給我。」

果然，大家全都將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以台日地緣接

近，台日不分離，並感謝當地為台灣的 2 位優秀領導人

舉辦這個宴會。

福岡領事劉先生原本誤以為我才 60 歲，怎麼可用日語

來答謝；我告訴他，今年 83 歲了，他露出一副驚訝的

表情。

8 月下旬剛從日本回來，到仁愛醫院做例行性的老人

檢康檢查，發現有異常狀況，於是轉診到熟悉的台大

醫院，醫生告知是大腸癌初期，又檢查出膽結石，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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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還有水泡，於是先安排住院，做內科大腸鏡，剪除

3 顆瘜肉，另一顆較大無法切除，因此要開刀，就在 8

月 31 日，台大醫生梁金銅教授為我動了三個手術，先

將初期的大腸癌瘜肉切除，開刀花了約 1 個小時；再

取出膽結石又花了 1 個半小時，又花了一個小時切除

肝水泡，共經歷 3 個半小時的手術。

連醫師都覺得不可思議，畢竟我已 83 歲了，還是糖尿

病患者，手術復原情形還不錯，唯一的狀況就是缺血，

在醫院住了 3 個星期，自嘲自己開刀是「買一送三」，

一生開刀七次，都平安無事，來探望的友人都稱讚我

的意志力驚人。

回想過去，從小跟著媽媽一起生活，婚後和先生教養

7 個女兒，經營過旅館、房地產、旅行業等事業，若

非有異於常人的意志力，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我。

如今每晚睡 3 小時的我，知道機會不等人，依然秉持

著上進心，以意志力過每一天，每天睜開眼，衷心感

謝擁有美好的一天。

另外，根據日本厚生省資料顯示，日本大約有半數的

人，生活感到壓力、身心疲憊，英文稱之為『stress』，

而 解 決 之 道 也 是『STRESS』，S 是 運 動（sports），

適度的運動，可活絡筋骨、舒暢身心；T 是旅行，

（travel），使人沉浸大自然的懷抱中，轉換心情；R

是娛樂（recreation），歌唱舞蹈、藝術欣賞、陶冶身心；

E 是三餐飲食（eating），適當飲食，少食長壽；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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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蓮心聲】
對於自己所選擇的道路，願意，而且歡喜。墨西哥
國寶級作家 CARLOS FUENTES，留下令人省思的
一段話「從何處而來，從何處而去，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
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嶺，到任何能走到的地方當
主人。」

睡眠（sleep），最好的休息，就是好品質的睡眠；另

一個 S 是微笑（smile），笑口常開，人際關係一定好。

因此，經常落實『STRESS』，可提升人體免疫力，自

然可長命百歲。 

（2018 年 7 月 12 日出席台北市議會前議長陳健治宴請台北市歷任市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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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女婿、孫子們寫給媽媽、奶奶、阿祖的話】

方秀蓉 ( 長女 )：我媽媽聰明美麗大方，很負責任，喜

歡上進和樂意幫助他人，更懷有一顆非常可愛的赤子之

心，萬分地感謝她，讓我在尚不知選擇時，即享有音樂

和舞蹈教育。 

陳丹蘋 Wendy( 秀蓉的長女 )：我的外婆是個很堅強又

成功的女人，她有很好的生意觀，我感到榮幸來自這

具有自信的女性血脈，並且把這特質傳給我的女兒。

WENDY: My grandmother is a very strong and successful 

woman who has a great sense for business. I am proud to come 

from a line of strong confident women and to pass along these 

wonderful qualities to my daughter.

 

Brandon & Danielle (Wendy 的子女 )：我們非常愛阿祖，

2012 年夏天，我們一起在佛羅里達度過美好的時光，

我們希望她能常常來看我們，因為我們很想念她。

BRANDON & DANIELLE: We love our Azo very much. We 

had a great time in Florida with her. We wish she could visit 

more often because we miss her!

陳潔思 Justine（秀蓉的次女）：以任何標準來衡量，

方廖水蓮女士是位堅強和獨立的女性。我非常欣慰，

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可以直接與她溝通。她

具有吸引大眾的魅力和被熱烈擁護的氣質，並且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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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慷慨地運用其擁有的財富。對她的商業頭腦，我總

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見聞她與商務夥伴或朋友

交談之時。當她的孫女兒，感謝在成長過程中，能以

她的高度智慧和敏銳的商業意識作為我的典範。

　

Fang-Liao Shui Lian is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woman, by 

any standard. I love that she speaks English so well, and can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me. I am always so impressed with 

her business savvy, and watch with wonder when I see her 

meeting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or friends, her charm and 

charisma are captivating. She is judicious and generous with her 

impressive wealth. As her granddaughter, I am thankful to have 

grown up with the model of her intense intelligence and keen 

business sense.

方秀晴 ( 次女 )：媽媽從來沒想過要滿足於自己任何事

情，她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賺錢養家，她很能幹，勤勉，

果斷。

陳燦世 ( 秀晴的先生 )：媽媽是個很有智慧的女士。她

有無限的精力，衝勁及勇氣。我最欣賞的是她對大眾

的魅力，不論她走到那裡，馬上成為大家注意的重心。

除了她的美麗，她舉止活潑，言談風趣。這是成功的

因素之一。我最欽佩的是她的為人，她一直都在為其

他人好，永遠不會虧待他人。所以很多人不但感激她，

更敬愛她。我最感動的是她愛家庭的心，她在爸爸生

病時全心照顧他，她自己不要求多，全部為女兒孫輩

著想。我很榮幸有緣認識媽媽。我祈禱她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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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慈 Alex ( 秀晴的長男 )：當我小時候，我對阿嬤的

印象是：喔！她是個健談的人，當我長大一點，聽到

多一點阿嬤的故事之後，我對她的印象改變成她是一

個堅決的、聰明的、認真工作又慷慨的女人，又有些

幽默感。我記得在我認識 Karen 以前，她常常要安排

幫我介紹對象，我婉拒了，但是她仍堅持著，我只好

告訴她，我已經有對象了，她笑著說：「我不相信，

除非你拿照片給我看，才可證明。」很感謝您能來參

加我的婚禮，對 Karen 又溫暖又慷慨的歡迎她加入我

們這家族，我期待您與 Felix 見面，他也期待見到他的

阿祖。

Alex：When I was younger, my impression of A-Ma was, oh 

she's the talkative one. As I got older and heard more stories 

about Grandma, my impression of her changed to here is a very 

determined, driven, smart, hardworking and generous woman 

who also has a wicked sense of humor. I remember, this was 

well before I met Karen, she kept offering to set me up with 

potential matches and I declined every time, but she kept 

insisting. I finally just said that I met someone, to which she 

said I don't believe you and asked me to provide a picture, but 

all the while smiling about it. I am glad you were able to attend 

my wedding and that you have been so warm and generous to 

Karen and welcomed her to the family. I look forward to you 

meeting Felix and to him meeting his Azo.



69

林雅韻 Melody ( 秀蕊的長女 )：當我被問到對阿嬤的印

象，我可以說她有敏銳的商業意識，政治頭腦，或是

她天生的領導技能，都值得一提，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我可以提到這些，但是沒有一個可以彌補十分之一的

關於我對阿嬤的景仰。

我最欣賞阿嬤的是她致力於家族，她的女兒們，我媽

媽，以至於我。

她竭盡全力的付出金錢與心血來幫我媽媽辦一個溫馨

的告別式。自從我媽媽過世之後，她對我照顧及關心

的程度只有我媽媽比得上。

謝謝您，阿嬤，對於您的愛，我永遠感激！

Melody：When ask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my grandmother, 
I could talk about her keen sense of business, her political 
savvy, or her natural born leadership skills -- all worthy of 
mention, all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I could talk about those things, but none of those make up 
even 10% of what I admire MOST about my grandmother.

What I admire most about my grandmother is her devotion to 
family...to her daughters, to my mother & ultimately to me.

She gave my mother as comfortable a farewell as money and 
heart could spare. And ever since my mother's passing, she has 
shown me a level of care & concern that could only be rivaled 
by my mother herself.

Thank you, Ama, for your love. I am forever indeb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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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麗真 ( 四女 )：記得媽常說一句話 " 我的字典裡面沒

有『不敢』兩個字 "，的確，她非常勇敢的面對各種困

難，尤其是病痛，很勤於跑醫院，坦然面對醫生的治

療。別人家是「嚴父慈母」，我們家卻是「嚴母慈父」，

但是「嚴官府卻沒有出猴賊」，媽把我們七個女兒教

養的很好，各個都有好的歸宿。

王鼎銘 ( 麗真的先生 )：岳母很了不起 ! 她能一再的面

對重疾大病，堅強的接受痛苦治療，她這種珍惜生命

的正確態度，令我由衷地感到敬佩！身為醫師，竟遠

不如她 , 真感到汗顏！

王思涵 ( 麗真的長女 )：我對阿嬤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生了七個女兒，同時做過很多事業，還當過市議員，

又是先生醫生執業生涯的好幫手，真了不起，佩服！

王思云 ( 麗真的次女 )：阿嬤做事很有自己的原則，對

於她有自信的事，絕不輕易妥協。

方純琯 ( 五女 )：我的媽媽 " 積極，進取 "。

黃榮萍 ( 純琯的長女 )：我眼裏的祖母是個有驚人成就

的女人，她有她周邊人不了解的所做所為，卻有她的

道理，她確實是一位有才能又會激勵他人的人物。

方純慧 ( 六女 )：媽媽是個女強人！記得我小學二年級

時，媽由日本買一個紅色錶帶的白雪公主手錶給我，

戴去學校，同學們都好羨慕，好感激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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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治 ( 純慧的先生 )：我很敬佩她經歷無數的艱困時
間，撫養七個女兒長大，我以她為榮！

李依紜 Nicole( 純慧的長女 )：我的阿嬤是一個堅強有
思想的人，她支撐我的教育路程，並且供我獎學金。
雖然我並沒有與她相處多久，但是她教我必備的獨立
性，讓我此生受用無窮。我相信我的阿嬤了解必要的
工具是”探索和征服”。可是，當我想到她時，我常
常自問：我無法想像她是如何成就她的人生？無論如
何，有一個聲音在說：我很感激她的力量。

Nicole：My grandmother is a strong minded person. She 
supported me through my journey in educating myself because 
she was my scholarship. Although I do not spend time with 
my grandma, she has taught me a specific framework of 
independence which I carry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time. 
I believe my grandma understands the necessity of tools to 
explore and conquer. Unfortunately, when I think of her, my 
first thought is I cannot imagine how she accomplished her 
life. However, there is a voice that says I am grateful for her 
strength. "

Ken ( 純慧的長男 )：我的阿嬤大概是我所知道的人當
中最堅強的女人。她擁有很好的生意觀和敏銳的頭腦，
幫助她達到今天的成就。當然，她絕不是典型「噓寒
問暖」型的阿嬤，但是，當我七歲時她就告訴我，要
努力工作準備將來的退休。我有那麼強烈的職業道德
和瞭解努力工作的價值，絕大部分的原因來自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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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我的阿嬤對我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她生下
我的媽媽。對此，我永遠感激她。

My grandmother is probably the strongest female I know. Her 
great business sense and sharp mind were what helped to make 
her into the success that she is today. Sure, she may never have 
been the typical "milk and cookies tell me about your day" 
grandmother. But, at 7 years old she was telling me to work 
hard and prepare for retirement. She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I have such a strong work ethic and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hard work.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my 
grandmother has done for me was producing my Mother. For 
that, I am eternally thankful.

方齡玉 ( 七女 )：媽媽是家中的智多星，每當我們遇到
棘手的問題時，總是會找她商量。

廖敏秀 ( 齡玉的長男 )：我的阿嬤總是知道什麼是對家
族最好的。她的智慧使她有今天的成就。

Clement Liao：My grandmother always know what is best 
for the family. Her knowledge is what made her so successful 
today.

廖敏勛 ( 齡玉的次男 )：我的阿嬤是位很好的榜樣，因
她為自己設定高期望，也是位判斷敏銳的決策者，更
經常鼓勵其周遭的親人上進，並成為大家的典範，當
然包括我在內。我常想，我對商業的喜愛，肯定來自
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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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Liao：My grandmother is a very good role model as 
she se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herself and is always acute in 
decision making. She sets a great example for my relatives and 
definitely me. I often think that my love for business came 
from her!

2003 年 6 月 22 日 五代同堂相聚於秀晴家
上排左起為第一代高祖：月里、金枝及第二代曾祖：水蓮、美育
第二排為第三代姨婆：秀晴、秀蕊、麗真、純慧
第三排為第四代母親、姨母和舅舅：雅韻、丹蘋、思云、健及第五代：
陳國炤

6/22/03, 5 Generations gathered at Great Aunt Michele's house.
Top row: 1st Gen (Brandon's Great Great Grandmother's sisters), Great 

Great Great Aunt (Yueh Li), Great Great Great Aunt (Ching Tz). 
2nd Gen: Great Grandmother (Shui Lian), Great Great Aunt (Mei)

2nd row: 3rd Gen: Great Aunts: Michele, Cecillia, Daisy, Tina (#2, 3, 4, 
& 6 daughters of Sui Lien)

3rd row: 4th Gen: Great Aunt and Uncles: Melody (daughter of Cecilia), 
Mom (#1 grand child of Shui Lian), Monica (daughter of 
Daisy), & Ken (son of Tina)

4th row: 5th Gen: Brandon Chen Tilp (Chen Kuo Ch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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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一生活得如此精采，除自己的堅持努力外，也是靠周圍

親友的支持與愛護，另一方面是我對於事物的投入與學習，

所成就這一切。尤其當看到女兒、女婿、孫子們寫給我的

話，讚賞我的負責、上進、堅強、自信、智慧、敏銳、敬業、

樂業、樂於助人，還保有赤子之心，感謝晚輩成就我的一

生，也感謝所有的親朋好友來此歡聚，最後獻上我最誠摯

的祝福 !

（2016 年 9 月 5 日水蓮與外孫
Alexander 和外孫女 Melody 於洛杉
磯機場）

（2010 年 8 月 21 日水蓮外孫 Alexander 婚禮上與
方家人合影於洛杉磯市。前排左起為文哲、 秀蓉、
Alexander、水蓮、麗真、 純琯，第二排依紜、丹蘋、
榮萍、雅韻，第三排健、思涵，第四排 Aiden、
James、思云、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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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我的最後一首歌】

自己最喜歡的日本歌 【蛍の光】，
謝謝大家陪伴我走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蛍の光
1. 蛍の光、窓の雪、

書読む月日、重ねつゝ、
何時しか年も、すぎの戸を、
開けてぞ今朝は、別れ行く。

2. 止まるも行くも、限りとて、
    互いに思う、千萬の、
    心の端を、一言に、
    幸くと許り、歌うなり。

3. 筑紫の極み、陸の奥、
海山遠く、隔つとも、
その眞心は、隔て無く、
一つに尽くせ、国の為。

4. 千島の奥も、沖縄も、
    八洲の内の、守りなり、
    至らん国に、勲しく、
    努めよ我が背、恙無く。

最後一張穿戴體面去參加宴會的照片，
穿著最喜歡的水蓮裝。（2018 年 7 月
12 日出席台北市議會前議長陳健治宴請
台北市歷任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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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胰島素一甲子 阿嬤控糖成功
中時電子報 2014 年 10 月 05 日 黃芮琪／台北報導

罹患糖尿病，人生從此變黑白？ 85 歲的方廖水蓮可不這麼

認為，25 歲時發現自己得了糖尿病，由於當時愛吃又不運

動，就像成天應酬還有司機接送的大老闆，戲稱這是「董

事長病」，但靠著健康飲食與每天按時注射胰島素，成功

控糖 60 年，成為廣大病友的最佳楷模。

方廖水蓮 25 歲時產下第 4 胎，發現寶寶竟

是飆破 4000 公克的巨嬰，醫師認為她恐怕

有糖尿病，經檢查後果然發現罹患第 2 型

糖尿病。此後，方廖水蓮開始接受胰島素

治療，走到哪都要注射，她坦言十分辛苦，

但也因此練就超強自制力。

方廖水蓮是全台接受胰島素治療時間最久

的人，還曾歷經脊椎骨折、乳癌、肺癌、

大腸癌等重大難關，至今仍身體硬朗，昨

受邀參與糖尿病關懷基金會「糖友嘉年

華」活動，分享控糖經驗。

方廖水蓮認為，罹患糖尿病不是「世界末日」，就像汽車

必須加油才能動，「胰島素」對她而言就是「油」，「只

要按時注射，就能一輩子好好活下去。」　糖尿病關懷基

金會執行長蔡世澤建議第 2 型糖尿病高危險族群應熟記

「量、測、輕、動」4 字防病要訣，包括量腰圍時男女分

別不應超過 90 公分及 80 公分；測血糖時，空腹血糖需低

於每百 CC100 毫克；飲食採低油、低鹽、低糖的輕食原則，

並養成 1 周運動 5 天、1 次至少 30 分鐘的運動習慣。

85 歲的方廖水蓮成功
控制糖尿病 60 年，分
享樂活自在的生活經
驗。（姚志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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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初心─忠實讀者有話要說 Part1 活到老
就賺到老！ 方廖水蓮：投資要自己做功課
非凡商業週刊第 1001 期 2016-08-14 文 周美娟

為了慶祝《非凡商業周刊》滿千期之喜，本刊

特別專題企畫「莫忘初心─周刊忠實讀者有話

要說」專訪單元，找來銀髮族、青壯年等 3 個

世代的忠實讀者代表，分享他們的投資心得與

投資哲學，並從「1001 期」起陸續刊登，邀請

您一同歡度《非凡商業周刊》的千期之喜。本

期就先帶您一同來看看周刊忠實讀者、同時也

是 1 位傳奇女性的方廖水蓮女士專訪。

「人生是一連串的驚奇與意外」，這是方廖水蓮女士的人

生寫照，「活到老賺到老」則是她的人生堅持。現年 87 歲

的她，曾經因罹患了 3 種癌症而開刀，甚至還與糖尿病相

伴了 50 多個年頭，天天都要打針，雖然好幾次從鬼門關前

走一回，但是方廖水蓮仍然堅持著「活到老賺到老」，每

天都要學習跟投資，她笑說：「因為我喜歡做生意、很想

賺錢」，有個晚輩還稱讚過她：「方媽媽妳的頭腦是電腦嗎？

怎麼連銀行買的國外基金數目，都還記得這麼清楚啊！」

過去她曾經在越戰時期，看準美軍來台度假商機，投資開

設旅館飯店，也開過旅行社，有段期間，她還參與建築業，

自己買土地、蓋房子出售，做過的生意無數，有投資賺錢

的時候，當然也有過失敗的時刻，現在雖然已經不用為了

生活而煩惱，但她依舊喜歡把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忙很忙，

她樂觀的說，既然來日不多，何不把握僅有的時間，好好

規畫人生中的每一天，活一天就是賺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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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悲情身世到慈善家 方廖水蓮的美麗人生
【大紀元 2018 年 03 月 30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柏年台灣報導）

89 歲高齡的方廖水蓮，身上曾罹三種惡疾，

卻依然積極、樂觀的推動慈善事業及台日經

濟文化交流，這會是什麼樣的壯美人生？

病弱私生女  毅力、生命力驚人

方廖水蓮出身坎坷，自小孤女寡母相依為命，18 歲時

聽從母意嫁為人婦，卻在婚後闖出一片天。她曾擔任

台北市第三屆中山區議員、區婦女會理事長、成為多

家企業董事，並在 40 歲時毅然決然赴日本近畿大學法

律系深造，完成「夫妻財產制度」論文，目前為台日

文化經濟協會副會長，促進台日交流與台灣婦女權益

不遺餘力。

更可佩的是其生命毅力驚人，25 歲罹患糖尿病後，與

疾病和平共處，堪稱是全台注射胰島素最久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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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歷經脊椎骨折、乳癌、肺癌、大腸癌等重大

難關，仍然耳聰目明，身體硬朗，日日關心財經政治，

熱愛生命。

對於自己的身世，她相當泰然：「我是一個私生子，

沒有爸爸。」生下水蓮後，母親對生父卻絕口不提，

獨力到外地工作撫養她長大，自小背負的艱辛與苦澀，

外人難以想像。然而堅強的母親讓水蓮跟從母姓，對

她疼愛備極，嚴格要求課業，多方補習。就連後來罹

患癌症時，也對醫生說，要等女兒一個月後考上初中

再就醫。

嫁做醫生娘 踏上慈善事業之路

方廖水蓮回憶著，那位日本醫生嚴肅的對母親說：「那

就不用來開刀了，到時已經來不及了！」聞此母親才

同意就醫，而她也不負期望的考上北一女中，還因成

績優異獲得 700 元獎學金。那個時候舊台幣 4 萬元，

可換新台幣一元，可見獎金

之高。

成為光復後第一屆的北一女

學生，並以第一名畢業的方

廖水蓮，原本以台大醫學院

為第一志願，要成為一位女

醫師，但母命難違，畢業後

就嫁給一位大她十歲的醫生

方國炤，而改變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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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雲林虎尾醫生世家之子，日本醫學大學博士。

他承諾會照顧她母女二人，並願意放棄龐大家產定居

台北，方國炤的用心感動廖母與水蓮，18 歲成為醫生

娘，並陸續生下七個女兒。

先生在中山北路開設「方婦產科醫院」，她協助大大小

小事項，舉凡行政工作、縫製床單、打針、配藥、開刀

助手、伙食採買……無不親力親為。因為自幼窮苦，於

是方廖水蓮多方投資，成為多項企業董事；又因為熱心

公益，就此踏上政壇與慈善事業之路，造福鄉里無數。

關心台灣前途  致力台日文化經濟交流

後來又毅然到日本深造，並與夫婿居住日本多年，推

動台日文化經濟交流。因使命感而回到台灣的方廖水

蓮，如今子孫都事業有成，她仍舊不辭辛勞，每天關

心台灣國際金融變化與政治消息。

「我致力台日外交，是希望台灣不要受到中共威脅，

在危難時多一個友邦」。她接著說，現階段的人生，

是奉獻的人生，相信付出即是獲得，越給予生命越豐

富。老年的生活，讓我們學會欣賞人生夕陽餘暉之美，

知足且珍惜，將以此信念，度過最終的美麗人生。

責任編輯：黃郁婷



財團法人糖尿病關懷基金會董事



謹以此書
獻給我最親愛的朋友、親人

這份珍貴的禮物
也是留給子孫們的
心靈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