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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區：聯絡人 - 孫淑玲（619-469-9372）、洪燦堂（619-482-7088） 

包括 Mission Valley, La Mesa, El Cajon, Lemon Grove, National City, Chula Vista, 
Bonita, Santee 

第二區：聯絡人 - 許麗菊（858-485-6802）、林美佳（858-679-1101） 

包括 Poway, Rancho Bernardo, Escondido 

第三區：聯絡人 - 黃彩鳳（858-792-0942）、賴淑卿（858-756-0626） 

包括 Encinitas, Rancho Santa Fe, Solana Beach, Del Mar, Carmel Valley 

第四區：聯絡人 - 謝節惠（858-456-1258）、陳淑慎（858-678-8763） 

包括 La Jolla, University City, Pacific Beach, Clairemont, Mission Hills, Kearny Mesa, 
Linda Vista, Old Town 

第五區：聯絡人 - 吳美華（760-727-6891）、歐春美（760-431-7188） 

包括 Carlsbad, Oceanside, Vista, San Marcos 

第六區：聯絡人 - 莊輝美（858-484-4686）、石正平（858-538-8725） 

包括 Sorrento Valley, Mira Mesa, Scripps Ranch, Rancho Penasquitos 

· 10/01/2017 (日) 4:00PM《投資座談會》講題： Group Biotech & Biopharm Watch List

Review and Update，講員： Luke Hsiao (蕭奕義)。負責人：安崧豪 

)AnInvest7777@gmail.com)。 

· 10/07/2017 (六) 9:00AM《健行俱樂部》地點) Volcan Mountain at Julian (need car pool)，

集合： Dudley’s Famous Bakery (30218 Highway 78 Santa Ysabel, CA 92070)，聯絡人︰李元

溢 860-904-3844(Cell) 。 

· 10/07/2017 (六) 1: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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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 10/07/2017 (六) 2:00PM《李淑櫻別開生面四代展 開幕茶會》從寫實到抽象，從水墨到

油畫，從寫生到創作，有筆觸、有剪貼，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畫展，祖孫四代塗塗抹抹，

選取不同的媒材，在不同的世代揮灑自如。 

· 10/07/2017 (六) 3:00PM《親子活動 同樂創作經驗》 指導老師：李淑櫻，這次活動將由

李淑櫻老師指導小朋友們用色紙做創意剪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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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30《電腦俱樂部》主題： L26��，主講：石正平，介紹最新  

L3KRQH�26�L26��。歡迎大家逗陣來互相學習。 

· ������������六) ����30《生活座談會》主題：嗜好，主持：陳惠華，講員：林坤鎮『木

工樂趣多』、李元溢『釣魚與園藝』、張明淑『畫和花相映合』，贊助：林茂修、張明淑

夫婦，點心： 6XVDQ�韋女士。 

· ������������六) ����$0《健行俱樂部》地點: 0LUDPDU�/DNH， 集合：0LUDPDU�/DNH�

SDUNLQJ�ORW，聯絡人︰李元溢 ���-���-�����&HOO��。 

· ������������六) ����$0《健行俱樂部》地點: (OILQ�)RUUHVW�5HFUHDWLRQ�5HVHUYH，集合：

7UDLO�KHDG�SDUNLQJ�OR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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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DULW\�*LIWLQJ�IURP�$�WR�=，講員

$： 9LYLDQ�)X��林郁子)。講題 %： 7UDGLQJ�6WUDWHJLHV�-�5HYLVLW，講員 %： %LOO�'HQJ��鄧東

鎗)。負責人：安崧豪 ($Q,QYHVW����#JPDLO�FRP�。 

������������六) ����30《生活座談會》主持：陳麗莉會計師（/LO\�&KHQ��&3$），講員：于

洪芬華會計師（*UDFH�<X��&3$）、張裕華會計師（3KLOLS�&KDQJ��&3$）、盧以樂會計師

（'DQLHO�/X��&3$），講題包括：慈善贈予年金的稅益（WD[�EHQHILWV�IRU�FKDULWDEOH�JLIW� 

DQQXLWLHV）、教育性贈予稅法（UXOHV�IRU�HGXFDWLRQDO�JLIW）、其他贈予子孫的作法（RWKHU�

PHWKRGV�WR�VHW�XS�JLIWV�IRU�QH[W�JHQHUDWLRQV）、遺產稅（LQKHULWDQFH�WD[）、稅務改革（WD[� 

UHIRUP），贊助：陳瀛昌、林淑華夫婦。� 

· 下期（十一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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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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017 年 10 月理事會公告 

 

1. 今年的聖地牙哥台灣同鄉通訊錄已於上個月發出。如果您的通訊錄還在台灣中心，請您

撥冗來拿。 

2. 今年中秋晚會恰巧是在十月份鄉訉最後總編輯當日的黃昏舉行，所以關於晚會的報導只

能在十一月份的鄉訊才能刊登。在此要特別感謝同鄉會理事和顧問們，對於晚會的籌備

工作，整個團隊每人都全心投入、精心策劃每個細節。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同心協力、

就只期望能為鄉親呈現一個歡欣美滿的中秋晩會。在此也要感謝所有的義工、表演者及

買票前來參與的鄉親們。有了你們，晚會才能成功，才有意義。誠心希望大家能一起來

享受這個溫馨快樂的中秋節晚會。 

3. 同鄉會所承辦的吳榮富、張翹楚博士的新種公司奬學金及陳榮昌教授紀念奬學金，已經

評選完畢。今年共有 12 人報名申請。經過評選委員們的細心審查，已經公平的選出七

名得奬者。在此要恭喜這七位得奬者，祝你們前程光明、將來個個都事業有成！至於落

選者，請你們千萬不要氣餒！就只有差那麼一點點而已。請你們回學校繼續努力，好好

再奮鬥一年，期望明年捲土重來！ 

4. 明年的新春晚會擬定在明年 2 月 17 日舉行。希望鄉親們把這個日子騰出來，大家一起

再歡聚，迎接新的一年。 

5. 今年同鄉會的理事團隊，有數位成員服務期滿將退休。誠心盼望有意願明年為同鄉服務

的鄉親們，前來與我們聯絡。當同鄉會理事雖然辛苦一些，但是所得的成就感與滿足感

超越一切。趁著大家還有餘力，請考慮考慮。也請同鄉多多推薦您認為適當的人選，好

讓我們同鄉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服務團隊，明年繼續為鄉親們服務。 

6. 在此要特別感謝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不管我們同鄉會的大型或小型聚會，都免費提

供我們一個適當完美的場地及 facilities 讓我們使用。中心員工及主任也都非常配合，義

務替我們做很多重要的事情，幫我們很多的大忙，替我們解決很多的難題。就是因為你

們的無私及義舉，使很多鄉親都誤會，以為同鄉會跟台灣中心是同一個社團！我們同鄉

會理事會銘感在心，藉此公告表達我們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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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RQH�7HFK�,QF�

 

 

���%RVW��6WHWVRQ 

����+DUYH\�0XGG�&ROOHJH���0DMRU： &RPSXWHU�6FLHQFH�DQG�0DWKHPDWLFV 

����祖父：陸天池    陸天池推薦 

���&KHQ��(ULF�&KLD-:HL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 %LRFKHPLVWU\�DQG�&HOO�%LRORJ\ 

����父親：陳宗信    宋台生推薦 

���'LHNHPD��.DULQD�7VXDQJ 

����8QLYHUVLW\�RI�,RZD��0DMRU： (FRQRPLFV��DQG�(WKLFV�DQG�3XEOLF�3ROLF\ 

����祖父：莊明哲    莊明哲推薦 

���+ZDQJ��-DVRQ 

����&DOLIRUQLD�6WDWH�8QLYHUVLW\��)XOOHUWRQ��0DMRU： %XVLQHVV�$GPLQLVWUDWLRQ 

����父親：黃煥昇    劉美玉推薦 

���/HH��0LUDQGD�3DJHW 

����5LFH�8QLYHUVLW\���0DMRU： +LVWRU\ 

����祖母：賴晉嬋    劉武鴻推薦 

���7UHLEHU��0DWWKHZ�&KDQJ 

����'XNH�8QLYHUVLW\�����0DMRU： (FRQRPLFV 

����祖母：鄭玉雀    呂錦文推薦 

���:X��1DRPL 

����%LROD�8QLYHUVLW\�����0DMRU： 3V\FKRORJ\����0LQRU： %LEOLFDO�6WXGLHV 

����祖父：吳文國    蔡尚男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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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榮昌教授今年四月九日辭世，臨走前還念念不忘臺灣同鄕會獎學金之事。同鄕會

自 �����年設立的新種公司 &HQ]RQH�7HFK��吳榮富博士，張翹楚博士) 獎學金是陳教授籌劃

的，捐贈人吳榮富博士曾是陳教授的學生。去年是獎學金設立五週年紀念，得獎者共達 ��

位，成果斐然。今年將增加一名「陳榮昌教授紀念獎學金」。陳敎授和吳榮富博士都很關心

得獎者近況。因為沒有得獎者個人聯繫資料，只能請他們的家人 (爸媽或祖父母） 轉達。

很感謝許多得獎者在百忙之中，與同鄕分享他們的生活。陳敎授在天之靈一定很讚賞，相信

吳博士也會很欣慰。希望鄕親們繼續關心、鼓勵、祝福這些優秀的下一代 – 臺灣之光！ 

����年 （六位） 

�� .DUHQ�&KHQ��8&�%HUNHOH\��%LRORJ\��0XVLF���陳瑞祥、郭淑櫻 之女) 

.DUHQ�JUDGXDWHG�ZLWK�D�%�$��,QWHJUDWLYH�%LRORJ\�GHJUHH�DQG�0XVLF�0LQRU�IURP�8�&��%HUNHOH\�LQ�
������$IWHU�JUDGXDWLRQ��.DUHQ�HDUQHG�D�3URIHVVLRQDO�&HUWLILFDWH�LQ�0HHWLQJ�DQG�(YHQW�3ODQQLQJ��
.DUHQ�VHUYHG�LQ�$PHUL&RUSV�9,67$�DQG�ZRUNHG�DV�D�'HYHORSPHQW�DQG�0DUNHWLQJ�&RRUGLQDWRU�DW�D�
QRQ-SURILW�FDOOHG�$�5HDVRQ�7R�6XUYLYH��$576���7KLV�\HDU��.DUHQ�JUDGXDWHG�ZLWK�D�0DVWHU�LQ�3XEOLF�
$GPLQLVWUDWLRQ�GHJUHH�IURP�WKH�8QLYHUVLW\�RI��:DVKLQJWRQ�(YDQV�6FKRRO�RI�3XEOLF�3ROLF\�	� 
*RYHUQDQFH��VSHFLDOL]LQJ�LQ�(QYLURQPHQWDO�3ROLF\�	�0DQDJHPHQW�ZLWK�D�IRFXV�LQ�3XEOLF�3ROLF\�
$QDO\VLV�	�(YDOXDWLRQ��.DUHQ�LV�FXUUHQWO\�DW�WKH�:RUOG�5HVRXUFHV�,QVWLWXWH�LQ�:DVKLQJWRQ�'�&�� 
GRLQJ�UHVHDUFK�RQ�8�6��FOLPDWH�SROLF\� 

���$VKOH\�6KLK��8&�,UYLQH��$HURVSDFH�(QJLQHHULQJ��石正平、金家安 之子) 

:LWK�WKH�KHOS�RI�WKH�VFKRODUVKLS�IXQGV��,�ZDV�DEOH�WR�JUDGXDWH�IURP�WKH�8QLYHUVLW\�RI�&DOLIRUQLD��
,UYLQH�ZLWK�D�%DFKHORU�RI�6FLHQFH�'HJUHH�LQ�$HURVSDFH�(QJLQHHULQJ�DQG�0HFKDQLFDO�(QJLQHHULQJ��,�
DOVR�KDG�WZR�PLQRUV��PDWHULDO�VFLHQFH�HQJLQHHULQJ�DQG�FRPSXWHU�VFLHQFH��8SRQ�JUDGXDWLRQ��,�EHJDQ�
ZRUN�DW�5D\WKHRQ�LQ�6DQ�'LHJR�DV�D�6\VWHPV�(QJLQHHU��$PRQJ�RWKHU�WDVNV��,�GLG�VRPH�0$7/$%�
WRRO�GHYHORSPHQW�IRU�WKH�ILUH�FRQWURO�ORRS�WHDP�IRU�WKH�6KLS�6HOI�'HIHQVH�6\VWHP��66'6���66'6�LV�
D�FRPEDW�V\VWHP�RQ�1DY\�VKLSV�WKDW�KHOSV�LQWHJUDWH�DQG�FRRUGLQDWH�YDULRXV�V\VWHPV�RQ�WKH�VKLS��
VXFK�DV�WKH�UDGDU��WUDFNLQJ��DQG�ZHDSRQ�V\VWHPV��7KHQ�,�WUDQVIHUUHG�WR�5D\WKHRQ�LQ�6DLQW� 
3HWHUVEXUJ��)ORULGD�ZKHUH�,�FXUUHQWO\�ZRUN�RQ�D�V\VWHP�FDOOHG�&RRSHUDWLYH�(QJDJHPHQW�&DSDELOLW\�
�&(&��DV�D�6\VWHPV�(QJLQHHU��&(&�LV�D�GDWD�IXVLRQ�V\VWHP�WKDW�FDQ�FRPELQHV�YDULRXV�UDGDU� 
PHDVXUHPHQWV�IURP�GLIIHUHQW�VRXUFHV��VKLSV��SODQHV��HWF���LQWR�RQH�VLQJOH�FRPSRVLWH�WUDFN�SLFWXUH�IRU�
DOO�&(&�HTXLSSHG�XQLWV��,�KDYH�GRQH�D�EURDG�UDQJH�RI�V\VWHPV�HQJLQHHULQJ�ZRUN�IURP�UHTXLUHPHQWV�
GHYHORSPHQW�DQG�DUFKLWHFWXUH�GHVLJQ�WR�LQWHJUDWLRQ��YHULILFDWLRQ��DQG�YDOLGDWLRQ��,�KDYH�HQMR\HG�WRRO�
GHYHORSPHQW�DQG�GDWD�DQDO\VLV��WUDFNLQJ�DQDO\VLV��WKH�PRVW�VR�IDU�DW�P\�FXUUHQW�SRVL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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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KHU�&KHQJ��8&6'��(FRQRPLFV���鄭清榮、陳淑慎 之女 ) 

,�UHFHLYHG�WKH�7DLZDQ�&HQWHU�VFKRODUVKLS�LQ������DQG�VLQFH�WKHQ��JUDGXDWHG�LQ������IURP�WKH�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ZLWK�FXP�ODXGH�KRQRUV�PDMRULQJ�LQ�,QWHUQDWLRQDO�6WXGLHV-
(FRQRPLFV��7KH�VFKRODUVKLS�ZDV�D�VSHFLDO�KRQRU�DQG�SULYLOHJH�WR�EH�UHFRJQL]HG�IRU�P\�DFDGHPLF�
DQG�H[WUDFXUULFXODU�FRQWULEXWLRQV�DV�D�VWXGHQW�PHQWRU�DQG�RULHQWDWLRQ�OHDGHU�RQ�FDPSXV��6LQFH� 
JUDGXDWLQJ��,�KDYH�FRQWLQXHG�WR�LQYHVW�LQ�WKH�OLYHV�RWKHU�WDOHQWHG�LQGLYLGXDOV�DV�DQ�2SHUDWLRQV� 
0DQDJHU�DW�WKH�6SDUUH\�&RQVXOWLQJ�*URXS��D�WDOHQW�PDQDJHPHQW�ILUP�WKDW�IRFXVHV�RQ�VXSSRUWLQJ�
FOLHQWV�WKURXJK�FDUHHU�WUDQVLWLRQV��SDUWLFXODUO\�WKURXJK�DSSOLFDWLRQV�WR�WKH�WRS����0%$�SURJUDPV��
,
G�EH�KDSS\�WR�EH�D�VRXQGLQJ�ERDUG�IRU�SHRSOH�LQ�WKH�7DLZDQHVH�FRPPXQLW\�ZKR�DUH�LQWHUHVWHG�LQ�
DSSO\LQJ�WR�0%$�SURJUDPV�RU�FRQVLGHULQJ�FDUHHU�WUDQVLWLRQV� 

���/DFH\�:RQ��8&6%��3V\FKRORJ\���廖坤方 之女) 

,�ZRXOG�OLNH�WR�WKDQN�'U��-XQJ-)X��&HQ]RQH�7HFK�,QF��DQG�WKH�6'7&$�IRU�KHOSLQJ�PH�WR�DFKLHYH�D�
KLJKHU�HGXFDWLRQ��$IWHU�JUDGXDWLQJ�ZLWK�D�GHJUHH�LQ�3V\FKRORJ\�DQG�$UW�+LVWRU\�IURP�8&�6DQWD�
%DUEDUD��,�PRYHG�WR�:HVW�/RV�$QJHOHV�DQG�EHJDQ�ZRUNLQJ�LQ�'LJLWDO�DQG�6RFLDO�0HGLD�DW�3OD\ER\�
(QWHUSULVHV�ZKHUH�,�ZDV�WKH�$VVRFLDWH�0DQDJHU�RI�$XGLHQFH�'HYHORSPHQW�RQ�WKH�DZDUG-ZLQQLQJ�
6RFLDO�0HGLD�WHDP��&XUUHQWO\��,�OLYH�LQ�:HVW�+ROO\ZRRG�DQG�DP�QRZ�D�6RFLDO�0HGLD�0DQDJHU�DW�
/HDI�*URXS��D�GLYHUVLILHG�LQWHUQHW�FRPSDQ\�WKDW�RZQV�DQG�RSHUDWHV�D�YDULHW\�RI�GLIIHUHQW�PHGLD�DQG�
PDUNHWSODFH�ZHEVLWHV��7KH�PRUH�HVWDEOLVKHG�ZHEVLWHV�LQFOXGH�(KRZ��/LYHVWURQJ��6RFLHW\��DQG�
6DDWFKL�$UW��7KH\�MXVW�ODXQFKHG�D�EUDQG�QHZ�ZHEVLWH�LQ�WKH�KRPH�GHVLJQ�VSDFH�FDOOHG�+XQNHU��
ZKLFK�LV�WKH�RQH�WKDW�,�ZRUN�RQ��,Q�WKH�ORQJ�WHUP��,�DVSLUH�WR�OHDUQ�DV�PXFK�DV�,�FDQ�DERXW�WKH�ZRUOG�
RI�GLJLWDO�PHGLD�PDUNHWLQJ��,Q�P\�IUHH�WLPH��,�HQMR\�JRLQJ�WR�FRQFHUWV�DQG�GDEEOLQJ�LQ�FRQFHUW� 
SKRWRJUDSK\��WUDYHOLQJ��PDNLQJ�',<�FUDIWV�DQG�FRVWXPHV��FRRNLQJ��DQG�YROXQWHHULQJ�ZLWK�IRVWHULQJ�
NLWWHQV�IRU�&DUH�5HVFXH�/$��$GRSW�GRQ
W�VKRS� 

���0LFKDHO��1RYHUUH��/LQ��&LW\�8QLYHUVLW\�RI�1HZ�<RUN��$FFRXQWLQJ�����林幸隆、陳真美 之子) 

$IWHU�UHFHLYLQJ�KLV�VFKRODUVKLS��0LFKDHO�ZHQW�RQ�WR�FRPSOHWH�ERWK�KLV�%DFKHORU
V
�DQG�0DVWHU
V� 
GHJUHH�LQ�$FFRXQWLQJ�IURP�%DUXFK�&ROOHJH�LQ�1HZ�<RUN�&LW\��ZKHUH�KH�ZDV�DZDUGHG�WKUHH�PRUH�
VFKRODUVKLSV���WKH�$,&3$�6FKRODUVKLS�IRU�0LQRULW\�$FFRXQWLQJ�VWXGHQWV��1HZ�<RUN�6WDWH�6RFLHW\�
RI�&3$
V�([FHOOHQFH�LQ�$FFRXQWLQJ�DQG�WKH�'HORLWWH�/HDGHUVKLS�)RXQGDWLRQ�6FKRODUVKLS���$IWHU�
JUDGXDWLQJ��0LFKDHO�ZHQW�RQ�WR�MRLQHG�RQH�RI�WKH�WRS���JOREDO�DFFRXQWLQJ�ILUPV��%'2�DV�D�%DQN�
$XGLWRU��ZKHUH�KH�LV�FXUUHQWO\�HPSOR\HG���/DVW�\HDU�KH�SDVVHG�KLV�&3$�H[DP�DQG�ZDV�DVNHG�E\�WKH�
&KDLUPDQ�RI�WKH�$FFRXQWLQJ�GHSDUWPHQW�DW�WKH�&LW\�8QLYHUVLW\�RI�1HZ�<RUN��%RURXJK�RI� 
0DQKDWWDQ�&RPPXQLW\�&ROOHJH�WR�MRLQ�WKHLU�DFFRXQWLQJ�DGYLVRU\�ERDUG���6WDUWLQJ�WKLV�IDOO��KH� 
VWDUWHG�WHDFKLQJ�WKHUH�DV�DQ�$GMXQFW�3URIHVVRU�GXULQJ�KLV�VSDUH�WLPH���0LFKDHO�LV�JUDWHIXO�WR�WKH� 
7DLZDQHVH�&XOWXUDO�6RFLHW\�IRU�EHOLHYLQJ�LQ�KLP�DQG�KHOSLQJ�KLP�VWDUW�WKLV�QHZ�FKDSWHU�LQ�KLV�OLIH� 

���-HQD�%XFKDQDQ���86'��$FFRXQWDQF\����何金花 .LP�之孫女)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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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六位） 

�� 'DQLHO�&KHQ�8QLYHUVLW\�RI�&DOLIRUQLD��5LYHUVLGH��0DMRU��3ODQW�%LRORJ\��陳瑞祥之子) 

,�DP�JUDWHIXO�WR�KDYH�UHFHLYHG�WKH�VFKRODUVKLS�DZDUG��6LQFH�WKHQ�,�KDYH�FRPSOHWHG���\HDUV�RI� 
JUDGXDWH�VFKRRO�DW�8&�5LYHUVLGH��ZKHUH�,�DP�VWXG\LQJ�SODQW�SDWKRORJ\��GLVHDVHV�RI�SODQWV���,�DP�
SODQQLQJ�RQ�REWDLQLQJ�D�3K�'��GHJUHH�ZLWKLQ���\HDUV� 

�� (OL]DEHWK�&KLHQ��8QLYHUVLW\�RI�&DOLIRUQLD��,UYLQH��0DMRU��3V\FKRORJ\�DQG�6RFLDO�%HKDYLRU����簡

長明之女) 

,�DP�FXUUHQWO\�D��UG�\HDU�JUDGXDWH�VWXGHQW�LQ�WKH�'RFWRU�RI�3K\VLFDO�7KHUDS\�SURJUDP�DW�&ROXPELD�
8QLYHUVLW\�LQ�1<&��6LQFH�DWWHQGLQJ�WKLV�SURJUDP��,�KDYH�GHYHORSHG�D�SDVVLRQ�IRU�HYDOXDWLQJ�DQG�
WUHDWLQJ�1HXURORJLFDO�SDWLHQWV��,W¶V�DOZD\V�D�VSHFLDO�FKDOOHQJH�WR�OHDUQ�DERXW�WKH�FRPSOH[LWLHV�RI�
QHXURORJLFDO�FRQGLWLRQV��DQG�KRZ�HDFK�FRQGLWLRQ�FDQ�SUHVHQW�FRPSOHWHO\�GLIIHUHQWO\�IURP�RQH� 
SDWLHQW�WR�WKH�QH[W��0RVW�LPSRUWDQWO\��,�ILQG�FRQQHFWLQJ�ZLWK�WKLV�SRSXODWLRQ�DQG�DGGUHVVLQJ�WKH� 
SV\FKR�VRFLDO�SDUW�RI�WKHUDS\�PRVW�UHZDUGLQJ�DQG�IXOILOOLQJ��,�DP�FXUUHQWO\�LQYROYHG�LQ�WKH�6SLQDO�
0RELOLW\�SURJUDP�LQ�+DUOHP��1<�ZKLFK�LV�DQ�LQWHQVLYH��-ZHHN�ERRW�FDPS�WKDW�DVVLVWV�VSLQDO�FRUG�
LQMXU\�SDUWLFLSDQWV�ZLWK�D�FRPSUHKHQVLYH�ILWQHVV�HYHU\�6DWXUGD\�DIWHUQRRQ��+HUH��ZH�WHDFK�WKHP�
PHWKRGV�WR�SXUVXH�D�KHDOWK\�OLIHVW\OH�DQG�LPSOHPHQW�VSHFLILF�H[HUFLVHV�LQWR�WKHLU�GDLO\�OLYHV�� 
$GGLWLRQDOO\��,�DP�LQYROYHG�LQ�&ROXPELD�VWXGHQW�YROXQWHHU�SURJUDPV�VXFK�DV�WKH�&ROXPELD�6WXGHQW�
0HGLFDO�2XWUHDFK�DV�ZHOO�DV�6WDQG�7DOO�ZKLFK�SURYLGHV�SUR�ERQR�SK\VLFDO�WKHUDS\�VHUYLFHV�WR� 
XQLQVXUHG�SRSXODWLRQ�LQ�WKH�:DVKLQJWRQ�+HLJKWV�FRPPXQLW\��$V�D�QHZ�DYLG�UXQQHU�LQ�WKH�FLW\��,�
KDYH�DOVR�SDUWLFLSDWHG�LQ�EHFRPLQJ�D�PHGLFDO�YROXQWHHU�IRU�WKH�1<&�KDOI�PDUDWKRQ�LQ�������*LUOV�
RQ�WKH�5XQ��.��DQG�VHYHUDO�IXQGUDLVLQJ�UDFHV�IRU�FDQFHU�UHVHDUFK�WKLV�SDVW�\HDU��,�KDYH�DOVR�UXQ���
KDOI�PDUDWKRQV�P\VHOI��%URRNO\Q�+DOI��DQG�5RFN�Q¶�5ROO�%URRNO\Q��8SRQ�JUDGXDWLRQ��,�KRSH�WR�
SUDFWLFH�SK\VLFDO�WKHUDS\�LQ�6RXWKHUQ�&DOLIRUQLD�LQ�D�KRVSLWDO�VHWWLQJ�ZKHUH�,�DP�H[SRVHG�WR�D� 
YDULHW\�RI�SDWLHQW�SRSXODWLRQV-�2UWKRSHGLFV��1HXURORJLFDO��3HGLDWULFV�HWF��,�DVSLUH�WR�EH�D�YHUVDWLOH�
SK\VLFDO�WKHUDSLVW�ZKR�SDUWQHUV�ZLWK�SDWLHQWV�WR�KHOS�WKHP�OLYH�D�IXOILOOLQJ�OLIH�IUHH�IURP�SDLQ�VR�
WKH\�FRXOG�EHFRPH�DFWLYH�PHPEHUV�LQ�WKHLU�FRPPXQLWLHV�� 

��3LHWHU�7VXDQJ�'LHNHPD���:HVWHUQ�:DVKLQJWRQ�8QLYHUVLW\；0DMRU��3ODVWLFV�(QJLQHHULQJ� 

7HFKQRORJ\���莊明哲之外孫) 

,�JUDGXDWHG�IURP�:HVWHUQ�:DVKLQJWRQ�8QLYHUVLW\��ZLWK�D�%6�LQ�SODVWLFV�DQG�FRPSRVLWHV� 
HQJLQHHULQJ�LQ�������&XUUHQWO\��,�ZRUN�DV�DQ�HQJLQHHU�DW�3H[FR��D�FRPSDQ\�ZKLFK�PDQXIDFWXUHV�
FXVWRP�SODVWLF�SDUWV�IRU�D�ZLGH�YDULHW\�RI�LQGXVWULHV��0\�PDLQ�MRE�LV�WR�GHVLJQ�SODVWLF�H[WUXVLRQ� 
WRROLQJ�DQG�WR�HQVXUH�VXFFHVVIXO�FRPSOHWLRQ�RI�WKHVH�PDQXIDFWXULQJ�SURMHFWV��7KH�6'7&$�DZDUG�
KHOSHG�PH�WR�SXUFKDVH�D�ODSWRS�FRPSXWHU�WKDW�DOORZHG�PH�WR�ZRUN�RQ�P\�FROOHJH�SURMHFWV�WRZDUG�
WKH�VXFFHVVIXO�FRPSOHWLRQ�RI�P\�HQJLQHHULQJ�GHJU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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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KDQ��:HQG\��/LDR��1DWLRQDO�7DLSHL�8QLYHUVLW\�RI�7HFKQRORJ\��0DMRU��(QJOLVK���廖炳惠之

女) 

������,�ZDV�DQ�XQGHUJUDGXDWH�LQ�7DLZDQ��,Q�������,�ZHQW�WR�7HDFKHUV�&ROOHJH��&ROXPELD�8QLYHUVLW\�
IRU�P\�PDVWHUV�VWXG\�LQ�7(62/��7HDFKLQJ�(QJOLVK�WR�6SHDNHUV�RI�2WKHU�/DQJXDJHV���DQG� 
JUDGXDWHG�LQ�0D\�������,�DP�QRZ�ZRUNLQJ�DV�DQ�(6/�WHDFKHU�DW�8QLYHUVLW\�6HWWOHPHQW�6RFLHW\�RI�
1HZ�<RUN��,W�LV�D�QRQ-SURILW�RUJDQL]DWLRQ�ZKLFK�SURYLGHV�QXPHURXV�HGXFDWLRQDO�DQG�VRFLDO�VHUYLFHV�
WR�LPPLJUDQWV�DQG�ORZ-LQFRPH�IDPLOLHV�OLYLQJ�LQ�1<&���,�DP�QRW�PDUULHG��,�OLNH�WR�UHDG�QRYHOV��
JURZ�SODQWV��FRRN�QHZ�GLVKHV��DQG�GR�\RJD��2Q�ZHHNHQGV��,�DOVR�WHDFK�HOHPHQWDU\�VFKRRO�FKLOGUHQ� 
0DQGDULQ�DW�&ROXPELD�8QLYHUVLW\��0\�JRDO�LV�WR�EH�DQ�(QJOLVK�WHDFKHU�ZKR�FDQ�LQVSLUH�DQG� 
PRWLYDWH�VWXGHQWV��1H[W�\HDU��,�ZLOO�SUREDEO\�PRYH�EDFN�WR�7DLZDQ�DQG�WU\�WR�JHW�D�MRE�DV�D�KLJK�
VFKRRO�WHDFKHU��:HQG\ 

��-HQQLIHU�+VX���6DQ�'LHJR�6WDWH�8QLYHUVLW\；0DMRU��0XVLF��許瑞祥之女)   

 （缺） 

���&RULQQH�%XFKDQQD���6DQ�'LHJR�6WDWH�8QLYHUVLW\���0DMRU��$UW����何金花之孫女)  

 （缺） 

����年 (九位） 

���%U\DQ�&KLRX��邱子恆) :  8QLYHUVLW\�RI�&DOLIRUQLD�DW�%HUNHOH\�；0DMRU��%XVLQHVV� 

$GPLQLVWUDWLRQ��������邱銖寬之子) 

%U\DQ�LV�FXUUHQWO\�DQ�LQYHVWPHQW�EDQNLQJ�DQDO\VW�LQ�WKH�7HFKQRORJ\�0HUJHUV�	�$FTXLVLWLRQV�JURXS�
DW�(YHUFRUH��D�SUHPLHU�LQGHSHQGHQW�DGYLVRU\�ILUP��+H�JUDGXDWHG�IURP�8&�%HUNHOH\�LQ������ZLWK�D�
%�6��LQ�%XVLQHVV�$GPLQLVWUDWLRQ�DQG�D�PLQRU�LQ�,QGXVWULDO�(QJLQHHULQJ��/RQJ�WHUP��%U\DQ�DVSLUHV�WR�
EHFRPH�D�EXVLQHVV�OHDGHU�DQG�WR�PDNH�D�SRVLWLYH��ODVWLQJ�LPSDFW�RQ�WKH�ZRUOG��,Q�KLV�IUHH�WLPH��KH�
HQMR\V�EDVNHWEDOO��KLNLQJ�DQG�FDPSLQJ��+H�RIWHQ�YROXQWHHUV�DW�WKH�6)�0DULQ�)RRG�%DQN�LQ�6DQ�
)UDQFLVFR� 

���3HWHU�*XDQFKHQ�&KX��朱冠丞)  : 8QLYHUVLW\�RI�&DOLIRUQLD��/RV�$QJHOHV��0DMRU��1HXUR� 

6FLHQFH�������朱國龍之子) 

$IWHU�UHFHLYLQJ�WKH�&HQ]RQH�7HFK�,QF��VFKRODUVKLS�DW�WKH�7DLZDQHVH�$PHULFDQ�&RPPXQLW\�&HQWHU�
LQ�6HSWHPEHU�������3HWHU�&KX�KDV�VLQFH�JUDGXDWHG�IURP�8&/$�ZLWK�D�%DFKHORU
V�GHJUHH�LQ� 
1HXURVFLHQFH�ZKLOH�VHUYLQJ�LQ�QXPHURXV�OHDGHUVKLS�SRVLWLRQV�VXFK�DV�3UHVLGHQW�RI�WKH�1HXURVFLHQFH�
8QGHUJUDGXDWH�6RFLHW\�DQG�VSHDNLQJ�DW�KLV�GHSDUWPHQWDO�FRPPHQFHPHQW�FHUHPRQ\��0DQDJLQJ� 
(GLWRU�RI�D�VWXGHQW-UXQ�KHDOWK�PDJD]LQH�RQ�FDPSXV��$FDGHPLF�&KDLU�RI�WKH�8&/$�0RUWDU�%RDUG�
6HQLRU�+RQRU�6RFLHW\��DQG�9LFH�3UHVLGHQW�RI�%UXLQ�7]X�&KLQJ��3HWHU�ZHQW�RQ�WR�JUDGXDWH�IURP�WKH�
8QLYHUVLW\�RI�0LFKLJDQ�6FKRRO�RI�3XEOLF�+HDOWK�LQ�$QQ�$UERU�ZLWK�D�0DVWHU
V�GHJUHH�LQ�+HDOWK� 
6HUYLFHV�$GPLQLVWUDWLRQ��FRPSOHWLQJ�D�VXPPHU�LQWHUQVKLS�DW�WKH�&OHYHODQG�&OLQLF��1RZ�SUDFWLFLQJ�
KHDOWKFDUH�DGPLQLVWUDWLRQ�LQ�KLV�RQH-\HDU�DGPLQLVWUDWLYH�IHOORZVKLS�DW�8&�6DQ�'LHJR�+HDOWK��3HWHU�
LV�FRQWLQXDOO\�DQG�LQFUHGLEO\�WKDQNIXO�WR�'U��-XQJ-)X�:X��&HQ]RQH�7HFK�,QF��6'7&$��DQG�KLV� 
ORYLQJ�IDPLO\�DQG�IULHQGV�ZKR�KDYH�DOZD\V�VXSSRUWHG�KLP�LQ�KLV�OLIH�MRXU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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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QWRV�0LQWVH�&KHQ�+HUQDQGH]�����陳敏哲), 6WDQIRUG�8QLYHUVLW\��0DMRU��&RPSXWHU�6FLHQFH��������

�陳坤木,余洵洵 之外孫) 

$IWHU�JUDGXDWLQJ�IURP�6WDQIRUG�8QLYHUVLW\�LQ�-XQH�������,�FXUUHQWO\�ZRUN�LQ�DQ�XUEDQ�SODQQLQJ�ILUP�
LQ�WKH�FLW\�RI�6DQ�)UDQFLVFR���,�KRSH�WR�HYHQWXDOO\�SXUVXH�JUDGXDWH�VWXGLHV�LQ�WKH�QH[W�IHZ�\HDUV�� 
HLWKHU�LQ�GDWD�VFLHQFH�RU�WHDFKHU�HGXFDWLRQ� 

���2OLYLD�0D\�/HH�李傲梅)  : 5LFH��8QLYHUVLW\��0DMRU��3ROLWLFDO�6FLHQFH��賴晉嬋之孫女) 

2OLYLD�今年 �月從 5LFH�8QLYHUVLW\�畢業, 現任 )LQDQFH�$VVLVWDQW�DW�/L]]LH�)OHWFKHU�IRU� 

&RQJUHVV�+RXVWRQ��7H[DV�� 

���&KXQ-+DQ�/LQ�林君翰) :(PEU\-5LGGOH�$HURQDXWLFDO�8QLYHUVLW\��0DMRU���$HURVSDFH� 

(QJLQHHULQJ�������黃素芬之子) 

君翰 ����年大學畢業後,在洛杉磯附近空軍服務（527&��$LU�)RUFH�國防航空太空研究。 

���(VWKHU�+XDK�:DQJ��王樺) :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SSOLHG�0DWK���陸天

池之外孫女） 

(VWKHU�:DQJ��D������VFKRODUVKLS�UHFLSLHQW��UHFHQWO\�JUDGXDWHG�IURP�8&�6DQ�'LHJR�ZLWK�D�%�6��LQ�
$SSOLHG�0DWKHPDWLFV��:KLOH�DW�8&�6DQ�'LHJR��VKH�ZRUNHG�DV�D�7$�IRU�WKH�0DWKHPDWLFV�DW�8&�6DQ�
'LHJR�DQG�ZDV�LQYROYHG�LQ�WKH�6RFLHW\�RI�8QGHUJUDGXDWH�0DWKHPDWLFV�6WXGHQWV�DQG�&LUFOH�.� 
,QWHUQDWLRQDO��D�FROOHJLDWH�FRPPXQLW\�VHUYLFH�RUJDQL]DWLRQ��6KH�ZLOO�EH�FRQWLQXLQJ�KHU�HGXFDWLRQ�DW�
8&�6DQ�'LHJR��ZRUNLQJ�WRZDUGV�D�0DVWHU¶V�LQ�$SSOLHG�0DWKHPDWLFV��$VLGH�IURP�DFDGHPLFV��VKH�
FXUUHQWO\�VHUYHV�DV�WKH�'LVWULFW�0HPEHU�5HFRJQLWLRQ�&KDLU�IRU�WKH�&DOLIRUQLD-1HYDGD-+DZDLL� 
'LVWULFW�RI�&LUFOH�.�,QWHUQDWLRQDO�DQG�GHGLFDWHV�PXFK�RI�KHU�WLPH�WR�YROXQWHHULQJ��6KH�KRSHV�WR� 
EHFRPH�DQ�DFWXDU\�DIWHU�UHFHLYLQJ�KHU�0DVWHU
V� 

���-RVKXD�<RXQJ�<DQJ�楊心民) :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LRHQJLQHHULQJ��������

��楊揚之子) 

,�DP�FXUUHQWO\�LQ�P\�VHFRQG�\HDU�RI�WKH�FRPELQHG�0'-3K'�SURJUDP�DW�WKH�-RKQV�+RSNLQV� 
8QLYHUVLW\�6FKRRO�RI�0HGLFLQH��ZKHUH�,�ZLOO�EH�MRLQLQJ�WKH�%LRHQJLQHHULQJ�3K'�SURJUDP��,�DP� 
GRLQJ�UHVHDUFK�LQ�WKH�ODERUDWRU\�RI�7DHNMLS�+D��ZKR�LV�D�%ORRPEHUJ�'LVWLQJXLVKHG�3URIHVVRU�DQG�
+RZDUG�+XJKHV�0HGLFDO�,QVWLWXWH��++0,��,QYHVWLJDWRU�DQG�ZKR�ZRUNHG�XQGHU�1REHO�/DXUHDWH� 
6WHYHQ�&KX��,�DP�GRLQJ�VLQJOH�PROHFXOH�ELRSK\VLFV�UHVHDUFK�LQ�KLV�ODE�VSHFLILFDOO\�ORRNLQJ�DW� 
KHOLFDVH�DFWLYLW\��,Q�P\�IUHH�WLPH��,�KDYH�EHHQ�DFWLYHO\�ZRUNLQJ�RQ�HQWUHSUHQHXULDO�DFWLYLWLHV��,�DP�
&(2�RI�D�VWDUWXS�FRPSDQ\�+HOLVSRW��,QF��WKDW�DLPV�WR�FUHDWH�LQH[SHQVLYH�DQG�VLPSOH�GLDJQRVWLF� 
DVVD\V�IRU�XVH�LQ�SRLQW-RI-FDUH�DQG�ORZ-UHVRXUFH�VHWWLQJV��,�DP�XVLQJ�WKH�ELRWHFK�EXVLQHVV�DQG� 
VFLHQWLILF�VNLOOV�,�JDLQHG�GXULQJ�P\�PDVWHU
V�GHJUHH�IURP�8&6)�DQG�8&�%HUNHOH\�WR�PRYH�WKLV� 
FRPSDQ\�IRUZDUG�DQG�DP�DOVR�DFWLYHO\�WHDFKLQJ�RWKHUV�WKHVH�VDPH�VNLOOV��,�DP�DQ�,QYHQWRU�/HDG�IRU�
WKH�0HGLFDO�(QWUHSUHQHXUVKLS�FRXUVH�DW�-RKQV�+RSNLQV��ZKHUH�YROXQWHHU�P\�WLPH�OHDGLQJ�D�WHDP�RI�
0'��0%$��DQG�03+�VWXGHQWV�LQ�OHDUQLQJ�LQWHOOHFWXDO�SURSHUW\��UHJXODWRU\��DQG�ILQDQFH�VNLOOV�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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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H\�UHODWH�WR�PHGLFDO�LQQRYDWLRQ��)XUWKHU��,�DP�D�PHQWRU�IRU�WKH�0DVWHU�RI�7UDQVODWLRQDO�0HGLFLQH�
VWXGHQWV�DW�8&6)�DQG�8&�%HUNHOH\��ZKHUH�,�KHOS�WKHP�ZLWK�WKH�.,7��.LGQH\�,QMXU\�7HVW�SURMHFW��D�
SURMHFW�WKDW�DLPV�WR�GHYHORS�D�QRQLQYDVLYH�GLDJQRVWLF�DVVD\�IRU�NLGQH\�LQMXU\��)RU�IXQ��,�DP�RQ�D�
VRFFHU�WHDP�ZLWK�RWKHU�PHGLFDO�VWXGHQWV�DQG�DOVR�DP�FRQWLQXLQJ�P\�FRPSHWLWLYH�EDOOURRP�GDQFLQJ�
DELOLWLHV��EXW�QRZ�MXVW�IRU�IXQ��,�DP�VR�JUDWHIXO�IRU�KDYLQJ�UHFHLYHG�D�VFKRODUVKLS�IURP�WKH�6'7&$��
7KLV�VFKRODUVKLS�DOORZHG�PH�WR�GHGLFDWH�PRUH�WLPH�WR�WKH�DFWLYLWLHV�,�ORYH��WLPH�WKDW�,�EHOLHYH�ZLOO�
DOORZ�PH�WKH�UHVRXUFHV�WR�EHFRPH�D�OHDGHU�LQ�WKH�PHGLFDO�ILHOG� 

 

���7LIIDQ\�<RXQJ�<DQJ�楊心宜):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3V\FKRORJ\���楊

揚之女) 

7LIIDQ\��REWDLQHG�D�0DVWHU�GHJUHH�LQ�6FKRRO�&RXQVHOLQJ�IURP�6'68�ODVW�0D\�DQG�ZRUNV�DV�D�
VFKRRO�FRXQVHORU�DW�0XVHXP�&KDUWHU�6FKRRO�DW�+LOOFUHVW� 

���-HVVLFD�-DFKL�:X-:RRGV�吳佳奇)  :)XOOHUWRQ�&ROOHJH�0DMRU���%LRORJ\����吳聖麒 之孫女). 

 （缺） 

�����年（五位） 

�� 鄭雅恩  0V��-DQHW�<HD-(Q�&KHQJ��0DUTXHWWH�8QLYHUVLW\��0LOZDXNHH��:LVFRQVLQ�主修：護理 

(1XUVLQJ���鄭汾洲之孫女) 

7KDQN�\RX�VR�PXFK�IRU�DZDUGLQJ�PH�WKH�&HQ]RQH�7HFK�,QF��VFKRODUVKLS�LQ�������LW�KDV�KHOSHG�PH�
LQ�PDQ\�SRVLWLYH�ZD\V��,�DP�FXUUHQWO\�D�VHQLRU�LQ�WKH�QXUVLQJ�SURJUDP�DW�0DUTXHWWH�8QLYHUVLW\��,�
SODQ�WR�JUDGXDWH�E\�0D\������DQG�VWDUW�ZRUNLQJ�DV�D�QXUVH�DIWHU�,�SDVV�WKH�ERDUGV��7KURXJKRXW�P\�
FROOHJH�FDUHHU��,�KDYH�YROXQWHHUHG�LQ�YDULRXV�SODFHV�DURXQG�WKH�0LOZDXNHH�DUHD��VXFK�DV�$XURUD� 
6LQDL�0HGLFDO�&HQWHU��0LOZDXNHH�:RPHQ
V�&HQWHU��0DUTXHWWH�8QLYHUVLW\�)OX�6KRW�&OLQLFV��HWF��,�
DP�KHDYLO\�LQYROYHG�ZLWK�H[WUDFXUULFXODUV�DW�VFKRRO�DV�ZHOO��,�KDYH�EHHQ�D�SDUW�RI�WKH�0DUTXHWWH�
&OXE�7HQQLV�WHDP��0DUTXHWWH�2UFKHVWUD��DQG�,QWHU9DUVLW\��$W�KRPH��,�WHDFK�YLROLQ�WR�NLGV�IURP�DJHV�
�-���RQ�WKH�ZHHNHQGV��:LWK�WKH�KHOS�RI�WKH�VFKRODUVKLS��,�ZDV�IRUWXQDWH�WR�EH�SDUW�RI�D�PLVVLRQ�WULS�
WR�WKH�'RPLQLFDQ�5HSXEOLF�WKLV�SDVW�'HFHPEHU�WKURXJK�DQ�RUJDQL]DWLRQ�FDOOHG�0LVVLRQ�(PDQXHO��
:H�EXLOW�KRXVHV�LQ�D�VPDOO�WRZQ�FDOOHG�&LHOR��YROXQWHHUHG�DW�9DFDWLRQ�%LEOH�6FKRRO��DQG�SOD\HG�
ZLWK�WKH�XQGHUSULYLOHJHG�FKLOGUHQ�WKHUH�DV�ZHOO��,�ZDV�EOHVVHG�WR�KDYH�WKH�RSSRUWXQLW\�WR�EULQJ�P\�
YLROLQ�WKHUH�DQG�SOD\HG�IRU�SDWLHQWV�DW�D�/HSHU�KRVSLWDO��ZKHUH�WKH�OHSHU�SDWLHQWV�ZHUH�WUHDWHG�DV� 
VRFLDO�RXWFDVWV���$OO�WKHVH�ZRQGHUIXO�H[SHULHQFHV�ZHUH�PDGH�SRVVLEOH�EHFDXVH�RI�WKH�VFKRODUVKLS�,�
UHFHLYHG��VR�,
P�UHDOO\�JUDWHIXO�IRU�WKH�JHQHURVLW\�RI�WKH�&HQ]RQH�7HFK�,QF��VFKRODUVKLS��,�ZLOO�EH�
VHHNLQJ�RSSRUWXQLWLHV�LQ�WKH�IXWXUH�WR�JLYH�EDFN�WR�WKH�7DLZDQHVH�FRPPXQLWLHV�DQG�WDNH�FDUH�RI�WKH�
VWXGHQWV�ZLWK�7DLZDQHVH�KHULWDJH�DV�Z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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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穎奇 0U��6DPXHO�)RUPRVD�&KDQJ��:DVKLQJWRQ�8QLYHUVLW\��6W��/RXLV��0LVVRXUL�主修：哲

學，神經科學，心理學 (3KLORVRSK\��1HXURVFLHQFH�	�3V\FKRORJ\���張裕華之子) 

����五月將從:DVKLQJWRQ�8QLYHUVLW\��6W��/RXLV畢業。他剛剛完成醫學院0'�3+'申請，過

去大學三年跟本校醫學院癌症専科教授參與癌症研究，課餘則參加 762台灣同學會幫助台

灣到美國唸大學的學子。從大一就進入 (67學生緊急救援團隊，開著學校救護車實際行動

參與社區。未來期望能夠在醫學臨床及研究繼續努力，能夠貢獻一己之力，成為他人的祝

福！進去研究室，埋首在一次一次的實驗，學會失敗時的持守，成功時雀躍卻再次前行，

:DVK�8三年因為 /DE而精彩！ 

���汪永智 0LFKDHO�<HRQJ-&KLK�:DQJ�7H[DV�$	0�8QLYHUVLW\��&ROOHJH�6WDWLRQ��7H[DV�主修：企

業管理 (%XVLQHVV�$GPLQLVWUDWLRQ���李敏修之外孫) 

&XUUHQWO\��,�DP�D�VHQLRU�DW�7H[DV�$	0�PDMRULQJ�LQ�$FFRXQWLQJ��1H[W�\HDU��,�ZLOO�EH�SXUVXLQJ�D�
0DVWHU
V�'HJUHH�LQ�$FFRXQWLQJ�DQG�VWXG\LQJ�IRU�WKH�&3$�H[DPLQDWLRQ��7KH�&HQ]RQH�VFKRODUVKLS�
KDV�DOORZHG�PH�WR�IXUWKHU�P\�VWXGLHV�LQ�WKH�ILHOG�RI�$FFRXQWLQJ��DQG�IRU�WKDW�,�DP�WKDQNIXO� 

���吳欣柔 0V��.DWKHULQH�+VLQ--XR�:X��主修：藥物科學 (3KDUPDFHXWLFDO�6FLHQFH���8QLYHUVLW\�RI�

&DOLIRUQLD��,UYLQH��&$��吳裕誠之女) 

自英雄榜後，我繼續精進學業，也在 ����年於 8QLYHUVLW\�RI�&DOLIRUQLD��,UYLQH�的 藥劑系畢

業。畢業之後，現在要開始一個新的旅程，準備到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6NDJJV�

6FKRRO�RI�3KDUPDF\�繼續讀研究所，希望以後能順利當上藥劑師！   )RU�H[WUDFXUULFXODU� 

DFWLYLWLHV��,�ZDV�WKH�9LFH�3UHVLGHQW�RI�7DLZDQHVH�$PHULFDQ�2UJDQL]DWLRQ��$V�WKH�FOXE��ZH�JDWKHUHG�
DV�D�ELJ�IDPLO\�DQG�VKDUHG�7DLZDQHVH�FXOWXUH��7R�VWUHQJWKHQ�P\�KDQGV�RQ�ODE�VNLOOV��,�DOVR�DVVLVWHG�
WKH�=ORWQLN�ODE�ZLWK�WKH�UHVHDUFK�RI�D�QHZ�F\WRNLQH��'XULQJ�VXPPHU��,�XVXDOO\�VSHQG�P\�WLPH�ZLWK�

P\�IDPLO\�LQ�7DLZDQ��,�KDYH�DOVR�YROXQWHHUHG�DW�DQ�DQWLERG\�ODE�DW�台北醫學大學. +REE\�ZLVH��,�

HQMR\�VLQJLQJ��SOD\LQJ�WKH�JXLWDU�DQG�SLDQR��,�DOVR�OLNH�WR�SOD\�YROOH\EDOO�DQG�SLQJ�SRQJ� 

���吳欣庭 0V��.HOO\��+VLQ-7LQJ�:X�主修：商業管理/經濟學 (%XVLQHVV�0DQDJHPHQW�� 

(FRQRPLFV��8QLYHUVLW\�RI�&DOLIRUQLD��6DQWD�&UX]��吳裕年之女) 

之前能夠拿到英雄榜的獎學金，非常感激。我在 ����年 �月份從 8QLYHUVLW\�RI�&DOLIRUQLD�

6DQWD�&UX]�的經濟系畢業。在大學時曾在 ER\V�DQG�JLUOV�FOXE�RI�6DQWD�&UX]�YROXQWHHU�一段時

間。 現在畢業後回到聖地牙哥準備開始找工作，希望以後能夠有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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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LQD�6KLDX-&KLQJ��林筱晴), 8QLYHUVLW\�RI�&DOLIRUQLD��/RV�$QJHOHV��0DMRU���%XVLQHVV� 

(FRQRPLFV���林瑞昌之女) 

,�DP�FXUUHQWO\�D�VHQLRU�DW�WKH�8QLYHUVLW\�RI�&DOLIRUQLD��/RV�$QJHOHV��DQG�SXUVXLQJ�%DFKHORU
V� 
'HJUHH�LQ�%XVLQHVV�(FRQRPLFV�ZLWK�D�PLQRU�LQ�$FFRXQWLQJ��,�ILQG�P\VHOI�HVSHFLDOO\�SDVVLRQDWH�DQG�
PRWLYDWHG�DW�VHUYLQJ�WKH�FRPPXQLWLHV��7KLV�VXPPHU��,�KDG�DQ�KRQRU�WR�LQWHUQ�ZLWK�0HGLD�$UWV� 
&HQWHU�6DQ�'LHJR�DV�D�ERRNNHHSHU��DVVLVWLQJ�WKH�RSHUDWLRQ�RI�WKLV�QRQSURILW�RUJDQL]DWLRQ�IRU�ILOP�LQ�
DFFRXQWLQJ�DQG�ILQDQFLDO�DVSHFWV��7KLV�VFKRRO�\HDU��,�ZLOO�DOVR�EH�VHUYLQJ�WKH�WUDQVIHU�FRPPXQLW\�DV�
D�WUDQVIHU�PHQWRU�DQG�YROXQWHHULQJ�IRU�KRPHOHVV�VWXGHQWV�ZLWK�8&/$�%UXLQ�6KHOWHU�LQ�WKH�JUHDWHU�
/RV�$QJHOHV�DUHD��,�WDUJHW�WR�ODXQFK�P\�FDUHHU�LQ�SXEOLF�DFFRXQWLQJ��DLPLQJ�WR�VSUHDG�WKH� 
SRVLWLYHQHVV�WKURXJK�P\�SDVVLRQ�LQ�QRW�MXVW�P\�ODVW�\HDU�LQ�FROOHJH�EXW�FRQWLQXH�WKURXJK�P\�FDUHHU�
DV�D�GHGLFDWHG�SURIHVVLRQDO�LQ�SXEOLF�DFFRXQWLQJ� 

���+ZDQJ��&DVVLH��黃姿端), :DVKLQJWRQ�8QLYHUVLW\�LQ�6W��/RXLV��0DMRU��0DUNHWLQJ���0LQRU�� 

'HVLJQ���黃煥昇之女) 

$IWHU�JUDGXDWLQJ�D�VHPHVWHU�HDUO\�LQ�'HFHPEHU�������&DVVLH�LV�WDNLQJ�WKH�H[WUD�WLPH�WR�LPSURYH�KHU�
&KLQHVH�LQ�7DLZDQ�DQG�LQFUHDVH�KHU�XQGHUVWDQGLQJ�RI�7DLZDQHVH�FXOWXUH��'XULQJ�KHU�SRVW-JUDG�
VWXG\�DEURDG��VKH�LV�DOVR�FXUUHQWO\�WHDFKLQJ�EXVLQHVV�(QJOLVK�WR�SURIHVVLRQDOV�LQ�7DLZDQ� 

���/HH��<XMX�(ULF��李毓儒), 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RPPXQLFDWLRQV��0LQRU��

%XVLQHVV�0DQDJHPHQW���賴惠玫之子) 

,�UHFHLYHG�WKH�VFKRODUVKLS�WZR�\HDUV�DJR�DQG�LW�KDG�DLGHG�PH�IXUWKHU�WRZDUGV�DFKLHYLQJ�P\�JRDO�LQ�
RSWRPHWU\��7KH�H[WUD�FDVK�PHDQW�WKDW�,�KDG�OHVV�WR�ZRUU\�DERXW�P\�OLYHOLKRRG�DQG�FRXOG�IRFXV�PRUH�
RQ�P\�VWXGLHV��,¶P�FXUUHQWO\�LQWHUQLQJ�IRU�D�7DLZDQHVH-RZQHG�FRQWDFW�OHQVHV�GLVWULEXWRU�DQG�KDG�
JDLQHG�H[SHULHQFH�LQ�FXVWRPHU�VXSSRUW��PDQDJHPHQW��DFFRXQWLQJ��DQG�PDQ\�PRUH��+RZHYHU��EHLQJ�
IRFXVHG�LQ�P\�JRDO�GRHVQ¶W�PHDQ�QHJOHFWLQJ�P\�KREELHV�DQG�LQWHUHVWV��7KLV�SDVW�VXPPHU��,�EHFDPH�
SURILFLHQW�LQ�SURJUDPPLQJ�ODQJXDJHV�-DYD��3\WKRQ��&����DQG�&���WRRN�XS�SLFWXUH�HGLWLQJ�DQG�YLGHR�
HGLWLQJ��DQG�EHJDQ�OHDUQLQJ�-DSDQHVH��,�ZLOO�EH�JUDGXDWLQJ�IURP�8&6'�WKLV�\HDU�DQG�,¶OO�VXUHO\�OLYH�
XS�WR�WKH�H[SHFWDWLRQV�WKDW�WKH�ODWH�0U��&KHQ�KDG�SODFHG�RQ�PH�,�UHFHLYHG�WKH�VFKRODUVKLS�WZR�\HDUV�
DJR�DQG�LW�KDG�DLGHG�PH�IXUWKHU�WRZDUGV�DFKLHYLQJ�P\�JRDO�LQ�RSWRPHWU\��7KH�H[WUD�FDVK�PHDQW�WKDW�
,�KDG�OHVV�WR�ZRUU\�DERXW�P\�OLYHOLKRRG�DQG�FRXOG�IRFXV�PRUH�RQ�P\�VWXGLHV��,¶P�FXUUHQWO\� 
LQWHUQLQJ�IRU�D�7DLZDQHVH-RZQHG�FRQWDFW�OHQVHV�GLVWULEXWRU�DQG�KDG�JDLQHG�H[SHULHQFH�LQ�FXVWRPHU�
VXSSRUW��PDQDJHPHQW��DFFRXQWLQJ��DQG�PDQ\�PRUH��+RZHYHU��EHLQJ�IRFXVHG�LQ�P\�JRDO�GRHVQ¶W�
PHDQ�QHJOHFWLQJ�P\�KREELHV�DQG�LQWHUHVWV��7KLV�SDVW�VXPPHU��,�EHFDPH�SURILFLHQW�LQ�SURJUDPPLQJ�
ODQJXDJHV�-DYD��3\WKRQ��&����DQG�&���WRRN�XS�SLFWXUH�HGLWLQJ�DQG�YLGHR�HGLWLQJ��DQG�EHJDQ�OHDUQLQJ�
-DSDQHVH��,�ZLOO�EH�JUDGXDWLQJ�IURP�8&6'�WKLV�\HDU�DQG�,¶OO�VXUHO\�OLYH�XS�WR�WKH�H[SHFWDWLRQV�WKDW�
WKH�ODWH�'U��&KHQ�KDG�SODFHG�RQ�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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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QQD�0DL��林安娜), 3HQQV\OYDQLD�6WDWH�8QLYHUVLW\��0DMRU���3UHPHGLFDO�–�0HGLFDO���林國

基,蓁蓁 之孫女,) 

$QQD�0DL�，仍在賓州大學攻讀，第三年，7KHUH�DUH�IRXU�DQG�KDOI�\HDUV�IRU�$QQD�WR�JR。此制

度本來是共六年。在賓州大學二年而在 6LGQH\�.LPPHO�0HGLFDO�6FKRRO�四年。在二年前此制

度攺為共七年。賓州大學增加一年。據 $QQD�稱大一報到時有二十位，到目前只乙位離開。

謝謝 &HQ]RQH�7HFK�公司提供獎學金。茲將 $QQD�在開學時來信附上。祝好！ “,�DP�YHU\�

JODG�WR�EH�KHUH�IRU�DQRWKHU�\HDU�DQG�LW�LV�DOUHDG\�YHU\�EXV\��7RGD\�ZDV�P\�ILUVW�GD\�RI�VFKRRO��DQG�
P\�FODVVHV�DUH�JRRG�VR�IDU��,�KDYH�D�ORW�RI�ODEV�IRU�FODVVHV��VR�,�ZLOO�EH�YHU\�EXV\��,�DP�WDNLQJ�SK\V�
LFV��DQDWRP\��RUJR�ODE��HQJOLVK��DUW�FODVV��DQG�ZRPHQ�VWXGLHV�FODVV��,�DP�VWLOO�ZRUNLQJ�LQ�P\�UH�
VHDUFK�ODE��VR�,�ZLOO�KHDGLQJ�WKHUH�WKLV�DIWHUQRRQ��́  

���/LX��&DLOLQ��劉潔穎),8QLYHUVLW\�RI�&DOLIRUQLD��6DQ�'LHJR；0DMRU���,QWHUQDWLRQDO�%XVLQHVV��廖

珮君之女) 

我今年在 8&6'�要升大三了。我去年很榮幸可以成為助教，替教授輔導學生功課並改考

卷。我也成為我們大學社團 6RURULW\�的幹部，參與了許多社區的服務。有一次我擔任「希臘

週」*UHHN�:HHN�活動的負責人，我們設立了一個 %%4�的募款攤位，很受歡迎。我們將賣

%%4�的收入拿去幫㫑聖地牙哥的一個慈善機構叫「6WDQG�8S�.LGV」, 是一個專門替無家可

歸的孩童們提供收容所的慈善團體。我可以儘一些力幫助有須要的小朋友們，我覺得很開

心！新種奬學金的奬金$����，全被我用去買大二的教科書了，大學的課本真的很貴啊！連

上網買的二手書都這麼貴！我會好好努力，不白費了這$�����的獎學金。我非常感謝台灣同

鄉會，新種公司及已經仙逝的陳榮昌教授，成立這個有意義的奬學金來鼓勵我們台美子

弟。希望以後我也能有這樣的能力，來獎勵幫助别人！再次感謝！ 

���6KLK��7HUU\��石昭瑞): 6DQWD�&ODUD�8QLYHUVLW\�0DMRU���&RPSXWHU�6FLHQFH�	�(QJLQHHULQJ��石正

平之子) 

7HUU\�LV�FXUUHQWO\�D�WKLUG�\HDU�DW�6DQWD�&ODUD�8QLYHUVLW\��VWXG\LQJ�&RPSXWHU�6FLHQFH�DQG� 
(QJLQHHULQJ���,�VSHQW�SDUW�RI�WKH�UHFHQW�VXPPHU�DV�DQ�LQVWUXFWRU�ZRUNLQJ�XQGHU�L'7HFK��ZKHUH�,� 
LQWURGXFHG�NLGV�WR�WKH�ZRUOG�RI�WHFKQRORJ\��,�KRSH�WR�WDNH�WKLV�GHJUHH�DQG�HQWHU�WKH�ILHOG�RI� 
FRPSXWHU�JDPH�GHVLJQ��RQH�RI�P\�HDUO\�SDVVLRQV��5HDOO\�DSSUHFLDWH�WKH�KHOS�DQG�VXSSRUW�RI� 
&HQ]RQH�VFKRODUVKLS�WR�DFKLHYH�P\�GUHDPV� 

���&KHQJ��7KRPDV�$OYDUR�&KDUOHV�8QLYHUVLW\�RI�:DWHUORR�LQ�2QWDULR��&DQDGD�0DMRU��$FFRXQWLQJ�

DQG�)LQDQFLDO�0DQDJHPHQW��（張閨瑟之孫）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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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RGV��1DWDOLH��吳佳美):  ,UYLQH�

9DOOH\�&ROOHJH； 0DMRU���%LRHQJLQHHULQJ�

�吳聖麒之孫女)           

 （缺） 

���%LR&KHFN公司 獎學金 (&(2�-RKQ�

&KHQ��陳榮昌教授之弟)  

<X�/LX�劉雩, 6DQ�'LHJR�0HVD�&ROOHJH��

主修: 大眾傳播.(劉曉亭,張麗珠之女) 

很榮幸被邀請跟台灣鄉親分享我的近

況，在完成兩年在社區大學的學業後，

我今年秋天已經順利轉入 8&6'就讀

YLVXDO�DUWV�PHGLD，也在學校附近找到了

一份 SDUW�WLPH的工作。公司是從事國際

貿易相關的業務，讓我一面在學校進

修，也一面累積專業的實務經驗。 

 

 九月份的生活座談會，由蔡湘寧女士主

持，連同包金鶴女士和陳淑慎女士，三位一起

來分享她們從園藝得來的經驗和喜悅。以下是

她們的講題和大致的內容： 

 

（一）蔡湘寧女士：偷吃步的園藝 

有如阿基師「偷吃步」的廚藝，蔡女士也有

「偷吃步」的園藝，讓「手殘有救、懶人有

福」，使一般沒有天份栽花種菜的人，一樣可

以享受到田園的樂趣。她認為大原則是簡單、

方便、廉價和效率，這會讓你的庭院雅緻，花

草蔬果好栽培，讓你有心境去體會大自然之

美，取得一些心靈的養料。注意不要忘了知己

知彼，依照自己的個性和能力，順著天時（氣

候）、地利（土壤）和植物的本質，量力而

為，也不妨把失敗視為是必然的過程，盡可能

從中取樂。蔡女士給大家看很多照片，舉例介

紹如何改善庭院的設計，如何選擇植物，以及

如何省時省力。照片周圍加註了不少頗富哲理

的旁白，句句都是從大自然得來的啟示，真懂

得生活！蔡女士也分享園藝教她的事：（天）

道法自然，（地）供養萬物，（人）返璞歸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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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金鶴女士：簡易廚

餘堆肥法 

一般人在自家後院做堆肥都

用特別的大桶子，分層放入

各類廚餘讓它生霉發臭，長

時間忍受蚊蟲蒼蠅的困擾，

還難免髒亂。包女士為此前

來介紹一個簡單容易又乾淨

的撇步，讓你家土壤永遠鬆

軟肥沃： ���收集廚房剩餘或

不能使用的菜葉果皮等，存

放於有蓋的桶內，���在院裡

空地挖洞，���將桶子裡收集

到的，連同院子裡乾枯的枝

葉，混合放入洞內，���蓋上

土和落葉，澆水，即完成。

除了肉類容易生蟲之外，可

以腐化的東西都可以往洞裡

丟。講究一點的話就加些礦

石粉（PLQHUDO�SRZHU）、咖啡

渣、或蚯蚓排泄物（ZRUP�

FDVWLQJV）。包女士長年如此

善用廚餘，用廚房垃圾變造

成沃土，不僅自己取用不

絕，還夠分送南加州各地的

親友。 

 

（三）陳淑慎女士：從後院

到廚房 

陳女士喜歡花草，從小就把

家裡的後花園當作是玩樂

場，看她戴上寬邊草帽，套

上圍裙，在台上興高采烈解

說照片的樣子，就知道園藝

帶給人的樂趣有多大，只要

你會用心去觀察和體會。陳

女士什麼都嘗試去種，人家

給的菜苗、店裡買的花草、

土裡自己長出來的，甚至嘴

裡吐出來的水果種子，她都

不會遺棄。雖然沒有明講，

喜悅的來源，似乎不在果菜

的肥美豐收，而是

在欣賞花葉果實的

各種色彩和造型。

譬如說，苦瓜長得

不像樣，依然可以

欣賞苦瓜葉的奇特

美麗。陳女士對院

子的設計也相當重

視，兩排整齊的菜

圃是用木板圍成

的，走道鋪滿兼用

腳底按摩的鵝卵

石，走道頂上是拱

形的瓜棚，梯形的

花架上更擺滿了各

種奇花異草。散步

的鄰居偶爾在自己

前院停下來多看幾

眼，就能讓人心滿

意足。 

 感謝各個講員的分

享。這次座談會的贊助人是

劉俊雄、林玉枝夫婦，謝謝

他們對生活座談會的支持。

主理會後點心的是莊恭榮、

陳真美兩位女士，謝謝她們

和林玉枝、黃彩鳳、廖翠玉

等女士幫手們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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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為什麼學醫？ 

 祖父自己是代書，弟

弟學醫，但不喜開業，後來

倒開了藥廠，事業很成功，

我後來讀高雄醫學院七年的

學雜費，有三分之一來自他

的幫助。祖父常掛在嘴上的

一句話是： [一書，二醫，

三宰豬]，言下之意，代書比

學醫高一階？ 

 不過，祖父因替人做

保證人而負債累累，把長子

送到日本讀慶應義塾醫科時

正是他經濟最困難的時候。

祖父有三房太太，只有兒子

就生了十個，先父上面有一

兄長，兩歲時夭折。祖父常

責成先父，希望他學成為他

負擔家計。父親則經苦苦哀

求，才能讓祖父把異母的三

弟帶到東京，由他督導唸高

中。父親意在培養各房長

子，期待各房都能自己立

足。 

 三叔在 ����年日本開

始對台灣人徵兵之際，被父

親強硬逼他進入戰爭中新成

立的順天堂醫專（三叔曾矢

言非東京帝大不入），才免

上前線，後來也在回到台灣

後，插班而畢業今之台大醫

學院。 

 祖父生前最大的願望

是郭家三代出有醫生。與先

父同母的二叔，因留在祖父

身邊做代書，到我出生那

年，他已有第三個兒子來報

到了。祖父的眾多兒子，後

來也陸續替他添了好幾個男

孫。自然，十分重男輕女的

祖父，希望這些男孫中，出

現他所期盼的第三代醫者，

他是從沒有把我這個跟母親

回娘家的女孩子，他的長子

的遺腹女，算計在內的。 

 父親死了，二叔把自

己的兒子登記為繼承人。長

輩只是口頭上說二叔的次子

要過繼給先父這房。記得

是，二堂哥考上的是中山牙

科。祖母跑來要母親去找台

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陳拱

北教授，希望陳教授幫忙把

堂哥轉進慶應讀醫科。母親

的回答是：這如果可能，陳

教授早把自己考上台大牙科

的次子送去日本讀慶應醫科

吧？還有，縱使可能，這學

費要從那裡來？(祖母大概是

打舅舅給我們母女做生計的

兩甲三七五減租田地的算

盤。這些土地，後來確實也

被母親便宜的賣給佃農，添

做我唸私立醫學院及母親移

民美國的費用了。慶應大學

台灣校友會則經陳拱北教授

幫忙，提供我另外三分之一

的學雜費。) 

 祖父的重男輕女讓我

十分反感，我下定決心，考

個醫學院做為對祖父重男輕

女的[報復]。母親對我說：

你如果考上公費的台大醫學

院，就讓你讀，私立的，七

年的學雜費，我們讀不起。

當年的我，賭氣的把前三家

醫學院都添上去，考上的是

原本打算放棄的高雄醫學院

醫科。 



6'7&$-�� 

 

2
FW
RE

HU
���

��
� 

（二）我的醫學求學歷程 

 母親自我幼小起，一

直抱著希望我學醫的願望。

她是單純的希望我能有一技

之長，能夠自己靠自己，因

為我沒有父親，也沒有兄弟

姊妹可以互相扶持，但是她

從來不曾給我壓力。黃昆輝

老師曾對母親說過她對我是

採取「放任政策」這麼一句

話。 

 據說，自我襁褓時，

父親的朋友就曾拉著我的小

手，說那是外科醫師的手。

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暑假，母

親帶我去彰化蔡陽昆醫師家

玩，蔡醫師哥哥蔡陽輝醫師

的大兒子已是高雄醫學院的

學生。這位大哥哥在暑假權

充老師，出了「我的志願」

這麼一個作文題給他的小堂

弟弟們，也順便把題目給了

我。那時，我已立志學醫，

我寫道我的志願是當醫生。

我知道父親曾是醫師，那時

的我，其實對醫師這個職務

還沒有很清楚的概念。 

 母親常說她養我，讓

我受教育，我不曾讓她擔憂

過，事事一直很順利。我則

常開玩笑的對她說，還好母

親沒生一個智能不足的，我

也沒有讓她一生的希望落

空。我還記得那年（����）

大專院校錄取名單是以廣播

電臺播報的。我們母女守在

收音機旁，當台大醫學院醫

科新生名單沒有我時，一陣

失望之餘，我無心去聽北醫

與高醫醫科的錄取名單，心

想母親是沒有能力讓我讀七

年私立醫學院的，我把心思

放在四年制的藥學系上。不

料，我的名字是以吊火車尾

似的掛在高雄醫學院醫科後

面算回來第五名錄取的。我

們母女在附近人家以鞭炮慶

祝中榜聲中，不約而同的

「哇！」一聲，陷入愁雲慘

霧之中，料想勢必放棄。 

 由於有了慶應「三、

四會」與「尼斯可」的每學

年兩期的獎學金，我十分順

利的完成高雄醫學院的醫學

教育。這次，我以自前面算

起第五名的成績走出校門。 

 

（三）二二八宜蘭大病院郭

章垣院長遺孀郭林汾遺稿

（以台語語氣寫作） 

 

【取材自 )DFHERRN��KWWSV���

ZZZ�IDFHERRN�FRP�

JURXSV������������������，

母親的三國誌 (續十一) 

「三、四會」與「台灣尼斯

可製藥廠」的助（獎）學

金，還有 「顯微鏡的故

事」】 

 

 後來，她父親的慶應

（在台）校友會知道勝華考

上高醫，就集起祝她入學的

金錢約有近一萬，特別說要

給她預備買顯微鏡。這是慶

應大學各系所集成，慶應大

學的校友會因文科、經濟

科、法科等都在三田，而醫

科是在四谷，所以叫做

「三、四會」。我們後來在

顯微鏡的把柄上漆上「三、

四會贈」字樣來紀念。 

 台灣的「三、四會」

還有一學期二千四百元助學

金直到她畢業為止。陳拱北

先生是勝華父親的同班同

學，他當時是台大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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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主任（所長），當

時，慶應大學在台的同學會

有一筆錢寄在彰化銀行，是

台灣「三、四會」集錢慶祝

母校建校一百年的餘款，放

在彰化銀行生利息，本來利

息要用做台灣「三、四會」

校友聚會的錢。那筆利息錢

由陳教授的奔走，得到大家

的同意，而決定拿出來給勝

華做助學金的，真是謝天謝

地。我可以不慮，安心給她

學業。 

 後來，她叔公(台灣尼

斯可製藥廠創始人)也每學期

寄來二千元助學金給她。後

來，註冊費提高，她叔公的

助學金隨而提高，每學期開

學前準時寄來給勝華，這些

幫助都是我們預先意想不到

的。 

 勝華開始去就讀高

醫，起初， 她祖父母也很高

興。頭二年，祖父要她每學

期到高雄上學前先到溪口，

由她阿公即時拿出 ���元，然

後向她三叔要 ���元，其他七

個叔叔（子女尚小），有的

���，有的 ��，加起來 大概

是 ����元左右，給勝華相添

去註冊。 

 三年級開始，醫學課

程有用到顯微鏡考試，因為

是私立大學，每個學生都必

須自備顯微鏡。她七叔那時

在台北做鐘錶行生意，我們

把「慶應台灣三、四會」替

我們預先指定買顯微鏡的錢

（七叔自稱跟儀器行很熟可

以買到好價）提早半年匯款

給他，他答應農曆過年回溪

口時會帶回來，讓勝華趕上

寒假後的考試。我們正月初

二回去，他竟沒有買回來，

也不見其人（原來七叔把錢

挪用了，沒錢買我的顯微

鏡）。勝華急著，眼淚都流

出來（沒備有顯微鏡參加考

試是會落第的！） 

 開業醫生也超過十五

年的她三叔，他無說自己小

弟不信守，反而對勝華大聲

大罵：「妳爸爸讀醫學院都

沒有買顯微鏡，我讀醫學院

都沒有買顯微鏡，妳買什麼

顯微鏡？」我們不是要他們

的錢來買顯微鏡，是她父親

的同學知道要自己預備，才

特別交代我們說，那些錢是

要買顯微鏡的。別人都替咱

設想，她自己的阿叔大聲罵

得那正月二日中飯不吃就回

來。 

 我想，我們如果不是

回去土庫自己住，勝華免想

要讀醫科的了。後來，是她

五叔因出租幫浦給農人灌溉

水田有賺錢，他拿錢出來幫

忙，又添了一些，買了一萬

多的 2O\PSXV顯微鏡，讓勝

華趕上考試。 

 當年，她三叔在台灣

考不上高中，如果勝華的父

親沒有苦苦哀求他們父親把

異母的三弟帶去東京，親自

替他補習，又逼他入臨時醫

專，免去做兵，他能做醫生

嗎？以後，勝華都不回去溪

口向他阿公叔叔們拿錢，只

領外人的誠意就好了。（其

後，本來祖父母預定要繼承

大房的二表哥（勝華二叔次

子）也到了美國，沒結婚

前，曾兩次寄美金 ���元給 

母親，也是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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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台灣，日常生活

上碰到很多溫馨的小故事，

一直沒空寫出來，再不寫恐

怕都會忘了。 

 上個月去了一趟桃

園，回花蓮途中也順道去台

北跟一位老朋友見面。早上

帶著兩件小型行李箱和一個

小帆布袋，從桃園火車站搭

台鐵往基隆的區間車去台

北，上了車沒座位，就依著

門邊站著，兩件小型行李箱

靠在邊上，用兩腳頂著免得

溜走，小帆布袋就放在行李

架上，因為擔心下車時會忘

記拿，握著行李架的手還騰

出手指勾著帆布袋的提把，

以為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到了台北車站，出了

月台上到地面層，才發現手

邊只有兩件小型行李箱，那

個帆布袋還留在行李架上。

本來想想算了，裡面除了有

一頂女婿送我的福特號航空

母艦的紀念帽有點價值之

外，也沒什麼重要的東西，

而帽子也還可以再買。如果

是發生在美國，這袋子找得

回來的機會也應該很渺茫。

幾年前搭長榮班機從台北直

飛洛杉磯，下機時忘了帶上

飛機用來頂住腰部的打坐用

的小坐墊﹝]DIX﹞，回到家立

刻跟長榮報失，也沒找回

來。 

 正在打算放棄的時

候，想到以前聽過很多在台

灣發生的失物復得的故事，

而我這次正是發生在台灣的

火車上，覺得不妨試試看。 

 於是，馬上拿起手機

ㄧ滑，找到了基隆火車站的

失物招領服務處，一個電話

掛過去，是一位很有禮貌的

小姐接聽的。我簡單的敘說

事由和形容了一下失去的袋

子，她說火車剛到站，她去

查查看，要我在電話裡等一

下。她回來之後跟我說沒有

看到，還跟我說也許有其他

人撿到，可能晚一點會拿

來，要我留下姓名和聯絡電

話。 

 第二天早上，基隆火

車站服務處的另一位小姐就

來電話說袋子已經送到她們

這裡了，我隨時可以去領

回。我問她是否可以送來花

蓮站，她說可以但是需要兩

天的時間，我欣然同意她把

袋子送來花蓮。 

 兩天後，我去花蓮站

服務處詢問，服務員看了我

的身分證，就進去裡面的辦

公室把我的袋子拿出來交給

我，袋子裡的東西一樣都沒

少掉。 

 這次事件讓我十足的

體會到台灣人的愛心文化，

也很高興去年選擇搬回來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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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主宰著「意

念」? 我們有那些「意念」？ 

 從機械論的觀點來

看，意念或思想都是物質(如

大腦的腦神經)的副產品。但

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資訊

傳播的廣泛，事實上因此所

顯現的證據並不是那麼的簡

單。在五個量子層次的實驗

顯示 �， &DUO�-XQJ�與

:ROIJDQJ�3DXOL��奧地利物理學

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量子

力學的先驅) 是正確的，他們

說應該把物理學的定律與意

識看為同一件東西。一個系

統的行為會被觀察者所影

響，而觀察本身就是一種意

念或意識的投射。而人腦內

有 ��-���億（����）個神經

元，神經作用的傳導是以分

子或離子層次進行，所以在

單位體積內有這麼多的分

子、光子在活動，大腦內也

一定是以量子力學的原理在

進行。由此推知，我們生存

的這個宇宙，絕對不只是機

械論或唯物論所說的那麼簡

單。 

 接著我們將在可認知

的範圍內探討影響控制「意

念」的因子。也就是排除探

討前面所述目前科學尚無法

認知的史前史累積的經驗，

也就是排除對「無明」的探

討。而只針對人類已知的心

理學的範疇來分析探討。 

 人世最好的控制系統

就是要知道所輸入物、處理

程序、及輸出物。所以要控

制意念，就必須先了解我們

的意念的變化及種類，了解

我們的意念如何來，如何

去，了解有什麼樣的意念，

才有辦法去對付它、整治

它、控制它。首先看看我們

可能有那樣的意念？ 

 基本上我們人類的意

念的來源有兩種：一是源自

身體感官；一是源自學習外

界的知識。我們的意念、情

緒等思維活動就是這兩個來

源糾結的結果，不論是邏輯

性的、或者是情感性的。 

 源自身體感官，也就

是五個感覺器官對外在世界

偵測有五個對象，也就眼睛

看形色，耳朵聽聲音，鼻子

嗅香臭，舌頭嚐味道，身體

感觸覺及內感。也就是外在

世界和五個感覺器官對應的

色、聲、香、味、觸等五種

客體，稱之為「五塵」。五

官藉由五種感覺神經或五個

識別系統：「眼識」、「耳

識」、「鼻識」、「舌

識」、「身識」，統稱為

「五識」，將五塵的體驗轉

化為神經訊號傳到大腦的

「自我中心」、「評估中

心」分析處理加上意識的決

策，對其結果或者反應、或

者儲存。為了方便探討，我

們將意識稱為「第六識」；

我！我！我！凡事以我為中

心的「自我中心」就稱為第

七識；資訊及經驗的儲存包

括潛意識稱為「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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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識」就主宰著我們的生

活與生命，其中包括源自感官

與學習而來情感與理智。人類

所有的七情六慾、意志等精

神、心理作用等也都由此衍生

而來。也是我們意念的來源。 

 我們可以把這八個識一

統簡單的稱為「心」。而由這

「心」所衍生出來、繫屬於這

心，又能與心相應，屬於

「心」的活動或念頭有五十一

種，稱為「心所有」的活動。

這五十一個「心所有」的意念

或念頭，可以分為六大類： 

一、「遍行」； 

二、「別境」； 

三、「善」； 

四、「煩惱」； 

五、「隨煩惱」； 

六、「不定」。 

 

詳細分析如次。(待續) 

 

 

 

 

1《五個不可思議的實驗會讓你

相信現實只是幻覺》 
http://hssszn.com/archives/4080� 

 人類有些什麼「意念」？ 

 人類從「心」或八個識所衍生出來的心理活動或意

念有六大類，這六大類分析解釋如下： 

 第一大類稱為 「遍行 」。「遍」是周遍，「行」

是行巡；就是周遍行巡的意思。表示這五種意念由「心」

所生，不論何時、何地、遍及善、惡或非善非惡都可同時

產生現行。「遍行 」有五項，分別是：一、作意；二、

觸；三、受；四、想； 五、思。 

一.作意：「興起念頭」， 這是極其敏感的心理作用。人

的感官對前面所言的五塵，如眼對形象必得「興起念

頭」確認才能知它。這實際上有兩層的作用，先是未

起念，接著起念後趣向所緣對象。 

二.觸： 觸是在前面所言的色、聲、香、味、觸等五塵之

一，這是指身體所接觸外界的東西，如堅、濕、煖、

動、澀、滑、輕、重等客體。但是在此，觸有另外有

一個解釋，它是指感官對著外境接觸所發生的一種心

理反應。也就是六根、六識及六塵接觸和合就產生六

觸，如眼根、眼識和色合就產生六觸，以下類推如耳

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但假如六根沒有和外

界接觸，就不會產生任何的心理活動。所以要控制自

己的行為思想，最牢靠的方法就是避免根、塵、識三

者的和合。 

三.受： 就是 「領納感受 」。這與前項所說的「觸」心

所，有前後發生的關係。「受」等於心理學上所說的

「情緒」。人的情緒千變萬化，完全是受外界環境的

影響，順我意則樂喜，逆我意則苦則憂，無順無逆則

不喜不苦、不喜不憂。所以「受」是發起愛諍根本。

「受」能起「愛」，而貪 愛則為造成煩惱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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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想這個字，上半部是「相」，下半部是「心」，就是境相在心留下印 象，這印象就

會常常浮在心頭，引起思維，這就是「想」。「想」的特性 是「取像」，也就是分別客

觀境界的差別相。可是由於人類在認識上的偏差，以及想像上的誤謬，所以思想、見解

往往都顛倒不正確的，所謂「見仁見智」。每個人的見解都是固執己見，很少人願捨己

見而從他見， 因此各種思想之間常常會發生衝突、鬥爭。 

五.思：就是思慮。我們常把「思想」二字連在一起，以為思即思想，其實細看有差別的，

思是思，想是想，需要分清楚！我們的各種心理與行為的原動力是受「思」所支配。細

分「思」有三個層次： 

���審慮思—在內心籌畫、度量此事應不應該做。 

���決定思—審慮之後，決定此事應該做。 

���動發思—既然心意已決，遂發動身體或口去行動。可見「思」是我們身體行動、思

維、口說的總指揮。  

 

 第二大類稱為「別境」。「別境」的別是特別、差別。境是指境界或事務。別境就是

特別的心理境界。「別境」也有五項，分別是：一、欲，二、勝解，三、念，四、定，五、

慧。這五種不能同時升起。可以啟動其中一項、啟動二項、啟動三項、啟動四項、或五者都

啟動。分別說明如下： 

一.欲：就是「希望」。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所好樂的境界，希望擁有獲得，稱為

「欲」。「欲」的念頭有好有壞，一般人所樂的境是財、色、名、食、睡等五欲，

對之生起欲望，引來煩惱就不是善欲。倘若所樂境是節制，修定，求慧，對之生起

欲望，是為「善欲」 

二.勝解：就是「殊勝的見解」。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決定境」譬如某一種學術主張或

某一個宗教的信仰，對它十分肯定、認同而完全服膺那些見解，此就是對它有殊勝

之見解，稱之為「勝解」。「勝解」也有好有壞。 

三.念：就是憶念。對於過去曾經學習的或經歷的境界，心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記

憶不忘的心理作用。「念」也有好有壞。譬如所習的境界是正法，對它明記不忘，

是為正念。反之，若所習的境界是邪惡的，對它明記不忘，就為邪念。 

四.定：又名三昧、或三摩地。也就是對於所觀的境界，使心專注不散。這又分兩個層

次：一是所觀的是什麼對象，二是對境要全神貫注，專心一致，若無法專注就沒有

「定」可言。 

五.慧：「慧」就是一種能分別事理，決斷疑念之作用。是說人們對於各種事物得失的

境界，有簡別力和決擇力，稱之為「慧」。「慧」是屬於非善非惡的。「慧」假如

和「善」的心理作用(就是下所列第三大類的「善」)相應，就是「善慧」；假如和

「煩惱」和「隨煩惱」(就是下所列第四、五大類)相應，就是「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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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類為「善」。「善」就是會讓我們對於現在及未來，對自己及他人免於煩惱及

痛苦具正能量的意念。它是不限於時間和空間的。善念有十一項，分別是一、信；二、精

進；三、慚；四、愧；五、無貪；六、無嗔；七、無癡；八、輕安；九、不放逸；十、行

捨；十一、不害。分別說明如下： 

一.信：「信」就是信心、信仰之心，也就是內心對某一對象沒有絲毫的疑惑，有殊勝

的了解，因而生起一種崇敬、仰慕、好樂、渴求之心，而，稱為「信」。樂求善法

是鼓舞人們努力向上的原動力 

二.精進：「精」就是精純，「進」就是勇往直前，不管順境、逆境，始終不改變初

心，永不退轉，稱為「進」。「精進」就是一種向上、向善、向光明努力不懈的進

取心，對惡行快刀斬亂麻得決斷心。 

三.慚：「慚」就是一種羞恥心，一種反省、自覺的能力，對自己或自己所屬的團體有

很多不善的地方，產生羞恥心稱為「慚」。 

四.愧：「愧」也是一種羞恥心，與前一個「慚」不同的是這種羞恥心是來自對於外來

輿論的考慮。「慚愧」二字常合用，詳細分析，此二字略有差別，即慚是「慚

自」，愧是「愧他」。一個人若有「慚愧」，則能培養出完滿的人格，人人具此慚

愧心，則家庭幸福，社會祥和。反之，假如世人都沒有慚愧心，寡廉鮮恥，一個不

安和的社會是不可避免的。 

五.無貪：「無貪」就是對於財、色、名、食、睡及外在的事物，起厭離心，而不去貪

戀執著，這在善法中，是極為重要的一條，在所謂的「三善根」—無貪、無瞋、無

癡，「無貪」是排在首位。「善根」的根是能生的意思，是根本的意思。以「無

貪」等三善根能出生無量善法，無量善法都以此為根本，因此能得增長，所以稱為

「善根」。而「無貪」的功用在於「能作眾善」，所謂「無貪」能生一切善，是一

切善之根本。 

六.無嗔：「無瞋」就是遇到不如意的刺激或環境，心理能忍辱，不發脾氣，保持心平

氣和，就叫「無瞋」。「無瞋」也是三善根之一，因由無瞋可以出生無量善法。

「無瞋」不只是消極地忍受逆境而已，更能在忍受逆境時積極地為善。 

七.無癡：「無癡」就是一種智慧，對於一切事理的真假是非能夠明瞭透澈，就叫無

癡！人生在世主要在能破迷啟悟，轉識成智，求作一個有智慧的人，絕不感情衝

動，辦糊塗事，所以「無癡」也是三善根之一。 

八.輕安：所謂「輕安」，輕是輕快，安是安樂，身心輕快安樂，就是輕安。也就是遠

離貪婪等染污的念頭及一切煩惱之壓迫，身心調和舒暢。因為心中沒有煩惱擾亂，

覺得廣大寬平，而身體常感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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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放逸：「不放逸」從消極來說是不放縱身心，隨時隨地檢點身心，決不讓自己向

損人不利己的方面發展；而更積極地努力從事自利利人的行為。「不放逸」與「精

進」關係密切皆以努力善行為目標。 

十.行捨：「捨」即放下、離相、不執著，「行捨」對自勵者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必

得隨行隨捨，才能到達目的地。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

而不居」，即是「行捨」之精義。目標在於「能使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 

十一.不害：「不害」所謂對於各種生命，不去侵損逼惱，也就是不作任何會損害他人

的生命、名譽、財產乃至不妨害公共秩序、不侵犯他人自由等都是。「不害」是形

成一個祥和社會的重要元素。(待續) 

 

 
（一）珍品 

綠綠衣裳，色光澤； 

彎曲姿態，棒狀折。 

內在質實，外清新； 

多汁甜美，味口合。 

滋潤容顏，護肌膚； 

清涼消暑，它功效。 

較低熱量，屬良方； 

光滑益氣，提神藥。 

嫩瓜香干，涼拌菜； 

或是清炒，勝什錦。 

翠綠不黑，最吸引； 

營養價值，正上品。 

柔軟如意，人人愛； 

山珍海味，唯瓜菜。 

此菜獨獨，天上有； 

品嚐佳餚，喜久久。 

菜瓜菜瓜，不自誇； 

向下紮根，上開花。 

謙遜博愛，主訓誡； 

認罪悔改，存敬畏。 

（二）難忘 

獻上感恩，以誠心； 

麟角獨特，貴勝金。 

麗質詩歌，享樂音； 

津味流露，歡欣欣。 

技能攝影，一級手； 

術法取景，忘自我。 

創新分享，多樂趣； 

意情熱愛，銘心記。 

服氣心悅，授臺語； 

務實致力，握現今。 

人人尊崇，勤切磋； 

群策群力，一家親。 

主愛滿溢，全齊備； 

賜予平安，好溫馨。 

恩澤祈求，福加倍； 

惠豐慈愛，滿胸襟。 

（三）解脫 

淒風苦雨，烏雲密； 

驚濤駭浪，剌骨寒。 

朽木孤舟，何處衝？ 

魄散九霄，深海中。 

儆醒祈禱，靈降臨； 

專心等候，詩歌吟。 

聖手伸出，緊牽住； 

曙光一線，神保護。 

上主指引，達彼岸； 

適時溫暖，如冬陽。 

明見萬里，心安詳； 

芬芳怡人，漫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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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 

 歷史是一面鏡子，尤

其是在 ��世紀和 ��世紀之

間，我的家鄉台灣，曾經發

生過許多苦難的事，這些悲

傷是殖民時期高壓統治控制

下的災難。先輩們得到了這

些教訓，他們要子孫記住，

不應該再重複遭受這些苦

難。他們明白，如果人民沒

有力量牽制政府，那麼生活

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人，會遭

受長遠的痛苦。時代不斷的

進步，文明的國家必須教育

人民參與政治及各類公共事

務，這樣才能進入民主社

會。必須了解有政黨政治，

才有互相監督的功能，人民

才能作主享受自由。如果我

們喜歡我們住的地方，無論

是原來的居民或早到晚到的

移民，只要認同這塊土地，

合作建立這個國家，這樣的

社會，子孫後代才有希望及

未來。 

 看看歐洲的歷史，在

��世紀思想逐漸開放的時

代，因為地中海的海域和天

氣很適合航行，一些勇敢的

水手和探險家因而嚮往航海

探索。生活在思想自由的

人，有許多思考的空間，因

此科技發達，航海技術不斷

發展。終於有一位探險家哥

倫布，在 ����年發現了美洲

新大陸。他們在新的地方看

到許多新奇的事物和希望，

然後大量移民，成為歐洲強

權的殖民地。不久這些移民

成為美洲殖民，帝國和王權

繼續征服侵占領土，在 ����

年促使美國獨立建國成功。 

 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

家，它引進歐洲大量的思想

法規及教育，建立新的制度

保護人民。慢慢主觀地認為

自己的文化比較優秀，因此

也強迫原住民適應。例如他

們看到原民使用毯子作為衣

服或褲子，無法忍受鬼舞迷

信的儀式，強制他們改善。

他們並建立印第安學校，強

制原住民接受當代文明的教

育，卻引發很大的衝突。後

來政府創立一些印第安人的

保留區，但這些事實上是一

種管制。印第安人因為缺乏

教育和先進科技，失去了競

爭能力，逐漸失去了很多的

土地。那時美洲各地受殖民

帝國侵襲，招致許多文化習

俗倍受衝擊。被殖民的人看

不到自己的落伍，因此遭受

很多戰爭失敗的痛苦。面對

苦楚的生活，經歷嚴酷的教

訓，他們迅速學習了一些先

進的想法和知識。殖民地一

個接一個面對事實，成為獨

立的國家。這是歷史的驗

證，是我們學習的借鏡。 

 ����年代，美國歷史

有一段非常特別的啟示，那

就是解放奴隸的內戰。戰爭

後林肯宣布大赦，重建國家

彌補傷口。他研究所有戰爭

的歷史，察覺只要心存善

念，加上寬闊的胸懷，以和

平愛心向前邁進，讓人民和

政治對手看到善意，才有理

性的政治社會。他表現出卓

越領導者的風範，是一位值

得我們敬佩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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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有

很多新奇的地方，一直以

來，我們總是找新的地方去

探索，旅遊地點的選取把去

過的地方放在最低、最後的

順位做考慮，而今年我們變

成旅遊超馬了，每隔幾個月

做一次一至兩週的旅遊，不

過，大概多半是舊地重遊，

多少有些熟悉感，在追尋舊

日的記憶中卻也感覺親切又

美麗。 

 四月初我們重返日本

東京，文德他們第一次去，

我們隨行，重新認識日本，

驚豔又意外地發現日本賞櫻

的美麗與櫻花文化的精神風

氣，在秀峰閣欣賞富士山的

神聖與氣勢，尤其是懷石料

理，讓我們一家人格外珍惜

在日本這段美好的人生紀

念。 

 六月中我們開車重遊

紅河谷、大峽谷、布萊斯公

園、錫安公園，我們這次選

擇跋山涉水的健行，放緩放

慢腳步，一樣留下前所未有

的印象，尤其在冰冷的山河

源頭跟所有遊客一樣，捲起

褲管，一步一步走向錫安公

園的瀑布峽灣，原來美國國

家公園的美麗不是用看的、

而是用走的，我們期待以後

有機會陪我們的小孫子們再

去走一趟，且待我以後再述

說我們的這些重遊體驗。 

 八月底我們重遊澳洲

雪梨，我們去年剛去過紐西

蘭及澳洲墨爾本、返程過境

雪梨，我們對雪梨仍舊印象

深切。二十多年前我們第一

次去雪梨，文加只有十一、

二歲，文德高中畢業、暑假

去以色列遊學、沒有與我們

同行，那次是我們第一次橫

越赤道、穿過南半球飛行，

搭乘澳洲航空公司經濟艙、

十七小時的飛行，由於時差

的關係，我們三人在旅館內

昏昏沉沉地，從早上七、八

點一直昏睡到下午四、五

點，我們至今難忘雪梨的第

一次接觸，當年即使年青力

壯，依然打不過時差體力的

折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

長途飛行有一種無奈的恐懼

感。 

 我們第一次去雪梨，

仍然有過很多、很美麗的回

憶。因為舊地重遊、我們把

握這個機會，很費心、很用

心安排了許多新奇的行程。 

 

* * * * * 

 我們這次去雪梨主要

去參加第二屆的「雪梨盃」

足球比賽，上一屆由柏克萊

分校及夏威夷大學出賽，頗

受雪梨居民所歡迎，今年第

二屆由史丹福大學和德州的

萊斯大學比賽，比賽日期是

八月二十七日（週日）中午

十二點（美國時間晚上七

點）配合 (631運動頻道實況

轉播，所以，我們的行程安

排是 �月 ��日從聖地牙哥出

發，�月 ��日抵達雪梨，�

月 ��日（週二）再從雪梨搭

機返回美國。 

 我們去過溫布頓網球

公開賽及美國網球公開賽，

常常想去澳洲看網球公開

賽，但是澳洲網球公開賽固

定在一月底正好是旅遊旺

季，球賽門票超貴的、機票

住宿也比一般日期貴許多，

我們不想湊熱鬧又影響旅遊

品質，網球賽看不成，退而

求其次，選擇去看雪梨盃足

球賽，再利用機會安排其他

行程，充份利用再訪雪梨的

難得機會，於是，我們費盡

心思就是希望有個不一樣的

雪梨假期。 

 我們先參考旅行社安

排的行程，七天六夜，不含

機票，每人 ����元（稅另

計）再加球賽門票每人 ���

元，旅遊套裝行程包括藍山

（%OXH�0RXQWDLQ）一日遊、

雪梨動物園一日遊、雪梨港

灣遊輪及歌劇院（2SHUD�

+RXVH）一日遊，行程雖然豐

富踏實，不過，這些熱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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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半為了一般觀光客所安

排，我們不習慣這些套裝景

點、也去過這些套裝景點，

所以，我們沒有考慮參加旅

行社的套裝行程，有的旅行

社增加安排坎培拉或黃金海

岸的兩天ㄧ夜的路線，旅遊

導覽介紹行程如何美麗及新

奇，仍然無法說服我們去遊

覽黃金海岸，我們決定去澳

洲北岸的科昂（&DLUQV），這

是一個列入聯合國保護的自

然生態遺產，我們要去的地

方中文叫做「大堡礁」

（*UHDW�%DUULHU�5HHIV）。 

 我們先買好去澳洲雪

梨的機票，日期確定，�月

��出發 �月 ��日返回，聯合

航空的班機，�月 ��日早上

抵達雪梨後、為了減省進出

雪梨機場及轉機過夜的往返

時間，我們抵達雪梨機場後

直接轉機前往科昂大堡礁，

從雪梨到科昂三小時的單程

飛行時間，大概是美國東西

兩岸之間的距離，我們買了

澳洲虎航（7LJHU$LU）的班

機，下午三點多抵達科昂

港，還有充份的時間可以休

息、熟悉一下環境，在科昂

足足三天的時間，探索澳洲

珊瑚礁海域自然遺產的風貌

與樂趣，可以浮潛、游泳、

潛水，也可以就近在海域的

玻璃窗海洋博物館欣賞珊瑚

礁及各種魚群的生態。 

 我們自己安排的住宿

旅館是一個四星級的渡假

村，另外再安排預訂「發現

旅遊」（'LVFRYHU\�7RXUV）的

行程路線景點，行程精緻，

一天搭乘遊艇在各個珊瑚島

深入探索，浮潛、游泳、潛

水應有盡有，一天前往科昂

著名的熱帶雨林自然保護

區，看盡人煙罕至的澳洲海

岸，我們機票、住宿及旅遊

細節完全安排妥善，這是一

次讓我們殷切期待的不一樣

旅遊。 

 這個科昂珊瑚礁島嶼

群是世界僅存的自然海洋保

護區，跟美國大峽谷和非洲

維多麗亞大瀑布一樣，同列

為自然遺產，不過，由於氣

候變遷、海洋氣溫昇高，珊

瑚礁海域漸漸消減，我們充

滿期待這次去澳洲暢遊珊瑚

礁島的行程。 

 由於我們需要轉乘澳

洲虎航班機，我們第一次搭

乘廉價航空的飛機，購買機

票的時候按需求程度規定昇

等、並加付行李拖運的費

用，我們選擇每人兩件隨身

行李的選項。但是，廉價航

空果然麻煩，一大一小的行

李，各有大小尺寸的規定、

也有容量重量的限制，我們

打包行李的時候，一次又一

次、一件又一件地，用量尺

丈量、用磅秤過磅，終於很

精簡地打包完成。 

 我們去年去澳洲紐西

蘭因為沒有事先辦理入境簽

證、差點無法登機，所以，

我們這趟雪梨旅遊有了「驚

驗」，再三檢查我們的簽證

單據，�月 ��日準時去機

場，順利登機，過境舊金山

轉往澳洲雪梨的聯合航空班

機。 

* * * * * 

 聯合航空從舊金山或

洛杉磯每天只有各一個班次

前往，我們舊金山轉往澳洲

雪梨的班機晚上 ��點 ��分，

由於雪梨機場有夜間宵禁的

規定，早上六點以前沒有飛

機起降，所以，舊金山或洛

杉磯的的班機一樣是晚上 ��

至 ��點起飛，十五小時的飛

行時間、在早上六點半左右

抵達雪梨。 

 我們的班機很早抵達

舊金山，我們前往聯合航空

旅客休息室候機等候，大約

在晚上十點十分，我們離開

聯航休息室前往聯航的登機

門，停機坪卻沒有我們的飛

機。 

 登機門候機大廳有近

三百名滿座的乘客，十二個

空服組員及正副駕駛也在等

候登機，櫃台作業員廣播說

「飛機在維修棚已經緩慢滑

行中，因為舊金山機場夜間

起降忙碌，必須靜候機場塔

台指示才可以從維修區安全

穿越飛行跑道」，起飛時間

因此不斷延後，從十五分

鐘、三十分鐘、持續增加至

十二點半、一直到凌晨十二

點半、我們的飛機才進入停

機坪，正副駕駛、空服組員

及所有乘客很有效率地、很

短的時間內完成顧客登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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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我們在自己的座位入座

並安頓下來，我們的期待成

真，很快可以抵達雪梨及科

昂完成我們大堡礁的探索自

然遺產了。 

 空服員分別招呼每個

乘客提供茶水或報紙，並詢

問飛行後需要的餐點選項，

卻遲遲沒有做其他起飛的安

全示範或解說，氣氛詭異，

我跟淑玲說好像有些問題，

幾個資深空服員在前艙內來

回走動，大約又過了十分

鐘，機長終於廣播說「由於

飛機維修延誤造成機組人員

工作超過法定時數，又無法

調動候備組員，今晚的這個

航班因此取消，請所有乘客

下機，下機後旅客大廳有聯

合航空的地勤人員，可以提

供必要的安排及住宿服務，

很抱歉我們必須做取消今晚

班機的決定」。 

 所有乘客一陣錯愕、

卻也無可奈何地忍耐下來，

靜靜地摸摸鼻子，紛紛把架

上的隨身行李卸下，慢慢地

一個一個走出機門，因為一

天只有一個航班前往雪梨，

最快也只能搭上明天晚上同

一時段的班機前往雪梨，但

是，三百多個乘客根本不可

能同時候補上同一個班機前

往，我們頓時為了後續的行

程煩惱，期待已久的科昂大

堡礁旅遊行程忽然消失、泡

湯了。 

 期望落空的精神折騰

比起金錢浪費的物質損失更

大、更難過，在等候補位的

長長排龍中，已經深夜一點

半，機場顯得格外落寞而冷

清，我利用排隊等候的空檔

時間，打電話給雪梨的虎

航、住宿旅館及發現旅遊行

程，因為國際電話及時差，

聯絡電訊不佳，幾次中斷又

要從頭說起，虎航廉價航空

沒有臨時取消的規定，必須

重新購票，住宿渡假村因為

超過 ��小時免費取消的時

段、必須照樣全額扣繳，無

論如何解釋沒有轉環的空

間，大堡礁潛水及熱帶雨林

探險行程，他們願意開據證

明文件讓我們可以向「旅行

不便險」提出賠償，感覺上

誠意十足，只是拐個彎、罵

我們倒霉、沒有事先購買旅

行平安保險。 

 在長長漫漫地等待補

位的排隊中，我們的心情漸

漸地調適，已經開始認清與

接受去不成「世界珊瑚礁自

然海洋遺產」的殘酷事實，

為了「損失極小化、效益最

大化」，我們甚至思考是否

取消雪梨的整個殘餘行程，

陷入「去與不去」的長考，

��個小時的飛行時間是一個

很大的體力折磨與挑戰，我

們不願意選擇經濟艙的座

位、要求寧願日期延後選擇

商務艙的座位，所以，聯合

航空同意把我們安排至兩天

後的商務艙座位，聯合航空

把我們的旅館安排在離機場

五十英哩外的渡假旅館內，

我們在凌晨四點才終於入住

旅館休息入眠。 

 第二天，我雖然未曾

說明原因，趕緊電郵給同鄉

劉武鴻，跟熱心的武鴻同鄉

交待、無法順利寫出文稿提

供九月份鄉訊後，在旅館持

續處理後續的行程安排。 

 我們利用這突然多出

來的兩天時間，在舊金山做

難得的兩日遊，就這樣，我

們原來期待的大堡礁潛水探

險變成了「舊金山大橋」及

「現代建築藝術宮」的文化

之旅，我們兩人攜手輕鬆同

遊，果然心情真的沉澱下

來。 

 

* * * * * 

 8 月 22 日我們搭舊金

山捷運去機場，因為還有滿

長的時間等候登機，晚上九

點左右長榮航空貴賓室開放

使用，提供長榮航空夜航班

機往台北的商務艙顧客休

息，我們去長榮航空貴賓室

詢問我們可否使用，她們居

然同意讓我們進入、等候聯

合航空的班機，但是要我們

自己注意登機時間、她們不

會廣播提醒搭乘非長榮航班

的顧客，我們感激地進入貴

賓室享受台灣料理、點心、

小籠包、擔仔麵及其他熱

食，接近登機時間才離開長

榮貴賓室。 

 我們的班機準時十點

五十分起飛，兩天後、��小

時、����英哩（�����公里）

的飛行，新型波音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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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艙平躺式座位、享受各

式餐點熱食飲料的奢華服

務，�月 ��日早上七點多、

我們舒適安全地抵達雪梨，

機上睡得舒服、吃得享受，

艙壓自動調適，我們沒有時

差或疲憊的感覺，搭乘雪梨

地鐵從機場直接前往我們的

喜來登旅館（6KHUDWRQ� 

+RWHO），旅館在市中心、面

向海德公園，我們在雪梨只

有短短幾天的時間，我們稍

為休息後，輕鬆地展開我們

的隨意隨心活動。 

 中午時分，我們從旅

館朝雪梨港口碼頭區走去，

只有七八個街口的距離，大

約十多分鐘就走到了，雪梨

港澳有六個渡船塢，一艘龐

大的麗池郵輪停靠一處，幾

個船塢似乎十分忙碌，我們

走走逛逛後前往雪梨歌劇院

參觀，巨大的五片開展的白

色蚌殼建築，清�晰的遠遠呈

現在眼前，我們停留期間沒

有表演的節目，我們在歌劇

院繞了一圈後，前往維多麗

亞公園，澳洲是英國協的國

家，取名維多麗亞，必然是

大而美的公園，公園內有巴

士載運，我們選擇按公園指

標一處一處地漫步欣賞，每

個公園花圃整理得十分精緻

美麗，各種珍奇美麗的花

卉，在充足又沒有污染的澳

洲陽光下，顯得格外特別而

鮮艷，公園環繞著雪梨港

灣，不時有漫跑或漫步的遊

客在享受公園的清閒暇意，

我們在休息區吃午餐，在公

園及港灣散步聊天，足足走

了三個多小時才返回旅館，

小睡片刻後，已是傍晚時

分，我們決定去鼎泰豐吃台

灣料理及點心，渡過了我們

輕鬆又平靜的一天。 

 第二天，我仍如往常

一樣，五點半起床後外出漫

跑，前往船塢生活區（7KH�

5RFNV）及雪梨跨海大橋

（7KH�%ULGJH），從旅館門口

前往經過渡船口、生活區、

階梯步道（QXUVHU\�VWHSV）及

大橋漫跑，來回約十公里，

順便熟悉一下雪梨的環境，

這幾天外出市區遊，不至於

陌生而畏懼，這個跨海大橋

跟雪梨歌劇院一樣是澳洲雪

梨的地標景點，大橋鋼鐵建

造有一百二十年以上的歷

史，展現早期英國鋼鐵工業

的盛況，世界各英國屬地都

有同樣的大型橋樑，車輛、

火車及行人可以共享共用鐵

橋的便利與景觀。 

 鐵橋是行人徒步或運

動最受歡迎的景點路線，橋

上可以看日出、日落晚霞、

市容、海景、與歌劇院相得

一彰，彼此突顯風采，攀登

橋頂（俗稱 &DW�:DON）每次

限二十人、每人 ��元，我自

己漫跑一趟後、陪同淑玲一

起再徒步走一趟，橋長一英

哩，走走看看迷人的景觀，

單程走了足足近四十分鐘，

我們再從對岸橋頭底的渡船

口搭乘渡輪返回渡船塢，渡

輪每 ��分鐘一班，經過歌劇

院、五至七分鐘回到船塢，

從海面往上看鐵橋及歌劇

院、別有一番風味，更是壯

觀而奧妙。 

 我們的旅館在海德公

園旁，海德公園也是許多外

國免費導遊（7RXUV�%\� 

/RFDOV）的聚集出發點，我們

在海德公園不期而遇碰到他

們在集合解說，我們詢問他

們的路線行程，因為那些景

點我們已經自己自行參觀走

過一遍，聽了一小段後我們

沒有繼續參加，我們兩人悠

閒自得地在海德公園散步，

欣賞公園花木、珍奇藝術、

沉思池（5HIOHFWLRQ�3RQG）及

忠烈祠，這幾天經過一處手

工漢堡店，每次都是大擺長

龍、排隊等候，我們十分好

奇，在海德公園返回後，專

門去這家小店面排隊試試，

有牛肉、雞肉、魚肉或羊

肉，幾個年青人很勤奮努力

地在烘培、忙碌地準備顧客

的點食，現點、現烤、現

賣，果然好吃又便宜，這就

是一個自由行的樂趣。 

 

* * * * * 

 澳洲跟夏威夷一樣是

沖浪的天堂，雪梨著名的海

濱沙灘有邦黛海岸（%RQGL�

%HDFK）及曼麗海岸（0DQO\�

%HDFK），邦黛離雪梨市區

近、地鐵公車可去，觀光客

多選擇邦黛海灘，曼麗在澳

洲海岸國家公園內，多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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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前去，必須搭渡輪

前往，每一個小時一班次，

我們選擇去曼麗海岸及雪梨

海岸國家公園。 

 曼麗海灘的渡輪穿越

雪梨橋底下的雪梨峽灣，遠

離雪梨市區，通過翻滾海

浪，船舶顛動很厲害，強風

不時把浪花拍打在船舶玻璃

窗上，感覺滿嚇人的，船上

工作人員似乎經驗老到駕輕

就熟，一點也不在怕，我們

二十五分鐘後抵達曼麗港

灣，遊客中心一位老年服務

志工、意外又好奇地我們準

備沿著海岸邊徒步、走去海

岸公園及終端的燈塔、很耐

心地跟我們詳細解說，來回

一趟約八英哩，我們預定以

兩個半小時走完。 

 只要行動就沒有想像

的困難。我們時而穿過海邊

小村落、時而穿過小魚港碼

頭、時而穿過岸邊小公園，

時而穿過沙灘，只有我們兩

人慢慢地走走看看。 

 走了近 ��分鐘，一個

荒山野地的小沙灘，屬於國

家公園的步道及管理地域，

一個告示牌寫著「澳洲小企

鵝保護區」，企鵝每天晨出

晚歸，請遊客保持肅靜、避

免干擾小企鵝的生活生態，

從這裡往雪梨方向望去，景

色、市容、海景又是一番圖

像，我們駐足享受自然的美

景，從這以後步道終止，我

們無法前進。 

 按路標指示我們必須

走一段回頭上坡的柏油路，

我們有些挫折、更感覺疲

累，這一段一公里長的上坡

路，一拐一灣地似乎沒有盡

頭，我比起大姆指做搭便車

的信號，淑玲不敢也不相信

有人會停車，一步一步地慢

慢走上坡，果然不到五分

鐘，一個年青女士開車停在

我們的路邊，招呼我們上

車，她可以載我們上坡頂的

叉路口，她往曼麗市區上

班、我們往海岸公園燈塔方

向，我們很慶幸地成功搭上

便車，很輕鬆地走到山頂

後，繼續往公園盡頭的方向

一步步走完。 

 公園盡頭有巴士停車

場，多為一般小客車的自駕

遊客，有一部大巴士載遊客

前來，我們在岸邊遠看雪梨

市區及美麗的澳洲港灣海岸

線，因為岸邊風大，又有飄

飄雨絲，我們去岸邊一家咖

啡店休息及午餐，並盤算如

何準備往回程的步行路線。 

 這是一家公園內著名

的咖啡店、有百年的歷史，

消費顧客多為年長的中老年

人，在這裡享受輕鬆的甜點

及下午茶。 

 我們從咖啡店座位往

外看，看到路邊有公車站

牌，回程決定改搭公車，這

裡公車只有三個班次，來程

上午兩班次、下午一個班

次，返程上午一個班次、下

午兩個班次，我們運氣很

好，公車站牌的時刻表寫著

下一班次 �點 ��分經過，我

們離開咖啡店後、在站牌等

候公車，內心半信半疑地不

知道有沒有公車、會不會經

過，大約 �點 ��分公車果然

準時出現，公車站只有我們

兩人候車，司機停在公路

上、招呼我們從公車站走過

去上車，我們上車後準備投

幣，司機說收銀機故障、只

能使用旅遊卡，他要我們不

必客氣，無須投幣上車，我

們不但省了一個多小時的走

路時間與力氣，居然意外地

也省了一筆車費，我們大約

十五分鐘回到了曼麗市區，

我們下車後，從曼麗市區的

行人徒步區，直接慢慢走去

曼麗沙灘。 

 曼麗海灘果如其名，

行人徒步區終止在沙灘公園

的中段，白色沙灘細膩光

滑，面向一片無邊無際的太

平洋大海，一波波海浪不曾

停歇地迎面而來，一兩個小

波浪後面即接上大、時而更

大的波浪，衝浪的愛好者不

由己地會想站在波浪的頂端

礬然飄下，沙灘有四公里

長，沙灘公園兩端一直通往

美麗的住宅區，我們在這裡

停留了近四十五分鐘，才跚

跚愉悅地往曼麗碼頭走去，

行人徒步區的店家看版多寫

著「衝浪愛好者的最後天

堂」。 

 我們走上渡輪，在陣

陣浪花中、淡淡地看著漸漸

消逝的曼麗海灘，我們雖然

沒有去成科昂大堡礁，曼麗

沙灘海岸又興起我們以後重

返澳洲的熱情。 





 

 

 

 

 

 

 

十月份主日聚會講員  

 

 

 

 

 

 

 

 

 

 

 

 

 

 

 

 

 

 

 

 

 

 

 

聖地雅歌台灣基督教會 

10075 Azuaga Street, San Diego, CA92129 

Tel: (858)538-8860  網站: www.sdtlc.org 

聚會 聚會時間 

初信班 主日上午 8:30 

第一堂禮拜/國語 主日上午 09:15 

成人主日學/台語 主日上午 09:30 

第二堂禮拜/台語 主日上午 10:45 

成人主日學/國語 主日上午 10:45 

Youth Bible Program Sunday 9:15 -10:15              

English Worship Sunday 10:45-12:00  

聯合主日聚會 10/08/2017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 聯合主日 10:00 

日期 中文堂 英文堂 

10/01/2017 丘靈光牧師 林德昭牧師 

10/08/2017 林德昭牧師 Pastor Ryan Castillo       

10/15/2017 游俊堅牧師 Pastor Mark Strauss       

10/22/2017 劉曉亭牧師 Pastor James Smith       

10/29/2017 劉曉亭牧師 林德昭牧師       

輕鬆小站:讚美操，讀

書會，查經班，加油

充電小組 

每週二上午 10:00 教會 施一珠師母 

禱告會/國、台 
1.第一週三晚 7:30 

2.輪流家庭探訪 

教會大堂 

牧者/長執 

劉曉亭牧師 

迦勒團契/台 第三週六上午 10:00 教會大堂 李國華姐妹 

家庭查經班/台 第二週六上午 10:00 輪流家庭 莊明哲長老 

約書亞團契/國 第三週六下午 13:00 教會 陳柏宇弟兄 

大學生團契                    

愛加倍小組 QT 查
經 Youth 聚會 

每週五晚上 6:30 教會 黃頌義長老 

 林光恆執事 

Pastor Spino 

新生命小組 QT 查
經 

每週五晚上 6:00 輪流家庭 王  毅姐妹 

家庭優先小組 
週五晚上 6:30&   

  主日 13:00-15:00   
教會 張麗珠師母 

天氣漸涼，大家要添加衣服！ 

下個月教會有感恩節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與我們 

數算神的恩典！ 

http://www.sdtlc.org/


1台灣中心簡訊  October 2007台灣中心簡訊  October 2007 1台灣中心簡訊  JANUARY 2008台灣中心簡訊  JANUARY 2008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 TACC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www.taiwancenter.com

1台灣中心簡訊台灣中心簡訊    

健行俱樂部健行俱樂部
日期：  10/07/2017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Volcan Mountain at Julian 
                (need carpool)
集合：  Dudley’s Famous Bakery 
                (30218 Highway 78 Santa  Ysabel, CA 92070)

日期：  10/21/2017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Miramar Lake
集合：  Miramar Lake Parking Lot

日期：  11/04/2017  星期六 9:00 AM
地點： Elfi n Forest Recreati on Reserve
集合：  trail head parking lot

For more informati on, please contact 李元溢  860-904-3844

投資座談會投資座談會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0101日(星期日) 日(星期日) 4:00 PM4:00 PM
講題：講題：Group Biotech & Biopharm Watch List Review Group Biotech & Biopharm Watch List Review 
             and Update              and Update 
講員：講員：Luke Hsiao Luke Hsiao (蕭奕義) (蕭奕義)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111月0505日(星期日) 日(星期日) 4:00 PM4:00 PM
講題：講題：Charity Gifting from A to Z Charity Gifting from A to Z 
講員：講員：Vivian Fu Vivian Fu (林郁子)(林郁子)
講題：講題：Trading Strategies - Revisit Trading Strategies - Revisit 
講員：講員：Bill Deng Bill Deng (鄧東鎗) (鄧東鎗) 

若有什麼建議或問題，請寫個e-mail給安崧豪(Song H An): 
AnInvest7777@gmail.

愛心車毯子愛心車毯子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0707日 (星期六) 日 (星期六) 1:00 PM1:00 PM
             2017             2017年1111月0404日 (星期六) 日 (星期六) 1:00 PM1:00 PM

*活動日期可能變動，詳情請至 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1414日 (星期六)(星期六) 2:00 PM2:00 PM
主題：嗜好主題：嗜好
主持：陳惠華主持：陳惠華
講員：林坤鎮 『木工樂趣多』講員：林坤鎮 『木工樂趣多』
      李元溢 『釣魚與園藝』      李元溢 『釣魚與園藝』
      張明淑 『畫和花相映合』      張明淑 『畫和花相映合』                
感謝: 林茂修、張明淑夫婦贊助；Susan 韋女士準備點心

生活座談會生活座談會

電腦俱樂部電腦俱樂部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1414日 (星期六) 日 (星期六) 12:30 PM12:30 PM
主題：主題：iOS11iOS11
主講：石正平主講：石正平

介紹最新 iPhone OS iOS11。歡迎大家逗陣來互相學習。

☆☆20172017年年88~~99月份禮券月份禮券購買購買名單名單☆☆

吳美華 $200 謝節惠 $300

劉美娥 $300 林瑞昌 $300

余洵洵 $300 張明淑 $300
吳聖麒 $400 李朝煌 $500
王泰男 $500 張蕙蘭 $500
王惠美 $1000
本名單到09/27/17為止（累積購買$200或以上）

禮卷義賣禮卷義賣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0707日(六)日(六) - 2017 - 2017年1212月
開幕茶會：開幕茶會：10/07/2017 10/07/2017 (六)(六) 2PM         2PM        

從寫實到抽象，從水墨到油畫，從寫生到創作，有筆觸、
有剪貼，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畫展，祖孫四代塗塗抹抹，
選取不同的媒材，在不同的世代揮灑自如 ; 已經作古的
外祖—吳賜斌將展出水墨達摩畫像，也已歸天休息的老
爸—李國楨將展出水彩畫，還繼續在畫布上經營的李淑櫻
將展出油畫、壓克力作品—民謠系列等，這些作品都是徒
手彩繪，另外，有兩個三歲、四歲的外孫將一起展出壓克
力彩繪與剪貼。

李淑櫻 李淑櫻 
別開生面四代展別開生面四代展

親子活動親子活動
同樂創作經驗同樂創作經驗

日期：日期：20172017年1010月0707日 (星期六) 日 (星期六) 3PM3PM
指導老師：李淑櫻老師指導老師：李淑櫻老師

這次活動將由李淑櫻老師指導小朋友們用色紙做創意剪貼!
參加者請準備以下用具:
1. Glue, 最好是Glue sti ck
2. marker pen（不要太粗的）OR crayon 
3. 剪刀

李淑櫻老師:國立藝專畢業（現國立藝術大學）美術專攻，
來美後，續在加州州立北嶺大學及巴薩迪納藝術中心進修
抽象畫、彩色玻璃及創意雕塑。作品曾多次入選法國春、
秋季沙龍，並在巴黎展出。曾任台美畫會會長、新藝畫會
創會長、現任台美筆會會長。

  1212月生活座談會預告:月生活座談會預告:
   時間: 2017年12月16日 2PM
   主題: 稅務
   主持: Lily Chen CPA
   講員: Grace Yu CPA
                    Philip Chang CPA



台灣中心2017年夏季活動表 / TACC SUMMER 2017 CLUB ACTIVITY
一年捐款超過$240者，免費參加所有Clubs，授課班只繳師資，一年超過$2,000者則全免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

聯絡
Contacts

卡拉OK俱樂部
Karaoke Club

週二 Tuesday
1:00pm

每週二 1:00pm - 6:00pm
歡迎大家一起來自由歡唱

負責人: 台灣中心 
(858) 560-8884

橋牌俱樂部
Bridge Club

週二  Tuesday 2:00pm
週三  Wednesday 1:00pm

活化腦細胞、訓練邏輯、分析、思考、判斷能力的好機會
老少咸宜，歡迎您來參加。歡迎初學者加入!

Train your logic and analyze ability while having fun.

負責人：陳秋山
Chen, Chiu-Shan
(858) 454-8429

土風舞俱樂部
Folk Dance Club

週二  Tuesday
2:00pm - 4:00pm

動人的音樂，曼妙的舞姿，歡迎大家來共舞…
Come join us for beautiful music and dance…

負責人：黃宜修
Yi-Shiou Huang 
(858) 674-7397

社交舞俱樂部
Ballroom Dancing Club

週二  Tuesday 4:15pm
週四  Thursday 2:00pm

Waltz, Tango, Cha Cha, Rumba, Q-Step, Salsa, Swing, 
Foxtrot,Samba, 

Bolero, Merengue, NC2-Step, Hustle, Mambo, etc. . .  

負責人：賴梅芬
 May-Fen Lai
(442) 325-1233

台美專業青年聚會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
7:00 pm - 8:30pm

1st Thursday of the month 
http://www.tap-sd.org/

swu@tap-sd.org

日本歌俱樂部
Japanese Song Club

週三 Wednesday
10:00am - 10:45am

銀髮族及愛好日本歌，文化及景色的同鄉可一起複習，合唱，研討
負責人：曾俊隆
Jerry Tsung

(858) 481-1373

台灣中心長輩會
Senior Group

週三 Wednesday
10:30am

週三活動: 太極拳、氣功、午餐、合唱、排舞、交際舞、聊天。 
年度活動: 野餐、出遊。 午餐: 每人$5 。 

合唱團負責人: 陳松美   太極拳負責人: 邱文雄

負責人：曾惠貞 
 Hui J. Chiu 
(858) 560-8884

日文俱樂部
Japanese Club

週三 Wednesday
10:45am

中級班 10:45am - 12pm 由林瑞波教導 (Juei-Po Lin, 858-455-0648)

台語班
Taiwanese Class

週三 Wed 
1:00pm 

台語詩詞，聲韻，會話
Taiwanese Poems, Phonetics, Conversation

負責人：黃獻麟
Steve Huang 

(858) 450-1236

攝影俱樂部
Photo Club

週三 Wednesday
3:30pm

攝影經驗交流，歡迎大家攜帶記憶卡或是照片前來分享。
Please bring your memory cards or pictures to share.

負責人：劉信達
 shinliu@yahoo.com

西班牙語班
Spanish Class

週二 Tue 
1:00pm 

西班牙語日常會話
Daily Spanish Conversation

負責人：蘇芳子
Florence Su

排舞俱樂部
Line Dance Club

週四 Thursday
初級 5:00pm
中高級 6:00pm

排舞教學，歡迎有興趣的鄉親報名參加。
Teaching Line Dance, Everybody is welcomed.

負責人：高維
Vivian Chiang
(858) 947-8222

婦女與婦女之友俱樂部
Women and Friend Club

週五 Friday
2:00pm

氣功及舞劍術、另外不定期安排烹飪及其他活動
Chi gong, folk dance, cooking events

負責人：王英
Ing Huang

(858) 674-7397

電腦俱樂部
Computer Club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2nd Sat of the month

12:30pm

讓同鄉們在輕鬆的氣氛下可交流並學習新的電腦技能。
教學與討論內容將視參與者需要設定，
初級與進階教材將按月輪替安排。

負責人：石正平
(858) 560-8884

音樂/電影/紀錄片系列
Music/Movie/Documentary 

Study Series
不定期舉行 研討有名的音樂、電影和紀錄片

負責人：石正平
(858) 560-8884

*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台灣中心2017夏季課程表 / TACC SUMMER 2017 CLASS TABLE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內容
Contents

聯絡
Contacts

投資研討會
Investment Seminar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1st Sun of the month

4:00pm

對投資有興趣的同鄉，每個月一次可以在中心分享自己投資的
經驗、撇步、資訊、點子。

負責人：安崧豪
 Song An

AnInvest7777@att.net

健行俱樂部
Hiking Club

每月第一個 
和第三個星期六
1nd & 3th Sat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
負責人：李元溢

Michael Li
 (860) 904-3844

Ohana 太鼓俱樂部
Ohana Taiko of TACC

週三 Wed 7:30pm - 9pm  
週日 Sun 4pm - 6pm

日式太鼓

桌球俱樂部
Table Tennis Club

週三 Wed 4pm - 7pm 
週五 Fri 3pm - 7pm
週六 Sat 3pm - 6pm 
週日 Sun 3pm - 6pm

歡迎大家一起來，有興趣參加者請洽負責人。其他時間，請尋球友，未來將會舉辦比賽
 聯絡人 ：李元溢 Michael Li  (860) 904-3844  蕭奕義 Luke Hsiao (858) 353-6931

台灣中心2017年夏季課程表 / TACC SUMMER 2017 CLASS TABLE

課程
Clas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內容
Class Description

老師
Instructor

費用
Fee

備註
Note

吳氏太極拳班
Wu-Styled 
Tai Chi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六 Saturday
10:30am - 
12:00pm

吳氏氣功太極拳三十七式及氣功太極劍
Traditional 37-posture Tai Chi for 

self-defense and health
yinglihu@hotmail.com

胡應禮
Yingli Hu
(858) 

658-0436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太鼓初級班
Beginner Taiko

隨時加入
Join Anytime

週三 Wednesday
6:30pm - 7:30pm

The class instruction cov-
ers the fundamentals of play-

ing taiko,including grip,strike, 
stance, position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drum.

Jack Hsiao
(858) 

560-8884

$50 for 
10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劍道班
Kendo

請預先向台灣中
心報名

Enroll at TACC

週五 Friday
Beginner 6:30pm
Regular 7:30pm

由林富德老師 (劍道五段) 擔任指導,
歡迎各年齡層對劍道有興趣者參加
Welcome all ages and levels

Chief instructor Frederick Lin, 
(Kendo 5-dan). Please contact S.C. 

Chen: casd99@hotmail.com; 
(951) 961-0892

林富德
Fred Lin

$40 for 
8 classes

打卡制
Member Card

*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

台灣中心開放時間
                 週一: 休息 週二至週四: 10am - 9pm

週五: 10am - 10pm   週六: 10am - 6pm  週日: 12pm -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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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 
7838 Wilkerson Court, San Diego, CA 92111 
Tel: 858-560-8884   Fax: 858-560-9276 

 
新會員      舊會員資料正確                舊會員資料更改 

 

 以正楷填寫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SDTCA”and send this form to the above address along with the check。        

 SDTCA 是 Tax Exempt 的組織，Tax ID #: 33-0150170，捐款可節稅。 

 Please contact SDTCA 會長 Mrs. Justina Wu (謝節惠) at H: 858-456-1258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日期 

Date 

 
2017 (01/01~12/31) 關係 

Relationship 

會員一 

中文名 

   

英文名 
  

會員二 

中文名 

   

英文名 
  

住址 Street No.              Street                                                                        Apt No. 

City                                         State                          Zip 

電話 Home:  cell: Fax: 

Email Address: 

 
 Your email will be included in SDTCA directory. 

推薦人 1. 2. 

會費 一年: $30  半年: $15 
(7/1 以後加入的新會員) 

Office Use Only 

捐款                        
  

Cash  Deposit 

Date 

 

  Check No. 

 

 DB Update 

Date 

 

總計  Check $  繳費年份  

 (不論金額多少，我們都非常感謝) 會員 ID #  Copy to 

TA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