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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7 美西夏令會工作人員合影 

2017-07-22 婦女會在麥當勞之家提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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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新種公司 (&HQ]RQH�7HFK�,QF�� 獎學金」及 

「陳榮昌教授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自 ����年起設立吳榮富博士、張翹楚博士捐贈之「新種公司 

(&HQ]RQH�7HFK�,QF���獎學金」，以表揚並獎勵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會員或其直系親屬。今

年將甄選名額六名，每名獎學金為美金兩仟元。今年將增加一名「陳榮昌教授紀念獎學

金」。兩者申請辦法及獎金數目相同。申請截止日期為八月三十一日。聖地牙哥台灣同鄉

會將於慶祝中秋節晚會 (�����������時頒發這七名獎學金。 

 

申請資格 :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和 ����兩整年會員或其直系親屬，目前就讀於世界各地公
私立大學之大學部。 

���品學兼優並對社團服務有貢獻的領導人才。 

���*3$�����RI����以上。  

���每年每家限一人得獎，得獎者以一次得獎為限。 

 

申請文件 : 

���申請信。 

���影印學業成績單一份。 

���推薦書二份，其中一份由就讀學校的教授提供，另一份由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會員提
供。 

���申請表一份(請向聖地牙哥同鄉會索取)。 

 

請將上述資料郵寄：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d���^ĐŚŽůĂƌƐŚŝƉ��ŽŵŵŝƩĞĞ 
 ĐͬŽ�DŝĐŚĞůůĞ�>ŝŶ 
 ϳϴϯϴ�tŝůŬĞƌƐŽŶ��ŽƵƌƚ 
 ^ĂŶ��ŝĞŐŽ͕����ϵϮϭϭϭ 

 

^�d���ĐŽŶƚĂĐƚ�ƚĞůĞƉŚŽŶĞ�ŶƵŵďĞƌ�ŝƐ�;ϴϱϴͿ�ϱϲϬ-ϴϴϴ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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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Q�'LHJR�7DLZDQHVH�&XOWXUDO�$VVRFLDWLRQ� 

&HQ]RQH�7HFK�,QF��6FKRODUVKLS�3URIHVVRU�<RXQJ�&KHQ� 

0HPRULDO�6FKRODUVKLS�$SSOLFDWLRQ�&ULWHULD 

6LQFH�������WKH�6'7&$�&HQ]RQH�7HFK�,QF��6FKRODUVKLS�KDYH�DZDUGHG�VFKRODUVKLSV�WR�RXWVWDQGLQJ� 
FROOHJH�VWXGHQWV�ZKR�WKHPVHOYHV��RU�ZKRVH�SDUHQWV�RU�JUDQGSDUHQWV��DUH�FXUUHQW�PHPEHUV�RI�6'7&$��7KLV�
\HDU��\HDU�������WKH�DZDUGV�ZLOO�EH�JLYHQ�WR�VL[�VWXGHQWV��������IRU�HDFK�VWXGHQW���7KLV�\HDU�ZH�KDYH�DOVR�
HVWDEOLVKHG�D�������3URIHVVRU�<RXQJ�&KHQ�0HPRULDO�6FKRODUVKLS�ZLWK�WKH�VDPH�DSSOLFDWLRQ�FULWHULD�DV�WKH�
&HQ]RQH�7HFK�,QF��6FKRODUVKLS���$OO�VHYHQ�VFKRODUVKLS�ZLQQHUV�ZLOO�EH�IRUPDOO\�DZDUGHG�DW�RXU�DQQXDO�
³6'7&$�0LG-$XWXPQ�)HVWLYDO�(YHQW´�WR�EH�KHOG�RQ����������� 

 

6FKRODUVKLS�&ULWHULD� 

�� $SSOLFDQWV�WKHPVHOYHV��RU�WKHLU�SDUHQWV�RU�JUDQGSDUHQWV��PXVW�EH�PHPEHUV�RI�6'7&$�LQ�WKH�FXUUHQW�IXOO�
\HDU�DV�ZHOO�DV�WKH�SUHFHGLQJ�IXOO�\HDU� 

�� $SSOLFDQW�PXVW�FXUUHQWO\�EH�DWWHQGLQJ�D�FROOHJH�RU�XQLYHUVLW\�DV�DQ�XQGHUJUDGXDWH�IXOO�WLPH�VWXGHQW� 

�� $SSOLFDQW�PXVW�KDYH�D�PLQLPXP�FXPXODWLYH�*3$�RI�����RXW�RI�����RQ�KLV�RU�KHU�PRVW�UHFHQW� 
WUDQVFULSW� 

�� $SSOLFDQW�PXVW�VKRZ�VFKRODVWLF�DFKLHYHPHQW��PDLQWDLQ�JRRG�FRQGXFW�LQ�WKH�FRPPXQLW\�� 
GHPRQVWUDWH�FRPPXQLW\�OHDGHUVKLS� DQG�VKRZ�RWKHU�DFKLHYHPHQWV�DQG�LQWHUHVWV� 

�� $SSOLFDQW�FDQ�RQO\�EH�DZDUGHG�WKLV�VFKRODUVKLS�RQFH��2QO\�RQH�DSSOLFDQW�IURP�WKH�VDPH�6'7&$�PHP�
EHUVKLS�IDPLO\�ZLOO�EH�DZDUGHG�HDFK�\HDU� 

 

7R�EH�FRQVLGHUHG��WKH�DSSOLFDQW�PXVW�LQFOXGH�WKH�IROORZLQJ�PDWHULDOV�LQ�KLV�RU�KHU�DSSOLFDWLRQ� 

�� &RYHU�OHWWHU 

�� $SSOLFDQW�PXVW�LQFOXGH�KLV�RU�KHU�PRVW�UHFHQW�WUDQVFULSW� 

�� $SSOLFDQW�PXVW�LQFOXGH�WZR�OHWWHUV�RI�UHFRPPHQGDWLRQ�DV�GHVFULEHG�EHORZ� 

$� $SSOLFDQW�PXVW�REWDLQ�D�ZULWWHQ�UHFRPPHQGDWLRQ�IURP�D�PHPEHU�RI�WKH�6'7&$� 

%� $SSOLFDQW�PXVW�REWDLQ�D�ZULWWHQ�UHFRPPHQGDWLRQ�IURP�D�PHPEHU�RI�WKH�IDFXOW\�DW�WKH�VFKRRO�
LQ ZKLFK�KH�RU�VKH�LV�HQUROOHG� 

�����$SSOLFDQW�PXVW�FRPSOHWH�WKH�6FKRODUVKLS�$SSOLFDWLRQ�)RUP��DYDLODEOH�DW�6'7&$�RIILFH�� 

 

6XEPLVVLRQ�RI�$SSOLFDWLRQ� 
$OO�RI�WKH�DERYH�PDWHULDOV�PXVW�EH�5(&(,9('�QR�ODWHU�WKDQ�$XJXVW���������� 

$SSOLFDWLRQV�VKRXOG�EH�PDLOHG�WR�WKH�IROORZLQJ�DGGUHVV� 

��������6'7&$�6FKRODUVKLS�&RPPLWWHH 
��������F�R�0LFKHOOH�/LQ 
�������������:LONHUVRQ�&RXUW  

��������6DQ�'LHJR��&$������ 

 

6'7&$�FRQWDFW�SKRQH�QXPEHU�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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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0《健行俱樂部》地點: 0RRQOLJKW�%HDFK�6WDWH�3DUN��(QFLQLWDV， 

集合： 3DUNLQJ�/RW�E\��UG�6WUHHW，聯絡人︰李元溢 ���-���-�����&HOO��。 

· ������������六) ����30《車毯子送愛心》 為癌症病童縫製溫暖的毯子，歡迎各位鄉親

多多參與。[*活動日期可能變動，請至 ZZZ�WDLZDQFHQWHU�FRP�查閱*] 

· ������������日) ����30《投資座談會》講題： 3DLG�6XEVFULSWLRQ�5HYLHZ�,,�DQG�5RXQG� 

7DEOH�6WRFN�(7)�'LVFXVVLRQV�，講員： $OO�PHPEHUV。負責人：安崧豪 

($Q,QYHVW����#JPDLO�FRP)。 

· ������������六) �����30《電腦俱樂部》主題： 7%'，主講：石正平。 

· ������������六) ����30《生活座談會》主題：台灣參訪，主持： /RXLV�/DX，講員：

5RJHU�.X、(ULF�&KLQJ、-HIIUH\�<XDQ、/RXLV�/DX、-HVVLFD�<RXQJ、:LOVRQ�/DX，贊助：李

元溢、陳淑卿夫婦，點心：游素蓮女士。 

· ������������六) ����$0《健行俱樂部》地點: &DQFHOOHG， 集合： &DQFHOOHG，聯絡人︰

李元溢 ���-���-�����&HOO��。 

· ������������六) ����30《認識科學講座》主題：遺傳診斷與輔導，主持：陳正茂教授，

講員：陳友珍（+DUROG�&KHQ）教授，用基礎遺傳學，生物化學，細胞學和分子生物學的

現代科技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因遺傳基因失調所引起的畸形綜合症，也將討論對畸形遺傳

病患的臨床和診斷經驗，輔導和處置。 

· ������������六) ����$0《健行俱樂部》地點: &DQFHOOHG， 集合： &DQFHOOHG，聯絡人︰

李元溢 ���-���-�����&HOO��。 

· ������������六) ����30《車毯子送愛心》 為癌症病童縫製溫暖的毯子，歡迎各位鄉親

多多參與。[*活動日期可能變動，請至 ZZZ�WDLZDQFHQWHU�FRP�查閱*] 

· ������������日) ����30《投資座談會》講題： ,QWURGXFWLRQ�DQG�7HFKQLFDO�$QDO\VLV�RQ�

)LYH�%LRWHFK�6WRFNV�'HYHORSLQJ�'UXJV�IRU�$O]KHLPHU�'LVHDVH��2VWHRSRURVLV�DQG�&DQFHUV，講

員： &KXQ�	�%LOO�'HQJ（鄧東鎗, 張琼蟬）。負責人：安崧豪 

($Q,QYHVW����#JPDLO�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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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網 ZZZ�WDLZDQFHQWHU�FRP��參看下列近期活動照片集錦，多謝曾俊隆、劉信達、羅敬

民先生們提供照片。 

° ������������六) ����30《生活座談會》主題：難忘的經歷，主持：石正平，講

員：陳惠華 『幾個奮鬥』、陳婉純 『初來美國的種種』、游素蓮 『異國婚

姻』、石正平「憂鬱症 – 你要想開一點？」，贊助：高井福、王宜賓夫婦，點

心：陳真美女士。 

° ������������六) ����30《認識科學演講》講員 ：洪克璿 博士 （'U��$OH[�

+XQJ），講題 ：非編碼 51$�–�生命體內的暗物質，主持人：陳正茂 教授。 

° ������������五) – ������������日)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 ������������六) ����30《生活座談會》主題：中心成立前後趣談，主持：劉武

鴻，講員：陳秋山、黃正源、李隆吉、賴正秋、林幸隆，贊助：石秋洋、黃彩鳳

夫婦，點心：李玲女士。 

· 近來大家都在探討和比較台美各地的老人社區或安養中心（$VVLVWHG�/LYLQJ�RU�&RQWLQXLQJ�

&DUH�)DFLOLWLHV），有興趣的同鄉請到下列網站參考一些選擇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KWWSV���ZZZ�HOGHUODZDQVZHUV�FRP�FKHFNOLVW-FKRRVLQJ-DQ-DVVLVWHG-OLYLQJ-RU-FRQWLQXLQJ-

FDUH-IDFLOLW\-������（$PHULFDQ�%DU�$VVRFLDWLRQ）  

（�）KWWS���ZZZ�DDUS�RUJ�UHODWLRQVKLSV�FDUHJLYLQJ-UHVRXUFH-FHQWHU�LQIR-��-�����

KRBZKDWBWRBDVNBUHWLUHPHQWBFRPPXQLWLHV�KWPO�（$$53） 【多謝吳美華（/LO\�+D]HOWRQ）

女士提供資料】 

· 下期（九月份）鄉訊將於 ����������（六）編排，截稿日期是 �����（二），敬請如期踴

躍賜稿，來稿請用:RUG�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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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的生活座談

會，由石正平先生主持，他

另外請了三位講員，一起來

跟大家分享一些難忘的經

歷。以下是他們的講題和大

致的內容： 

 

（一）陳惠華女士：幾個奮

鬥 

 陳女士初來美時, 由於

沒獎學金得在宿舍餐廳打

工。雖然在台灣念的是外

文，來美後念的是比較文

學，打工時竟然被同事一句

簡單的“,V�WKDW�LW"´�問倒！也

由於打工思考到未來工作的

問題, 決定轉行，改念企業管

理的0%$。畢業後在 ,WKDFD��

1<這小小的大學城找到的工

作是寫電腦程式，非常輕鬆, 

與老板又不在同一棟建築, 公

然在辦公室看 &RUQHOO�大學豐

富的中文藏書，看到眼睛紅

腫，這也算另類的奮鬥！第

三個奮鬥陳女士提到的是今

年三月底的白內障開刀與眼

角膜移植。陳女士帶來一些

圖片，簡單介紹眼睛的結

構、她需要眼角膜移植的原

因及手術的大略過程。 

 

（二）陳婉純女士：初來美

國的種種 

 比起大部份的留學

生，陳老師的美國經驗可以

說得之又早又廣泛，主要原

因是一到美國就住進大學宿

舍，馬上就有機會實地體

驗。最先嚐到的是「食」的

苦頭，那時三餐在餐廳吃，

蔬菜不是煮成爛泥，就是生

冷的沙拉，一堆沒見過的醬

料和冷飲也無從選起，唯一

知道的咖啡，比中藥還難

喝，也不會用英文講自己最

喜愛的荷包蛋，一個月後就

瘦了十幾磅，後來只好與人

合夥輪流在家做飯，因為只

會煮 KRW-GRJ�，最後淪落到只

讓洗碗。「衣」在 0LQQHVRWD�

不容隨便，夏天 ����度可以

穿得清涼，冬天零下 ���度

的寒風確是真的“刺骨”，

怎麼保暖是一門學問。

 「住」的方面，沒見

過的花樣比較多，男女學生

共用浴室，宿舍裡室友整天

全裸，有時帶人來過夜，都

不是短期內可以習慣的。

 「行」在冰天雪地是

一大問題，車子在路上滑行

或打轉是常事，開到路邊水

溝或田裡也經歷過好幾次。

一件怪事沒有人會相信，當

年一位宿舍室友，開學不久

失踪了一個月，再次現身的

時候，才知道原來是怕被這

個長相跟她不同的東方女孩

放蠱、施毒，或是吃掉！那

是半世紀前 0LQQHVRWD�的鄉

下，到底誰怕誰，有時很難

說。 

 

（三）游素蓮女士：異國婚

姻 

 有人是由勤讀書而找

到了顏如玉，游女士卻由集

郵票找到了洋夫婿。當時她

是台北市女中的小女生，他

是來家裡作客的陌生人，他

知道她嗜好集郵之後，每到

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就一

定寄給她貼有漂亮郵票的明

信片，寄了一年就得到了她

的芳心。起初爸媽弄不清楚

他的家世背景，反對女兒嫁

去美國吃苦，後來知道她有

私奔的念頭，才慷慨以聘金

兩萬台幣放行，並給他們一

個隆重的婚禮，但晚宴的

龜、鱉、鰻魚、海參卻讓新

郎從此不沾中餐。剛來美國

時與嚴謹保守的公婆同住，

屋裡井井有條，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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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U\WKLQJ�KDV�LWV�SODFH，與她

小姐時 (YHU\WKLQJ�LQ�HYHU\�

SODFH�格格不入。在家無聊，

在外工作也不愉快，有一回

不滿老闆壓榨勞工，告到勞

工局，卻被反問「台灣小姐

個個都像你嗎？」數說一大

堆不如意的往事之後，游女

士給大家看幾張全家福，當

年是窈窕淑女，現在有兒女

成器，人人羨慕，能不心滿

意足？ 

 

（四）石正平先生：憂鬱症 

– 你要想開一點？  

 二十幾年前，石先生

在台灣的小妹突然輕生，從

她的遺書才知道是為了婚姻

問題而看不開。當時令人不

解的是，之前只注意到她偶

爾為那些問題悶悶不樂，怎

麼一轉眼就有如此的作為？

進一步的瞭解才知道，“憂

鬱” 雖然是一種常有的心神

狀態，持久的憂鬱卻可能是

一種不容忽視的病症。十幾

年後，父親過世，母親無法

承受頓時失去依靠的打擊，

無所適從，身體常有不適之

外，精神也開始出現異常，

逐漸有奇怪或矛盾的想法。

這期間石先生在台灣美國兩

地來回奔走，安排醫護，進

出精神科和加護病房，不但

沒有減緩她的病情，後來更

演變出撞牆、喝農藥和上吊

等舉動。無數的安慰和勸

說，長時間的照顧和陪伴，

還是無法阻止她自我了斷的

決心。最後一次的嘗試使她

變成植物人，在安養院受苦

七年才結束。石先生希望自

己可以從這些經歷得到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定論，可

惜一切仍舊撲朔迷離，只知

道大家都會說的「你要想開

一點」，似乎不能打動憂鬱

症患者的心。沒有明確的答

案，卻值得大家的深思。 

 非常感謝講員們坦誠

無私的分享，讓大家知道如

何面對不同的處境。這次座

談會的贊助人是高井福、王

宜賓夫婦，謝謝他們對生活

座談會的支持。主理會後點

心的是陳真美女士，謝謝她

和幾位姐妹幫手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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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之生活座談

會，主持人劉武鴻，請來陳

秋山、黃正源、李隆吉、賴

正秋、林幸隆五位鄉親述說

當年台灣中心成立之趣事。 

 陳秋山首先回溯時光

長河，在早期一批批來美留

學或創業的無數的鄉親，奉

公守法，胼手砥足，韜光養

晦，軟實力、巧實力，無私

的奉獻，默默地工作，各地

的台灣同鄉會如雨後春筍般

成立，展現台灣人不屈不撓

的精神與熱情。 

 四零、五零年代，戰

後有台灣人來美，陳秋山

說，六零年代很多留學生出

國，來聖地牙哥的台灣人，

像其他地區一樣，相聚時都

會討論到成立台灣同鄉會，

那時人不多。也沒什麼錢，

但每次開會需要租場所，很

麻煩。到了九零年代，開始

想要有台灣會館，陳當籌備

會總召集，兼買便當的工

作。當時，常借用曹月汝、

郭婉美等家族經營的旅館開

會，廣泛參考其他會館的運

作情形，如紐約台灣

會館或猶太

&RPPXQLW\�&HQWHU等

都是當時常提到的。

����年初，在 &RQ�

YR\�&RXUW的東端，成

立了台灣中心，幾乎

每個晚上都有人去走

走看看，中心雖不

大，但大家一起聚聚聊天，

非常溫暖。同鄉們勤奮辛

勞，靜靜地默默地服務，要

使中心發揮最大的功能，必

定需要更多的人參與。 

 籌備期間和成立後的

幾年，文書的工作主要由黃

正源承擔。他說，開會和募

款等活動的紀錄，是立案登

記為 QRQSURILW�組織不可或缺

的。台灣中心的 QRQSURILW�制

度建立得非常完整，會議記

錄，募款紀錄也保持完好，

業務需要的發展，在那時已

有雛型的規模。運作的方式

也已成定型。 

 李隆吉那時當會務管

理，人人出力，向同一目標

前進。 

 黃獻麟也補充說，當

時同鄉會的鄉訊出刊不久，

剛開始是每兩個月出版一

次，漸漸地每個月出版，讓

多數同鄉瞭解籌備的情形，

使人人都能參與，對中心的

順利成立幫助不小。 

 林幸隆用電視讓大家

看，好幾十年過去，當年的

帥哥美女至今仍熱心顧好台

灣中心。 

 印象最深的是要感謝

陳秋山的魄力，賴正秋說，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眼看進

展有限，由於他的最終一句

“/HW¶V�MXVW�GR�LW´，讓大家有

志一同，人人參與，捐款從

五十元到一萬、十萬。每個

人出錢出力，提供服務項目

之外，也設有獎學金，鼓勵

後代傳承。熱心人士如陳秋

山、吳銘賢、謝節惠、范清

亮等都巨額捐款。非常感

謝！ 

 台灣中心這個硬體建

設提高了聖地牙哥台灣人的

生活品質。編輯如期出版鄉

訊，長年累月的那份毅力與

恆心，著實令人佩服。惟有

群策群力，共同攜手，才能

長長久久。 

 感謝石秋洋、黃彩鳳

夫婦贊助這次生活座談會。

感謝李玲、陳真美、莊恭

榮、林玉枝、李瑞華、黃彩

鳳、黃美榮準備美味點心，

以及會後的場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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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台灣人夏令會於七月七日至九日在加州聖地牙哥完美舉行，由與會者的共識，在此公

開聲明表達我們對台灣願景的關懷與對台美人的激勵。 
 

去年台灣選出第一位女總統，泛綠聯盟也贏得了立法院過半席次。黨產條例在立法院通過

之後，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正穩當進展。但是危機並不單行。外交方面美國選出了一個非

常規的領導人，只會給台灣的外交政策帶來更多的不可預測。內政方面，台灣經濟振興和

許多內外矛盾總是給予新政府更多的挑戰。此外，司法機關不同於行政與立法部門，不能

在投票所經由人民意願的表達，在一天內可以轉變。司法改革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最後的一場戰爭。它需要文化力量和道德勇氣的堅持，才能去蕪存菁，建立完善的制度。

文化與制度是社會進步的左右腳。制度改善了，文化才會進步，而文化進步了，制度才會

愈趨完美。 
 

我們支持蔡英文總統實施司法改革與轉型正義的決心，也贊同立法院落實司法官與檢察官

的退場基制與審核監督。我們更建議指標案件應交由陪審團來建立典範的判例。如此可以

深耕台灣的民主文化，建立一個完美的國格。  
 

今年美西夏令會以「世代結合。活力智慧」為主題，老少合作的好處在於結合實力與智

慧以達成更多成就。這可以是台灣經濟發展與台美人產業創新的模式，確保社會的繁榮

與人民的幸福。而創造經濟繁榮，不該一眛仰賴富豪財閥，要靠各個角落的百姓的創

新、勤奮、和才智，以創造均富的社會，這原是二十世紀台灣經濟奇蹟的關鍵。貧富差

距是台灣的當急之務。其實讓人民致富及均富是可以齊頭並進。我們必須發展台灣的經

濟實力，讓全民分享社會大眾奮鬥的成果，以建立人民對自我與對台灣的信心。 
 

人的良知的最終考驗端視他是否願意為大我與後代子孫犧牲奮鬥。我們深信蔡總統是如

是承擔的領導者。而確保台灣光明的未來，一直是台美人篤信的使命感。呵護、支援、

提攜台美人在美洲的繼續旅程也是我們的時代任務。這次美西夏令會，來自台、美、

英、加各地的台灣人共襄盛舉，我們要每年繼續舉辦台灣人夏令會，使這代和後代在一

起，以行動成就更大的目的，並堅定地作台灣的後盾。 
 

2017 美西夏令會         會長    莊明哲  

  總召集人    許正餘 

   美西夏令會理事會會長   王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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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聖

地牙哥分會(1$7:$-*6'�於

�月 ��日早上 �點 ��分於台

灣中心集合，到倉庫取 ��件

愛心毯子，所有人員共乘出

發到麥當勞之家提供午餐服

務。首先簽到，出席會員有

會長張玉珍，黃彩鳳，吳黃

玉貞，賴淑卿，歐春美，陳

淑卿，林玉枝，洪雪娥，劉

奇妙，劉美娥，余洵洵和廖

翠玉等十二人，另有會員朋

友陳真美和黃靜枝兩人參

加，接著台灣中心執行長歐

春美代表聖地牙哥台灣中心

捐贈二十件由中心婦女慈善

組製做的愛心毯子給麥當勞

之家。 

 在麥當勞之家入口處

有公告午餐由 1$7:$-*6'

捐贈和服務，在主廚艾利克

開出本日午餐菜單有主菜

%%4豬排三明治，馬鈴薯沙

拉，另外有多樣生菜水果沙

拉，和飲料等。大家開始分

工合作有人擦桌子，掃地，

清洗碗盤，洗菜，切菜，煎

豬排和加上 %%4醬料後放入

烤箱，加熱三明治麵包，排

餐具，準備飲料有水和檸檬

汁。 

 正當大家忙碌時，離

午餐 ��時的前 ��分鐘時，突

然洗碗機大量漏水，通知主

廚和工作人員切斷部份水

源，還是有大量的水湧出，

大家只好暫停工作，等工作

人員控制漏水區後，恢復供

水才恢復手頭上的工作。到

了午餐時間，洗碗機尚未修

好，部份餐具改用免洗餐盤

代替，我們有些人開始分

菜，有人輪流用餐，同時有

其他熱心的美國人家庭提供

冰淇淋當飯後點心，和表演

大提琴獨奏，在美妙樂章下

享受一個溫馨的午餐。 

 當日約有一百三十多

人享用午餐，餐後大家捲起

袖子開始著手清潔用餐區，

廚房用具和廚房，用餐區設

有三十幾張桌子，大部份在

室內，幾張桌子設戶外，提

供一個家庭或朋友一起共

餐。麥當勞之家提供了一個

舒適的用餐和住宿環境，讓

住在偏遠小鎮家有重症兒童

和家庭，能做安心長期的治

療，我們台美人以參與社區

服務，回饋社會為榮。感謝

1$7:$-*6'姐妹攜手合作

完成愛心服務，另特別感謝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捐贈愛心

毯子給麥當勞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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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罹患肝癌，又未能得到適當的治療，在 ����年 �月

��日病逝獄中，享年 ��歲。他的一生以增進中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為職志，為了達

到這個目標，即使犠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他多次進出監獄，最近的一次是在 ����年，

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 ��年，剝奪政治權利 �年，這個所謂的「有期徒

刑」，等同「死緩」。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得知這個惡耗之後，立刻發文表示：「今晚全世界關心中國人權的

人都和我們一樣，為劉曉波先生的病逝感到無比哀慟。我要向這位人權鬥士致上最高

敬意。我也要向劉曉波先生的家屬，特別是仍然遭到軟禁的劉霞女士，致上我最誠摯

的慰問。」她說：「����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全世界的

目光都聚焦在那張空椅，現在那張椅子確定永遠等不到劉曉波本人。」 

 

 

 

 

 

 

 

 

 

 

 

劉曉波無法出席諾貝爾頒獎典禮，主辦單位仍將座椅搬上台，作為劉曉波的代表。（路透）� 

 

她接著說：「這是劉曉波的中國夢。我們期待中國大陸當局展現自信，推行政治改

革，讓中國大陸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賦權利，並為兩岸關係打開新的契機。中國夢

不應是耀武揚威，中國夢應該把劉曉波先生的夢想也一起思考進去。落實民主，讓每

個中國人都有自由與尊嚴，才是值得驕傲的真正大國。」蔡英文說，「如果中國夢是

民主，台灣會在中國大陸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協助。我相信這是劉曉波

先生在天之靈所樂見。劉曉波先生沒有敵人，因為民主沒有敵人。再一次向劉曉波先

生一生的理想與堅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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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劉曉波一樣，在 ����年曾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西藏流亡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劉

曉波去逝的第二天就在臉書表示：「獲悉歷經長時間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離

世，我深感悲痛。 在此，向他的妻子劉霞和其家屬表達我深切的慰問及真誠的祈禱。雖

然劉曉波已經離開人世，但我們尚存的人，可以藉由發揚劉曉波長期以來所堅定的原則，

引領中國走向更和諧、穩定與繁榮。我深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為自由事業的努力不

懈，將在不久後開花結果。」 

 

在劉曉波去逝的第三天，紐約各界就在當地的台灣會館，舉辦一場劉曉波先生的追悼會

（註：會館當天本已預定有其它安排，為了追悼會，商請原租用單位改期），約有四百多

人參加，藏族和漢族都有。藏族同胞都穿著他們的傳統正式服飾，而喇嘛們則穿紅色袈

裟，用非常低沉的聲音，反覆唸頌經文，祈求上天保佑劉曉波一路平安的返回西天。藏族

同胞數千年來與世無爭，生活在他們自己的香格里拉，為何對劉曉波的去逝，有那麼多的

不捨？我想是因為他們在失去自由、民主和人權之後，才會知道它的可貴。 

 

劉曉波 ����年 ��月 ��日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年文化大革命後考入吉林大學

中文系，����年獲得學士學位，隨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年取得

文藝學博士學位，同時多次到北歐和美國講學。����年 �月到 �月他在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北京發生驚動中外的「天安門事件」，他義無反顧、立刻回

國，加入六四學生運動，是當時抗議學生中的核心人物，被尊稱為「天安門四君子」

之一。因曾帶頭絶食靜坐，當年 �月 �日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收押，之後判刑

��個月。����年 �月獲釋後，仍繼續從事民運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頭痛人

物。����年 �月到 ����年 �月被監禁在北京郊區。之後他仍「不知悔改」，再被以

「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勞動教養三年，被關押到大連。同年與劉霞女士結婚。����

年獲釋後，才得稍稍喘口氣，回到北京專心從事寫作工作，以期喚醒中國人對自由、

民主和人權的追求。 

 

劉曉波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說：「以馬克思主義為標誌的共產主義實驗

的整體失敗，使人類企圖一勞永逸地建立人間天堂的預言和烏托邦徹底破産。」他又說：

「到目前為止，與人類所創建的其它社會制度相比，自由民主制度的確是最人性的。」 

 

對於「人權」和「主權」之間的差異，劉曉波這樣認為：「人權的合法性是第一層次的，

而主權的合法性則是次級的。因為國家的主權來自每一個國民的天賦人權，人民的權利由

個體的權利集合而成。任何國家都不能以＂主權＂ ＂內政＂的藉口破壞國際性的人權規

則。」他曾向全人類發出這樣的呼籲：「人，生而為人，具有天賦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這種權利相對於國家、民族的優先性和正義性如同上帝的聖經一樣，是自明的和無需論證

的。」他的結論是：人權遠高於主權。因此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說，他覺

得不具有優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劉曉波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李登輝前總統的看法一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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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登輝曾說：「李光耀和我思想不一樣，我是主張民主社會，李光耀則是主張亞洲價

值，就是中國社會五千年歷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治。」李登輝

「民主先生」之名，真是其來有自。 

 

劉曉波對台灣問題的看法是：「中國之所以不敢對台灣動武 ，還不是害怕陷入與全世界

為敵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只要專制的中共敢於逆世界潮流而動，打響對民主台灣的第一

槍，它就會發現自己的周圍全是敵人，不僅在西方、就是在東方也沒有一個朋友。」 

 

人類歷史上有一位和劉曉波境遇非常相似的，就是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

西茨基，他是德國人。因為他在 ����年發表反對德國建軍的言論，被判高度判國罪，於

����年 �月 ��日開始服刑，��月 ��日被提前釋放。����年初，希特勒上台後，立刻將

他關入集中營，並遭到酷刑。他在 ����年獲獎時，是第一位在服刑中獲得諾貝爾獎的

人。但是納粹政府禁止奧西茨基去挪威奧斯陸領奬，同時也禁止日後德國人領取諾貝爾

奬。����年因患肺結核，被官方釋放。兩週後，諾貝爾委員會立刻派人到奧西茨基的住處

頒獎。����年他去世於柏林一家醫院。比起來，德國納粹可說是禽獸，但是中國共產黨可

說是禽獸不如啊！ 

 

����年是劉曉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因為那年他與其它多位異議人士共同起草《零

八憲章》，是主要撰寫人之一。之所以用 「零八」為名，該文件在開頭就清楚地表達

立場：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註: 指 ����年 �月底，晚清政府仿效西方行立憲政體，頒佈了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世界人權宣言》公佈 �� 週年，“民主牆＂誕生 ��

週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週年。在經歷了長期的

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

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

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

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 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

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

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零八憲章》對民主的定義非常明確：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政權的合法性

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公民享有真正的選

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

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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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對聯邦共和國的體制，看起來很近似美國的聯邦制：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

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

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

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這裡所說我加上底線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各民族」和「各級政府」，我個人的解釋是

滿族可以成立「滿邦」，藏族可以成立「藏邦」--- 等等。各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再成

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種作法很像美國三權分立的聯邦制度：有「聯邦」、有「州」、

有「郡」、有「市」--- 等等。而各級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及司法的負責人，則均經過直接

或間接的民選，聯邦有總統和參眾議員，而州有州長和州議員。《零八憲章》說：「中華聯

邦共和國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連雙引號中的這六個字都源自美國林肯總

統的蓋茲堡演說。無怪乎萬惡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把《零八憲章》打到18 層地獄。然而，

在此介紹劉曉波「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概念，並不表示我對它的贊同。相反地，我是徹底反

對台灣加入所謂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它未來的名字叫

「台灣國」。 

 

在《零八憲章》中最後一項主張叫「轉型正義」，它是這樣説： 

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

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

件的真相，釐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這一項主張讓我的心，跳起不名自主的悸動。台灣戰後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發生了兩大國

家暴力事件：「二二八大屠殺」是軍事鎮壓及大規模殺戮，而「白色恐怖」則是非法逮捕、

拘禁及處決的暴行。劉曉波《零八憲章》中的「轉型正義」這項主張，不就是我們解決這些

不公不義的方法嗎？相信台灣鄉親讀到此項主張，也很可能深有同感，心有戚戚焉。 

 

(註：本文完稿前，曾經過黃炳華和楊宗翰潤飾，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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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整整折騰了幾近兩

年，為的就是拿不出父親的

死亡證書。 

 ����年代早期，美國

還沒有承認 35&。美國在台

灣設有大使館，芝加哥則設

有中華民國領事館。 

 我因先生已是美國公

民，所以我是拿 35來到美國

的。我要申請母親來美，首

先必須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

領事館取得“探親證明”，

給母親去美國在台大使館辦

理來美簽證。這一切都沒問

題。 

 只是，母親到美國大

使館去簽證時，被問起到美

國探親的目的時，母親直言

不諱的說是因為唯一的女兒

已有身孕，須要母親前往幫

忙照顧小孩，好讓女兒產後

可以繼續醫院實習。 

 這麼一來，美國大使

館拒絕了她的探親簽證請

求。他們表示，據母親所

言，她到美國之後，是要工

作，非要探親，他們要求母

親辦理 35。美國大使館的人

員要求她拿出與我父親的結

婚證書或照片（證明合法婚

姻），另要母親提交父親的

死亡證書，證明她必須依親

於我（唯一子女）。 

 母親來信表示，希望

我到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

館取得“依親證明”，才能

辦理來美依親。照當年中華

民國政府的規定，我必須在

美國住滿兩年，方可提出家

眷的依親申請。當時，我到

美國未滿一年。經我挺著

五、六個月的身孕與他們解

說後，辦事人員為難的進去

裏邊，與長官請教了二十分

鐘左右，出來時，給了我一

張依親證明。 

 好面子的祖父，當年

為了迎娶嘉南平原大地主的

么女兒，聽說借錢來辦喜

事。用十二輛小轎車到土庫

迎親，所以，母親不難拿出

與父親的結婚照片。 

 父親在宜蘭大病院任

院長職上，被無審、無判、

綁架、謀殺，屍體首先被埋

（滅屍）於頭城媽祖廟廟埕

上，母親趁夜收屍埋葬在宜

蘭公墓。於我小學時，六叔

與李瑞珍醫師（父親同班同

學，父親死後，代理院長）

陪同母親與我，把父親屍骨

葬回故鄉嘉義縣溪口鄉家族

墓園內。父親的死， 沒有死

亡證書。 

 美國不接受嘉義地方

法院“失蹤十年視同死亡公

告”為死亡證書（證明）。 

 美國大使館（�����年

代中期）拒絕母親來美探親

申請，認為她一到美國，勢

必久居，一來依親於唯一子

女的我，二來就近照料我初

生的女兒，俾我繼續醫學生

涯。 

 美國要求她提出她與

郭章垣院長的結婚證明，並

要求郭章垣院長的死亡證

書，要她逕行辦理永久居留

申請。結婚證明不是問題，

但是父親的死亡證書，母親

提不出來。 

 二叔（代書）於父親

被謀殺大約四年後，因盲腸

炎併發腹膜炎也走了。母親

轉向執醫的三叔求助，被告

以應向嘉義地方法院申報郭

章垣院長已失蹤十年以上，

請法院公告無人異議之下，

由法院發給“失蹤十年視同

死亡公告”證明。母親將公

告請人翻譯成英文，前往美

國大使館伸請 35�，又被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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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館給刷了下來。理由？

前後說詞不附和，先是說夫

君已亡，怎拿失蹤證明？ 

 母親急了，回憶起岀

事被綁架時，見證者有在宜

蘭大病院跟郭章垣院長學外

科的蔡陽昆醫師，收屍時，

有王金茂醫師（後曾任衛生

署署長）的弟弟范姓牙科醫

師陪同處理後事。母親幾經

打聽，找到范醫師家中，沒

見著人。於是，改往時任彰

化基督教醫院外科主任的蔡

陽昆醫師。蔡醫師曾留學英

國，英文流利，聽到來意，

急忙提筆疾書，並即刻送人

以英文打字，交給母親。我

這方面，也直接寫信給美國

大使館細說情由，並由外子

出俱生活保證書。於是，母

親順利的來到美國。 

 在拿不出父親的死亡

證書之下，母親得以拿 35來

美，我私下認為那是政治庇

護。 

 自那時起，我每年在

二二八前後，由各種中文報

紙以至少兩三版面豐富對二

二八的報導，學知二二八的

真相。我由自己是醫師，先

父是醫師，開始有了疑問：

為什麼身為“省立”宜蘭大

病院院長的父親的死亡，母

親提不出死亡證明書？我對

自己發誓：總有一天，我會

寫信向蔣家要！等了十年，

老蔣在時，我不敢動，我終

於在 ����年，寫信向蔣經國

要我父親的死亡證書，他有

回應，只是我也沒拿到父親

的死亡證書，蔣經國就翹辮

子了。 

 母親終於來到美國

時，女兒已會走路了。五年

後，我們要幫母親成為美國

公民時，老問題又來了，移

民署要她提出先父的死亡證

書前去應試。這一次，我以

電話說明沒有父親的死亡證

書的原委（當然是因為二二

八）。對方表示他們由卷宗

早已有所瞭解，只管前去應

試。 

 簡單的口試，筆試，

母親以一向的開朗與基本英

語應對，沒有難倒她。移民

署倒是給了母親一個驚喜。

頭髮灰白，十分可親的黑人

女法官親自走下 %(1&+，前

來牽扶母親上前宣誓入籍，

十分令我感動！ 

 人的原始本能就是只會看到「別人的缺點」和「自己的優點」。所以一般人不是在

批評別人就是在自我標榜。招惹敵人多，而自我成長少，成就自然有限。 

 然而，能看到別人的優點，才有機會讓別人幫自己。能看到自己的缺點，才有機會

讓自己幫自己。助力隨著增多，成就自然增大。 

 能看到別人的優點，才有機會鼓勵他，讓他成長和發揮。能看到自己的缺點，才有

機會改正自己，讓自己成長和開闢新人生。成就了別人，也成就了自己。 

 關鍵就是在怎麼看，和看到了甚麼。 

 

����年 �月 寫於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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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對腦的影響 

 

 「凡走過必留下痕

跡」，科技的發達更可證明

這句話的真實性。人在腦中

的思維或意念也是如此。一

般的認識以為意念或思維只

是精神性的，沒有實質的東

西。事實上，現代神經科學

已經證明意念或思維會影響

腦部的化學物質的變化，甚

至於影響腦部的結構。 

 

（一） 

 我們人類成人的大腦

是由約有八十六億個神經元

(QHXURQ�或稱為神經細胞組

成。神經元又由細胞本體(FHOO�

ERG\�、軸突(D[RQ�、以及樹突

（GHQGULWHV）三者組成。樹突

是一群由細胞本體發出的樹

狀突起，功能是擔任人體神

經訊息的傳導。每一個神經

元可以有上百的樹突。樹突

可與其他神經元的軸突連

接，以化學物質或電流傳遞

訊息，是神經元的訊息接收

站，能將接收到的訊息送至

神經元的本體。樹突受到生

物性的刺激而成長，但是有

學者相信物理性及心智性的

刺激可以幫助樹突的生長。

過度飲用酒精飲料會使樹突

回縮(UHWUDFW�，而要促動樹突

生長可以參予有競技性的活

動如比賽、下棋、學習新的

技能、作謎題、玩樂器、畫

畫等。事實上，有研究也顯

示人類成長進入老年，樹突

也還可以生長。 

 前述這些活動都是有

關正向的心智的活動，也是

一連串重複的肢體配合心智

的活動（意念）。以此類

推，負向的心智活動，每天

無止境心懷仇恨、罵人、忌

妒也會有相同的效果，除了

負向的心智活動使得長期大

量腎上腺素的分泌，造成血

壓上升、心跳加速等，連結

負向樹突生長，變成習慣

性。譬如有人出口必是三字

經，這就是腦內已經有了訓

練有素的神經樹突連結，變

成了一種反射的習慣。 

 

（二） 

 另外現代神經醫學也

證明靜坐時控制意念，確實

對腦有生理性的變化，而且

越長期的靜坐，腦的變化越

明顯。每天 ��至 ��分鐘的靜

坐可以幫助人面對生命，個

人對事的態度以及與如何與

人溝通交往。靜坐強化了人

的慈悲感、可以更清楚觀看

事物和自己，而且產生難以

用文字表達的沉靜及專心

感。一般沒有靜坐的人會以

自我為中心，萬事都是我！

我！我！簡單說這是因為腦

內神經連接著自我中心和身

體感覺／恐懼中心，所以當

有感覺不適(癢，痛等)，自我

中心就會處理大量的訊息，

覺得自己有問題，主要是因

為腦內的評估中心與自我中

心的聯繫是非常的弱。而評

估中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幫

助自我中心排除無關或錯誤

的訊息。評估中心可以看成

是自我中心內無用訊息的剎

車，或過濾器。 

 而常常靜坐的人，卻

能很清楚的看到事情的真

相。這是因為腦內的自我中

心與感覺／恐懼中心的連結

減弱了，也就是說人比較能

夠釋懷讓自己焦慮的事。還

有評估中心和自我中心會有

比較強力或健康的連結產

生，也就是說當有令人感到

不安、危險、疼痛的事發生

的時候，比較能夠用理性的

觀點來處理，而非反射性的

直覺與自己有關。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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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六月正式退休，我從台灣帶

回了兩部摺疊式的自轉車。這種摺疊式的自

轉車輕巧方便，容易攜帶外出騎車。除了冬

天因怕風大很少外出，幾乎天天在海邊、河

邊騎車。外出時把自轉車往車內一放，想好

目的地就出發了。近一年來，大都在

2FHDQVLGH��6DQ�'LHJR�FRXQW\�的 6DQ�'LHJXLWR�
5LYHU�7UDLO��0LUDPDU�/DNH��(��0LVVLRQ�%D\�
%HDFK��:��0LVVLRQ�%D\�%HDFK��65���%LNH�

3DWK��以及在 &RURQDGR�6LOYHU�6WUDQG�的 

%D\VKRUH�%LNHSDWK騎車。 

 沒有騎自轉車以前，主要的健身運動

就是健行，自從騎了自轉車，騎自轉車變成

我最愛的運動。現在騎車代替吃藥，為了不

吃高血壓藥，就得運動騎車。騎車和健行最

大的差別在於騎車馬上有獎賞 UHZDUG，清涼

的海風拂面，讓我覺得天堂也不過如此。上

坡時努力為心肌賣力，下坡時迎風而下，比

坐 UROOHU�FRDVWHU還要舒服。目前的希望是鍛

鍊腳力，立志有一天要回台灣，騎車環島。 

 這一年來，個人覺得所騎之處越來越

多資深公民騎車，看到很多八十歲以上的人

騎車。這總讓我覺得是受我們的影響，因為

常常有人好奇問我們的自轉車。現在「吃好

逗相報」，所以邀請鄉親一起來騎車。每周

六 ����$0在0LUDPDU�/DNH停車場出發，繞

湖。一圈約五哩，我們大多騎兩圈，偶而騎

三圈。騎車時不要忘了個人的安全設備：安

全帽、手套、車燈等等。 

 等你喔！ 

說，也就是能夠以第三者的立場

來看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和外在事

物的真相。例如當經歷痛苦，能

夠看著自己的痛苦地來去，而不

會一味焦慮或陷入自責。更能夠

有同理心看待周遭的人與事。因

為這涉及很多神經學性的專有名

詞，有興趣的人，請上網作更深

入的理解： 

KWWSV���ZZZ�SV\FKRORJ\WRGD\�FRP�
EORJ�XVH-\RXU-PLQG-FKDQJH-\RXU-
EUDLQ��������LV-\RXU-EUDLQ-
PHGLWDWLRQ 

 

 前面兩個例子主要在說明

人腦的意念對腦確實有生理性的

影響，甚至對腦的結構產生變

化。所以不要小看一個意念，牛

頓一個意念好奇蘋果為何落地，

發現了萬有引力。愛因斯坦對光

線的好奇，解釋了宇宙時空的狀

況。意念能對腦產生實質性的變

化，當然也消耗著我們的資源，

所以沒事也不要胡思亂想強化腦

的自我中心，徒然增加焦慮和不

安感。 

 若可能找時間自己靜下

來，好好強化腦內自我中心和評

估中心的連結！過個寧靜無憂的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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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讀六月份鄉訊翰聲的大作『( 0&�的啟示』，作者引用《心經》與《金剛經》睿

語印証愛因斯坦的時空相對論，吾人深感佛學經典對闡述宇宙人生真相的博大精深奧妙。 

 《心經》全經只有二百六十字，但共有三十字“不”與“無”（九字“不”及二十

一字“無”），列舉如下：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

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

“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以“無”所得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是“無”上咒；是

“無”等等咒；真實“不”虚。“不”與“無”同義，《心經》可以說是所有宗教經典中

最獨一無二的『無字天書』！ 

 而《心經》作為六百卷《大般若經》的精髓，全經最重要的一句在於「無智亦無

得」。把「無智亦無得」再濃縮為一個字，就是「無」，《六祖壇經》名言「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在教導我們對任何事物不要有得失

心，要「放下」，不要「執著」。 

 對宇宙人生萬物的真相，《金剛經》作為《大般若經》的一章又展示另一種極富哲

理又有趣的闡述，《金剛經》云 

「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云 

「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 

 所以依此觀念可以推論：宇宙的空間，則非空間，是名空間。時間，則非時間，是

名時間。人世間 ZLQQHU（勝者為王），則非 ZLQQHU，是名 ZLQQHU。/RVHU（時不我予），

亦非 ORVHU，是名 ORVHU。對宇宙人生萬事萬物的幻相，《金剛經》提示「凡所有相，皆是

虚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金剛經》總結「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人和

浩瀚無際的宇宙比較何其渺小。所以人生在世，只要能敬天知命，盡力而為，應該就可了

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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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產行 

 

 台東博愛路我的家隔

壁，不久又搬進了一家新鄰

居，是賣蛇的山產行。搬家

那天，一籠又一籠的蛇及穿

山甲，與幾隻野雞和小鹿一

起搬進。蛇最可怕，有百步

蛇、眼鏡蛇、青竹絲等等。

那天晚上，我們感覺不安，

也不太舒服，非常害怕，全

家不能好好睡覺。 

 幾天後漸漸的勉強習

慣，生活在城市裡與野生動

物為鄰，是另一種刺激冒險

的生活和體驗，看到許多不

同的野生動物，讓我學習到

很多野外的自然常識。山產

行經常會有人來買蛇，買後

當場殺死，並取了膽，拿一

杯酒一起喝下。他們認為這

樣會改善視力，也相信毒蛇

越毒越好。還有人來買鹿茸

泡酒當補藥，台灣人相信傳

統和古傳秘方，不明白有沒

有效果，只相信古人說的沒

錯，不必科學的試驗和證

明。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

年，山產行的生意越來越

好，非常興旺。 

 想當時，天天看著籠

子裡的動物，知道有一天會

被賣掉，然後可能被屠宰，

或被製成寶藥，的確感到不

可思議。隨著社會逐漸轉

型，高山珍奇的動物，慢慢

的有人收集和買賣，山產行

貿易成為一種新型的行業。

用這些稀有獨特美麗的高山

動物當藥材，實在可惜。看

看另一邊的鄰居孟先生，經

常帶著他的獵狗一起出外打

獵。狗非常聰明可愛和順

從，富有感情，似乎能理解

人類的語言。我在想，其他

的動物是否也有智慧和思

想，隔壁山產行的人們，對

待籠子裡面的動物，應該慢

慢去體會牠們的本能和特

性，天天和動物生活在一

起，一定會有感情產生。 

 說起動物的靈性，某

些鳥在繁殖期間，面對有捕

食動物威脅時，會假裝受

傷，摔倒地上翅膀顫抖，成

為容易攻擊的目標，以便引

誘捕食動物離開鳥巢。為了

保護巢裡的雛鳥，佯裝受

傷，轉移敵人的注意，表現

出動物“調虎離山”的智

能。隔壁山產行的老闆也許

要小心，有一天籠子裡面的

動物，會想盡辦法逃出。今

天，人知道要愛護野生動

物，制定法律來防止買賣，

我們要保護環境，為這個世

界負擔一點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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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府宴請 La Valencia. 

銘諸肺腑，同窗慶； 

賢良有德，眾人敬。 

謝恩相聚，値夏令； 

節用愛群，郷親幸。 

惠風和暢，天地應。 

造物大能，屬上主； 

福壽雙全，生自定。 

人義水甜，相和睦； 

群體高歌，來助興。 

後會有期，是福命。 

 

（2）情侶 

弘朝弘思，兩鴛鴦； 

你儂我儂，飛過江。 

相依相偎，別家郷； 

恩恩愛愛，到他邦。 

將心比心，不持僵； 

白頭偕老，髪蒼蒼。 

飽得馨欣，萬里香； 

足享長壽，賀無疆。 

 

 

 

（3）勝利品 

古屋吉，青苔定情。 

活命真，綠枝萌芽。 

子孫善，開花結果； 

後輩美，落葉歸根。 

拍賣展，歡聲雷動； 

獵物獲，欣喜若狂。 

當局者，滿面春風； 

傳承續，花好月圓。 

 

（4）賜福 

主的話語，光灼灼； 

吾家兒女，甜心果。 

孝子賢孫，旺如火； 

精神飽滿，天下走。 

典雅清新，如水波； 

文質彬彬，仙彷佛。 

睿智通達，勝萬有； 

良善謙卑，主護佑。 

 

（5）借貸 

聖靈啓示，真是玉； 

嫩葉欣欣，無上綠。 

主愛湧現，賜金句； 

稱頌我神，耀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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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長野的旅遊只

有一天的行程，所以我們在

網路上找了一個一日遊的導

遊，他來自美國的中年男

士，從事房地產仲介後隻身

在日本或泰國兩地做專業的

導遊服務，接受網路預約，

我們新幹線的班次準時抵

達，九點半左右，這個導遊

已經在長野 -5站等候。 

 我們四個大人、兩個

小孩在他的休旅車內很輕

鬆、很舒暢地遊覽長野縣、

信州日本壽麵製作及地獄谷

野猿，遊程緊湊、非常充實

而圓滿，返回長野站正好趕

上五點半的火車，我們的晚

餐在火車上吃日本便當，-5

特急號大約七十分鐘抵達松

本。 

 我們在松本城停留一

個晚上，我們住宿的地方是

一間青年旅館、離松本站約

一公里，我們拖著大小行李

沿著人行道前往，不知不覺

地就到了旅館，我們辦好入

住後，房間很小，雙人房上

下鋪，卻也十分堅固，因為

小孩遊玩一天，累了一天，

到了旅館已經面露睡態，他

們即早盥洗休息入睡，我們

兩人利用晚上的時間去松本

城市區及城堡參觀。 

 松本城離我們的旅館

只有十個街口，我們慢慢步

行前去，由於市街店面營業

時間已過，很多店家商店多

已關閉，街道上卻可以看到

三三兩兩的人潮，似乎多朝

往松本城的方向前去。 

 過了幾個街口後，可

以看到松本城前面街道盛開

的櫻花，松本當地居民一波

一波的湧進松本城參觀，在

街口的看板不時可以看到松

本城櫻花祭的昭示，我們很

興奮、很意外地又恭逢這個

城市櫻花祭的盛況，松本城

夜間免費開放，松本城在夜

間燈光照映下更顯得碧綠金

黃，我們猶如當地居民一

樣，享受著夜櫻的優美，松

本城的月見櫓現場演奏著日

本笙簫，低沉雄厚，夜色低

垂下更覺得清靜又莊重，許

多遊客在松本城內一面欣賞

櫻花、一方面聆聽美妙的旋

律，很明顯地我們似乎也融

入了日本的文化生活內了。 

 這個月見櫓是用來賞

月宴飲的地方，朱漆欄杆走

廊，防禦性弱，原來設計本

來是為了迎接即將到訪的三

代將軍德川家光而設置，後

來德川家光取消到訪。在日

本古城中，松本城仍舊是唯

一月見櫓建在天守建築群中

的城堡。 

 我們跟當地居民一

樣，一株一株地細細欣賞松

本城內綻放的櫻花，夜間的

燈光把櫻花顯得更是嬌艷美

麗，從城堡走出來後四週的

護城河，也是遍植一排排的

櫻花，櫻花燈火倒影在寧靜

的河水中，讓我們很慶幸自

己難得把握住欣賞夜櫻的機

會，而且是著名的松本城夜

櫻，靜靜地接受了笙歌的心

靈洗滌，我們一直到演奏完

後，才慢慢走回旅館休息，

文德他們早已熟睡多時。 

 松本城又名「烏

城」，在日本長野縣松本

市，城內的天守為日本的十

二座現存天守之一，與姬路

城、犬山城、彥根城、松江

城同為受日本政府指定為國

寶的古城。 

 第二天，我們在旅館

吃完早餐後，再陪同他們前

往松本城堡參觀，我們大約

九點半抵達，因為櫻花祭的

第一個週末，城門口已經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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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長長排隊的購票人潮，

參觀日本國寶古城是不可缺

少的行程的。 

 

���� 

城堡大紅檜木，堅實光亮，

明窗淨椅，入內參觀必須脫

鞋，我們進入松本城內一進

一進地參觀。 

 松本城成立於 ����

年，有五百多年的歷史，經

過兩次大修理，����年起至

����年進行的「明治大修

理」及 ����年至 ����年的

「昭和大修理」。解體修理

時，可以發現多次改建的痕

跡，並推斷松本城天守最初

為望樓型，設有許多破風，

����-��年間增建了附櫓和月

見櫓，並將大天守改為現在

的層塔型。 

 松本城是一個典型的

平城，城槨內有本丸、二之

丸、三之丸，城堡大致上呈

正方形，天守設置在本丸西

南部，由北向缺口的凹型二

之丸加以包圍，外部再以四

方形的三之丸把整個松本城

圍住，每一重城槨外設有水

堀（護城河），以梯郭式搭

配輪郭式的設計環繞。 

 松本城獨特的複合連

結式天守群，大天守外觀五

層，內部六階。以大天守為

中心，北面由渡櫓連通到小

天守，東面與辰巳附櫓和月

見櫓兩棟建物（天守右方的

兩棟小建物）連結在一起。 

 松本城天守由於地基

軟弱與結構老化而造成傾

斜，城址所在處原來是「深

瀨」或「深志」的沼澤地，

深志城興建在沼澤旁，松本

城的地基十分軟弱。最初興

建天守時，採用基礎工法，

在天守台中埋入十六根支持

柱。經過不到一百年後，支

柱逐漸朽壞，無法負荷天守

的重量，於是開始傾斜，此

後數百年多次整修。 

 松本城在日本戰國時

代的 ����年，由信濃國 （小

笠原）旗下的島立貞永在松

本城現址上構築深志城成

立。後來甲斐的武田氏攻

入，深志城納入武田氏的領

地。����年武田氏滅亡，小

笠原貞慶投入（德川家康）

麾下，重新領有此城、並進

行大整修，興建了本丸、二

之丸和三之丸等城郭，並改

名為松本城。 

 在松本城內及城堡的

步道可以看到穿著日本戰國

時代古裝的民服及武士道戰

士，我們小孩對他們的穿著

十分好奇、又有興趣。 

 ����年，豐臣秀吉為

了削減德川家康的勢力，將

德川家移封到關東，小笠原

移封到下總古河。松本一地

改封給由豐臣家的石川數

正。石川數正以松本城為松

本藩的居城，興建乾小天

守、城郭和城下町，確立了

松本城的規模。松本藩自石

川家後，數百年間歷經六度

改易，皆以松本城為居城。

����年本丸御殿失火燒毀，

並未重建，此後以二之丸作

為藩政中心。 

 ����年（明治四年）

日本政府宣布「廢藩置

縣」，城郭收歸國有，多數

的天守加以拍賣以充實國

庫，而購得天守者多把拆除

後回收建材轉售出去。����

年松本城拍賣，市川量造以

二百三十五元四十錢購得，

市川以「失去天守的松本，

也就失去了骨氣」的理由保

留了天守，並未加以解體分

售。 

 ����年，松本城天守

因為年久失修，開始嚴重傾

斜，隨時有崩塌之虞。����-�

����年進行「明治的大修

理」，����年指定為日本國

家史蹟。����年，松本城天

守、乾小天守、渡櫓、辰巳

附櫓和月見櫓等五棟建築

（連立天守建築群），依照

當時的國寶保存法指定為國

寶，����年這五棟建築物依

照新頒布的文化財保護法再

指定為國寶。 

 我們看完松本城後，

匆匆忙忙趕回旅館辦理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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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再前往松本站轉乘 -5

線前往大月站，然後在大月

站租休旅車做為我們在富士

五湖的交通工具。 

 

���� 

 富士五湖有本栖湖

（0RWRVXNR）、精進湖

（/DNH�6KRML）、西湖

（6DLNR\DFKRQRPRUL） 、河

口湖（NDZDJXFKLNR） 及山中

湖（<DPDQDNDNR），這些湖

泊在東京北部，緯度稍高， 

櫻花祭比東京一帶晚近一個

月，從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

賞櫻，秋天賞楓季從十月中

旬至十一月中旬。 

 我們利用下午時間前

往本栖湖（0RWRVXNR）參觀

富士芝櫻祭，這個芝櫻祭的

觀賞期間從 �月 ��日至 �月

��日，我們抵達時間是 �月

��日，在停車場門口看板寫

著「感謝顧客光臨，由於櫻

花尚未盛開，免費入園，並

歡迎擇日再來訪」 

 本栖湖（0RWRVXNR）

花海標高 ���公尺、水深

���公尺，日本著名的淡水

湖，水質清新透明度高，日

本千圓大鈔取景所在地。 

 這個本栖湖富士芝櫻

祭的會場是一座廣大的花園

苗埔，園區內種植各式各樣

的花卉，園區內有展望廣

場，高 ���公尺的展望台可以

飽覽一片廣大的芝櫻，也是

絕佳的取景場所，我們置身

上藍色天空富士山及芝櫻美

景之間，盡情欣賞美麗的對

比，大概是遙望富士美景的

貴賓席。 

 我們在園區內慢慢

走、慢慢看，遊客不多，我

們停留在一處觀看兩人組的

小丑表演，只有我們和小孫

子在觀眾席上坐著觀看，淑

玲不時給他們鼓掌，使他們

更加賣力演出，並邀請我們

的小孫子加入表演、做他們

的小助理，我們的小孫子不

怕生，很大方地配合她們的

嘻笑逗趣，小孫子不懂日

語，她們不懂英文，小丑本

來就有娛樂逗興的本領，居

然把小孫子逗得高興又活

潑，後來有些日本居民陸續

加入觀眾席，我們停留近三

十分鐘才離開，前往展望咖

啡區。 

 這個咖啡區以櫻花咖

啡（)XML\DPD�7UHDWV）最著

名，我們品嚐了以芝櫻為創

意靈感而製作的正統芝櫻甜

點，一面吃芝櫻冰淇淋，一

面欣賞雄偉的富士山和芝櫻

共譜出來的絕佳美景，這裡

的甜點有櫻花閃電泡芙、櫻

花露莓幕斯、芝櫻起司蛋

糕、芝櫻栗子糕、芝櫻薄皮

豆沙饅頭、櫻葉餅或櫻花馬

卡龍，我們雖然沒有看到盛

況的人潮，這是我們第一次

如此貼近富士山，我們卻有

獨享富士美景的驚奇與感

受。 

 我們在這裡停留了近

兩個多小時，才繼續開車前

往河口湖

（)XMLNDZDJXFKLNR） ，我們

居住的旅館在河口湖的秀峰

閣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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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入秀峰閣後，

在放鬆的氛圍下，自動演奏

的鋼琴讓人心情豁然開朗，

我們的小孩對這個演奏型的

鋼琴尤其感興趣。 

 我們的房間在二樓，

日式榻榻米 ����畳，房間內

有泡澡足浴池、室內溫泉以

及露台小工作間。房間內有

冷暖氣設備、電視、冰箱以

及手巾、香皂、吹風機、溫

水沖洗馬桶、牙刷、牙膏、

羽絨被、浴巾、浴衣、剃須

刀、洗髮水、浴帽、梳子、

刷子、護髮素、棉棒等，我

們進入房間後，穿著和服的

服務生很親切地教導示範如

何穿著房間內的和服或便

裝。 

 我們在房間可以一面

泡腳聊天、一面欣賞河口湖

及富士山，幾乎無時無刻都

被富士山雪景及雲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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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引住。 

 自助餐早餐在公共餐

廳（WHUXPX） ，一樣可以一

面用餐、一面眺望河口湖和

富士山。餐廳旁邊即為酒巴

廳在河口湖的夜景下，配著

雞尾酒調合美好的夜晚。 

 秀峰閣的宴會廳有大

型團體的富嶽廳、中小型團

體瑞雲廳以及一般家庭式的

聚會餐廳有場花閣、鳥閣、

風閣和月閣，我們在這裡住

三天，我們的晚餐安排在花

閣室用餐，十分典雅隱密。 

 我們這幾晚在花閣間

用餐，同一個服務生很親切

地每天按照菜單、一道道的

服務，開胃酒櫻桃酒、先附

開胃菜蓮藕腌熏鯡魚、利久

餡餅、碗陶製茶壺裝鱸茶

蝦、西葫蘆葉子梅、造裡金

槍魚直覺 �鯊魚、一套大石

魔芋妻子、中盤玉米和日本

方頭魚的博多、冬瓜秋葵油

炸蔥、低酯肉湯、主盤甲州

葡萄酒豬火鍋鍋、野菜、作

料芝麻橙醋、溫物有鰻魚煮

蔬菜的嫩草、醋物有稚鮎酢

浸時歲的吸酢、餐飯、味噌

湯咸菜、水果有無花果果

凍、紅茶雪芳蛋糕及藍莓果

醬等。 

 小孩子的薯條或漢堡

秀峰閣特別製做，感覺上總

是少了日本料理的風味。 

 秀峰閣在河口湖的北

岸，所有的房間建造在河口

湖畔上，露天浴池面向富士

山和河口湖，一年四季可以

看到春綠、夏山、紅葉、積

雪的富士山，也是拍攝取景

瞬息萬變的富士山照片的絕

好的場所。 

 露天大浴場男女不同

分男湯、女湯，面向河口

湖，可以看到富士山非常漂

亮的景色。可以一邊泡在溫

泉裡緩解疲勞，又可以一邊

望著富士山恢復自己的精

氣，浴場裡七點前還有提供

生啤酒及富士山的純淨水等

服務。大浴場還有赤富士及

黑富士，在雪地上映出富士

的朝陽，可以看到山被染成

紅色的「赤富士」，而在明

月中浮現的「黒富士」，要

靠機緣運氣、不是經常都能

觀賞到的。 

 我們當然沒有錯過富

士山河口湖步道賞櫻，我們

一面悠閒地在湖邊散步、一

面觀賞河口湖與富士山交相

輝映的美景富士山倒影

（6DNDVD�)XML），我利用清晨

的時光在步道漫跑，這是一

處完美淨化心靈的渡假地

方。 

 我們自由行開車前往

富士山吉田市（)XML\RVKLGD）

新倉山淺間公園，觀賞種植

在山野坡地的山櫻花，攀爬

上九百多個石階，兩側櫻花

盛開，登上頂峰，從山上紅

色廟宇的屋角，穿越稀疏的

櫻花，遠看富士山，更是一

幅風景絕佳的畫像，我們下

山的時候，改走一坡一坡的

迂迴山徑，佩服他們對花園

精心的栽植與維護。 

 我們也開車前往富士

山西湖野島

（6DLNR\DFKRQRPRUL）的花海 

及里根場合掌屋，並參觀野

忍觀光農園，我終於體驗到

富士山的美麗及櫻花的魅

力，我們有一次豐富而不一

樣的日本旅遊，歸還租車

後，從車站搭乘長途巴士直

接前往東京成田機場，三個

小時的乘車時間，結束了我

們九天八夜的日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