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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會2016年會暨新春晚會將在二月十三 (週六) 

5:00PM – 9:00PM，在台灣人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除了年度報告、選出新任理事、見證交接儀

式、享用豐富的晚餐之外，今年還特別舉辦第一屆

《台灣好〔演‧歌〕》大賽，讓所有參與新春晚會

的同鄉，不分男女老幼，除了可以欣賞參賽者的才

藝之外，還有機會中大獎，必定讓大家歡度一個有

趣難忘的夜晚！ 

所謂的〔演‧歌〕大賽，不是比賽唱日本演

歌，而是參賽者，除了演唱自選的歌曲之外，還要

考究服裝道具，將歌曲的內容意境，在台上表演出

來，堪稱是舞台劇與歌唱的結合。對眾多唱作俱佳

的同鄉們來說，是個能將各項才藝一次表演到位的

絕佳機會！現場將會邀請數位專業評審，對歌藝和

表演兩方面作綜合評分，選出真正的台灣〔演‧

歌〕之王或台灣〔演‧歌〕之后！現場觀眾還可投

票選出人氣王，精彩可期！ 

茲 將 參 賽 規 則 粗 列 於 下 ， 有 意 參 賽 者 需 在

2/7/2016前，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櫃台處，填妥報名表

並繳交報名費。由於晚會時間有限，僅取十二組參

賽者，敬請有實力、有自信的各路好手儘速報名，

為眾同鄉呈現高水準的節目！ 

◆ 參賽者必需須為現行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

員。 

◆ 自選曲一首，五分鐘為限，不拘華、台、

日、英語，但必需為台灣人活動中心卡拉

OK歌本上之歌曲。 

◆ 可獨唱或對唱，表演歌曲內容意境者可以不

是歌唱者，但每一組總人數不得超過四人。 

◆ 如有表演道具，必需能輕易搬移且安全之道

具。 

◆ 每組報名費$20。 

將選出冠軍〔獎杯和紅包$100〕、亞軍〔獎杯

和紅包$60〕、季軍〔獎杯和紅包$30〕，現場還會票

選 強人氣獎〔獎杯〕。看到這裏，是不是心癢癢

而躍躍欲試？趕快準備招兵買馬，記得在台灣人活

動中心櫃台索取報名表，快快報名吧！ 

新春晚會餐會，會員每人$5，非會員$10，學生

免費。〔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 Hous-

ton, TX 77036.  TEL 713-271-5885〕 

即將在二Ｏ一六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台灣總統

丶立委大選，一般評估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

文，應能順利當選總統。不過，就台灣政治的民主

演化而言，此次泛綠陣營能否順利取得立法委員過

半，才是真正的關鍵。 

二ＯＯＯ年陳水扁雖然當選總統，但，國會仍

然在國民黨的掌控之中，以致於台灣由威權政權過

渡到民主政體的轉型正義，幾乎無法進行，甚者，

在國民黨立委的全面杯葛下，造成政治上的藍惡鬥

綠，讓台灣民主政治的轉型，功虧一簣。二ＯＯ八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及國民黨的國會過半，一個完全

執政的政黨，卻造成台灣經濟全面崩盤丶政治全面

向中國傾斜，台灣主權的獨立性，恍如疾風殘燭般

岌岌可危，直到二Ｏ一四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爆發

後，台灣崩落的民主，才有了止跌的可能。 

面對泛綠可能的國會過半，國民黨急得宣稱，

不能讓民進黨「整碗掤去」，似乎早已忘記了當年

他們所宣稱的「全面執政，全面負責」。當然，正

是在國民黨的「全面執政，全面不負責」的政治騙

術下，台灣人民對於新興第三勢力的期待，才有了

成長的空間。因為，台灣人民雖然期待泛綠國會過

半，卻深知人性的懦弱與政治人物的墮落，是造成

台灣政治災難的主因，希望能有本土的第三勢力，

來監督全面執政的民進黨。 

改造國會，不僅是改革王丶柯的密室協商，更

是締造以一個公民力量監督執政黨的世代，澈底實

現轉型正義，締造台灣政治新頁！  

由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主辦之「美麗新台灣」

二 二八和平紀 念音樂會， 將於 2 /27 /2016 晚 上

7:00 在僑教中心舉行。會中安排小提琴獨奏、女

高音獨唱、大提琴獨奏、鋼琴獨奏、合唱以及舞

蹈演出。參與人員包括畢業於 Rice University 音

樂 研 究 所 的 張 廖 莉 娜 老 師 、 M s 。 D o m i n i k a 

Dancevic、吳箴老師以及畢業於馬里蘭大學音樂

研究所的陳奕伶博士、台聲合唱團與花許梨美舞

蹈學院。讓所有關愛台灣的鄉親和朋友，一起緬

懷、包容、再放眼未來。音樂會免費入場，敬請

期待！ 

在過去，二二八事件，曾經是台灣人噤聲的

傷痛，也是撕裂台灣族群的根源；在未來，我們

希望大家能坦然地審視過往的歷史，在瞭解丶學

習時代悲劇中，面對人性的幽暗，堅持人性的光

明，將二二八事件由台灣人的負債，轉化成全體

台灣人的共同資產，不分族群，無論政治顏色，

彼此珍惜丶立足台灣，共創一個亞洲民主的新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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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 

「累死」主編物語 
陳蕾詩 (Lace Chen) 

親愛的讀者： 

新年快樂！！！！這幾年看台灣的新聞，總覺

得「怪怪的」。食安問題沒解決，法律遇到權貴會轉

彎，該懲罰的人沒被懲罰，倒楣的是認份、認真工

作的老百姓。但是認真工作的台灣人，經常薪水

低、工時長，台灣似乎是財團的天下。想必此刻有

許多同鄉，正在台灣，參與改變台灣歷史的投票，

希望結果是令人振奮的。 

這期台灣鄉訊編輯時，因為在中興大學與亞洲

大學擔任客座副教授，人在台灣工作。特別感謝為

志與其他編輯組的同仁幫忙，在台灣鄉訊編輯的這

近兩年中，歷經風風雨雨，沒有編輯組同仁的幫忙

與體諒，就沒有今天的台灣鄉訊，謝謝你們。 

台灣鄉訊二月的投稿主題為「新年到、賀新

年，過年圍爐談國事」，希望同鄉發表對這次選舉與

台灣未來的看法。字數限制為 2,000 字內，能附上照

片 更 好 ， 截 稿 日 期 為 1 月 1 5 日 ， 請 寄 到

TAA_Houston@yahoo.com。鄉訊三月的投稿主題為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一位影響我很深的人」，每個

人的人生中 ，總是會遇到一些改變人生的人，不管

是好是壞，希望大家分享人生中的那個人。字數限

制為 2,000 字內，能附上照片更好，截稿日期為 2 月

15 日，請寄到 TAA_Houston@yahoo.com。四月的投

稿主題為「清明時節雨紛紛：追憶我的祖先」，沒有

前人，就沒有現在的我們，在美國的台美人，祖

先、阿公 、阿嬤、祖父、祖母是誰呢?他們又經歷過

哪些事?又如何影響現在的我們哪? 字數限制為 2,000

字內，能附上照片更好，截稿日期為 3 月 15 日，請

寄到 TAA_Houston@yahoo.com。 

** 媽媽在台灣工作，在美國的 Mitt (Made in Taipei/

Taichung Taiwan) 突然變得很乖 。…**  

主編物語／活動報導 

吳真惠 
多年的美國生活告訴我們，過了萬聖節，夏令

時間就結束。時序進入十一月，百貨商場聖誕節促

銷的擺飾一出爐，年終節慶的氣氛就瀰漫在空氣

中，就算閉著眼也會聞到。像我這個年紀的人，白

髮日夜催，對時間特別敏感，總覺時間跑的太快，

一晃眼又是聖誕節來臨了，舊年尾新年初，我常是

帶著感傷的跟著送往迎來。“惱人的時節，”是我給

這個季節取的稱呼，然而大部份的人並不像我這般

挑剔，而是試圖以詩人的情韻把每個周末都排滿了

節目派對，希冀在三百六十五個酸甜苦樂的日子過

後，給自己一個溫暖的擁抱，把心中的壓力和負擔

驅走，好好樂樂。同鄉會也會隨俗的在此時來個感

恩酬謝晚會，一方面銘謝每個月在台灣鄉訊上刊登

廣告的客戶，一方面讓同鄉們相聚交誼。 

今年的感恩節晚會與往年相比，有些突破，「老

身仔」退兩旁．改由年輕的一輩粉墨登場，獨挑大

樑，同鄉會「淪」為協辦單位，同鄉會的陳建賓會

長看來比較輕鬆，只須在臺上亮相寒喧幾句並介紹

和感謝熱心登廣告的廠商，不必忙得如無頭蒼蠅，

團團轉。節目應該是午後三點半就開始報到，以

“台灣英雄史明革命進行曲”的影片旋即開始，為

了同鄉觀賞舒適方便，以兩個大銀幕在不同方位播

放。我抵達時約五點半，影片已近尾聲，但靜靜觀

賞的同鄉還真有不少呢！因為晚到，我只看到結尾

的二十分鐘片段，時間雖不長，但史明老先生一生

追求一個獨立自主的台灣的堅持和獨特熱愛台灣的

行動，我不費勁的感受到。已九十很多歲了，背已

很駝，腰已彎到近九十度，直撐不起來，他踏著一

步步不穩定的腳步上樓梯，是攝影機一路跟蹤，鏡

頭的焦點，你看到他搖手拒絕旁人的扶持的固執，

你看到他搖搖晃晃的走到他的房間的執著，實在讓

人既佩服又不忍。旁白娓娓的述說著史明先生的日

常生活細節，特別提到他每天 50 公尺的蛙泳，不曾

懈怠間斷。影片以特寫的方式，描寫他如何用乾枯

的雙手，一件件緩慢而困難的脫去外衣和褲子，再

換上泳褲的過程，也拍了他在水中泳游的自在，令

人感動心酸落淚，全場鴉雀無聲。他腦筋清楚說話

鏗然有力，眉宇之間自有其一股沉著堅毅之氣。影

片簡單的對他由「一位醉心社會主義及反帝國主義

理想的人，如何擁中反日，棄共回台，到認定台灣

人不能跟中國人一起」，有深度的描述。影片結束時

他很堅定的說，台灣真正獨立也許他看不到，但

「你們」一定看得到，他的信心和堅持就像他對日常

生活的堅持一樣，不離不棄。他的確是一個令人敬

佩敬仰的人，難怪他能使和他相差三個世代的太陽

花青年們在感動之餘願意籌資製作這部“台灣英雄

史明革命進行曲”影片來宣揚他這種熱愛台灣的行

動和理念。  

影片結束後，大家進晚餐。新人新氣象新作

風，便當的款式也略有不同，印著彩色圖樣清新的

便當盒，有濃濃的日本風格，飯量不多不少、味道

清爽不膩．飯後還有紅豆 mochi 的甜點，很合大家的

口味。在晚會的主軸開始前，會場有一點點像似叫

賣場，有各個不同的社團的負責人輪流上臺，利用

他們的專長或以 Power Point 的方式，或以三寸不爛

之舌，有聲有色的介紹他們社團成立的宗旨，努力

的目標，並不忘催促大家給他們鼓勵和支持。「讀島

社」拉開序幕；他們以今晚的影片“台灣英雄史明

革命進行曲”為例說明他們今後會陸續以會不定期

的上映以台灣的歷史、文化和人文為主題的優秀影

片來宣揚台灣。由於製作，版權、場地和文宣等費

用，每次活動約需花$500，希望大家體恤他們的付出

和理念，共襄盛舉多多支持。「讀島社」是由大休斯

頓地區台灣青年留學生組成的，為了能達到預定的

目標，他們也出售自己設計的 T-Shirt  和 coffee mug 

希望籌到足夠的款項，精神可嘉。另一個受人矚目

的是世台聯合基金會﹙STUF United Fund﹚的代表林

誌銘先生的呼籲，在臺上他懇切的說明並邀請大家

響應幫助敘利亞難民的孩子們送衣渡寒冬的善舉。

其他尚有老同鄉的社團也不甘寂寞的，你下我上的

在 臺上呼籲支持響應，琳琅滿目，應接不暇，臺下

的同鄉真有點「霧煞煞」。 

 在“廣告時間”結束後，由大休斯頓台灣學生

聯合會操盤的壓軸「台灣好聲音」終於在千呼萬喚

中開鑼了。「台灣好聲音」是以卡拉 OK 的模式比

賽，同鄉會幫忙敦請了知名的歌唱家張廖莉娜、

Albert Gu  和 Richard Tsai 為評審。Albert Ku 曾擁有 

Rice Univ.卡拉 OK 冠軍的頭銜，他拿著麥克風在臺

上介紹這個節目﹐接著很大方的為大家在賽前高歌

一曲助興，到底是行家，歌聲音韻果然不凡，贏得

熱烈掌聲。有十一組人報名參賽，一組因故缺席。

他們 各選各的拿手歌；有抒情的，唱者溫文儒雅，

有載歌載舞的，也有不像唱也不像說的 Rap，或單槍

匹馬的、或男女搭配的、或更精彩的是聯合老青少

混合的，各自使出渾身解數，各有千秋，來至各自

的粉絲的叫聲、掌聲和喝彩，此起彼落，相當熱

鬧。唱作具佳的老中青樂團，得到 多的喝彩，陣

陣掌聲和喝彩口哨，使他們唱得更起勁，搖轉得更

賣力。 果然，不出所料，老中青樂團得到大多數觀

眾的青睞，囊括了人氣獎和歌唱比賽的雙料冠軍。

在此特別加註，觀眾請不要誤會，其實，所謂老青

少三代，說穿了年齡先後相差不到十歲，這恐怕也

是他們搞出的噱頭和花招和花招之一。 

「台灣好聲音」的唱歌表演，為台灣同鄉會感恩

節晚會帶來了高潮，也為晚會劃下句點。我相信青

春洋溢熱情奔放的年輕學生一定玩得很開心，享受

了一個愉悅的夜晚。時間已經不早，但其實，夜晚

十時，對這些年輕小伙子而言，the evening is still 

young，但很可惜，歐巴桑和歐吉桑幾乎都走光了。

我記得我年輕時剛來美國當學生的時候，也曾有過

這種「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情懷；也曾有過一顆

敢夢的心，試著想抱住那一串串的笑聲，留住那個

夜晚。「台灣好聲音」的確是個引人入勝響叮噹的好

節目，好主意，遺憾的是，歐巴桑和歐吉桑們正處

於一個「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的人

生階段，今晚的台灣好聲音和他們記憶百寶箱中銘

記的他們那一代人的生命的痕跡是有些落差，有點

陌生，遂有清濁不辨，高下不分的迷茫，一時竟嘗

不出年輕人著迷的那個味道，實在抱歉。也許有點 

 

(Continued on page 3) 

台灣同鄉會 2015 年的感恩餐會 

陳啟華 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休士頓 Baylor 醫學院眼科醫學博士 

主治：一切眼疾，最新進手術和雷射激光治療。 

附設：眼鏡專櫃、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OUTHWEST FWY. #850 
 HOUSTON, TX 77074 (59 & Beechnut St.) 

 預約電話： (713)271-2271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 Optical 

4675 Hwy 6 South, Suite #B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281) 277-6100 
(Hwy 6 @ Du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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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油幫主魏應充宣判無罪 》  
冷眼客 

頂新的魏應充因為在台灣出售黑心油，被羈押

在彰化看守所時，身上卻帶著佛教書籍，真叫人啼

笑皆非。身為慈濟人，廣賣黑心油給台灣人吃，我

想連佛祖都救不了他。 

在台灣躲在神與佛的背後，撈錢釣譽做盡壞事

的人比比皆是。於是政治和尚、賓士尼姑、各種神

棍神妖一一出籠。目前台灣選舉要靠神，歛財要靠

神，口出惡言也要抬出佛袓來作擋箭牌，神真是無

所不能無所不在。但要醫好魏家的貪心病，可能還

會難倒佛祖。 

禪宗六祖惠能曾作此偈以示悟得佛道：菩提本

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將

其改一改，用來描述魏家的惡行相當恰當。菩提變

作搖錢樹，妖鏡照出黑心事，本應良油益百姓，怎

知僞(魏)家害性命。 

魏家如此喪盡天理毒害臺灣老百姓，為何政府

官員裝聾作啞，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懲罰？難免讓

人猜疑魏家錢可通天，處處廣設門神。馬英九口口

聲聲強調王金平黨籍案的大是大非，而對魏家的毒

油案卻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前行政院長江宜樺騙大

家，說魏家的油是安全的，衛福部也護航魏家。連

法官也莫名其妙讓魏家以三億元交保，說魏應充雖

有逃脱的可能，但他仍然心愛台灣（？？？）不致

於逃跑，真是恐龍法官的恐龍推理。把這伙人統統

趕在一起，可以組成一個新幫派叫毒油幫，魏應充

應是當然幫主。 

此毒油案件前一陣子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結

果跌破大家的眼鏡，如今由超級恐龍法官吳永樑宣

判涉案者通通無罪。其理由是證據不足無法判刑，

依據之邏輯獨創一格古今僅有： 

其一：油料來源無關緊要，只要精煉之後，依

現行標準若無法證明成品有毒，就不構成犯罪要

件。有人 kuso 法官，他願意免費提供精煉過的小便

讓他享用終身。 

其二：檢察官無法證明原料來源有任何一頭病

豬，以「無法證明即是無罪」的法理原則，所以判

被告無罪。但依常理原則判斷，若原料品質良好，

為何不當作食用油的原料，而自動降格作為飼料油

的原料？有人 kuso 法官，說他大概也吃多了頂新的

毒油，把頭殼吃壞了。 

其三：法官的判決書有如被告律師的答辯，儘

量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證據，而不引用對被告不利的

資料，有明顯偏頗之重大嫌疑。 

其他細節不在此文一一列出，但是如何討回社

會公義與司法公正，是目前臺灣百姓的當前急務。

臺灣百姓若還抱著「貪小便宜」的心態，讓魏應充

這個台灣頭號惡人還能全身而退，那就是台灣 大

的悲哀了！ 

怪事年年有台灣今年特別多，特以李後主「虞

美人」詞牌作一首打油詞，用於形容此樁毒油事

件：  

毒油事件何時了  醜事知多少 

恐龍法官又亂判  臺灣不堪司法風波中 

各方門神應猶在  只是面具改 

魏家帶來幾多愁  恰似一江毒油四處流 

活動報導／政治評論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TEL:(713)988-8889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主 治 
白內障、青光眼、視
網 膜 疾 患 及 其 他 各
種眼科疾病 

台北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醫師 
台北榮民總眼科駐院主治醫師 
貝勒眼科白內障臨床研究員 
紐約CMC眼科門診主任 

曾 

任

-
-
 

週一至五 9AM ~ 5PM  接受Medicare/Medicaid 
週六 8:30AM ~ 11:50AM (隔週休診) 

診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樓） 

糖城：16659 S.W. Frwy Ste 401, Methodist醫院MOB#2 

9889 Bellaire Blvd. #222 (敦煌廣場內) 
Houston, TX 77036 

(832) 831-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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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他們就先回家了。走筆至此，不免使我想起

了美國小說家沃爾夫說的一句話：「故鄉是不能再

回去的。」意思是說，即使回去也一切都改變了。沒

錯，台灣的好 聲音，也在時間的浪潮裡不斷的翻轉

蛻變，不要苛求「千人千把號，都吹一個調」，改變

是正常的也是一種自然的法則，無可厚非，值得禮

讚。話雖這麼說，我還是大膽的期待下一個「台灣

好聲音」再來時，攜帶了歐巴桑和歐吉桑那個世代

的好聲音，南北兼顧，讓所有花瓣都浸了水，讓不

同世代的台灣好聲音，在大廳堂裡響徹，在我們的

心中交會蕩漾，在我們不鹹不淡的生活，加料潤

色，使之活得更精彩更起勁。 

(Continued from page 2)  -- 台灣同鄉會2015年的感恩

餐會 

二Ｏ一六年台灣的總統丶立法委員大選，代表

民進黨角逐總統的蔡英文，聲勢一片大好，民進黨

也審慎樂觀地表示，有機會一黨取得國會過半的優

勢。雖然我們支持蔡英文參選總統，也樂見泛綠陣

營能達到國會過半，進行轉型正義，以締造台灣政

治的新氣象。然而，我們也不能忘却台灣未來政治

的願景及圖像，而天真地認為，一但民進黨中央執

政丶國會過半之後，台灣的政治就從此長治久安。 

事實上，國民黨過去八年的全面執政，卻留下

完全不負責的苦果，讓台灣人民共同承擔，因此，

即使我們相信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將會不同於國民

黨的威權復辟，我們也不能忘記， 大的權力，常

常帶來 大的誘惑，挑戰人性的脆弱，此等具有公

民監督意義的智慧箴言。所以，我們認為，在現階

段的選舉策略上，進步的公民力量，應有前瞻性的

眼光，跳脫以往藍綠對立思維，「時代力量」與民

進黨已取得適度的合作，因此我們建議鄉親，在總

統候選人票上，支持民進黨的蔡英文；在不分區的

政黨票上，支持承繼太陽花運動的「時代力量」新

政黨；在區域立委候選人票上，優先支持「時代力

量」新政黨及民進黨共同推出的立委候選人，其次

再考慮支持其他泛綠政黨候選人。尤其，對於「時

代力量」新政黨（https:// www.facebook.com/

newpowerparty）的下列區域立委候選人，給予大力

支持及贊助： 

一丶黃國昌：新北市第十二選區（汐止、金山、

萬里、瑞芳、雙溪、平溪、貢寮）。 

二丶林少馳：台北市第四選區（內湖、南港）。 

三丶林昶佐：台北市第五選區（中正、萬華）。 

四丶邱顯智：新竹市（全市一區）。 

五丶洪慈庸：台中市第三選區（后里、神岡、大

雅、潭子）。 

我們深知，有些鄉親對於民進黨有深厚的情感

與期待，也害怕投給第三勢力新政黨的票，會因為

沒有達到百分之五門檻，而成為無效，白白浪費了

寶貴的一票。然而，我們卻認為，年輕的選票，不

見得會投給代表傳統綠營的民進黨，反而較容易被

形象清新丶理想性十足的新興政黨所吸引。因而，

我們實在不用過度擔心百分之五門檻的問題，倒是

要由建立一個多元本土政黨良性競爭機制的角度，

來看待這次的立委大選，讓本土第三勢力順勢而

起。 

「時代力量」新政黨，是承繼近年來台灣社會

公民運動的新興本土政黨之一，也是 具有成為台

灣本土第三勢力的政黨之一，若您願意在財務上予

以小額贊助，可以直接匯款到時代力量政治獻金專

戶 0170925075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城中分行(017)，

或線上捐款https://donate.pay2go.com/npp/donate，或

以支票（抬頭，Taiwan Society of Houston (TSOH) ，

寄至1240 Blalock #270 Houston, Texas 77055）。 

感謝您關心與催生台灣本土第三勢力，讓台灣

的政治不再只有藍綠之爭，也讓未來民進黨全面執

政下的台灣，多一道公民監督的安全閥！ 

北美時代力量之友美南連絡人   

楊明耕丶賴江椿丶羅錦燦丶蔣為志丶王凱平
丶石牧民  謹上 

催生本土第三勢力，支持「時代力量」新政黨 



4 January 2016 

汽車、房屋、人壽、健康、商業、餐廳 

楊衷天 
Daniel Young 

楊慶森 
Joseph Young 

楊氏保險 

1240 Blalock Rd. #276, Houston, TX 77055 

(O)713-772-2773  (F)713-772-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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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媒體‧台灣人的聲音 

王如玄軍宅案 

       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Morris 

漂白洗錢 

大約在 1980 年間，我到花蓮勘查私人小型水力

發電廠之開發，曾深入山區溪流上游做現場踏勘。

經友人介紹搭乘採運大理石十輪大卡車上下山。所

謂採運大理石，實際只是把山澗間的巨積大理石滾

石，切割吊運下山，到花蓮大理石工廠加工。主要

工具包括：挖土機、十輪大卡車、空氣壓縮機、手

持氣動鑽岩機…等。作業程序是：以挖土機挖掘出

「Z」字形臨時道路，並協助十輪大卡車下降到溪谷

間大理石滾石近旁，將經由鑽岩機裂解成適運尺寸

之大理石塊，吊運下山。一切作業堪稱因陋就簡，

機具多屬老舊不堪，嚴重大量破壞水土。 

當時採運大理石業者指出， 近有一位甫從

「某外役監(清溪山莊)」隊長退役下來的軍官，購置

全套全新挖土機、十輪大卡車、空氣壓縮機…，做

相對幾乎無利可圖的大理石採運，只是一種障眼

法，旨在漂白其隊長任上鉅額不當得利。 

基此，合理推論：現在，王如玄律師早在 2009
年，就公然張揚自身在炒軍宅上獲利豐厚，大異錢

不露白的傳統觀念，懷疑她同樣是要掩飾、漂白，

她以律師身份配合檢察官夫婿之玩法不當得利。 

誤打誤撞、弄巧成拙 

1998 年左右，曾有台電老同事邀我ㄧ起去買大

鵬華城的軍眷住宅，以其獲利不高且手續繁瑣隱晦

游走法律邊緣于以婉拒。當時權利金為 100 萬元，

房子已蓋到 3 樓，但位置樓層尚未確定，原分配戶

不是原住戶，閉鎖期只有 2 年。真正購屋款 500 多萬

元，其中 30%自備款按施工進度支付，70%為優惠低

利貸款。一切手續由仲介公司主辦，經法院公證，

完工交屋我就可進住，2 年後原分配戶的所有權狀才

會發下來，直接以法院公證文件到地政事務所辦理

過戶。 

台北市的房市 

茲以個人在台北市的實際經驗，說明近年來台

灣房地產市場實況： 

 1993 年，我(持分 6/10) 跟兩位建築師共同購買

台北市中山北路ㄧ段 83 號 9 樓，獨棟面積 86 坪，是

台北市第一棟純辦公大樓。原所有人林先生開價

3,200 萬元，以 2,560 萬元成交；林先生急著要去做

相對獲利更高的房地產交易，我們自以為撿到便

宜，再花 200 萬元裝潢。 

2000 年要結束業務，房子以 2,500 萬元都賣不

掉，租也租不出去， 後以 2,000 萬元價位，由建築

師以 1,200 萬元頂下我的持份(6/10)。 

從此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直到 2008 年新政府

帶頭炒房後，建築師以總價 3,500 萬元出脫。 

萬萬沒想到 2014 年，可以賣到上億元！換句話

說，4 年間漲了 3、4 倍。 

據此推估，王如玄在 2008 年之前的玩法購買軍

宅套利，所得不如傳言之高。然而她之所以自曝其

短，逆向操作張揚(誇大)軍宅爆利，只是要漂白另一

塊更見不得人的司法不當得利。權、利令人失去理

智，弄巧成拙應非始料所及。 

改變台灣的契機！ 
後知後覺 

觀察近十年來台灣的政治亂象層出不窮，給人們

一個普遍的印象是，它只是表面民主，其實是個有

權無責的癱瘓政府，而且它目前的這個執政黨，也

只是個「權利分贓的黨」。卻不是為國家尊嚴、人民

福祉著想。由於大家看到國民黨幾十年來在國會一

直是多數黨，許多福國利民的法規政策，都可以制

定通過，結果是至今 2015 年「全民的」退休年金還

沒有著落 (至少落後正常國家 60 年)。而其前後任的

黨主席，以增進兩岸和平當藉口，內心只是謀求個

人利益，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 

像中國在 2005 年 3 月拋出「反分裂國家法」之

際，國際上都看出中國想藉該法以表達對台灣的國

家主權之用意，因而許多民主國家都反對中國想片

面改變台海現狀。但連戰卻在當年 4 月底赴北京，舉

行所謂「連胡會」，去配合中國演出，跟中國唱和封

建時代的「中華民族」旗幟，誤導國際對台灣真正

民意的評鑑，真讓國人難以忍受。  

 由於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到台灣的近 70 年歷史

中，一直靠二大法寶以維持對台統治。其一就是靠

「戒嚴法」，推行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另一法寶就

是靠不公不義的龐大黨產，藉以操控選舉，繼續掌

控政權。第一法寶在 1987 年已因「戒嚴法」被廢

止，而有言論自由及開放黨禁的「部分民主」實

現。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龐大黨產，更是阻礙台灣

政治文化進步的毒瘤，長期以來，影響著中央及地

方民代或首長的公平選舉。  

導致 70 年來 KMT 一直是掌控國會的 大黨，使

這批違背民意的國會議員一直在為腐敗的政府護

航，讓『它』在台灣能苟延殘喘。雖然國民黨國會

議員席次占多數，但人民的食品安全問題，並未能

受到保護。因為像 KMT 在台灣的腐敗醬缸政治文

化，不可能造就「有黨魂」的精英，只能培養自私

自利的奴才。所以說只要不公不義的黨產繼續存

在，就能讓國民黨為非作歹，不僅是民主的阻礙，

也是子子孫孫的悲哀。 

 台灣人民雖然享有「部分的」民主自由，如總

統及民代的選舉，言論自由等，但在人謀不臧及醬

缸文化的因循苟且之下，對政府的制衡監督依然漏

洞百出，實際上跟共產專制國家的貪腐政府，也只

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就以「食」、「住」兩大議題觀

之，黑心油，毒奶粉等黑心食品充斥，中國食品招

牌受損，而台灣近幾年來的商標，也頻頻出包，足

見政府對食品安全管理的忽視與無能。 

 住房問題，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的 基本需求。

但不合理的房價，讓中低收入者望屋興嘆，也是政

府住房政策及對居住正義的疏失。相較於其他國家

的「薪資所得」與「房價高低」，有些國家的年輕

人，工作不需 5 年，就可以貸款購屋。但住在台北的

年輕人離校後靠 22K 或 35K 需？年才有能力付購房

的頭期款？政府若只以「101」高樓及「帝寶」為評

估台灣經濟成果，不顧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的死活，

相信這個執政黨不可能被選民接受。 

 古代的『皇帝』既然無法長命百歲，現今腐敗

的政權，也不可能代代綿延。KMT 另一位卸任黨主

席馬英九，在第一任期不敢做甚至不敢說的賣台求

榮政策，但在第二任一上台許多行為就陸續脫軌演

出，其中有些作為，導致激起學生攻佔立法院，甚

至台聯黨也曾到法院控告他的叛國行為。只因總統

在位期間受憲法保障規定，司法機關目前暫未積極

展開處理而已。 

 2015 年 11 月 7 日的「馬習會」，馬英九在習近

平四面楚歌，內外搞得焦頭爛額、急需奧援的時

刻，他身為台灣 2300 萬人的總統，卻不管人民對中

國 1500 枚飛彈威脅台灣的想法，幾十年來中國對

『中華民國』國際政治、經濟的打壓，以及中國、新

加坡建交 25 週年的特殊場合(面對台、新斷交慘痛回

憶)，只謀求個人政治利益，即時配合演出，公開場

合說「一中原則」，誠讓人民灰心失望。 

 距 2016 年 1 月的總統及立委選舉僅剩一個多

月，馬習會有否影響 KMT 選情，答案是見仁見智，

或許對挺 KMT 的選民有激勵士氣的作用，但對台灣

主體意識的人而言，馬真的是「不要臉」。在登記參

選總統的蔡、朱、宋，三組人馬中，半年來的民調

顯示，小英支持率都穩定在 45-48%左右，朱與宋兩

位候選人則在 10-22%之間起伏，據一些觀察家預

測，總統選情幾乎已成定局。 

 而立委選情方面，因各新興政黨也都有提名區

域立委及不分區立委的角逐，很顯然地，他們是不

滿意過去二大黨未能回應民意，這回寧願親自出來

參選。他們以年輕世代居多，如此一來不僅政黨輪

替，也激起更多人關心公共議題，對台灣民主進展

有益。從民調及各黨提名人選素質，以及目前執政

黨的執政大環境氛圍觀之，因朱立倫副手王如玄過

去曾炒作很多戶軍宅記錄，給選民對國民黨增加很

多負面形像。而且，影響全民健康的頂新黑心油問

題，頂新董座魏應充等 6 人，日前全判無罪，更是對

執政黨的食安問題雪上加霜，國民黨崩解之聲到處

可聞，台灣改變的契機已來臨。 

政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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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煩惱？？ 
美國南加  李彥禎 

近，網路爆傳號稱「一篇極好的文章」：

「我可以稱台灣中國人。」作者是鼎鼎大名的：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 

為 行 文 方 便 陳 述 ， 恕 小 抄 原 文 數 段 如 下 ： 

「我星雲，民國十六年出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十二

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發動的南京大屠殺中失蹤，

尋父不著，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我出生地揚州住

了十二年，在南京和鎭江住了十二年，在台灣住了

六十六年了，我即將九十歲。」接著他説：「六十多

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

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

望。對於可愛的寶島，我的感激是無窮無盡的。儘

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

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

居住過的城市給我＂榮譽市民＂。一直到這幾年我

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

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馬英九丶陳水

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

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

國人＂。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

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說：＂這是

台 灣 來 的 和 尚 。 ＂ 我 不 免 慨 想 我 究 竟 是 哪 裡 人

呢？」 

行讀至此，百感交集。你童年失學，二十幾歲

孑身來台，在舉目無親的異鄕赤手空拳打天下，苦

行走遍全台深山僻里，與台灣同鄉同甘共苦、打成

一片，共同傳揚佛音，造福人群。你愛台灣，台灣

也愛你。但，你卻說台灣並未承認你是台灣人，也

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言下之意，似乎很無奈、不平、有不得已之苦

衷。這不但令人聽了非常驚愕、不解、甚至憤怒。

台灣人難道是那麼無情無義，不問是非嗎？要不是

早聽說你是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的出家人，真會令

人錯覺你是心存不良，故意挑撥離間族群的黑手。

因你是德高望重影響力非常巨大，你實在有責任及

義務出來解說、澄清，免得產生誤會、造成分裂。

這對當下國事混亂，對立連連之際，和諧同心是萬

分重要的。我們不必擔心出來解套會造成更大的誤

會及分裂。今日台灣的選民，經歷過長期民主自由

的淬煉及洗禮，已變成更理性及成熟了，合理的解

說及真誠溝通，無論如何總比曲解、隱暪、撒謊

好。這次副總統候選人的軍眷宅疑案，因當事人遲

遲不肯釐清真相、誠信待人，以致後果難以收拾，

賠了錢財、丈夫職位及個人誠信，造成難以彌補的

的傷害。以大師的大勇大智該可輕易釋群疑惑而不

致蹈前師之覆轍吧！ 

在提第二問題前，容我再抄大作另一段。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

置所⋯我曽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稅，捐給

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對於天主教真福山

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

捐獻五百萬元⋯為了支持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

出一百萬元，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屛東萬鑾聖母

院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

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我發起百萬人興建

大學⋯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

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學院，我辦了電視

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我也自覺這六十多

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

香的供養…。 

哇！大師的大慈大悲、慷慨濟世救民，世上少

有，可欽可佩，誠為台灣之光。而大師的福報也可

謂世人少及，舉凡世人的大欲大願：福、祿、壽、

禧、名、利、權、勢⋯幾乎齊全擁有，應心滿意足，

對佛祖的大愛感激不盡了。只是遍讀大師大作後，

卻隱約感到大師心中仍有猶「難言」、「難掩」的煩

惱。外人當然難窺見他心中的意念，但從文中不難

顯現、透露出來一些跡象。簡言之，他似乎對自己

缺少「十足的信心」及對佛教的「諸法無我」有

「力不全逮」之憾。 

    在意識中常以為虔誠的佛教徒或出家人對紅

塵俗事看得淡、看得開，而不常斤斤計較。尤其，

令人敬仰的高僧對自己的法號更不肖為自己妄戴高

帽，如 XX 大師，XX 上人等等而自我陶醉，即使立

了功德也常不攬功自炫，而是抱著：「成功不必在

我」的胸懷而淡化之。大師既然是出家人，又是高

僧，自然而然以同等對待之。所以，當看到他的大

作中提及許多豐功偉業時，他居然毫不避嫌或避諱

地顯耀自己，不但到處都看到「我」，並且多把

「我」放在文頭，似乎怕人錯看了「我」，忽略了

「我」。這種過度強調自己、自我表揚、忘卻謙卑的

不尋常言行或許是由於早年特殊境遇及背景而導致

信心的缺乏，並與佛門「三法印」的「諸法無我 」

相違背。 

老實說，大師功德無量、名滿天下，許多言

行，世人皆知，都可不言而喻，不必汲汲拋頭露面

丶處處曝光丶事事爭名。即算世人無知，佛陀在上

亦可細鉅殷鑑，登入功勞生死簿，無需煩惱。你既

深愛台灣，台灣也處處愛護你成全你，那會有台灣

不承認你是台灣人，不能譲你做個台灣人之理，除

非是你先拒絕、否認做台灣人或犯了滔天大罪而不

省。現居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大部份都與

台灣血脈相連、息息相關丶榮辱生死與共，而認同

台灣了，而你在台灣已超過六十年，又那麼愛台

灣，對台灣甚至全球貢獻那麼大，那會拒絕、排斥

你為台灣人，歡迎都來不及了。相信，這點「自

信」你應該有。希望你大膽大聲喊出：我是「中國

台灣人」以表達信心丶勇氣及誠意。以你崇高的地

位及誠信講出的話對族群的融合一定會有很正面的

影響及貢獻。 

佛門有句話：「煩惱即菩提。」是耶？非耶？現

在是 好見證。 

宋建章牙醫學博士 
Frank C. Sung D.D.S., 

Jillwen Sung D.M.D., Jasmine Sung D.D.S. 

美國植牙學院專科文憑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al Implantology 

美國植牙學院院士 
Fellow, American Academy of Implant Dentistry 

全科牙醫學院高等院士 
Master, Academy of General Dentistry 

植牙可以像真牙一樣好用 
本診所有近萬個成功的例子 

713-777-1221 
週一至週四 9AM ~ 6PM 

6918 Corporate Dr. A-11 
Houston, TX 77036 

（精英廣場─Chase Bank後面） 自設最新3-D Cone Beam電腦斷層檢驗 

6650 Corporate Dr.,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對面，富國商場內) 

新增設：醫療美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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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消息 
松年學院春季學期將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

四)上午 10 時舉行開學，特別邀請休士頓名醫心律醫

學中心-唐衍賢博士為主講人，唐醫師是專攻心臟科

醫師，唐醫師對如何預防心律不整及中風及講解如

何預防與治療心臟節律異常、心臟驟停及中風症

狀，並就常見的疾病危險因素、症狀體徵識別和診

治等相關知識作詳細介紹。心悸、心跳速率過快、

呼吸急促、胸痛、暈眩、頭昏眼花或嚴重者會造成

昏厥等症狀，若有此情況請諮詢唐醫師中風的治療

與預防。學院為鼓勵許多長輩走出來學習，增加許

多新知識及結交新的朋友擴充生活使晚年更豐富，

過的更充實。我們也提供學習獎學金申請辦法: a) 有

意者凡選修 2/3 課程以上者，免收學費。b) 介紹新學

員加入註冊者每人積點 30 分，累積滿 120 點者，免

收學費。另外有許多長輩雖然有意要出來學習，但

因交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成為困擾，我們也呼籲我

們的學員老師在您的周圍鄰居若有意來松年學院就

學者，我們可 Carpool，請事先與學院連絡以便安

排。 

松年學院是登記為非營利教育機構，今年春季

是學院第十三年 (董事會修正入學年齡降低至 50 歲

即可申請入學資格)，學院現址在 9720 Town Park Dr. 
#104，Houston，Texas 77036(Tel. 713-272-8989)。學

院的學員老師 92%來自台灣，8%來自本地、日本、

越南、香港、中國等地。春季開學課程如下: 晨間運

動 ( 教養生氣功太極每天早上 9:00-10:00 ) 。HTISC
合唱團 (名聲樂家詹硯文指揮)。日文高、初級班、 

西班牙文初、中級班、英文初級、文化傳統 (台灣俗

語、客家文化) 、專題系列 (醫學健康、社會新知) 、

音樂欣賞(介紹古今音樂名曲作家及演奏) 、氣道書

法、原點療法應用(保健) 。插花(池坊、草月及各學

派名家指導) 、橋牌、園藝、油畫、國畫、電腦、舞

蹈 、 氣 功 / 太 極 拳 、 瑜 珈 、 娛 樂 、 午 餐 ﹙ 社 團 活

動﹚。松年學院除了貫徹學院宗旨「追求豐盛的生

命，全人的健康生活、活到老、學到老、愛 與 服 

務」、為社區長輩提供一處「活到老、學到老、學有

樂、活得好」的場所、也提供學員生活豐盛的經驗

「熱愛及珍惜這塊土地」。 

每月有一次的戶外教學，每學期有國內外的旅

遊，這學期春假 (3/14-18) 將有旅遊活動 (非學員/老

師預留 10 位費用)。歡迎舊雨新知蒞臨參加 。報名

即日起 (Tel. 713-272-8989)，辦公室時間，Mon-
Thurs 10:00am-3:00pm. 。  

松年學院 2016 年春季教師及義工會議日期於 1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學院 Daily Hall 舉行，特

別探討 Focus on the HTISC and Reach the Goal 凝聚力

量實現夢想，會議中介紹春季課程的時間修改及內

容，中午由董事會敬備午餐感謝老師與義工們的貢

獻和辛勞。 

松年學院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00-
5:30 學院一日遊，地點在 Galveston 是德州 具有歷

史及南洋風味的 Gulf 灣珍珠古老城鎮之一，將參觀

The Bryan Museum 該館收集美國西南部的文化藝術

史以及意外的驚奇 歡迎報名參加。 

課程簡介 (Curriculum Introduction) 

History & Literature ： 

1) 台美史地：台美歷史由趙偉宏博士、李元平醫師

及許勝弘院長分別擔綱介紹台灣及美國歷史、地

理，使您更了解台美過去歷史文化。 

2) 客家文化：保存台灣客家文化及認同，由李順連

老師擔綱，邀請客裔專家教授。 

3) 歷史之旅： 學習珍惜與愛護這塊土地，藉由旅遊

了解各地風俗、文化、歷史。由許勝弘院長及李元

平醫師講解。 

4) 氣道書法：指導老師樓偉亮、王俐娜精通各式各

樣的寫法。強調習法運氣及協助大家練習寫法。 

5) 台灣俗語故事：由游雲真老師負責。游老師擅長

於台灣俗語。她幽默有趣，絕對包您笑嘻嘻！ 

Art ： 

1) 插花：由副院長 LaVerl Daily 指導。陳由美、張淑

貞老師協助教學。戴莉教授 07 年榮獲日本國家 高

「朝日獎」。她的熱心與教學使學員循序漸進的插

花，並獲得證書。 

2) 音樂欣賞：黃詩婷博士和一些年輕音樂家趙珮、

吳清芳、簡韶芹、張廖莉娜等將全學期課程排定放

在學院的網站使缺課者亦可學習。 

3) 繪畫：繪畫課由王長宏、戴梅熹教授。鄭可達的

素描、嶺南黃啟濤啟蒙畫境、曹淑敏、龔定坤基礎

多元化的學習，使休閒生活多采多姿及畫出您的人

生。 

4) 手工藝：術家王憶綺老師教授陶藝、林鈴容、林

麗玉、彭紹葩、黃浩英、林寶蓮等教授紙藝毛織品

等教學、等著您留下一些值得回憶的作品 

 Health and Wellness/Current Event ：  

1) 新世漫談：由滕鈞宜、黃金德教授等主講。以他

們的專業生化與營養方面的見解為松年作一系列精

闢的演講，對健康有幫助。 

2) 保健常識：專業醫師護理人員講授如何保養認識

身體的正確知識，他強調能健康益壽延年之妙方。

使我們更愛惜生命、珍惜時間。 

3) 原點療法應用：由林勝彥老師教學員找到痛點解

決痛苦，但有病還是要就醫。 

Athletics ： 

****每天上課前的早操健身。 

1) 舞蹈：由專業舞蹈家王麗純執教，在輕歌妙舞中

學員們學習很認真，有益於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放

鬆愉悅。 

2) 太極拳：林勝彥老師、鄭可達老師為鄭氏太極拳

鄭曼清的(女兒)傳人、兩歲起習太極拳。她讓您打好

內功基礎健身又防衛自己的安全、課程解說詳盡易

學  

3) 瑜珈：使身體更柔軟、有平衡感，對健康有莫大

助益，由徐梅姬老師教你正確瑜珈。 

4) 高爾夫 Golf ：課室講解學習高爾夫球運動禮儀、

規則、技巧等，學院的後庭有練習場可以揮杆。學

高爾夫球永遠不嫌老，又是個人一生輕鬆的運動，

何樂而不為？名教練 Roger & Joe 指導。 

Life Philosophy ： 

人生園地：從生活週遭的事、家庭、社會人際間的

和諧相處。我們從許多方面如經濟、家庭、文學、

教育與宗教觀點看人生。何益民、許勝弘、林得勝

等與大家探討積極和快樂實踐人生。 

Scientific Knowledge ： 

電腦：電腦由林勝彥、林維勝老師負責。幫助學員

明瞭電腦世界與現代知識的追求，在浩瀚的宇宙中

藉由電郵聯絡拉近親情。 

Leisure Time ： 

1) 園藝：假如您希望住家的後院美化和種植一些有

機賞心悅目的蔬果，健身又省錢的方法。由專家俞

希彥、李森發、王恆雄、李順連、郭禮慶等指導，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2) 合唱團/KaraOke ：只要您喜歡歌唱都可以來參加

學院的合唱團/KaraOke、將歡樂歌聲傳給別人。指揮

詹硯文、司琴葉燕苾及學院音樂老師等 

Language ： 

1) 西班牙文：由孟達博 Montalvo 老師將日常生活的

西語教授，使學員能活用。渴望從基本學起者，孟

達博老師 (精通台國英語)曾留學台大；他從基本發音

開始詳加解說、教授西語初、中班。 

2) 英文：英文(初) 英文(中)分別由張文雄和馬淑芬教

美國的一些習俗和日常生活英文，使您得心應手。

安德生 Andy Anderson 特別為考公民班的長輩講解服

務。 

3) 日文：從基本日語會話和從一些日本故事、童

謠、歌曲學日文，由尤文芳、陳月眉、河村彩、幸

子竹田、曾敏常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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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nuary 2016 台語學校三十週年 

張仁裕 

台灣語文學校三十歲了！一九八五年由一群

熱心的休士頓台灣同鄉創立的台灣語文學校，在

歷任校長！校務委員和很多的老師及志工的努力

下，教育了無數的第二代台美子弟，他們在位於

台 灣 人 活 動 中 心 的 台 灣 語 文 學 校 度 過 了 他 們 童

年，學習台灣的語言和文化，結交一群終身的朋

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台灣語文學校今年在秋季班的結業典禮後，

舉行了三十週年慶，邀請了歷任校長、過去的老

師和校友回校共同慶祝。第一任校長郭珠貞女士

上台回憶當年創校的辛苦情境。很多同鄉熱心捐

錢讓學校能夠運作，為了讓熱心捐錢辦校的同鄉

能享有捐錢免稅的福利，以台灣語文學校、長春

會和 Taiwanese Youth Society (TYS) 為基礎向德

州州政府申請成立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獲

得州政府核准成為 501 (c) 3 免稅機構。學校成立

之初，沒有自己的校舍，四處找本地公私立學校

租 借 教 室 在 周 末 上 課 ， 嚐 盡 寄 人 籬 下 的 辛 酸 痛

苦，為了長久之計而有擁有自己的校舍的念頭，

在大家努力找尋後， 後終於找到現今的台灣人

活動中心，解決了四處流浪的困境。郭校長也緬

懷當年出力甚多而今已過世的李雅彥醫師、歐清

男教授、黃智舜校長及蔡正隆博士。當年他們及

多數同鄉的高瞻遠矚且付諸行動，才有今日的台

灣語文學校。 

在台灣語文學校已經教了二十三年的英文老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三十週年慶  

Good Morning, 
What an amazing milestone we are celebrating today--marking our 30th 

year!  It ha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with humble beginnings.  The school be-
gan as an idea, as a dedica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s a place to preserve Tai-
wanese heritage and to make life in the U.S. as fruitful as possible. The school 
began without permanent home, renting space in public schools, and look at 
where we are now with this wonderful facility.  We should be forever grateful to 
those who had the vision in our earliest days to make a place that would have an 
enduring legacy on the Houston Taiwanese community.  With 30 years of his-
tory, the school has served much more than the next generation.   

Students benefit in so many ways here each Saturday, whether they study 
math, Chinese, English, Taiwanese, cooking, or karate.  The learning students do 
here gives them untold advantages as they evolve in their academic lives and as 
they build lifelong skills in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These are 
significant gifts that will impact the kinds of lives our students will lead as they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 in their careers.  However, I would conte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 the school offers our students is an enduring 
sense of community.  So much that comes from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is hard 
to quantify, but it is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gives our lives meaning.  Think 
of the friendships you have formed at this school, think of the shared experiences 
you’ve had, the common road you have walked.  As one who has taught here for 
many years, 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gratifying for me to see students come back 
as adults and to learn that they have maintained friendships long after leaving 
school.  My message to our current students is to appreciate your opportunities 
and cultivate your friendships because being a part of this community will prove 
more valuable to you than can probably imagine now. 

So now we celebrate 30 years of history.  We are thankful that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from many has given us a place where we can all thrive and grow 
together.  We are thankful for our eager students who work hard and remain ex-
cited about learning.  We are thankful for a place to build community and value 
Taiwanese heritage.   

師 Michael Seckman 也上台分享他的感想，他的

感想文另刊於鄉訊。Jeremy Fang 代表校友分享

他在台灣語文學校的成長經歷。這次的慶祝活動

由校務委員策畫，召集了很多志工幫忙，TYS 也

展現他們的活動力把舞台裝飾得美輪美奐。非常

感謝他們的同心協力，傳承了過去無數同鄉對台

灣語文學校無私的奉獻。 

台 灣 語 文 學 校 近 幾 年 在 年 輕 的 家 長 的 督 促

下，利用臉書等現代廣告通路加強做廣告招生，

很多學生家長也口耳相傳，免費為學校宣傳，現

在註冊學生人數已經增加到一百左右。看到台下

很多小孩，期勉現在及將來的校務委員繼續傳

承，相信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還會有十年、二十

年甚至三十年的光景。 

A Message from Mr. Michael Se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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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區新生命  小希望大夢想   

─想想人文空間  

Thinkers' Corner   

讓學習成為無限可能 

王思雯 

(彰化人，賴和基金會專職) 

坐落在台中火車站前民權路上，一棟三樓老式

透天厝的「想想人文空間 Thinkers' Corner」，推門進

去，可以點一杯好喝的咖啡，耳邊會聽見好聽的爵

士樂，木架上更有許多精選好書與小農食品，可以

讓人待一整個下午都不無聊。但是！店名加上「人

文空間」，就代表這裡不只是文青咖啡店， 大不同

點，是各式各樣的學習機會正在這裡發生，這裡也

含括生活、美感與社會關懷，咖啡店就是大家的社

區教室。 

Writing Center 的啟發  「想想」不只是街角咖啡店 

「這一次到美國去，對美國的台灣鄉親留下深刻

印象，不只長輩們很熱情，到休士頓演唱時，還有

留學生上台和我一起唱《囡仔》，真的很好玩。」 

2015 年 11 月中旬，音樂人張睿銓與賴和基金會

執行長周馥儀受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美麗島前

進、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奧斯汀台灣同學會

邀請，前往安娜堡、休士頓、奧斯汀演講「台灣遺

失的文化與歷史」，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台灣鄉親的熱

情，對張睿銓來說是一次很深刻的經驗。尤其第一

站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演唱《囡仔》，雖然演唱過程

中他並沒有特別表達什麼，不過那一刻他的心情很

複雜，因為密西根大學正是陳文成博士的母校，想

起當初陳文成是因為支持台灣民主運動而遇害，自

己因為創作《囡仔》講述台灣歷史，而有幸來到美

國向台灣鄉親分享如何將台灣歷史帶入音樂中，相

較陳文成的不幸，他覺得有些感慨。當然他也覺得

榮幸，有機會唱這首歌向陳文成博士致敬。 

在台灣，張睿銓的身分很多元，除了是一位音

樂人，同時也在台中中興大學教授英文寫作課程，

更是「想想人文空間」總監。因為中興大學的教

職，讓他這個在台北生活十多年的彰化囝仔，2013

年又回到熟悉的台中生活，也啟發他開始去思考在

台中經營一個社區學習空間的可能。「想想」從 2014

年 11 月成立至今，不過才一歲兩個月，仍正在努力

朝成為一個社區新型態學習場域的目標邁進。 

「想想」的出發點，並非只是開一間咖啡店，而

是要開啟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希望突破台灣傳統教

育現場「上對下」的權威教育方式，真正做到教學

相長，讓老師與學生的角色能得到平衡，例如在學

生提出新的想法時，老師不會因為不了解就加以指

責，而是透過其教學經驗提出建議，並引導學生一

起思考與討論。這樣的想法，來自張睿銓在美國芝

加哥留學時，曾在校內的「Writing Center」擔任寫作

諮詢員，提供前來寫作諮詢的學生一對一輔導的學

習模式，諮詢員會透過許多討論，讓來諮詢者先了

解自己的文章是否充分表達出自己的想法，然後再

針對文章內部做修改的建議。這樣的教學模式被張

睿銓落實在「想想」，他覺得不一定是英文寫作，中

文寫作或是其他學習項目，都有可能運用這樣的模

式，讓學習者更全面性去思考自己的學習內容是否

符合自己的需求與目標。這樣的一對一學習方式，

不一定僅限於長期課程，有時候也可以是符合短期

的學習需求。因此，如果你來到「想想」，發現有兩

個人正用英文對著電腦上的文章熱烈討論，有可能

你剛好碰見這樣的新微型學習現場。 

從微型學習現場到社區學習教室  「想想」與在地人

生活在一起 

    「一對一微型學習現場」是「想想」的出發

點，除此之外，張睿銓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終極目

標，希望讓「想想」與社區居民是共同生活在一起，

「想想」就是社區學習教室。 

    現在的「想想」除了固定的「瑜珈課程」、

「搖擺舞課程」等，每個月也都會有不定期的各式各

樣講座或工作坊，例如新書分享會、社會議題討

論、攝影工作坊等。透過這些活動，「想想」要傳達

的是，希望來參加活動的人，在活動結束離開後能

獲得一些東西讓他開始去思考，而不是單純來聽聽

被療癒或只是開心就好。所以有些時候可能會因為

活動主題較為冷門或不是大眾習慣的議題，來參加

的人就會比較少。雖然會有這樣小小挫折，但也給

了「想想」更多不同的思考線索，希望「想想」逐

漸成為不只是外地人會走進來，更能成為在地人喜

歡的地方。 

    「想想」落腳的台中中區，被台中人稱為舊

城區，在日治時代是個熱鬧的城鎮中心，但隨著時

代變遷而逐漸沒落，卻也蘊藏著許多豐富的舊城故

事，例如「想想」的隔壁街道上，還有著日治時 

代台中州立圖書館這樣的歷史建築。除了歷史

建築，因為早期商業發展的關係，有許多行業聚集

在這裡，例如布莊、電子街、銀行，都造就了中區

豐富的人文文化。張睿銓希望將舊城這些人文文化

和「想想」結合，讓「想想」能做到舉辦活動不再

總是尋找外來的講師，能讓社區居民自己就是講

師，把自己專業與社區居民分享，「我希望可以取之

在地，用之在地。」，像「電子街」裡有一群喜歡嘗

試研發不同機關及實驗的人，張睿銓希望之後可以

邀請他們來「想想」開設科學實驗工作坊，邀請在

地民眾參加，讓他們了解為何自己生活的地方會有

一條「電子街」。 

    城市的發展隨時代有所遷移，但人的故事卻不

會也不該這樣就消失，「想想」想要與在地居民共

同生活著，這樣一個美麗的夢想，是張睿銓和他

的團隊正在努力的方向，也需要更多人的支持與

參與。在介紹「想想」的文宣裡，「跨界又無法歸

類的活動」這句話，讓人看見「想想」的無限可

能，在「想想」學習，把「想想」變成生活的一

部分，值得我們好好想想然後行動！ 

 

 

 

 

 

 

 

 

「想想」可以是小朋友的科學實驗教室 

 

 

 

 

 

 

 

 

「想想」也可以是成人的戲劇工作坊 

 

 

 

 

 

 

 

 

在「想想」好音樂當然不能少 

「想想」有無限可能，需要大家共同參與 

 

◎想想人文空間 Thinkers' Corner 相關資訊  

地址：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78 號(近台中火車站) 

電話：(04) 2229-6346 

FB ： https://www.facebook.com/thinkerscornertaiwan/?

fref=ts 

影片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6lULd89C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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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琳驗光眼鏡中心 

驗光配鏡‧品質服務 

款式齊全‧最低收費 
接受VSP保險 

11159 Westheimer@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713)978-7504, (713)978-5959 
(713)266-5828 FAX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頂好電腦服務公司 
 

Ben j am i n曾為Mic r o so f t認證工程師 
經驗豐富，耐心細緻，精通電腦構造 
信用可靠，收費公道，維修電腦作業 
小蒙恬代理商，代客按裝及調整小蒙括 
地址:5800 Ranches te r ,  su i t e  136 

電 話 : 7 1 3 - 7 7 2 - 3 8 8 4  ( o f f i c e ) 
   713-320-9895 ( c e l l  phone ) 

特搞「人生的第一次」 

人生的第一次 
宋明綉 

人生有太多的第一次了。童年時的許多第一次

經驗，塑造了今天的我，所以我就只著筆於童年的

回憶。七歲時第一次參加小學的賽跑，因為兒時腳

疾，走路經常跌倒，所以爸媽對於我參加賽跑之事

特別關心。爸爸在百忙中特地到場鼓勵我，更帶來

那時物以稀為貴的照相機。因為是障礙賽跑，當我

從障礙網中爮出奔跑的一剎那，爸爸為了我留下了

珍貴的鏡頭。照片中的我帶著勝利的表情，我相信

這對小孩成長的自信自尊很有幫助。 

我八歲時和大姊爭搶文具，是第一次也是唯一

的一次，兩人都被爸爸用尺打手心。從此以後，我

們不再爭吵。我爸自己十分重視手足之情，對兄弟

姊妹的付出無微不至，他也這樣地敎導我們。十歲

時，第一次戴近視眼鏡，也是學校第一個戴眼鏡的

學生。從此被冠上＂四眼田雞＂的別號，也經常鬧

出戴著眼鏡找眼鏡的笑話。我已不記得被嘲笑作弄

的感覺了，是否自卑自憐？我知道同學們並沒有傷

到我的心，大概我已從中學會了順應通達的能力

了。十一歲開盲腸手術，第一次開刀住院，雖隔五

十多年，手術室的情況還是歷歷在目，更難忘媽媽

在醫院小廚房煮的虱目魚湯，鮮美無比。我本來不

喜歡虱目魚的多刺，自從開刀後就愛吃了，因為它

包含了母愛的記憶。 

六年級時，因聯考初中的壓力，老師每天提早

一小時上課加强補習，媽媽心疼骨瘦如柴的我，不

忍叫醒我，而我卻因遲到而第一次被罰站在敎師辦

公室的大鐘下，真是無地自容。也許是這個緣故，

我很不習慣遲到，一遲到就焦慮不安。在那惡補的

時代，小學生真是辛苦。媽媽總是在上菜市場時，

順路繞到學校，手提著羊肉米粉，讓沒吃早餐的我

在下課時間趕快填飽肚子。我也記得那年的模擬

考，我得分全校 高，九十九分，卻第一次受到老

師挨打，在頭上打了一下，説是少了一分，不應該

答錯的一分。雖然不喜歡老師的作法，但盡力做好

的習慣已經生根。 

童年中也有很多第一次的美好回憶，比如八歲

時，第一次在説故事的課堂上，講白雪公主的故

事，大受歡迎，從此經常被同學要求説故事。因為

那時兒童書籍很少，大多數同學都不知道童話故

事，而我卻在巷口的書攤度過不少黃昏，坐小板凳

看漫畫書，全心浸潤在童話世界中，直到天黑了才

趕快回家吃晚飯。那時的我受到老師同學的讚美，

心裡十分驕傲，雖然也因此而得了近視。 

九歲時，第一次畫圖比賽得獎，記得畫的是山

景，爸爸提示要我畫層疊的大山小山，果然拿了第

一名。爸爸才華橫溢，阿嬤總誇爸爸畫的回頭虎有

多傳神，可惜我沒機會看到，爸爸一直忙碌著，到

了晚年，大概也忘了他年輕時的愛好。阿嬤説我看

書繪畫的神情都跟爸爸一樣，理所當然，因為爸爸

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九歲時，我也第一次作文比

賽得獎，從此一路到小學畢業，不知拿了多少美術

書法作文的獎狀。班上的壁報都是我負責籌劃，上

面當然更少不了我的文章。 

十一歲時，第一次成了班上成績的第一名，同

學們都說我開了盲腸手術後變聰明了。人説不經一

事不長一智，經過了開刀這件大事後，好像毅力、

專注力都大有提升。 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位關

心我的優秀導師－葉錦惠老師特別為我補課。再

者，那時的我，對自己也有認知，外在比不上，只

有比內在，自己也很加油。 

所寫的都是陳年往事，漫長人生有許多挑戰，

人生的第一次永無止盡地發生，只要活著，就永遠

有第一次的情境發生，不管是美事或窘事都值得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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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ng Finals Brings the Best End to a Semester 

Before we ring in the new year, 
lets remind ourselves of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and how we hope 

reform ourselves. 

Ten days before winter break, stu-
dents are working hard preparing for fi-
nals. Every tim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finals for 
every class they take. I believe students 
that have an A average for a class can be 
exempted from finals because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emester, we can 
focus on specific classes to bring up, and 
because hard working students deserve to 
be reward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their 
grades.   

Students who ha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emester deserve to be released 
from stressful grades. Every day I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go to school, work 
hard in school, come home to do home-
work, study for quizzes and tests, go to 
bed, and wake up to another day of work. I 
put forth the best effort each day, every 
night, from Monday to Friday, and still, on 
the weekends, just to maintain good 
grades. How much more can we do when 
our lives are evolved around days of six 
hour sleeps every night? I believe students 
should be rewarded with the exemption of 
finals.  

 I want to do well in all my classes, 
so I am obligated to study for all my 
classes neglecting the ones that I should 
actually be focused on. I believe we should 
be able to focus on bringing up the average 
in those classes that are not so great in-
stead of keeping our attention, always on 
the classes that we are already doing well 

on. This is a chance for a conscientious 
student to bring their grade from a C to a 
B. This is the time for remarkable students 
to be rewarded with the relief of finals and 
the reassurance of their grades.  

Finals are as stressful as a teacher try-
ing to grade loads of papers before pro-
gress reports are due. Instead of being 
stressed over finals, I believe the last week 
of the semester can be a week of blessing 
to the hard working students.  

If finals were made to test me of my 
learning skills, of what I’ve learned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believe with the 
exemption of finals, I will work extra hard 
on that one test in order to see a big, fat, 
bright red 100 printed on my paper. 

Renee Jiang | Writer 

Alvin Chen | Editor-in-Chief 

Hear Our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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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my Chiang, Michelle Chen, Charlene Huang, Renee Jiang/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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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black, rubber tire, swinging 
from a sturdy limb of an aged oak tree. If 
you zoom out a bit, you can see that he’s 
not alone; he’s in the center of all his other 
oaky companions, all waned, but still 
standing strong. Zoom out a little more, 
and out comes a patch of limping mango 
trees, burdened with their delicious, 
golden fruit hanging off its limbs. Sadly 
no, it’s not anywhere near the punishing 
climate and flat terrain of Sugar Land. It is 
in my breezy, fair weathered hometown, 
Taichung, Taiwan. My family pays a trip 
to Taiwan every summer, and every sum-
mer we go to pay our respects to my 
grandparents’ grave with all my other 
aunts, uncles, and cousins. We set out a 
blue picnic mat under the shade of the 
patch of mango trees planted all around 
the grave. While the younger kids play 
and the adults socialize, I wander off to 
my secret place on that black, rubber tire. 
I swing back, and forth, and back, and 
forth. The rhythmic taps of my legs 
against the ground, the small breeze that is 
able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forest blows 
against me, setting my mind off to roam in 
the previous year’s memories. I reflect on 
my moments of triumph and failure, my 
decisions and aspirations, my conven-
tional, suburban lifestyle. 

Reflection 

Eajer Toh |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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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crime has been a serious issue 
lately and it’s solutions are not being taken 
seriously. Mourning and awareness, sadly, 
is not enough for things like this. It is 
mainly the campus’ fault for not having al-
ready found the solution and for not having 
put enough work into trying to keep their 
students alive.  

Sexual abuse is often overlooked as a 
campus crime. Students that are victims 
rarely receive financial aid for their physi-
cal and/or psychological trauma. Many 
cases go unreported but the ones that do 
report rarely convict the perpetrator. For 
example, Emma Sulkowicz is a rape victim 
who reported, but her assaulter was never 
convicted. Because of this, she vowed to 
carry a mattress on campus until he was 
convicted or until they graduated in order to 
“call attention to her plight” (Smith 2). 
Sadly, she had to walk across stage still car-
rying that weight.  

Additionally, the correlation the media 
shows is often skewed. In fact, more than 
75% of mass shooters are not mentally ill. 
Dr. Jeffrey Swanson, a psychiatrist, did a 
study with 34 adult male shooters, and 
found the strongest affiliation was to being 
“described as a loner” (Beckett 1). He also 
remarked that even if we cured all of the 
truly mentally disturbed such as schizo-
phrenia, majo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is-
order, crime would only drop 4%. Even so, 
schizophrenia and other serious disorders 
should not be disregarded immediately as 
murderous or uncontrollable and most cer-
tainly should not be made fun of. As a soci-
ety it is crucial to help those who suffer 

mental illness and by teasing it will only set 
us further back and could be the root cause 
of such distraught outbursts.  

The excuse tactic is used when media 
outlets claim the perpetrator was mentally 
ill without any solid evid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impact of their actions seem more 
innocent. Usually the shooter commits this 
crime due to a “squabble or a failed ro-
mance” (Boccella 1), not because they are 
ill. It is harmful because it makes real men-
tally ill people seem more violent and out 
of control. This causes the audience to fo-
cus on the sob story of the killer and the 
public should not pity a murderer. Doing 
this takes the focus away from the victims, 
romanticizes the killer, and creates the ide-
ology that mentally ill people are the prob-
lem. It is just a cover up for people not 
wanting to control gun laws and change 
their views.  

There are many possible fixes to these 
problems. Guns are the main problem in 
situations like these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threaten and intimidate far more often 
than they are used in self-defense” (Gerdes 
2). Gun laws could be restricted by a multi-
tude of factors such as age, substance 
abuse, etc. Colleges should look into intro-
ducing stress reduction and recovery pro-
grams, enforcing harsher punishments in 
rape cases, and have 24 hour chat lines or 
counselors to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They should also give general personality 
disorder tests to the perpetrators to see if 
they actually are mentally ill.  

Violence on campus is being taken too 
lightly for how often it occurs. The miscon-
strue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ll too famil-
iar mass shootings and mental illness, gun 
laws, negligence of solutions, and over-
looking of rape trials all contribute to why 

we still have mass campus shootings and 
rampant sexual abuse cases. Our society's 
unwillingness to change is beginning to feel 
dystopian. If we do not change, these shoot-
ings will continue and America could fall to 
its hubris. 

Youth Page 

Campus Crisis 
Lillieana Lin| Writer 

Although many people claim that Tai-
wanese aborigines, approximately 2.3% of 
the island’s population, have no rights to 
their “unoccupied” land, many young activ-
ists have recently emerged to claim their 
rights in society today. But because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leaves their tradi-
tional occupations and habitats and takes up 
jobs in the cities every year, this task may 
be harder to preserve than predicted. And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ir territorial claims and the 
lack of legitimate power, these people are 
racially discriminated and rejected even the 
mos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of to-
day, Taiwanese aborigines not only struggle 
to break free from societal norms, but they 

also hope to regain back their pride over 
their ethnicity. Their awareness of protect-
ing their culture becomes a current dilemma 
for many individuals living in Taiwan; 
whether to support the cause or bring it 
down with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led by the Kuomingtang government. 

At this point, the activists have taken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genous and the non-
Natives, and encourages the people to pre-
serve faint connections with their past. 
They have also sought to uphold it by set-
ting up organizations and constantly bring-
ing it up as a problem. But, it has not yet 
been fully carried out due to the refusal by 
the KMT government. Therefore this shows 
that the “long history of bloodshed” has 
hindered their full-hearted attention,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lacks a formal proposi-

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enhancement i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 big majorit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continues to inhabit in 
humiliating social environments.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mostly with nature, the abo-
rigines cannot even consider think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housing, the safety of water, 
or the standard of safety. Basic human 
rights are not met. These small number of 
people do not represent a fading minority; 
instead, they are ensuring 
to recuperate their once 
highly prideful race. We 
have the ability to operate 
and serve as guidance to 
create a sturdy base for the 
people, which is best for 
Taiwan and its aboriginals.  

Taiwanese Aborigines 

Rachel Jiang| Writer 

Togetherness (Part 3) 
Alvin Chen|Editor-in-Chief  

“To me, the feeling of unity is when 
you can confide in others, and trust and 
depend on them as much as, maybe 
even more, than you would yourself. 
That's what togetherness is to me. What 
is it to you?” -Danica Wu 

“When we go through the same experi-
ence, we share the laughter and tears."  -
Hansel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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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糖城區 11589 S. Wilcrest 

周一三五 1:30pm - 7pm 

周二四 9pm - 5pm 

華埠區 9889 Bellaire Blvd., #250 

周一三五 9am - 1pm 

周六 9:30am - 1pm 

設備先進完善，電療、超音波、雷射、牽引及運動設備 

杏林復健診所 
專治: 骨科疾病復健、神經疾病復健、運動傷害、 

慢性肌肉疼痛、老人疾病復健、舞蹈醫學復健 

林琬真物理治療師 
台大醫學院畢業 

四十年經驗  

敬請電話預約 

(281) 575-8288 
Electric 
Carpentry 
Plumbing 
Ceramic Tiles 
Gutter Cleaning 

Gates-Fences 
Doors 
Windows 
Sheet Rock 
Power Washing 

Concrete 
Roofing 
A/C&Heating 
Ceiling Fans 
Painting 

 

McDonald’s  
Handyman Service 

蔡文忠 台語/中文 832-764-0897 

24/Hr. Emergency Svc.  Guaranteed to Beat All Competitor’s Prices! 

讀島社／台美藝文 

【臥遊寰宇】 

堪登鎮水閘行  
莊峻華 

堪登鎮在倫敦北郊，有一運河通皇家攝政王公

園，四年前，我們依倫敦 100 處免費觀光景點，曾經

造訪，此鎮就在倫敦動物園北端，當年，我們從公

園步行到市中心，走到猶太人會館，當日未開放，

回家後夏天，女歌星愛美‧外茵浩斯，中毒身亡，

人在其住宅，堪登廣場追悼，始知堪登出此美人。

堪登是一工作小城市，讓到倫敦市創業者，歇腳之

處，小鎮已經開始繁榮，有一水閘，控制運河水

位，我因為早到，於是從堪登國際市場，沿運河步

行到攝政王公園 ，找到我思思念念之，瑪麗女皇玫

瑰花園，只憾早到三週，穿過公園，再搭地下跌，

回堪登午餐，下午，又回到大英圖書館，找孫逸仙

舊書桌不果，遇到一群伯明凾市足球迷。 

古人開闢運河，運輸糧食，像堪登鎮這種水

道，非常普遍，連美國東部都受到影響，我們德州

聖安東尼市，也有一條運河，都有一水閘來控制水

位，內燃機發明前，利用馬騾拖船，現在比較豪

華，有運河計程船，有餐船，在運河上行駛，運河

兩岸，有很漂亮之建築，我甚至看到一家美麗之中

餐廳曰，舫膳，膳者進食，舫者併船也，從此運河

分道，舟船稍大豪華，我走向公園方向。河畔多人

健行，有人停下與我聊天。原來如此家舟，人可居

住，小者單人居住，一年六百英鎊；大者可居雙

人，則是一千英鎊，全國通行，但我讀佈告，此運

河一處，只能停留一週，超過一週，每日罰款 25 英

鎊，我正在計算成本。 

過河堤，有天橋與攝政王公園通，公園甚大，

我著實無法詳觀，許多球類活動，找到瑪麗女皇玫

瑰花園，四年前是三月初來，花株始露暗紅新牙，

如今五月上旬，花枝轉綠，但仍無花苞，和海德公

園之伊莉莎白女皇花園相仿，都須要等到六月初。

此花園由市民園藝團體經營，玫瑰花花園，非常龐

大。 

有一攝政王湖，引來許多鳥類，算是非常熱

鬧，我在湖邊休息，然後走出公園，看到大英圖書

館，想到有人要我尋找孫文倫敦避難，在大英圖書

館讀書之神話，我問圖書館員，他不知我所云，新

圖書館在 1973 年才建立，孫文時代之圖書館，應該

是在大英博物館地下層。 

坐地下跌回堪登鎮，再回堪登水閘，國際商場

已經開張，真是寸步難行，買了一盤炒飯，坐在運

河畔用餐，許多遊客均如是盤坐，旁邊有野鴿，前

來討食。水閘旁，有一三樓時裝店，三整樓前，都

是古典勝家縫紉機，全部玻璃窗，上鎖保護。 

灣生回家  

- 永遠的異鄉人  

讀島社 

「妳來自哪裡？」如果有人這樣問我，我會毫不

考慮地說：「台灣。」  

我從住了 5 年的 Canyon 搬到 Houston 來，視

Canyon 為我的第二故鄉。冬天一到，我總是想著，

Amarillo 那邊雪下的大不大？ I-40 有沒有關閉？每年

四五月，我總擔心著，龍捲風經過 Canyon 時，朋友

們的安危。有一年，龍捲風經過我工作過的植物

園，看到滿目瘡痍的花園，心都碎了。即使是這

樣，被問到這個問題，我還是回答台灣。因為我跟

台灣這塊土地，有著更強烈的連結。出生在台灣，

家人朋友都在台灣，所有成長中的大事紀，全都在

台灣。我的故鄉當然在台灣。  

可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這麼直接的回答問題。

《日本女人在台灣》的作者竹中信子，被人問及這個

問題時，則是困惑以對，不知道哪裡才是她的故

鄉。祖父竹中信景是「仙台號」輸送指揮官，1895

年甲午戰爭時隨近衛軍來台定居，1897 年退役之

後，信子的母親與其他家人則於明治時代自日本搬

到蘇澳定居。本籍大阪，1930 年出生於台灣的信

子，15 歲那年因日本戰敗，隨著母親返日，而祖父

母、父親、伯父都還葬在蘇澳。竹中信子的故事，

就是文史研究中，所謂「灣生」的生長背景。根據

《灣生回家》這本書記載，「灣生」是指西元 1895 年

到西元 1946 年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是台灣與日本

的課本中不曾出現，也沒有被記錄的一段歷史。在

那個年代，「灣生」一詞並不是美名，是當時日本人

用來輕蔑這群人的專有名詞。   

1946 年到 1947 年間，帶著灣生回家的船隻，也

滿載著許多故事。這些第一次即將踏上自己國家的

灣生，以為歸鄉就可以得到安定，卻沒想到，接踵

而來，卻是顛簸的人生。田中實加在寫書時，曾向

奶奶的朋友竹下朋子訪談。竹下朋子回憶著：「我

們是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卻把我們安置在一個名叫

台灣村的偏遠山區，我們像是得了瘟疫的棄民，被

遠遠地排除在外，這是一塊荒蠻之地，沒有金錢補

助，沒有任何規劃，日本政府只要我們好好的活

著。」  

「而留在台灣的灣生為了生存，便將自己的姓名

改為台灣名，有些灣生因口音太重，索性做了一輩

子的啞吧，就連後代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其

是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這些日本人雖然在台灣出

生，但是在日本投降交出台灣的統治權之前，他們

仍覺得自己是日本人。戰後回到日本，習慣了台灣

生活的他們，在日本生活格格不入，在自我認同的

過程中，理所當然的想說出祖國是日本，可是，卻

找不到任何一絲和日本有關的情感連結。當她們想

回答台灣時，台灣卻已不是日本的管轄範圍了。  

他們就像浮萍，漂浮在這個叫做時代的大水池

中。  

灣生的故事，不只是日治時代日本人的悲劇，

鋪展歷史時序來看，更是所有生長於這塊土地上的

人擁有的共同無奈與悲哀。台灣人歷經荷蘭、西班

牙、鄭氏、滿清、日本，到中華民國，哪個階段不

是殖民統治？台灣永遠是他國歷史故事中一個棄之

可惜的配角。我們被殖民者教導著我們沒有自己的

文化，唯一要嚮往的從來只有母國。然而對於家國

的追尋，則是早已植入在台灣人血液，世世代代流

轉，與生俱來的哀愁。  

在劉克襄《福爾摩沙》一詩中說道，這個徘徊

北回歸線的島嶼擁有 困惑的歷史以及 衰弱的人

民。人民衰弱的原因來自於台灣繁雜混沌的歷史以

及無法從其中找到正視自己、消除身份困惑的出

口。在台灣讓許多高中生走上街頭的抗議課綱微調

行動，正是青年學子們捍衛自己的受教權，公民意

識的覺醒。從以往被動接受政府教育單位安排的課

綱，到主動關心自己所學習的教科書內容是如何被

制訂出來的。很多社會人士批評這些學生不守本

分，但我卻認為這正是追求知識以及學問的該有的

態度。  

這次課綱「微調」，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增加殖民一詞，深怕學生不

知道日本統治台灣是殖民統治似的。若要在日本統

治時期冠上殖民一詞，為何其他的殖民統治時期則

不用？我們教科書的觀點對於來自中國的政權（鄭

氏政權、滿清、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往往不

以殖民統治看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移入者其血

緣與今天台灣大多數住民血緣相近，作為否定殖民

地的標準。然則，美國獨立之前，北美十三州都是

如假包換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這是屬於同族殖民。  

台灣史幾乎是一部殖民統治史，我們應讓學子

理性了解歷史，這才是教育，才能真正解決台灣人

自我認同的困惑。讀島社希望由休士頓地區出發，

提供一個讓在美台灣人能夠了解、探索台灣的平

台，透過讀書會以及電影放映，或許我們都能發現

我們從未看見的台灣。目前，我們已舉辦一場史明

《革命進行式》的電影放映會，而《太陽的孩子》電

影公司也已給予我們正面的回應，現在正在積極爭

取《灣生回家》一片在這裡放映的機會。若大家對

我們的活動有興趣，或是願意支持我們，都非常歡

迎與讀島社聯絡。我們希望能夠替休士頓地區的台

灣人社團，注入更多年輕的活力，讓更多年輕人能

夠一起看見台灣。  

讀島社 

※ www.facebook.com/TokTo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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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蘭醬油食品公司 

每飯不忘…… 

金 蘭 醬 油 
金蘭系列 

 各種醬油、調味醋、辣筍、可口花瓜、辣豆醬 

 甜麵醬、花生麵筋、辣蘿蔔、純麻油、燒烤醬。 

請到各大超級市場選購 

台美藝文 

《管窺與管見 ─ 記農技援外工作 #15》 

駐衣索比亞王國獸醫隊  
吳敏信 

1997 年 7 月，赴巴拉圭，負責豬瘟疫苗製造工

作。之後於 1984 年 10 月，再度赴巴拉圭工作，兩度

合計 14 年半，是國外住 久的地方。 

巴拉圭共和國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位於南美

洲的內陸，邊界有五分之四以河為界。全國面積

407,400 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十一倍)。巴拉圭河(Río 

Paraguay) 由北向南流，將國土概分為東、西兩地

區。東部地區約佔全國面積的 40%，西部地區約佔

60%。全國地勢平坦，海拔 500 公尺以上的山峰僅六

座。 

巴 拉 圭 東 部 全 區 為 丘 陵 地 ， 巴 拉 那 河 ( R í o 

Paraná) 沿岸雨量充沛，氣候溫和，是農產品主要產

地。西部稱 Chaco 地區，地勢平坦，乾燥高溫，雨量

不足，地力瘠瘦，不適農業，一般而言適合粗放的畜

牧業。 

全國人口 680 餘萬，96%居住在東部地區。約

95%的人民是西班牙和原住民 Guarani 的混血後裔

(Mestizo)。有 4 至 7 萬純血統 Guarani 居住在 Chaco

區域，棲息地遭受破毀和強制性的同化，有滅絕的危

險。除了語言，原文化已很少留下。 

巴拉圭有一個相當同質的社會結構 ─ 遵從西班

牙文化和宗教的混血人口。1992 年的憲法，認定

Guarani 語和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約 75%的人民說

西班牙語，九成人民懂得 Guaraní 語，多數居民平時

參雜使用兩種語言。 

   西元 1537 年，西班牙人抵達 Guarani 居住的巴

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之間地區，在亞松森(Asunción) 建

城。1542 年，巴拉圭成為秘魯總督轄區的一部分。

巴拉圭幸好缺乏貴重礦產，沒遭受到盛行於祕魯和墨

西哥礦場奴隸制的慘狀。 

巴拉圭從未移入大批歐洲人，部份原因是地處偏

遠。第一位殖民地總督，鼓勵他的人員與原住民通

婚，放棄回西班牙的念頭。巴拉圭很快地成為混血後

裔的殖民地，發展出 criollo 精英份子。融合了原住民

和西班牙兩方面的傳統，形成巴拉圭文化的主要特

色。獨立後，被認為「血統不純」的巴拉圭總統 Dr. 

Francia，亦鼓勵與原住民通婚，甚至禁止歐洲人之間

結婚。 

耶穌會士自 1609 年起，長達一世紀半的時間，

在巴拉圭成立了許多傳教地區，甚至在殖民者幾乎不

曾出現的地區。他們鼓勵(也許是迫使)原住民走出森

林，集體聚居於安置區。 後，安置區事實上由耶穌

會士統治。政治活動觸怒了西班牙國王，耶穌會士遭

到驅逐，原住民也重返森林。 

西元 1811 年 5 月 14 日和 15 日，未經流血，推

翻當地西班牙統治，1813 年成立巴拉圭共和國。獨

立時是一個相當未開發地區，大多數首都亞松森居民

和差不多所有鄉村居民是文盲，難以想像它能以一個

國家繼續存在。 

巴拉圭獨立之初，接續受 Dr. José Gaspar Rodri-

guez de Francia (佛朗西亞)、Carlos Antonio López (老羅

培茲)和 Francisco Solano López (小羅培茲)的獨裁統

治。威權源自孤立於敵對鄰邦間，和政治上純真的人

民願意放棄他們的政治權利。 

佛朗西亞總統被國會推舉為「終身獨裁者」

( Dictador Perpetuo)，定下了一個專制國家的基調。他

不計代價以維持國家獨立為目標，將一切可以利用的

資源投入防衛。以「完全自給自足」為目標，採行

「鎖國」政策。政府沒收精英份子和教會的土地，分

佃給小農，一般人民視為佛朗西亞的賞賜。巴拉圭經

過了一次社會劇變，成為世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佛朗西亞 26 年的獨裁統治(1814 – 1840)， 大的成

就是將巴拉圭建立成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 

佛朗西亞過世後，老羅培茲接任，也是位獨裁

者。1844 年的憲法，國會成為他的傀儡。他的風格

和政策與前任相當不同。21 年的獨裁統治 (1841 –

1862)，改變前任的鎖國政策，採較開放政策，引進

外國人士，刺激商業。於是，巴拉圭經兩任總統的五

十年經營，已成為拉丁美洲現代化的強國。 

1862 年老羅培茲過世，繼任者是兒子小羅培

茲。由於巴拉圭是內陸國家，小羅培茲圖謀擴大版

圖，在大西洋岸取得海港。認為巴拉圭對這一地區的

事務應當有較大的發言權。但他高估了巴拉圭的軍事

力量，更低估了鄰國的軍事潛力。 

1864 年爆發三國同盟戰爭(Guerra de la Triple 

Alianza)，巴拉圭對抗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這場

拉丁美洲歷史上規模 大、 慘烈的戰爭長達六年。

戰爭結束於 1870 年 3 月 1 日，小羅培茲在戰鬥中陣

亡。巴拉圭人民狂熱地託付小羅培茲，打一場贏不了

的戰爭，幾乎毀掉整個國家。然而，自 1930 年代，

巴拉圭人將他尊為崇高至上的民族英雄，對巴拉圭現

代史影響極深。 

歷經戰爭挫敗，巴拉圭具全民色彩的制度或機關

遭到撤除。外國資本大量擁入，投機者低價搶購土

地，大規模的地產所有模式再度出現。巴拉圭人口從

戰前的五十二萬餘，1871 年時，減少到不足二十二

萬，其中成年男子不到二萬八千人。戰爭遺留下荒

廢、瘟疫和飢荒，國家瀕臨解體。多數農民生存一如

過去數世紀，勉強維持生活。巴拉圭以落後、貧窮進

入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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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隧道深入報導〈part ５〉 
森 

前車之鑑 

5 月 8 日筆者在工地現場曾對林子益、馮、阿水

等人詳細解說其危險性及正確施工方法。尤其警告

馮，當年（1990 年左右）在台電新天輪水力發電工

程頭水隧道Ｂ下（利德公司施工，福清公司負責Ｂ

上，都是中華工程公司之下包）的前車之鑑，馮為

當時中華工程公司派駐Ｂ橫坑監工站長。 

按所謂台灣電力公司新天輪水力發電工程，是

在原有天輪水力發電廠側增建同樣大小的一座新的

電廠。原有電廠在二次大戰前已大部份完成並開始

發電，惟早期多屬民生用電，整個電力系統型態大

異於現代。當時一般之水力發電廠平均每天發電多

在十二小時以上，因而發電量較小。以原有天輪電

廠為例，日本人曾規劃為 4 部 26,500 ＫＷ機組，初

期也只裝設三部，二次大戰後，將攔水壩加裝弧型

閘門形成調整池蓄水，每天集中做尖峰發電 6 小

時，多年後擴建第四部發電機（只是在預留之位置

上加裝而已）。大約在同一時期台北的烏來電廠、新

龜山電廠及花蓮的立霧電廠都在攔河壩上加裝弧型

閘門成為調整池，稱為尖峰發電計畫。由於大甲溪

情況特殊，水力資源豐富，在先後完成谷關及達見

大壩之後，已經成為頭重腳輕的畸型發展，天輪電

廠的發電設備容量太小，可以整整增加一倍，因而

才有新天輪水力發電工程之施工。 

新天輪水力發電工程之 主要土木工程項目為

十公里長之頭水隧道。共設有Ａ、Ｂ、Ｃ三條橫

坑，使隧道施工之工作面可以增加為六處，即把十

公里的引水隧道切割成一˙五公里左右之小段。每

一條橫坑進入主（引水）隧道後分為上、下兩個工

作面，由於中華工程公司介入與榮工處分贓，結果

中華工程公司負責進水口及引水隧道等主要引水設

施，其他由榮工處承包。中華工程公司在台電公司

的重大水力發電工程能分一杯羹，當然要靠多方面

之行政高官及中央民意代表（即立法委員），同心協

力去挖榮工處的牆腳。事成之後，有功人士都由中

華工程公司安排分包一些工程圖利。記憶中，橫坑

Ａ上為當時正紅的交通部長蔡兆陽所屬的金祥營

造，由其弟負責；Ａ下為利德公司，老板姓王為舊

勢力；Ｂ上由周姓立委，交由福清公司施工，周立

委在開工後未久似以癌症病故。Ｂ下原定由中南部

某位大哥型立法委員（已忘其大名）承包，這位立

委找到的營造公司認為無利可圖，希望該立委能向

中華工程公司施壓，提高單價（即要求中華工程公

司降低所抽取之管理費）。據說該立法委員與中華工

程公司談判時，中華工程公司表示，其他下包都是

這樣在做，事實上都有５％的寬裕是留給立法委員

的。該立法委員當場大怒，表示，他不要做，但是

中華工程公司一定要把原編預算打九五折將Ｂ下發

包。由於利德公司關係人脈遠非福清公司所能比

擬，中華工程公司居然只找利德公司協商承包Ｂ下

工作，事為江所知悉，乃軟硬兼施要求中華工程公

司理當由現正負責Ｂ橫坑施工的福清公司承包才

對。 

中華工程公司被迫指示由利德公司與福清公司

私下協調。筆者陪同江到利德公司與其負責人談

判，談判中江與該年長之王姓負責人發生言語衝

突，不歡而散。中華工程公司乃決定，由福清公司

與利德公司公平競價，福清公司投標價較高敗下陣

來，由利德公司承包Ｂ下工作，雙方就此結下樑

子。由於利德公司的老大作風，基本上拿到工程都

是一腳踢的轉包給小包、工頭；福清公司則是直

營，下包工頭只負責人工部份，因而雙方在施工

中，共用Ｂ橫坑進出倒也相安無事，利德公司人員

（尤其是老板）根本很少出現在工地。 

某日，中華工程公司新天輪施工處陳主任在筆

者陪同看完Ｂ上隧道之後，邀請筆者陪他順道轉入

Ｂ下看看。筆者在陳主任堅持下勉強陪同進入。陳

主任憂心表示，開挖面附近之鋼支堡、噴凝土已有

鬆動、變形跡象。筆者仔細觀察，發現利德公司所

施作之大量鋼支堡、噴凝土形同虛設。按理說，一

般山岳隧道工程通過斷層破碎帶的部份很少超過十

公尺以上，然而投機取巧的施工者，多半採取誇大

手法，在破碎帶前後都大量架設鋼支堡，以其安

全、好做利潤高，用來平衡真正破碎帶之高危險、

高成本。這種做弊手法，導致全台灣隧道工人施工

水準普遍下降。 

筆者陪同陳主任看完Ｂ下之後，表示不便有所

評論。惟私下警告馮，Ｂ下情況危急，建議馮勘查

現場時不要走在太前面，稍有異樣，隨時提高警覺

準備衝出隧道外。果然沒過幾天，Ｂ下就發生災

變，爆發出大量土石流，所幸馮站長休假回家。據

馮說，當時是由某位副主任帶頭在現場查看，土石

流爆發時，全部被土石流追趕，跌跌撞撞逃出隧

道，只是受到些擦傷而已。這一位副主任，於次日

提出辭呈，從此一去不回頭，改行去教書。 

當然，這一次雪山隧道災變，馮表示，五月八

日以後他和阿水都不再過問工地的施工問題，竟由

林子益單獨指揮工人施作。馮還說，國工局的陳主

任曾向他表示，如果福清王董要工人切結的話，是

否可由他切結保證將土石全部清除是正確的施工方

法。馮答以，屆時真正出事，誰也不忍心把你（陳

主任）的切結書拿出來！因而作罷。 

依筆者經驗，雪山隧道這一次災變，是在筆者

堅持拒絕依國工局、中興顧問及榮工公司的錯誤指

示施工，長達三天之後所發生，導致福清公司工地

主任林子益慘遭活埋，可以預見的是在第一線施工

者（如馮、阿水及福清公司）一定借此機會大撈一

票，國工局等上級單位已失去發言立場。果然，事

後大發工程災難財，而且照例是下包（馮及阿水）

賺的 多，其次福清公司，榮工公司永遠殿後，當

然損失的是人民的血汗錢。林子益算是平白犧牲，

對相關工程人員之施工技術、經驗毫無幫助，因為

全體都在混水摸魚。人們從媒體上看到有關雪山隧

道的一切，幾乎全是謊言。 

馬屁橋事件 

2005 年 8 月 27 日阿扁總統車隊視察北宜高速公

路時，趕搭於雪山隧道南行(東行)線頭城端口，長

48.5 公尺，寬 3.5 公尺之鋼便橋（8 月 25 日完工，9

月 20 日拆除）真相是：榮工公司承包之雪山隧道包

括南行線（往宜蘭）及北行線（原稱西行，往台

北）兩條隧道，都是單向雙車道。事實上，2005 年

8 月中旬，南、北雙向隧道與宜蘭平原路段都是以路

堤相連接，均可暢行無礙。 

然而卻在阿扁總統決定視察前未久，榮工公司

將南行線頭城端口之路提挖開，俾便建造隧道口機

房，以至於當阿扁總統於 8 月 27 日當天無法由台北

一路暢行經雪山隧道進入宜蘭平原段，必須在雪山

隧道南行線頭城端出口前（約 800 公尺）經由八號車

行聯絡道轉入北行線（成為逆向行駛）。則全體官員

捏造 2005 年底通車之假象勢必破功，因而趕搭鋼便

橋，當然是「馬屁橋」。 

有人說，搭鋼便橋還是為了阿扁總統的安全，

真是馬屁到家。事實上，臨時趕搭的鋼便橋，絕不

比繞經８號車行聯絡道逆向行駛北行線安全，只是

不太像年底就能通車的模樣而已。 

馬屁橋只是浪費幾百萬元（絕不只數十萬元），

真正影響工期的還有鮮為人知的內幕：國工局為了

使南行線隧道能夠平緩舒適，居然從 8 月 24~26 連續

三天，二十四小時趕在南行線隧道末端約 4 公里

長，提前澆灌底部 20 公分厚之混凝土總計 3,000 立

方公尺以上。以致於其他混凝土工程在這三天內完

全停擺，實質延誤工期絕對在三天以上！ 

    嚴格的說，鋼便橋只是用來欺騙總統，既不安

全，又耽誤工期。搞得阿扁總統灰頭土臉，還要弄

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出來，昧著良心、良知，為

「不是馬屁橋」背書。宜乎正名曰：「馬腿橋」。 

TBM 傳奇 

以下引用資料、數據主要來自榮工公司謝玉

山、冷耀東所著<台灣雪山隧道主隧道 TBM 工法>及

<雪山隧道導坑施工基本資料>兩文。資料顯示，直

徑 4.8 公尺的導坑隧道自 1991 年 8 月 20 日開始先以

傳統鑽炸工法開挖進洞，到 1992 年 8 月 2 日完成約

525 公尺長之導坑隧道後； 1993 年 1 月 6 日導坑

TBM 開始施工，整整三年後(1996 年 1 月底)居然只

施工完成 1,600 公尺，「且已歷經九次受困」。謝、冷

兩位榮工公司工地主管卻以「因此導坑之主要功能

如沿線地質探查資料回饋主坑開挖作業、預先由導

(Continued on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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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施作必要之主隧道開挖面地質處理、排水等功能

均未發揮」而一語帶過。事實是，導坑 TBM 完全未

依施工規範之要求施作地質探查、資料回饋、地質

處理、排水之故。 

雪山隧道包括兩條主隧道及一條導坑隧道，長

度都略大於 12.9 公里，原設計全部採用 TBM 機械式

開挖。兩部主隧道 TBM 直徑 11.74 公尺，不知何

故，工地每一個人都說，報價每部 10 億元的 TBM

實際價格只要 7 億元。導坑 TBM 直徑 4.8 公尺，報

價 3.2 億元，卻沒聽說過實價多少。 

按，導坑隧道之主要功能在於沿線地質探查資

料回饋主隧道開挖作業，預先由導坑施作必要之主

隧道開挖面地質處理、排水等，堪稱為雪山隧道成

功之鎖鑰。結果從規劃設計到監造施工，全部徹底

失敗。 

設計上，錯把導坑隧道放在兩條主隧道中央下

方。導坑隧道必須設置於兩條主隧道上方，才能有

效預先在主隧道上方鑽設排水孔幕，攔截(降低)下方

兩條主隧道之滲水；向下在兩條主隧道做固結灌

漿，以確保未來兩條主隧道 TBM 之安全、快速通過

斷層破碎帶。 

導 坑 隧 道 T B M 裝 置 有 輔 助 鑽 機 ( H B -

40A/76MM/80M)，具有打設直徑 7.6 公分(全套管)長

達 80 公尺鑽孔能力，無論自身向前方打設地質探查

孔，或預做上方(設計錯誤)兩條主隧道之排水、灌

漿，全都易如反掌。 

施工中，由於施工規範小題大做，打設前述探

查孔造成嚴重虧損，榮工公司乾脆不做，業主、監

造者全面棄守，從而盲人瞎馬直到完工。導坑隧道

從 1993 年初到 2003 年底，總共只有 5,168 公尺真正

由 TBM 單獨施工，其他 1,662 公尺為 TBM 與鑽炸工

法並用，6,112 公尺屬純粹傳統鑽炸工法施工。   

主隧道 TBM 拖延到 1996 年 5 月開始全段面開

挖。此刻導坑隧道 TBM 領先約 1.6 公里，卻已經歷

9 次受困，若能依合約規定及考量正確工程理論、技

術，發揮預定地質探查、處理及排水等功能。可

惜，主隧道 TBM 與導坑隧道 TBM 雖然雞犬相聞卻

老死不相往來，各自盲目冒進，把必要之地質探

查、處理及排水完全拋棄。1997 年 12 月 15 日，北

上線主隧道 TBM 遭抽坍斷層泥掩埋，1999 年 9 月報

廢拆除，總共只完成 456 公尺，其餘採用傳統鑽炸工

法。南下線主隧道 TBM 只單獨完成 3,863 公尺，其

餘 3,453 公尺混合鑽炸工法施工，5,608 公尺純屬傳

統鑽炸工法施工。 

雪山隧道工程，導坑隧道加上兩條主隧道總長

約 36,820 公尺，純粹由三部 TBM 施工完成的只有

9,487 公尺( 26%)，混合 TBM 及鑽炸工法者為 5,115

公尺( 14%)，其餘 22,218 公尺( 60%) 採用傳統鑽炸工

法。35 年前的榮工處在北迴鐵路「大約翰鑽掘機」

失敗的教訓，到如今的榮工公司基本上沒什麼改

進。無論政黨怎麼輪替，榮工公司的職員很多是升

了官的老面孔，也有轉變為協力廠商的高級職員；

協力廠商不少還是些老字號，只是換第二代在經

營。國工局、中興顧問公司也不遑多讓；工程界如

此，台灣社會的一切不也是如此?! 〈完〉 

(Continued from page 14)  --  雪山隧道深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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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66-5768 

風味獨特 喝酒泡茶 
大小喜宴 老少咸宜 

8979 Westheimer, Houston, Texas 77063 
星期一至星期六 

11:30AM~2:00PM 
6:00PM~11:00PM 

星期日休息 

包辦各種宴席 備有各種套餐 

正統日本料理 衛生有機健康 

訂席業務洽：李小姐（星期日預約） 

備有卡拉OK點唱及包租業務 

通國、台、英、日語、廣東話 

台美藝文 

慈 恩 診 所 
陳 正 德 內科醫師 
Samuel Chen, MD, Ph.D., MPH 
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院醫學博士 

敬請預約 專線：713-988-8860 （國、台、英語） 

主治：各種內科病症：糖尿、風溼、腸胃、心、肺、肝、   
          高血壓、傳染病等。 
   提供例行檢查、職業體檢、癌症、糖尿、血脂肪檢 
   驗、心肺功能檢查等。 

移民體檢指定醫師 

醫學中心：6410 Fannin, Suite 1460, Houston, TX 77030 （位於
Hermann Professional Building 內）星期四 1:00-5:00PM 
西 南 區 ： 918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 TX 77036 （位於Diho 
Square, 面對惠康超市左邊轉角，Ranchester Dr.）星期一至星期三

8:30AM-5PM; 星期五 8:30AM-12PM; 星期六8:30AM-4PM 

  現任： 

休士頓德州醫學中心 Hemann Hospital 主治醫師 

休士頓德州醫學中心 St. Lukes Hospital 主治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 Southwest Memorial Hospital 主治醫師 

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院內科指導教授 

(281) 870-0230(O) 
(281) 870-9630(H) 
Mobile: (281) 643-5554 

Shirleywuhouston@gmail.com 

為您爭取最高權益，有口皆碑 

誠實可靠最佳服務，敬請洽詢 

Shirley Wu 
劉 秀 綾 

TRUST SERVICE REALTY 
信實房地產公司 

‧ 專精西南區Memorial, Bellaire, West Univer-
sity, Medical Center, Sugar Land, Westheimer
各區之新舊住屋投資、買賣、管理；電腦作
業，快速準確。 

‧ 商業地產、公寓、土地、辦公大樓、旅館
等；電腦服務，資料齊全。 

‧ 協助貸款，順利通過。 

當我年輕時 
宋明綉 

六歲時我有個小玩伴。他是鄰居的小男孩，與

我同歲。每當辦姑會（玩家家酒），我們總是扮演一

對佳偶。七歲上小學以後不再和男生玩，我就再也

沒看到他了，也不再記得他的長相。這在當時並非

偶然，而是常態。因為那時候的小學是男女分班，

女生只跟女生玩。 

當時只有模擬考時才男女合班，而且課桌是兩

人共用的那種，所以考試時，男女生被分配在書桌

的各一邊。雖然近在眼前卻彼此遙不可及。考試前

女生們一坐下座位，就開始吹氣。這並非給男生拋

吻，而是在消毒，去除污穢。現在的小女生一定不

知道為什麼？那時的小女生總是覺得自己是潔白無

瑕的白天鵝，而視小男生為齷齪無比的癩蛤蟆。絕

對不容忍越界汚染，三不五時就得消毒一下。 

上了初中又是男女分班，高中就讀女中，一路

走下來，班上真的沒有男同學，一直到上大學才碰

上了。記得第一次跟男同學交談，聽見自己聲音怪

怪的，竟然聽不出來是自己的聲音了？感覺像第三

類接觸，不知所措。這是前來未有的經驗，真的把

自己嚇到了，非常不習慣面對男同學。這都怪當時

的學校制度，同時也怪自己在男生面前沒有自信。

為什麼沒自信? 說起來是因為我先天不足，再加上後

天訓練不夠。 

詳細來說，第一個不足，是我很小就得了近視

眼。我是整個小學第一個戴眼鏡的學生。剛開始戴

時，同學們都非常好奇，搶著試戴。我被同學們簇

擁了一天，隔天就被冷落了，被謔稱四眼田雞。我

阿嬤以為近視就是快瞎了，常說別人拿雞屎給你

吃，你也看不清。也常擔心我會變成沒人要的老姑

婆。假如今天阿嬤還在世，她一定不相信現代人稱

呼單身女性為貴族。 

第二個不足，就是小時候的我太瘦了。俗話說

瘦狗削主人面子，媽媽就一直逼我多吃些，還是不

長肉。那時的我，總是羨慕朋友們的豐脥，充滿青

春氣息。那時的我，也從來沒想到將來有一天媽媽

會叫我少吃些。我真的是生不逢時，從前流行肉

感，我卻骨瘦如柴，後來流行骨感，我卻肥肉環

生。 

第三個不足，就是覺得自己太沒＂路用＂了。

小時候的我害怕的事情太多了。怕走過棺材店、怕

過橋，因為橋邊樹上吊著死貓，橋下溪中漂著死

狗。什麼都怕，也怕看殺雞，更遑論自己親手殺雞

了。那時候，鄉下姑娘不會殺雞就不能嫁人，否則

用什麼來祭拜祖先？看著母親一手抓住雞頭，一手

割雞頸，雞血滴在碗中的米上，我就逃之夭夭，更

別說練習了。看了那血淋淋的場面，我就發誓，寧

可不嫁人也不殺雞。誰會猜到有一天，市場上再也

看不到活雞了，家庭主婦再也不必親手操刀了。時

代變遷了，從前的姑娘追著雞滿地跑，那像今天的

小姐追著男人滿街跑。 

儘管我的不足，我還是嫁出去了。來到美國的

第二年，被我遺忘了二十年的小玩伴，突然打電話

給我，他也到了美國，想要來找我這個老鄰居。我

曾聽說他是一個花美男，卻來了一個親切的弟弟。

我一點也不失望，因為二十年未見，我們居然還能

相談甚歡。到底我們都長大了。 

回想三十歲的我，初為人母，對自己的人生稍

增自信。戴眼鏡或戴隱形眼鏡，隨心所意。四十歲

的我，忙於家庭和工作之間，雖然還是不會殺雞，

也能煮出一桌好菜。五十歲的我，跨出自己的侷

限，擴張視野。不管環肥或燕瘦，我都有一群朋友

支持我。六十歲多的我，做了白內障手術，裝了人

工晶體，視力改善了。雖然體態發福也能處之泰

然，倒是飲食簡易清淡多了。年紀漸老，回想從前

的時間也漸多了。爸媽接連地走了，我的人生經歷

和心境也跟從前不一樣了。現在的我，也更能體會

我媽的名言＂平靜過日子＂的真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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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譽卓越汽車經銷商 
 

專精銷售 Lexus 及 Toyota 等名車 

現正促銷 2014•5 Toyota Camry SE,有現貨 

價位合理,包君滿意,可辦貸款（恕不供外銷） 

意者請洽 : Autoplex 車行，楊先生 713-392-5544 

 

聯合搬家運輸公司 
UNITED MOVING & DELIVERY CO. 

9895 Harwin, Houston, TX 77036 

公寓、住家、辦公室遷移 
專業搬運鋼琴 
代客送貨 碼頭提貨 
有倉庫供應儲藏 

責任保險 安全迅速 
僑胞優待 服務周到 
免費估價 價錢便宜 

(通國、台、客、英語) 

台美藝文 

真 耶 穌 教 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 Stafford, TX 77477   (Phone) 281-208-5260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啟 14:6) 
 

星期五：晚上八時  |   安息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 

兒童青年班及查經團契：安息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聯絡處： English (832) 206-3308; 中文 (713) 392-7456 
Website: www.tjc.org  Email: Houston@tjc.org 

「快樂的聚會」 
－台聲萬聖節記趣及摩登女巫的盼望 

游雲真 

真是大姑娘坐花轎呀----頭一遭，台聲合唱團居

然在創團 45 週年後，第一次入境隨俗，於萬聖節舉

辦了一場別開生面，饒富節慶氛圍的快樂化妝餐

會，一則歡送伴奏黃詩婷小姐學成畢業前往馬來西

亞擔任敎職，另者團員們暫時放下歌譜歡聚一堂，

悅人悅已，共享西洋佳節的喜慶。 

台聲團員能歌能舞，不僅在舞台上的可塑性極

高，此次化裝盛會，也見証了團員其他方面的才

㙯，和精湛巧思的化粧術，以及即興的說話藝術。

這些年台聲真的是蛻変了，不僅是曲風轉換，舞台

演出多樣化，每週除了定期練唱外，偶而聚會或聚

餐時，也變的活潑，變的生動，變得趣味橫生了！

真是一個有歌，有唱，有吃，有樂的團體呀！ 

萬聖節餐會在節目組宋明綉的主導和精心策劃

下，此次活動共介分七組化裝競技： 1) 名人明星組

2) 黑社會組 3) 恐佈組 4) 童話組 5) 各國風情組 6) 各

式職業組 7) 非人䫋組。每人上台必須把扮演的角色

自我介紹，用詼諧的、調侃的、調皮的、或恐佈的

說詞…可以百無禁忌，葷素不拘，也可以語不驚人

死不休....扮相 傳神，說詞 恰如其份者，再由全體

團員票選出各組冠軍及總冠軍。 

今天可說是各具巧思，精鋭盡出，個個使出渾

身解術，粧扮自己，如:團長柯志佳，指揮張廖莉

娜，不約而同的男女小丑，喜感十足，孫思杏的非

洲黑女，更是一絶，令人無法辨認出是誰？！我的

魔登老女巫，顛覆傳統，扮像絕美，尤其是一對花

蝴蝶似的粉紅色的捲翹長睫毛，讓人驚艷！陸明亮

大男人裝扮的可愛小愛神邱比特更是人見人愛，邱

麗卿的 Lady Gaga 小露蠻腰，大跳熱舞，令人目驚口

呆，呼叫連連！鄭金蘭帥氣的德卅女牛仔，陳啟宗

領軍的恐佈吸血鬼群，羅秀娟記者客串的海盜首

領，羽冠長刀，䇦氣凜洌，邱綉鸞神秘面紗下的藏

鏡人，其他諸如村姑，媒婆，醫生，可愛的草莓小

姑娘，南瓜大嬸，還有還有……唉呀！真是族繁不

及陳述，一時之間滿室神鬼共處，正邪不分，天上

人間真不知今夕何夕，身處何地?! 真是一場不一樣

的聚會呀！ 

很意外的，我被票選恐佈組的榜首，孫思杏的

非卅黑婦，衆望所歸，奪得魁首，拿下了總冠軍。

我所扮演的摩登女巫，除扮像外，原想以介紹角色

之說辭取勝，但因人數衆多，限制時間，不能淋漓

盡㴛，否則說不定女巫可以打敗非卅黑婦，奪后冠

呢！（一笑！） 

下面就是摩登女巫的告白：（用台聲練唱過或

將練唱的曲名串連，有引號者即是） 

「我，女巫不僅愛漂亮，也喜歡唱歌，尤偏好曲

名有「風」的歌，因為有利於騎著掃把，乘風飛

馳，諸如「水調歌頭」詞美歌美，但女巫人老體

衰，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千風之歌」曲

風優美，但必須身後躺佇墓裡，才能化做千風，廣

披所愛...又如「風吹沙」，可解鄉愁，但又恐每日日

頭若落山，心裡又孤單……罷！罷！罷了！還是趁

早整粧易容，遁入凡麈，做個摩登的快樂平凡愛唱

歌的女人，休士頓台聲合唱團是 佳的選擇，加入

台聲，鄉音鄉曲可以唱個過癮！ 

聼說指揮張廖莉娜老師，心情若輕鬆，心內愈

歡喜，會帶著全體團員，到「渡口」去「放風吹」，

風吹頂懸帶希望，風吹飛高有希望，「飛吧！福爾摩

莎！」「飛吧！福爾摩莎！」相信有一天，「天，總

是攏會光」希望二零一六年的年初，所有「流浪海

外的台灣人」及旅居外地的「出外人」，用疼惜「永

遠的故鄉」台灣的心情，「今咱得起來」，樓上招樓

下，阿毋招阿爸，相招轉來去日夜肖念的「黃昏的

故鄉」，把他馬的藍天変綠地，寒冬変春天，再一起

撘乘美麗的悠瑪號，風馳「戀戀北迥線」，到「後山

日先照」那尉藍的「惜別的海岸」，大聲吶喊「台灣

啊！您是我母親的名！」尤其是二零一六年的五月

二十日，吃遍了懷念的「點心擔」，趕快叫一台「計

程車」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向前行」，給伊

大聲唱出「台--灣--翠--青」 

Pastor: Andrew Gackle  (281) 879-8080 (O) 

牧師:白添成(504)810-5544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HOUSTON 
聚會地點： 
聚會時間： 

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禱  告 會：9:30AM 
主日禮拜：9:45AM 台/華語  11:30AM 英語 

主  日  學：10:00AM 英語  11:30AM 台/華語 

查  經  班：禮拜五晚7:30(青年班與成人班) 

LOUISE   LI 

   王  貞  慧 
TEL: 281-870-0000 
CEL: 832-541-9033 

● Specializing in relocation and nationwide referrals  
● Serving the buyer & the sellers to find and list 

their homes 
● Shar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when to buy or when to sell 
● Service area: Bellaire, Katy, Memorial, Sugar 

Land, and West University 
● Sale agent since 1977 
● Broker license since 1979 
● Master degree in Education from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 
● Good Peopl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Let Louise Li sell your house or find your 
dream home at the best price possible. 

810 Highway 6 South,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79 

WEB:  WWW.REALMPRO.COM 
EMAIL: KEWENLI@AOL.COM 

TEL: 832-541-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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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aiwanese Lutheran Church 

主日禮拜 10AM 
主日學英文查經  11:30AM 
拜二查經  10AM 
家庭聚會隔週六4PM 

潘政喜牧師 
電話：281-933-3391 

誠心歡迎台灣同鄉一齊禮拜、交誼，分享主恩。 

教會地址：6875 Synott Road, Houston, TX 77083 

教會電話：281-933-3887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F o rm o san  P resb yterian  ch u rch  in  H o u sto n  

2 4 0 1  S .  D AIR Y A S H F O R D , H O U S TO N , TX  7 7 0 7 7  

活潑屬靈的敬拜  落實生活的講道
親切友善的交誼  相愛互助的團契
靈命增長的學習  鄉土文化的福音

竭 誠 歡 迎 來 休 士 頓 移 民 、 留 學 、 訓 練 、 出

差 、 探 親 、 觀 光 的 同 鄉 來 與 阮 做 伙 敬 拜  

主日禮拜：台語10AM 英語11:30AM 

陳晉祿牧師 (281)589-9795 
本教會位於Westheimer北邊一條街(Overbrook & Dairy Ashford) 

主日禮拜：10:00AM； 主日學：11:15AM 

午餐交誼：12:15PM； 查經會：星期五晚上8:00 

休城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625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頂好、王朝後面） 

小會書記：張榮森長老 
(O) Tel/Fax 713.776.2771 (Cell)832.922.2497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馬太11:28) 

宗旨: 追求豐盛的生命﹙活到老、學到老﹚﹔愛與服務。 

德州政府立案之「非營利教育機構」﹐捐款可獲減稅。
NON-PROFIT ORG. 501(C)(3) 

Monday ~ Thursday﹙每週一～四上課﹚ 
9:00a.m.～4:30p.m. 

院長﹕許勝弘 Samuel S. Hsu, President cp281.323.1323 

9720 Town Park Dr. #104,  Houston, 77036 
Tel: 713-272-8989   Fax:713-272-8112  
www. Htisc.com  E-mail: htisc@yahoo.com 

創立於 
May 31, 2003 

行行出狀元 
連淑琴 

20 世紀中旬後，東方智識份子開始大批來美國留

學。以台灣而言，由於美國政府對籍貫的規定，使具

台灣籍貫的人能跟在台灣具中國籍貫的人，有共同性

的優勢來美國留學。早期留學生中，可分成二類：第

一類是家境好的，這些人的父母輩大都具有中國籍

貫，他們在台灣可稱為是有錢有勢的官家子弟。當他

們要留學時，其父母會為他們準備一筆優厚的留學資

金，讓他們無後顧之憂，這些人在留學期間只要把書

念好，拿到文憑都會學成回國任高職。第二類是家境

中下者 (具台灣籍者佔大多數)，這批留學生中，多數

家境清寒，兄弟姊妹眾多，他們自小節儉慣了，故留

學期間，能獲得的區區 3-4 百美元獎學金，都得分大

半郵寄回台養家、栽培兄弟姊妹。這批人大部分學成

後，任職美國各門各業，長期間，他們融入美國社會

各階層，其大半生在事業上的敬業與盡職，無疑的，

為美國社會的盛世與繁榮做了很大的貢獻。 

這批早期留學生定居美國成為台美人，經過了大

半世紀，他們自二、三十歲來美國留學、學成、就業

到退休的人生過程，歷經人生的悲、歡、苦、樂，而

當今都已步入晚年，由當人子女，成為人父母，再晉

升為祖父母級。相信大多數人經長期的人生歷練於西

方社會，必能把東、西文化融會貫通，使自己生活得

更好。不過有少數人，似乎專注於其專業，數十年如

一日，每天往返職場與自家之間，而未曾被西方文化

洗禮，他們還停留在古老的東方思維，造成自己及其

身邊的人的不安及不樂！ 

話說東方人跟西方人 大的不同點，是對子女的

看法及態度。很多東方人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認

為孩子們是他們的分身，其子女的前途，要按照父母

的意思行事，這包括子女的學業及婚姻。東方父母對

子女的學業及婚姻的干涉，乃造成很多家庭中，父母

與子女間的隔閡。今天我們不談婚姻問題，光談父母

對子女的學業過分關懷，有時也會造成父母與子女間

的不安及不樂。 

事實而言，一般父母都深愛子女，父母為恐子女

不成器，總是千方百計為其子女自小鋪路，進好的

中、小學校，念好書、 後能進富盛名的長春藤私立

大學。有些父母為了子女上私立名大學，還向銀行以

房子抵押，做第二次貸款，一心一意要助其子女成大

業。父母的苦心，一般子女能體會到，大多數都能配

合，這麽做其子女不只能在社會上立足，進而有個讓

人尊敬的好職業。以大多數東方父母而言，好又讓人

尊敬的職業首推醫生一職。其實醫生在東、西方社會

都是一種被尊敬的職業，它使人生活穩定又受尊敬，

甚至成為國際名人！ 

但不是每個會念書、成績好的人都可學醫成醫

生，有人對血敏感，那更不用說面對屍體或解剖學。

成醫過程相當艱辛，一個自醫學院畢業後的人，要經

過好幾年的實習、歷練於醫院各不同的醫科後，才能

正式獨立自主當醫生。據統計美國醫生的離婚率頗

高，因好醫生照顧病人的時間比照顧自家人長，還

好，這種現象比較不會發生在東方醫生家庭。當個醫

生，他們天天面對生命的鬥爭與挑戰，病人的生命操

在你的手上，如萬一不幸，誤導病人而有差錯時，當

醫生者能否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還能泰然處之？有

些較經不起壓力的醫生，會靠酒精或藥物來麻醉良心

的譴責！醫生的苦衷是局外人無法理解的，一般人只

看到醫生表面上風光亮麗的一面，而未覺察到他們艱

辛、面臨病人生死爭扎的另一辛酸面！ 

行行出狀元，以 近過世的台灣鄉土作曲家蕭泰

然來說，他如非是音樂家，決不會有這麽大的成就。

蕭泰然對台灣鄉土音樂所做的貢獻，至深且巨，非一

般泛泛之輩能及，他大半生獻身音樂創作工作，為很

多失傳的台灣鄉土音樂，重新整理、配樂、再創作，

其創作的歌曲及鋼琴、小提琴、大提琴協奏曲、交響

詩及交響樂在國際樂壇上佔有一席之位！話說蕭泰然

的生平；他父親是位牙科醫生，母親是早期留學日

本，畢業自日本 有名的武藏野音樂學院，早期台灣

人能受那麼高等教育者寥寥無幾。自小蕭泰然對音樂

就特別的喜愛，他父親希望他當醫生，他也想遵從父

親的希望，無奈他全身充滿音樂細胞，只能安照身心

的意志走上音樂之路。他身體一向不怎麼健壯，睌年

更是體弱多病，好幾次面臨生命的極限，但當台、美

各地邀請他去開音樂會，演奏他的作品時，他又活過

來了！蕭泰然的身體靠音樂延續多年，那些年他把生

命全灌注在創作上，為台灣音樂史上創作更多不朽的

樂曲，雖然屢次徘徊在生命的盡頭，卻還不斷的爆出

燦爛的生命火花來！無可質疑的，蕭泰然是近代台灣

傑出的音樂家。 

近代台灣文壇上出現了一顆新星，他是侯文詠醫

生，他自小名前茅，雖愛文學，但在台灣的生長環

境，自然而然的會往學醫的大道邁進。他自醫學院畢

業後，歷經嚴格的大、小醫院的實習，終於成了侯文

詠醫生。但他選擇麻醉科，據他自述，只因它不需跟

病人直接接觸，就可達成行醫任務，比一般整天面對

病患的各科醫生，則有更多自由的時間。既然他自小

愛文學，他以其行醫之餘投入文學創作。他的作品，

不只文筆雋永，更充滿幽默與詼諧，對社會上及大、

小醫院中的種種不平、無奈以及黑暗處，以幽默、詼

諧的文筆輕描淡寫的帶給讀者。有心的讀者一看就一

目了然，原來不只社會上有黑暗的一面，連大、小醫

院中也充滿種種的不平、不等及權利爭鬥！故侯文詠

寫的書，每一本都成了暢銷書，台灣各出版社爭相要

出版他的書！這怎能讓人不懷疑，他在台灣文壇上的

成就，不是遠超過他當麻醉醫生的盛名？！ 

東方的學術界有一窩蜂的趨勢，記得 20 世紀中

旬，楊振寧及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是有史以

來，第一次有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其榮耀可稱之為

空前的，台灣人 (當時自稱為中國人)為之瘋狂，很多

年輕人也想爭取到諾貝爾獎榮譽，各大學的物理系成

了 熱門學科，醫學院反而沒物理系吃香！另一方，

當時中國尚在搞清算鬥爭期，中國人活在朝不保夕，

諾貝爾獎對他們來說既陌生又無意義！再說，十年文

革，不只未培育出學科人才，僅存的老一輩人才，歷

經文革大浩劫後，也精疲力倦！再說，中國於十年鎖

國間，老一輩的學者也無法跟得上國際日新月異的科

技。文革後，毛澤東雖奪回政權，但國家元氣大衰，

中國遠遠落後國際水準 40-50 年！毛澤東晚年似乎大

夢初醒，邀請楊振寧去中國，請教他如何振興中國科

學？楊振寧告以培育物理人才為發展科學的根基。接

下來的中國學術界，在毛澤東指示下，掀起學物理的

熱潮，很多大學應考生都爭相考進物理系，但未曾再

有任何人有那麼大的榮幸，再次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不幸事的接踵而來，國際學術

界開始發展新科技，物理成了冷門學科。先進國家

中，沒多少學術界致力研究物理學！往往一個大學的

物理系招不到多少學生，而有一大堆教授，教授們以

東方人居多！ 

西方世界是多元性的，不一定是東方人的思量：

「書中自有黃金屋」可出頭。不妨望眼西方世界，人

類在日常生活圈中，除了科學、醫學、政治、經濟、

文學、等正當項目之外， 被人們接觸到的則是運動

界與藝術界 (它包括建築業、電影業、舞蹈、音樂、

繪畫及服裝設計等) 。在運動界與藝術界成就者，其

名利雙收所獲得的利潤相當可觀！東方人在這方面，

也慢慢的有後起追隨之勢，且漸漸的出現一些傑出

者！ 

台美人中有一位偉大的母親，她不以一般人的思

量限定兒子的前程，兒子小時，她就覺察到他的天

分，而買了一部裁縫機給他 (沒幾個東方女人會這麽

做) 。這個男孩長大後，成為服裝設計師。2012 年，

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時，在萬眾注目下的美國第一

夫人，她穿的禮服乃服裝設計師的 高榮譽，這榮譽

卻落在一位台美人中，一夕之間，這台美人成了美國

有名的服裝設計師，他的名子叫 Jason Wu。 

更正啟事 
二Ｏ一五年十月份鄉訊中，連淑琴女士「女兒的

孩子們」一文中，Air Force Academy的正確翻譯

應是「美國空軍軍官學校」；同年十一月份鄉訊

第四版中，連淑琴女士的文章，正確標題應是

「宏美現世批」。對於上述疏失及誤植，謹向連

淑琴女士致上萬分的歉意。此外，上期感謝捐款

（高景男$100, 蘇宏彥$200），應係台灣同鄉會，

而非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在此一併更正。  

鄉訊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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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學日文歌 

江朝雄  

那年我有幸參加長春會合唱團，在呂俊雄的帶

領下有機會開始學習幾首日文歌曲。那時他參插著

教團員中、日、英文的歌曲，但當他每次分發日文

歌譜時，總須多準備幾份羅馬拼音的歌譜，給少數

較年輕或未學過日文的團員，我就是須靠羅馬拼音

的歌譜學日文歌曲的少數文盲之一。 

後來我也參加禮拜五晚上台灣人活動中心的卡

拉OK，遇到比我年輕許多的光耀兄，他點唱的歌曲

幾乎都是日文歌曲，其中不少歌的旋律都是我小時

後曾聽過的熟悉曲子，但我只會哼旋律，卻不會唱

歌詞。他看我很認真地邊聽邊抄下歌詞的態度，下

次他就拷貝3張日文歌曲的DVD送給我，而同一時

期，高守仁兄也送我一本舊的日漢字典。就這樣讓

我有機會從頭學習幼兒及童年時聽過的許多日文

歌。 

為了試著學習了解歌詞的意思，我後來也回台

買二本日文書，一本是《日語詞句與句型手冊》及

《日文常用語彙手冊》。但人類的語言學習，除了

身歷其境的有利學習環境，或者工作上的要求需要

逼你要努力學習外，學習效果都非常有限，更何況

是年近70的老年人。不過這些「不利的因素」並沒

有減低我對日文歌的學習興趣，主要原因是想多了

解漢、日文彼此關係的好奇心驅使。另一原因則是

當我懷念已安息主懷的雙親，總是喜歡哼唱他們那

個年代的歌曲，來追尋幼年時的回憶。 

起初就不是以找工作為目的的學習，只是想多

了解日本歌歌詞含意，我以為日文所用的漢字不是

很多，或許比中文容易，但打開字典一看，那些詞

彙、句型也跟中文字典一樣，多如牛毛。尤其日文

中的漢字，有些固然跟中文意義相同，也有很多是

不同的意思，像「大勢」(很多人)；「大目おおめ」

不是大眼睛，而是(寬恕)；「乙女」非一個女子，而

是(少女)；「監督」乃是(導演)；「卒中」從字面上

我很難猜出是(腦溢血)；「摑む(つかむ」也不同於中

文的意思，它是(抓或揪住)；又如「大切(だいせつ」

在日文的意思，卻是(重要，保重，愛惜)之意，又如

「大方(おおかた)」非中文的出手大方，而是「大

概、大約」的意思…。久而久之，學日文歌曲帶給

我增加對中、日文含意有進一步的認識。 

以上只舉少數日文中漢字的含義與中文不同的

幾個字而已，實際上例子的確很多。其次，談及日

文中的漢字，跟漢文的語詞倒是更有趣。中文用語

的「弓弦」語詞，在樂器上是用「胡弦」，但日文

的樂器二胡卻稱「胡弓こきゅう」，我 初還以為

日本怎麼跟匈奴在打仗？！在中文裡的「楊柳」

「思想」「沉靜」「世代」「悲哀」…等語詞。在

日文裡只採用其中一字，所以在日文歌曲裡，有的

歌詞寫「思い(おもい)」，也有寫成「想い」，其他

如悲傷「悲しい」也有用「哀しい」。 

記得童年時，曾聽母親跟鄰居一位太太說「ヤ

ナギ他怎麼說」，我就好奇地問母親，ヤナギ是

誰，她回答ヤナギ就是政雄的三姑丈，我又問說政

雄的三姑丈為什麼叫做ヤナギ？母親說他姓楊，日

本話就叫ヤナギ，半世紀後的今天我學日文歌，常

在歌詞裡看到楊柳的字眼，使我憶起小時候向母親

請示ヤナギ是誰的那段談話。 

 末了，談二首我欣賞的日文歌曲。(1) 〔あぎみ

の歌〕(山薊花之歌) 音樂沒有國界，但有很多彼此模

仿學習，這首歌就像中文歌〔茉莉花〕，很多人會

唱。十幾年前全日本票選百年來日本歌選出前500首

歌，它是排名第65名的歌曲，它是一首三拍子的旋

律。但使我好奇的是，像這種有刺的紫色野花，日

本人竟也把它寫成一首好聽的歌。在歌詞裡也是讚

美有嘉，如「いとしき花よ，汝はあぎみ，こころ

の花よ，汝はあぎみ…」。另一首出版於1918年的

〔宵待草(よいまちぐさ)〕，是首哀怨悲情的小調歌

曲，歌詞短，但從其中歌詞「待てど暮らせど，來

ぬ人を…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ぅな」(左等右等人兒

不來，…看來今晚的月亮也不出來了)「…宵待草

の，花が散ゐ…」。簡明幾句，就可窺見它的悲

悽。這首歌創作已將近百年，可說也是古老典型的

悲歌。 

不久前返台，在台北探視我的一個姪兒，他桌

上在看的那本日文書，也跟我買的其中一本相同。

就是《日語詞句與句型手冊》，看他一句一句地在

唸、在記，年輕人是為工作上的需要充實自己，真

是不簡單。我也鼓勵他同時學習日文歌，至少對他

學習日文也有幫助。離開他的住處巷外，又回到車

水馬龍的台北街頭，我邊走邊想，我們這一代的比

他們這一代幸運些，至少物價平穩，同樣是薪水

族，但買房不會像現在那麼辛苦。我學日文歌只是

一種消遣，找尋一些童年的回憶，增加一些中、日

文化異同的了解而已，不須像年輕一代為工作上的

須要充實自己。 

《我與汽車的緣份記 》 
雅夫子 

念中學時曾經一度瘋狂地拜讀言情小說，書中常

提到香港富家子弟出門時，駕著轎車兜風，神氣十足

高人一等。但當時從無擁有汽車的夢想，一部老爺腳

踏車就能走遍天下了。 

朋友劉兄家境雖然富裕，但他並沒有一到美國就

買新車，卻先去底特律買部二手貨，他是我們這群早

期臺灣留學生中唯一的有車階級，因此哥兒們的動態

完全掌控在他的手裡。劉兄生性好客樂於助人，從平

日買菜購物到週末遠征聖路易都由他一手包辦。他在

台灣早有駕照，可是卻考了三次路試才取得美國駕

照。考官說他的毛病是到"STOP"標誌的地方沒有全

停，轉彎時沒有右顧左盼。而他太太在台灣完全沒有

開車的經驗，可是一次路試就取得駕照。這駕照事件

是他太太喜歡取笑他的話題，他於心不甘就說太太是

靠穿著迷你裙迷惑考官才僥倖一次過關的。 

我的第一部汽車情人是克萊斯勒的 Duster，我把

汽車保險辦好後才小心翼翼地開出門。我急著要趕去

上班，一個換道的動作就撞上鄰道行駛的車子。我真

不好意思在保險的第一天就向保險公司求償，結果只

好自掏腰包賠償了事。說到這位初戀情人 Duster，真

是小姐脾氣十足，起動器（starter）經常出毛病，如

何好言相勸都不理我；後來更是變本加厲，雖然叫得

動卻一副臭臉，屁股連放黑屁，直叫後頭車子敬而遠

之。我忍氣吞聲勉強地與這位"第一任夫人"維持七年

的關係， 後只好把她休了！ 

第二任夫人是部雪佛萊 Station Wagon，當時家中

有三個小孩，三個精靈窩在後面，或坐或躺自得其

樂。我曾開著這部車子遠征西部，由休士頓出發一直

開到拉斯維加斯(Las Vegas)，沿途發生一些揷曲至今

難忘。話說車子在 10 號州際公路上飛駛，車子出了

聖安東尼 (St. Antonio) 之後，景象就變得枯燥無味乏

善可陳。我忽然想起這個路段加油站稀少，一查油表

把我嚇了一跳，幸而從地圖上發現附近就有一個加油

站，趕緊駛離公路直奔加油站。圖上看來雖然不遠，

但這個加油站卻要繞著山路才能走到，好不容易找到

它喜出望外。老闆知道我的焦急之後，笑著跟我說你

的運氣真好，再過二天你就沒油可加了。附近油井因

為出油不多，經濟蕭條生意難做，所以他決定要另謀

生路了。 

加了油之後再度出發，當天陽光普照精神百倍。

可是老天爺就喜歡捉弄人，一波剛過一波又來，車子

在山路行駕中忽然引擎熄火，我東敲西打車子完全無

動於衷。過了一陣子有一部小貨車經過，一位中年工

人下來，很熱心地幫我查東查西但也於事無補。後來

他叫來一部拖車把我們帶到修車廠。那天剛好是禮拜

天，修車老闆看一看車子，說我的運氣還不錯。第一

我的車子是 Made in USA 零件容易找，第二星期日雖

然汽車零件行大都休業，但他有門路可以找到零件。

果然在幾個小時之後他就把我的寶貝車子修好，小鎮

的民風比大都會要富有人情味多了。 

三娘子並非小三之流，而是一位雍容端莊的婦人 

- Lincoln 的 Town Car，我與她那一段緣份相處得很融

洽，她跟著我們一家東征西討風雨無阻，我們感激不

盡。她寬容大量待人賓至如歸，又處世平穩讓人有如

沐春風的感覺。有四年我在國外工作把她丟在空閨也

毫無怨言。其間我偶爾回美辦事，她也任勞任怨忠誠

服侍。與她相處多年之後我還她自由之身，希望她的

新主人能夠好好善待她。 

戀人有時是有名份的，但有時僅是萍水相逢而

已。我與一部旅行房車(Mobile Home) 的緣份就只有

二個禮拜。八十年代岳父岳母大人、表姐夫與表姐來

美旅遊，我租了一部廿七英尺長的房車作萬里長征。

行程由休士頓出發經紐奧良到廸士尼世界，再北上經

華盛頓到紐約，而後南下回休士頓，全程達四千多英

里。途中小兒子幫我看地圖作路導；太座負責每日三

餐，車上冰箱廚具樣樣齊全，忙得她團團轉；我則擔

任司機負責全程開車。行程中我們待過多處休閒車停

留場（RV Park），親見許多開房車的高手。有一位老

美用貨車拖著一部長達卅五呎的房車，後面再拉著一

部入城用的車子，而且是倒車把一條三節的車龍開進

停車位，贏得眾人一陣掌聲。 

太座雖非有恐車症但也不以駕車為樂，小兒子住

在紐約，他認為無車一身輕。他細述無車的好處：無

車貸、不必付油錢、不必付保險費、沒有停車的頭痛

問題，也不會成為污染空氣的直接罪人。現在德國正

在推廣汽車共用 (Car sharing) 制度：需用車時打開手

機，輸入希望用車時間、郵遞區號、或甚至直接衛星

定位，App 顯示附近可用車輛與租金。你從中選出你

要的車子，用使用卡在擋風玻璃上感應一下，車上的

電腦立刻把門打開，進入車子後從手套箱中取出鑰

匙，便可發動開走。此一制度免去人人需要買車的負

擔與麻煩。 

另一個新方向就是推出無人駕駛的車子。事事不

假他人之手者大概暫時不會參與；信奉摩非定律的

人，大概要觀察一陣子後再做決定。提倡物聯網者，

他們認為世上可以應用的空間是無限制的：可以指控

機器人定時把牛排放進烤箱，事先設定溫度與時間，

下班時坐著無人駕駛的車子，一踏進門，機器人就會

把剛烤好的牛排端上餐桌供你享用，不亦美哉！可是

萬一出差錯 (還記得摩非定律嗎？)，機器人把嬰孩送

進烤箱那要怎麼辦呢？？？一方面我們不必樣樣假手

於電腦機器人，但另一方面也不必每件事情都要親自

動手，請大家考慮一下"中庸"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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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族六十五年歷史，由咱台美人來做！ 

●一年多來阮已收集到下列的台美族的史料在

網站： 

(一) 個人生活故事 (My Stories) 計 360 篇。 

(二) 家庭／團體故事 (Our Journeys) 計 185

篇。 

(三) 台美人著作／出版品與雜誌 

(Publications) 計 900 種。 

(四) 台美藝術家、音樂家及音樂團體 (Art & 

Music) 計 375 位。 

(五) 台美人活動之影片與相片 (Videos & 

Photo Albums) 計 130 組。 

(六) 台美人現在及過去的團體資料 

(Organizations) 計 450 多個。 

(七) 台美人人名錄 (Who's Who) 計 685 位。 

 (八) 台美史料中心月訊(Newsletter) 計 7 份

(2015 年 5 月開始)。 

●需要大家幫忙收集的史料 : 

(一) 現有及已沒運作的台美團體的名稱、簡

史、宗旨、年刊、活動照片及影片。 

(二) 台美人及團體出版的書籍 (非專業性) 、

報紙、雜誌、CDs、DVDs 及 Tapes。 

(三) 個人及團體的故事(My Stories)、(Our 

Journeys) 和資料及(Who's Who)。 

(四) 重要的歷史照片、文獻及里程碑

(Milestones)。 

● Taiwanese American 這一本書：已有越南人

及中國人從他們的角度出版 Taiwanese Ameri-

can 的書籍，是不完全的史實。我們台美人應

該自己來編寫這一本書。有興趣者請跟我們

聯絡。(請看在我們網站上的 Sept. & Oct. 
Newsletters) 

●台美史料中心現於 Irvine, CA 設立一個辦公室

來收藏及陳列史料及文物。歡迎鄉親參觀並

參與此收集的工作，讓珍貴的史料及文物留

傳給後代。 

●聘請全職及半職員工，工作地點是 Irvine, CA

的台美史料中心，需會中英文輸入及中等程

度的辦公室電腦技能。(請看我們 Oct. News-
letters, Work on Taiwan Tribune as one of the 
jobs) 

●徵求在美國各地(包括 Irvine, CA) 的義工，幫

忙尋找台美史料及文物。  

請用以下的方式與阮聯絡 : 

Email: ta.museum.org@gmail.com  
T. A. Archives  
17155 Von Karman Ave. Suite 112 
Irvine, CA 92614 

Phone: (949)474-9918 ；(949)474-9917 

Website: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   

一位傑出工程師好友的隕落 
許永錫 

彭兩泉，你走了，走得這麼突然，令每一位球友

非常地錯愕但無限地懷念(”無甘”)。 在此敬請彭太

太，文峰和四位兒女節哀. 

在短短的兩年半內，我們失去了兩位傑出的球

友，昭惠和兩泉。對我來說是兩位在休斯頓的 親密

的朋友。 令我極度的傷心和無限的懷念. 

北加洲大名鼎鼎的人物 

你曾經是北加洲六、七個台灣同鄉會、商會等聯

合會的總秘書長，且是一個權威雜誌的創始人。擁有

不少朋友和追隨者。你是我在加洲姓丁的親家在台北

工專(現在的科技大學)的同學和 要好的朋友。 我和

你打球時，無所不談;   我曾經問你，為何離開有那麼

多好朋友，放棄房地產猛漲、天氣風和日麗的加洲，

搬來休斯頓?  您的回答超簡單，只說是; “Hiaw-Ka-

Tsen” (意為因響往坐不住，多此一舉)，令我啼笑皆

非，我說: “您只有一次”。  我卻從紐澤西念書到紐

約做事兼念書，到 Massachusetts 念書，再來 Houston

做事，Houston 到 Fort Worth，又從 Fort Worth 回到

Houston,” Hiaw-Ka-Tsen” 有五次之多。 我明白你搬

來 Houston 的用意; 你是想避開忙忙碌碌的環境，以

便專心你的 Pipeline Stress and Design 的著作。  套用

唐朝詩人的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

君。』(唐，高適)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此鄰。』

(唐，王勃) 

富有正義感的好朋友 

你是一位擁有六呎多魁武身裁的勇者，做夢也想

不到，就這樣隕落了。你的境遇，給我們很大的警

訓。  我們有十多年在一齊歡樂打球的日子，如今再

也看不到你的英姿,。你也是我高爾夫球的老師，你

對高爾夫球的規則一清二礎，一點都不含糊。多年

前，在某人的生日 tournament 上，我被安排和一位有

很多經歷的球友配對，當我開打的球超越他的球約

20 yards 時，他說： 「 這那有可能? 這那有可能?」 

我說：「我已多打你一桿了」，以安慰他。 當我把此

事告訴球友們時，每一個人都只當一個好笑的故事，

笑一笑而已，只有你卻認為這是奇恥大辱，要我向他

挑戰 。 可見你是見義勇為，善打抱不平的好朋友。 

液體靜動態的傑出工程師 

我退休前在 Fort Worth 南邊 60 英哩的 Comanche 

Peak 原子能發電廠工作，該廠當時掙圠著拿不到原

子能總署(NRC) 的發電許可。 法院裁定 90 %的設計

書得重做。該廠乃請了約五千位各類工程師，由全美

十大項尖工程公司全力參與。到拿到執照時總共花了

一百一十億美元(11 billion dollars)，其中 大的問題

是，pipe line 的 stress design and support，令人驚奇的

是我們用的設計軟體，多數居然是你一手創造寫下的

軟體為骨幹而來(有的公司買了，修改一下成為公司

專用 program)。單是利用你的軟體，設計費用就有驚

人的數目。大家以為管子分析和支撐 (pipe stress & 

support ) 是簡單的問題。這些可不是我們房子裹的水

管，而是核能發電廠裹的高壓水管。是很高深的工程

問 題 ; 水 管 內 液 體 是 活 動 的 ， 牽 涉 到 動 力 問 題

(dynamic, water hammer)，水管破裂(pipe breach) 、 引

起 jet 噴射(Jet Impact) 、 破裂的水管會彎曲而沖激

(pipe whip) 重要機器、別的水管或電線盤(cable 

trays)、 因此水管除了需支撐外，還需設計如何約束

它的沖激(pipe whip restrain)。這都是由機械工程廷伸

成土木結構工程師的頭痛問題。 我是該廠負責保護

(housing) 原子爐的 Containment Building 的結構工程

師，那個建築物是核能電廠的心藏，pipeline support 

在核能廠的心藏和其週圍的廠房裹，都格外受到嚴格

的檢驗。雖然我不是 pipeline design 的專家，Jet Im-

pact 和 Pipe Whip Restrain 卻是我們必得面對的問題。 

約兩年前你把你的理論寫成一本書，我在我親家那兒

閱讀了你的傑作。 是一本精彩絕倫的 pipeline 高深的

分析和設計全集。我瞭解你臨走前的心情，引用唐詩

如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

獨汒汒然淚下。 』(唐，陳子昂)  

我們都以你為豪!! 工程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管線

設計專家和導師，這是工程界的一大損失。我們卻失

去了 好的球友。  

文峰有好幾位知已的朋友，大家都會好好照顧她

的，請你在天之靈安息吧!!我們會永遠地記掛著你，

無限地想念你 !! 

彭兩泉紀念文 

(832) 490-3538 (H) 
(317) 418-2645 (C) 

(713) 818-8878 (C) 

 Piano Tuning Service 
鋼琴調音服務 

Mr. Wenson Chang 
張子威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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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訊徵稿原則 

一、《台灣鄉訊》將不刊登損害台灣人整體利益、混
淆台灣人自主意識，或違反同鄉會宗旨之稿件。 

二、來稿必須出示真實姓名。 
三、編輯部在不違反原意之前提下，有權刪改來稿。

如不願被刪改者，需事先註明。 
四、編輯部希望作者儘量避免涉及惡意批評或人身攻

擊的文章。同時編輯部有權通知另造表達意見。 
五、截稿日期於每月十五日。請送至同鄉會辦公室或

email 到 taa_houston@yahoo.com 
六、來稿若需打字請以稿紙謄寫清楚，雜亂潦草之稿

件，恕不刊登。 
七、因為篇幅有限，活動報導字數請限於一千字以

內。 

Youth Page 

Editor-in-chief — Alvin Chen 
Writer — Hansel Chiang, Danica Wu, Jessie 
Chen, Eajer Toh, Lillieana Lin, Isabel Vaughan, 
Chris Hsu, Winnie Wu, Rachel Jiang, Helmmy 
Chiang, Michelle Chen 
Advisor — Paiwen Yang 

同鄉會辦公室時間 

星期六：早上10點 ~ 中午12點 

辦公室電話是 713-981-8787 

在非辦公時間亦可留話 

台灣鄉訊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發行 

主編：陳蕾詩 

編委：顏琇莉 江慈暉 陳文馨 

   莊淑惠 林家宏 葉妤貞 

攝影：林美慈 吳世昌   

打字：陳文馨  

排版：王凱平 李曉如  

台灣同鄉會 

會長：陳建賓  

副會長：江玟玟 王凱平 

理事：宋明麗 吳泓仁 陳蕾詩 

   張世暉 張育嘉 陳信志 

2016年1~2月免費專業諮詢時間及項目 

一月九日 美國法律(趙)、台灣法律 

一月二十三日 美國法律(Cheng)、台灣法律 

二月十三日 美國法律(Cheng)、台灣法律 

二月二十七日 美國法律(趙)、台灣法律 

專業諮詢人員 

美國法律： 

 

台灣法律： 

 

趙偉宏（美國律師） 

Kathy Cheng（美國律師） 

蔣為志（台灣律師） 

免費專業法律諮詢時間表 

傳
統
基
金
會
定
期
活
動
看
板 

 活動項目 時 間 地 點 費 用 連絡人／電話 

 台灣語文學校 (台語班、中文班、英文班、

成人英文寫作班)  
每週六 9:00 AM ~ 4:40 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學費 

學校校長 

張仁裕 936-271-9431  

 
台聲合唱團練習 每週六 3:30PM ~ 6:0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會費 $60/ 個人 

 $100/夫婦 

團長： 

柯志佳 281-919-5854 

 
乒乓球、卡拉OK活動 每週五  2:00PM ~ 9:3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乒乓球每次10元或 

每月27元，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日文課初級班 每週二  2:00PM ~ 3:0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TACL/THSH/Toastmaster Club 每週一 7:30PM ~ 9:0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每半年$48 

宋明綉 281-980-3853 

柯志佳 713-729-8064 

 太極健身班 每週二 10:30AM ~ 12:0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健身活動 每週一 、三 10:30AM ~ 12 Noon 台灣人活動中心 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乒乓球練習 

每週二     1:00PM ~ 4:30PM 

每週四     2:00PM ~ 4:3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樂樂合唱團 每週二 1:00PM ~ 2:50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15個人；$25夫婦 

團長林國輝 832-868-
2717  

 
健身班 

每週五  7:30PM ~ 9:00PM 

每週六  1:15PM ~ 2:45PM 
台灣人活動中心 THSH會員 

TCC Manager 
713-271-5885 

自由台灣黨 
贊助蔡丁貴教授的自由台灣黨競選經費 

社團全名：社團法人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捐款資料︰玉山銀行城中分行 

     帳號 - 0532940006394 

     郵政劃撥 - 50173536。 

政黨全名︰自由台灣黨 

捐款資料︰第一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戶名 - 自由台灣黨政治獻金專戶 

     帳號 - 12910009731。 

備註︰捐款以支票方式，不論捐給社團或是政黨都

可以。 

同鄉會 2016 年會暨新春晚會 
日期：二月十三 (週六)  

時間： 5:00PM – 9:00PM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 

傳統基金會消息 
1. TCC 節目組 

從 2016 年起將停辦一日遊活動。 

2. 徵求 

活動中心經理代班。 

請將履歷表寄到基金會的 E-mail:  
THSH@houston-taiwanese.org 

3. 12 月 19 日起，在台語學校放假期間，活動中

心將於早上 10:00 開門。 

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  2016 春季班1月9日開學 

2016 Spring Semester Calendar 
  Grand Hall 104 114 116 203 303   Computer Room 

 9:00~ 
10:40  

空手道 
(9:00 to 
10:30) 

  中三(C3) 
英三 (E3) 
(Grade 6-8) 

中八 (C8) 
Computer  
Workshop 

$120    $140 $200 $140 $180 

10:50~ 
12:30  

Cultural  
Activities  

幼幼中文
唱遊班  
(A) (B)   

Taiwanese 1
(T1) 

中二 (C2)  
英四 (E4) 

 (Grade  
9-12)  

中五(C5)  
Adult English 
Conversation 

Not on 
Weekly  
Basis 

$80 $70 $140 $200 $140 $200 

13:10~ 

14:50   

Cooking 

(Kitchen)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Math 6 

Math 7 

Algebra 1 

 

英成人寫作 

(Adult Eng 

Writing)   

 

$140   $200 $180  $250   

15:00~ 

16:40  

      

    

202 

中一(CI) 

$140 

中初 (Adult 
Chinese 

Beg)  

$140 

Geometry 

Algebra 2 

Pre-Cal 

$200 

英二 

 (Grade 3-5) 

英三 (E3) 

(Grade  

6-8) 

 

 $18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