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紅花的小世界續攤



開場白 
 

總算在努力的用這個爬得很慢的電腦, 而檔案又超級大的狀況下, 完成了這續攤的

工程.   

底下的雜碎, 泰半在部落格都有登出, 有的在北一女的部落, 有的在我的部落.  

Again, 我喜歡稱它為部落, 覺得這樣比較有人味.    

不過, 目錄的編排, 是按洛杉磯、台北、兒子、旅遊和雜碎五部分來整理.  如果你

留意的話, 這次的文章是按時間排列的, 不像上次, 是按分類列出.  我這樣做, 

是因為以後我再回頭看這本書, 我會知道我倒底是怎麼從這地點這事件, 跳到另一

個時空.  實在是去年台北、洛杉磯飛了太多趟了. >”< 

另外, 由Word的doc轉換成pdf檔案時, 聽說Adobe不support很多美麗的fonts.  

我蠻傷心的.  但是也只好這樣了.  你若想看原稿, 那只好請我喝咖啡再說了. 

 

整理的時候, 覺得很感激這些日子的平順.  感謝陪我的家人及朋友.  看到多彩的

照片, 很想與你欣賞留念美麗的時空.  當然不能不提照顧我的大牛, 即使我在這

邊很慢的整理校稿, 他也抱著另一個電腦, 坐在旁邊等我弄一個段落. 

就醬子囉~ 

 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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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齡球明日之星出現了 

 

保齡球明日之星出現了 
 

今天暖身的第一局, 就得了 152 分.  感覺很好.  連續幾局, 分數都不錯.  179(平自己的紀錄), 
183, 191 相繼打出.  好的狀況是 203.  我終於破了兩百分了!!!  其中第七 frame, 第一球打出 
snake eyes(就是剩七號及十號球).  一氣餒. 第二球沒打到半根球瓶.  好在接下來, 都還表現不錯, 
因此又創自己的新紀錄. 
 
可惜今天自己去打球的.  死無對證~  
 
分析另一個打好分數的原因是: 左右兩條球道.  都是高手. 也都是白人.  左邊這糟老頭看過他
打三百分; 右邊這渾老頭帶著兩個二十多歲的兒子, 也頻頻打出全倒.  種族壓力之大. 面子問題
嚴重, 才創佳績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6 / X X X 9 / 8 / 8 - X 9 / X 4 / 
20 50 79 99 117 135 143 163 183 203 
 
 
 
 
 
 
 
 
 
 
 
 
 
 

Sunday, April 03, 2005 1:35 PM 

故事從洛杉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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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一女三十年會(30th Reunion) 
 

起先真是煩透了三十年會的事.  每個月稀鬆的去開會, 聽聽大家的進展, 偶而加點意見.  到了
七、八、九三個月, 每個人開始有點緊張起來.  隨著三十年會的逼近, 大家開始有點意識時間好
像不夠.  參加的人越來越多, 訂購的配件不足, 節目各個階段好像還沒安排妥當..... 天啊~  

兩百多人, 一天, 不過三餐, 幾小時的 schedule, 竟然有這麼那麼多的細節要考量, 要安置.  

竟然到了星期四, 還在貞貞家, 和簡美熬到半夜一點半, 才摸黑開車回家. 

 

團圓的第一天: 

星期五已經累得只好請假不上班, 把兒子在家的事安排好, 把這周末該做的家事做完, 才開始打
包去希爾頓的衣服和盥洗用具.  去之前還先去訂購星期日下午的菜, 因為傾移要來家住一晚, 

順便與地質的同學見面.  老公回台北, 不克參與, 可是他們地質的同學, 我也很熟, 所以還是
在我們家辦方便. 

 

一到希爾頓, 已經有好多人在等著註冊.  大家見面都是一陣驚呼慘叫!  天啊~ 三十年了, 眼中

的同學似乎眼熟, 依稀有過去的影子存在; 但是名牌上的名字, 還是要略看一下, 才能認出肯定.  

我也跟著大家忙著幫忙報到的事.  一邊和久違了的同學抱著叫著. 

 

到了下午六點, 我和班上的同學先溜走去貞貞家.  我們和班來了十三人參加三十年會.  大家好
開心的大聲說話聊著.  貞貞的先生忙著烤肉給我們吃.  不是我在說, 我們和班的同學, 除了和
附中郊遊大屯山迷路一晚; 借建中北一女綠襯衫校慶辦遊園會, 被我們訓導主任一一抄錄下學號
的驚人之舉外, 才發現原來我們都是好食量好胃口, 吃得貞貞的先生忙不過來.  或者是遇見故
人, 神清氣爽, 脾胃大開之故.... 

 

飯後, 大家伙團團圍坐.  謝青提議每人十分鐘的感言.  每人當然不只十分鐘, 因為此起彼落的
東問一個問題, 西問一個, 實在無法迅速結束.  我因為這兩天為了這三十年會, 天天熬夜, 大
家感言到一半, 我已經半躺在沙發上睡著了.  同學們!  我雖然不支倒地, 但是精神仍然參與, 

真是捨不得離開.  耳朵沒聽到每個人說的話, 很是後悔自己愛睡.  可惜了!  可惜了!  再醒來, 

已經到 後兩位同學的發言, 聽完都已經兩點多了.  和曉齡再回到電腦旁, 印些第二天要用的
資料.  回到飯店睡覺, 都已經三點多了.   離吃早飯還有三個多小時. 

 

團圓的第二天: 

六點多起床, 穿好綠襯衫黑長褲, 和曉齡急忙下去吃早飯, 再幫忙新報到的人登記.  這次大家
全穿上綠制服後, 我的老天, 三十年前的站在旁邊的同學們, 通通回來了.  每個人都是好熟悉
的面孔.  時間並沒有因為這三十年改變了我們.  真是震撼!  我真的沒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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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準時開週會.  大家通通站起來唱校歌.  那熟悉清稚的聲音, 彷彿帶領我們回到三十年前.  

我身上一陣雞皮疙瘩, 眼眶忍不住感動得濕了.  三十年過去, 我已經從十七、八歲的妙齡女子, 

成長為成熟的婦人, 時光的飛逝, 真是令人唏噓.  (事後和瓊芝和憲君一聊起, 原來她們也是與
我一樣的雞皮疙瘩與紅了眼). 

 

節目安排很好, 有山東腔的老師上國文課, 有英文課(有那麼多的同學是外文系畢業的), 有音樂
課(才知道帶我們上課的傾移有副好嗓子.  交談了這幾年, 這個小女子的才氣, 一直被我發現不
完), 有褒獎出色表現的軍訓課(像文成公主獎 - 嫁老外, 像生產報國獎 - 多是五位子女, 嫁
給 久的初戀獎 - 小學二三年級隔壁座, 單身貴族獎, 早婆婆獎等等).  再來是輪流照班照
與真是一項大工程的大合照.  然後又是各個小組的照相, 再興以及工作人員團照.  等照完, 已
經是累壞了.  倒底是有點年紀了, 大家一轟而散的休息去, 準備稍後的晚宴.  我當然是趕快與
同學上樓睡覺去. 

 

說到照相, 除了結婚, 恐怕這個聚會是照相照得 多的一次.  大家都存著捨不得, 很珍惜的拼
命把這珍貴的團聚時光照下來, 留在自己的相機裡.   

 

我今天的額外收穫是見到初中再興的同學, 泰半三十三年未見.  找到一個, 牽著手去找下一個.  

這樣也串了七、八個過去初中的同班同學.  可能是越老越久的事, 反而記得.  我反而認得出來
初中的同學.  瓊芝與香苓, 倒是傻傻的聽我們記得的"介紹"過去的同學, 給她們"認識". 

 

坦白說晚宴讓我們頗失望.  晚上的晚宴是校友會辦的, 我們三十年會只佔三分之一的席次.  大
家很盛裝的打扮, 可是晚上的節目並不太吸引我們.  大家紛紛在九點多就離席.  我們和班的十
三位美女就去附近吃冰聊天, 一直到十二點, 才依依不捨的像灰姑娘的快樂時限已到極點的解散
回家.  就這樣很快樂很難忘的結束了屬於我們的三十年會.   

 

團圓的外一章: 

星期日一早, 就起來準備下午老公地質系的同學會.  世賓、似洪、建興、忠輝、吉祥以及傾移, 加
上陳敔, 各自帶著另一半來參加.  過去地質系, 辦過很多舞會, 我大一參加很多次.  所以他們
班我也蠻熟的.  也是這樣高興的感染著北一女聚會的延續的喜悅.   

 

後話: 

看著投影機打在牆上往日的照片, 每個綠衣天使, 都是婷婷玉立的笑著.  一女中都是乖巧聰明

能幹的女孩子.  學校薰陶我們腳踏實地, 努力用功的, 好強的創造自己的人生前景.  三十年是
可以發生很多事的.  在三十年的這一個定點來看, 身邊的同學, 各自擁有事業、家庭、感情的成
功與失敗.  更有十多位已經不在人間.  私底下, 我總覺得很替我們北一女的孩子們心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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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第一"的這個標記, 給我們北一女的同學, 無形中更多壓力.  人生路上, 也更艱辛.  極端
的表現, 與別校比起來, 更明顯.  我真心的希望: 大家剩下來的幾十年, 能很順利美好的走過.  

因為, 這麼晶瑩剔透的女孩, 該叫人疼惜的.  我親愛的北一女同學們! 

     

 貞貞家照 

  

 晚會照 地質系在我家聚會 

Monday, September 19, 2005 10: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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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想到舞蹈 
 

今天晚上, 又痛苦的走上走步機.  實在是貪吃, 在公司多吃了好幾顆巧克力糖, 心裡充滿了罪
惡感, 只好晚上加班了. 

 

走步機是世界上 殘酷的刑罰!!  對於不愛運動的人, 走步機是斷頭台, 是"早知就不吃糖"的嚴
厲懲罰. 

 

好在電視是走上斷頭台的 後天堂.  沒有電視看, 那走走步機, 真是痛苦再加一倍. 

 

今晚, 拿著遙控器, 邊走著路時, 並沒想到會巧遇 2004年的世界十項標準舞冠軍賽.  所以居然
忘了自己在斷頭台上, 很開心的看了起來.   

 

沒上妝的競爭者, 真的長得不怎麼樣.  有個女的, 臉很大, 腰好粗, 身材很驃悍, 我真的很訝
異.  但是一穿上舞衣. 化好妝. 居然每個人都變成美女.  身材高佻. 像洋娃娃般的好看, 讓人
目不轉睛的驚豔著.  我不愛看華爾滋和鬆軟飛揚的長裙; 怎麼看, 就是有駝鳥在跑步的幻覺.  

雖然, 他們各個在場內, 輕鬆隨意的跳著, 舞姿優雅.   

 

我喜歡他們跳的森巴、倫巴和爵士舞.  因為她們都短裝打扮, 有的身上只有幾片布, 可是怎麼看
就是恰恰好的迷人.  森巴 好看!  我覺得這是能把人體坳成 美的姿態的舞蹈.  而且跳得好, 

真是好迷人、好性感, 讓人眼睛盯著他們, 都捨不得眨一下眼.  森巴的音樂也美, 好像可以把人
心裡的野性給呼喚出來, 絕對是犯罪的導"音".  總之, 我忽然覺得那個大臉粗腰的女生, 身材
變得真好, 舞姿真叫人陶醉.  爵士舞也是把舞者的年輕體力, 用 優美的方式表達無遺, 真是
好看到令人目不暇給. 

 

結果是那大臉粗腰那組贏了... 

 

記得和老公有陣子也到山下的舞蹈社學了一陣舞.  常常跳到互相踩到腳, 不然就是差點閃到腰, 

或是像過去做微積分般的想不透這一步到下一步是怎麼辦到的.  有時學了一串舞後, 回家趕快
用錄影機錄下來, 怕以後過一陣子, 會忘掉.  真正到了有派對、跳舞的場合, 兩個人又爭得臉紅
脖子粗的硬是說對方應該要怎麼配合才對; 不然就是猛跳重複的舞步, 怎麼也轉不過來老師教的
好步子.  會跳的和記得的還是大學時代常跳的那些恰恰和吉利巴. 

 

說起大學時代, 尤其是大一時, 還真是猛跳了一陣舞.  老公是舞棍不用說, 連我都至少跳上一
百多場舞.  就是和老公在他們班的舞會上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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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 放棄不再去山下學跳舞, 是因為有個朋友, 好心把他們辦的大舞會錄了影, 燒成 CD, 給
了我一份拷貝.  他們的舞蹈老師就是我們老師.  我放了那 CD, 看到一對對的歐巴桑跟歐里桑, 

笨拙死硬的牽著手拖過來拖過去, 轉了一圈又一圈.  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我跟阿那答跳舞, 就
也不過是這副模樣!!!  當時練舞時, 心中幻覺的閃過電視世界標準舞的那些舞者的舞姿, 以為
自己舞步輕盈, 如同他們一般, 其實真是大錯特錯.  就再也死不肯去跳了.   

 

我一直鼓勵兒子學跳舞.  一直覺得這是很好的社交手段.  大兒子跳過火, 居然愛上 hip hop.  

暑假還去孜孜不倦的學芭蕾, 大三也不放棄舞蹈, 令我有點擔心.... 

 

老二本來也只是在舞會上胡跳一通.  十年級時參加學校的健美先生選拔賽, 才藝表演不能拖個
拿手的鋼琴上去表演, 只好選跳舞.  居然把 Britney 的 MV拿來看了看跳了跳, 找了四個好友當
舞群編了一段舞蹈出來, 令人瞠目結舌兼噴飯. 

 

不過能手足舞蹈真是好棒的事.  不管好看與否, 動動手, 動動腳, 就是算運動的一種.  又兼聽
音樂, 心情也就跟著愉快起來了.  :) 

 

 

 

 

 

 

 

 

 

 

 

 

 

 

 

 

 

 

 

Friday, November 04, 2005 12: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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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屋三部曲 - 1 
 

五姊和姊姊們笑稱老公是:身懷金二萬, 買屋、買車如買菜.  訂金就是身上掏盡只有的兩萬元, 再
加上買屋不是左思量又考慮的慎重其事, 而是像買菜一般的即興, 見到合意的就出價買.  去年與
大哥合買的華納, 就是這樣訂下.  今年八月與我老媽逛出售的舊房子, 也是這樣買下這房子.  甚
至才和五姊分手, 回家路過 Toyota, 也是放下訂金, 買了個小小車回家. 全無商量的餘地, 頗出人
意表... 
 
華納雖好, 但總想完全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 決定再尋找他屋.  我自己倒也沒料到會這麼快
就定案, 所以電話掛來, 我頗擔心...嗄~ 在二樓(吵!)  嗄~ 在路邊(吵!)  嗄~ 兩三、百戶住戶(吵!)  
嗄~ 很小(Oh, no~)  嗄~ 快二十年舊(Oh, no~)  嗄~ 車位有限(哎唷我的媽呀)!!  怎麼這麼煩人
的事呀!! 
 
於是照片寄來看了.  嗯~ 真是舊、又吵、又小….. 

    

 大門 客廳飯廳 

   
 廚房 後陽台 

Friday, December 16, 2005 7:08 PM 

回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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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屋三部曲 - 2 

 
好吧! 既然買了, 總該開始找設計師畫畫內部設計一下吧!  自己動腦筋, 想格局佈置, 多累人啊~ 
以前的經驗, 買布設計做衣服, 一心想會很好看, 做好卻也不過如此.  因此, 我相信專家, 專家雖
然花錢, 但值得!  哈哈哈~  
 
專家真的貴啊! 很貴!  而且花樣很多, 選擇太多了, 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兩人一個在台, 一
個在美, 每天電話 skype聯絡討論商量, 頭痛萬分! 不知如何才是上策.  覺得格局太爛, 改了半天, 
還是很爛.  這房子先天格局欠佳, 討論又修改圖樣快一個月, 大哥站出來說話了.  說不如找過去
熟悉的基隆阿德來整修.  一語點醒局內人, 放棄了所有可能的改革.  忽然覺得就簡單的整修內
部, 何必搔破頭, 想盡辦法, 把個小人, 硬撐成大人.  想通了之後, 就容易了.  格局不改之下, 要
考慮的只有換掉的材料... 
 
明仁打電話說: 整個房子敲敲打打在拆除舊東西和修水管.  過兩天, 他說兩個小浴室換好磁磚和
馬桶了.  過了兩天, 他說陽台鐵窗和窗戶都裝好了.  過兩天, 他又說冷氣改採分離式, 只有客廳
和主臥房有暖氣.  又過兩天, 地板是淺米色拋空(?)石英磚, 牆是白的, 門是白的, 廚房流理台是
白的.  他說, 我們這房子是白宮.  我想無妨, 用傢俱來調色吧.  過兩天, 他說要油漆了.  過兩
天, 他說要找歐德做固定傢俱.  過兩天, 他說和我老媽搞定窗簾了.  窗簾給我決定吧,  我說.  
再過兩天, 我就回去和他買傢俱了, 等我換窗簾吧! 
 
照片寄來了. 舊的房子不見了,  煥然一新. 

       
 客廳飯廳 後陽台 

Friday, December 16, 2005 8: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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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屋三部曲 - 3 
 

上次華納的經驗, 把華納當做美國 size, 所以初見面, 有點失望.  這次在心裡, 已有建設, 台灣的
公寓不能想像成美國尺寸, 要 compact 很多才是.  何況二、三十來坪是真小, 所以在討論固定傢
俱時, 我們加很多櫃子; 即使是床, 也可掀高床底, 又是大櫃子, 可裝棉被.  總之, 已經想它是個
小人國, 一定要考慮清楚每個空間設計, 都要利用到. 
 
十二月一號, 背叛家中老二, 趕回台北和老公做完裝修房子的 後一步.  每天一早八點多, 就在
王心淩的 DA DA DA 歌聲中, 坐上小小車, 從大哥華納家去新家, 培養氣氛.  量尺寸, 研究缺少

啥東西, 再決定當天要去哪些地方採買.  DA DA DA是快節奏的歌, 聽了眼睛一亮精神馬上來了, 
很像日本人一早做的早操, 心裡喊著加油加油. 
 
我們先從需要花時間做的窗簾開始, 決定好了後, 就開始看沙發和餐桌椅.  接著是冰箱, 洗、烘衣
機, 小家電, 然後就是家庭用品.  小從衛生紙、肥皂, 大到床單、棉被, 從沒有到有的一一採購.  
再來就是把住在華納一年的一點累積品, 搬運到新家.  說起來容易, 但是買東西前要量尺寸, 找
合適的東西, 然後就要等送貨.  因為我們的停車位是地下一樓, 沒電梯搬家用品.  把東西提到一
樓換電梯到二樓, 已經是很累人的事.  每天走好幾趟, 腳都酸了.  此地住戶約只有 80%的人可抽
籤擁有一年車位.  我們這兩、三個月剛好有人不要車位, 被我們接了下來.  很難想像明年假使沒
車位的不方便.  
 
我們事先已決定 12/7 要入宅.  所以在傢俱、窗簾沒有完全定位時, 只好勉強開放給親戚朋友參觀
吃湯圓.  實在也是想有回美前有一星期的時間住進去, 好看看房子有沒有什麼毛病, 可以修改一
下.  謝謝愛我們的兄弟姊妹、同學親友, 給我們的小小窩很多的人情溫暖.  明仁和我心裡很感謝
大家的好意.  謝謝! 
 
12/7 當天, 我們還拜拜土地公、地基主.  希望他們快樂的接受我們這一家新居民. 
 
12/8 窗簾一裝上, 房子的妝好像畫上般的迷人.  然後我硬把老媽家擺的向日葵給要來家裡擺著, 
還要求她幫我插好(怪事是我插出來的花是扁的站一排, 老媽一插, 就很立體很生動好看).  為了
配合這向日葵, 我們還巧遇買了個向日葵鐘掛在餐廳. 
 
我很愛我的小小粉紅洗衣機.  我覺得她很快樂.  一按啟動, 就唱一條短短的歌(要洗衣了, 沒時
間唱很久).  洗好後, 就唱一條長一點的歌告訴我們洗好了.  聽起來很快樂很有朝氣. 
 
我的冰箱很男性化, 很大, 灰色的, 很強壯(馬力大).  但是我們的冰箱, 因為女主人忙, 沒空煮東
西, 所以沒什麼好東西在裡面.  我們有一個不錯的很小的烤箱.  以後, 我想烤點蛋糕、餅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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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我們也有一個大而舊的微波爐, 是老媽硬塞給我 recycle 的.  沙發顏色有點超出我的想像, 
是大便色的.  書房內我有一把明仁特訂的粉紅色椅子, 他的是藍色的.  兩個椅子看起來很卡通.   
 
在書桌前工作, 可以兼洗衣, 聽到洗衣機唱的快樂的歌.  客廳的電視在我回美後第二天進來了.  
是歐德送的大同液晶電視, 配上我們的小音響, 是我們小小客廳的精神所在.  歐德的小小的雙人
座, 可下棋, 喝茶, 看書.  可惜椅墊未到.  書房和客廳應該是我們常呆的地方.  兒子們回來陪我
們時, 可以睡他們房間的沙發床.  他們也有兩個小書桌可用.  我們有六人的餐椅, 可招待客人.  
必要的話, 餐桌可以拉長, 把我倆的卡通椅加上小子們的兩把椅子, 可以坐十人.  附近很方便, 
臨時有客人, 還是可以吃到東西. 
 
因為當時把這小房子想得太小, 現在它有很多櫃子可以藏東西.  而且心理上, 覺得房子比想像中

大了一點.  婆婆是松山人, 住在這裡會想到她.  明仁覺得說不定是她的意思.  忽然覺得我們對
這小房子開始有感情了.  我想它會陪我們一段時間的.  這是我們用心去經營的小小窩, 是我們
台北的第一個自己的家.  實現了它, 讓我們很喜悅很快樂.  
 
P.S. 12/18 抽籤車位, 明仁抽到 後一名車位的名額. 

  

       大門 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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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廳 飯廳 

   
主臥房和我的小小梳妝台 主臥房 

  

 向日葵鐘 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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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房和沙發床 

       
  廚房 

      

 浴室 後陽台 

Sunday, December 18, 2005 7: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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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宅 
 

我們決定 12/7搬入新家.  這兩天傢俱等等, 大致搞定; 電話今天來安裝, 窗簾要到星期四才來.  

這是我們這些年來, 在台北的第一個小小的窩.  明仁花了兩個多月裝潢, 和我 skype討論又討
論很多內部的決定(像電燈、衣櫃等等).  因為這樣的戰鬥感情, 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小成果.  房
子不大, 但在我們倆來說, 很舒適很夠我們使用的了.  

 

歡迎大家來參觀、小坐、吃湯圓. 

 

台北市松山路 482巷 34號 2樓, 在太子東宮內. 

電號號碼是: (02) 2759-9027 (今天才要安裝唷) 

 

 

 

明仁玉玲敬邀 

 

 拜土地公 

 

 

 

 

 

 

Monday, January 02, 2006 5: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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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Potter IV Movie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算還不錯的電影.  
 
因為小說太多細節, 電影兩個多小時要演完, 當然是刪了些細節: 
 

 所有有關 house elves 的情節全部刪除.  這當然就少了:  
Hermione 鼓吹 house elves 的權利自由等等的內容; 
Winky 捨命服侍Barty Crouch Jr., 以及這個 family如何換出在Azkaban服刑的小Barty, 姑息養奸, 
以致釀成大亂的親情故事也沒交待. 
在學校 Dobby 如何幫 Harry 取得有氧草, 讓 Harry 可以過三巫大賽的第二關也無說明. 
所有在校的 elves 如何服務學生生活起居也刪了. 
 

 世界杯的 Quidditch 比賽是個重要情節.  如何自 Ron 家到比賽場地, 起始的 Portkey 是很重要
的扣環, 完全沒有交待.  因為這解釋後來為何 Harry 和 Cedric 一碰觸獎杯, 就飛到墓園碰到
Voldermort. 
 

 黑魔標記的由來, 與起先開幕的相關點, 是要與第六集相參考的.  第六集中講到 Voldermort
的童年.  解釋了Tom Riddle是他的凡人的生父.  其死因等等.  為何將Harry用 portkey調到Tom
的墓園, 在電影上沒說明清楚.  沒看過書的人, 可能不知情這中間的細節. 
 

 Ron, Krum 和 Hermione 中間的情愫, 沒有交待清楚.  Ron 與 Hermione 在這集已經明顯互有愛
意.  Harry 愛上 Jinny 是在第六集中的事.  與 Cho Chang 有交集是在第五集.  Cho 在電影中蠻壯
的, 與我想像不同. 
 

 Madeye 說明不夠.  他是在此集中的輪替新角, 沒有強調重要性蠻可惜的.  每集書中的魔法
課老師都有輪替.  個個老師的特色大異其趣, 所以應該要多加介紹.  何況 Madeye 被綁假扮, 是
件大情事. 
 

 新聞記者 Rita 多令人討厭, 沒有強調. 
 

 這集中說明了 Hagrid 可悲的身份, 與外校 Madam Maxim 的交集, 沒有說明.  在第五集中這
個巨人的身份, 將引起一段故事, 身份的描寫在這集. 
 

 Cirrus 在本書中因為義父的身份, 冒險來探 Harry 也沒有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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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ieve的表現很棒..  自己在腦中演的, 沒有電影中的形象化清楚.  Dumbledore用很多此法, 
與 Harry 調查過去發生的事. 
 
不過第四集說真的, 比起第三集好很多.  整個 story line 較有連貫, 不像第三集亂成一團, 沒看書
的人簡直不知所云.  好像換了導演, 厚厚一本書, 能這樣演出, 已經算很難能可貴了.   
 
我因為回去台北, 忙亂半天, 一得清閒, 坐在電影院; 電影情節又都清楚, 所以常常不知不覺中睡
起覺來.  半醒半睡的看完電影.  很訝異的是, 此片有分國語與英語場(應是國語發音或英語發音), 
我看的是英語場, 人數還不少.  而且不少有反應的笑聲, 因情節發出, 台北人英文程度佳, 可以
想見.  不過即使是英文版, 還是有中文說明, 或許笑聲是因為讀了中文.  不過喜歡英文發音是蠻
不錯的表現. 
 
 
 
 
 
 
 
 
 
 
 
 
 
 
 
 
 
 
 
 
 
 
 
 
 

Sunday, December 18, 2005 10: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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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倒數記時到 2006~ 
 

2005 年快消失在你的眼前了, 2006 也將要蒞臨.  面對著將是嶄新的開始. 
 
對於新的一年, 有何新展望? 有何新的志向? 在這裡祝大家順利愉快, 要什麼有什麼. 
 
才從台北回洛杉磯沒多久, 很想念 101, 因為聖誕節裝飾得很熱鬧的樣子. 有一晚, 和老公開車經
過101.  101閃著粉紅色的燈, 簡直把我給迷倒了. 又另一晚, 換成藍色的燈.  台北人可能不太注
意這些, 但是我很在意. 就好像留意到每到一處大賣場買東西, 小小車就“逼逼逼”的進行倒車入
庫停車. 讓我笑倒. 只有在 Costco, 車子是規定 head in first,  與在美國相同. 說到台北的 Costco, 
真是不可思議的與美國一模一樣.  站在裡面會忘了自己身在台北的.  台北的大潤發、家樂福、燦
坤、B&Q、Hola, 真是很大. 東西真是齊全. 周末買菜、買東西, 都可在一家店裡解決, 太方便了. 
 
101 四樓有一家書店, 叫 Page one.  那天, 我隨意逛逛. 裡面有很多我很想看的書, 也有很多很舒
適的位子, 可以耗一天. 更棒的是, 有個角落擺幾張椅子桌子, 兼賣咖啡蛋糕, 真好! 
 
101 裡面的九如的絲瓜小籠包(忘了 official 的名稱)很清爽, 是我的 愛.  兩筋一湯也不差, 小籠
包也是必點, 粽子也是招牌菜. 我還吃了 Ban Do(台語的‘辦桌’)的菜, 也不錯.  絲瓜煎餅(又是絲
瓜) 、灌湯魚翅包, 真是香甜美味. 
 
我 不愛逛街, 所以無從奉告有何好店可瞎拼.   
 
一年的 後一天快到了.  101 一定準備了很精彩的煙火表演.  台北的同學們, 別錯過喔~ 我大約
只能等網上的精彩影片過過癮吧~ 
 
真的, 新年新希望, 一個嶄新的開始. 祝福大家.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10:16 PM 

回到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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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傳的真功夫 
 

頭一次聽到劉師傅的功夫, 是我們那位鼓手 Michael 提起的.  Michael 過去打過籃球國手, 以五十
多齡, 跑跑跳跳.  終於, 有一天, 腳筋給弄斷了.  他在急診室與劉師傅兩個抉擇取捨之間, 毅然
絕然用左腳單腳開著車, 投奔劉師傅求救去了.  "Leslie~ 我告訴你", Michael 很開心的對著我說, 
"我如果當時去急診室, 今天我就是個瘸子了.  老外鐵幫我上石膏, 毀了我.  劉師傅把我的腳筋
給醫好了".  然後, 又是聽說某一天, Donald 半邊臉癱了.  不能閉眼睡覺, 不能閉口,  直流口水, 
半邊臉不能動, 聽劉師傅說, 好在他醫得早, 真的給醫好了.  聽他們說劉師傅很神, 不是普通走
江湖, 騙人的師傅. 
 
我們家那位先生, 平時筋骨硬梆梆的, 不夠柔軟.  去年九月回台, 提個行李給傷到腰, 又躺又復
健的折騰了個把月.  十二月回來, 腰還是沒有很靈活.  那天和 Michael 吃了飯, 當然又是說起劉
師傅.  兩人相約去和劉師傅面診了一次. 
 
回家, 直誇劉師傅的好.  一直說腰舒服很多等等.  興奮的說個不停.  我一見到他的背, 真的愣
住了.  哇~ 不但是拔罐三個大圈圈, 還走罐, 黑紫的瘀血, 傷痕累累, 被整得這麼慘, 還這樣高
興.  心裡直搖頭. 
 
星期二要回台北了, 星期一還約了一次門診, 去看劉師傅.  叫我陪他去, 順便也給他瞧瞧我的毛
病.  我本來是沒病啦~  那一天, 開車回家, 下車時, 姿勢有點不對, 大腿骨和臀骨交接的地方
(叫鼠蹊嗎?), 刺痛了一下.  我想是扭到筋吧.  結果, 在台北跑到華納威秀的電影院, 跨過一個欄
杆(就別問我為什麼要跨欄杆了....).  慘了!  兩個鼠蹊一陣刺痛, 兩條筋都給扭了.  接下來, 我腿
不能盤膝坐, 翹腳時左腳跨右腳很痛, 右腳翹左腳更痛!! 
 
我抱著去瞧瞧熱鬧的心理陪老公去看劉師傅.  出乎意料之外, 劉先生看起來也不過五十不到的年
紀, 斯斯文文的.  老公躺下來後, 就看劉師傅忙著先用指頭彈呀彈的, 把他的肩給打紅.  又搓又
捏了半天, 拿起一條趕麵棍, 中間包著幾條鐵圈, 在他的背上趕啊趕的.  我那瘦弱的老公, 痛得
哼起來.  然後, 用碗米酒點火, 拿三個空竹杯拔罐起來.  又走罐.  中間又抓又搓, 拿捏了半天.  
我倒是看得出來他是好了點.  上回拔罐是污黑的印記, 這次略紅, 不再有深紫的印了.  劉師傅要
他回家每晚泡腳, 練腰力, 捲著坐起來等等.  折騰了半個多小時, 總算完工了.  劉師傅都泡一杯
熱茶給病人喝的.  
 
老公迫不及待的介紹我的病狀給劉師傅.  我嚇得半死.  好在底下另有一個病診, 我才得已逃脫.  
但是老公太好心了, 仍幫我約了下午一時回來看他.  我心裡想我的痛的部位, 恐怕很難推拿吧~  
蠻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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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飛快,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劉師傅請我換條短褲, 便幫我檢查我的腿了.  哇~ 他打
人很痛!  我也感覺他用了趕麵棍, 搓捏壓腳.  弄了半天, 痛得要命.  反面敲打之餘, 又叫我翻
轉正面, 把脊椎也正位了半天.  叫我閉眼休息時, 劉師傅出去了一下.  據老公說, 劉師傅出去拿
了一個類似鐵鞦的東西, 把我的腿筋敲敲打打的, 痛得要命.  結果實在受不了了, 剛好結束.  老
公說, 劉師傅叫我閉眼休息時, 還在我肚子上洒米酒, 隔空發功了好一會.  很盡心力的.   
 
後來, 劉師傅叫我試試腳.  奇蹟居然出現了!!!我彎轉不動的鼠蹊關節, 居然恢復正常的運轉自如
了.  我蹲下去, 站起來, 居然不必再像以往要撐著地才能站起.  真是不可思議!  我真的說不出
那種舒服自在的感覺, 太棒了! 
 
半小時多的治療, 身體忽然覺得好冷好虛.  所以, 他拿那杯熱茶來時, 真是邊際效應 高的時候.  
我到那時才懂那杯茶的好處. 
 
很神奇的師傅.  很神奇的中國功夫.  今天, 我這個只相信西醫的人, 真的大開眼界.  真是太神
奇了!! 
 
P.S. 我們倆第一個想到的是好友李 X 玲.  下次她來洛杉磯, 一定要帶帶她去見見劉師父. 
 
 
 
 
 
 
 
 
 
 
 
 
 
 
 
 
 
 

Tuesday, January 10, 2006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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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歲蘭開花了 
 

買來開花後, 就處於很不好的狀況的報歲蘭, 兩年前給花店重種, 分成兩株, 仍然堅持不開花.  
今年決定開花了.  Lucy 來家跟我打賭, 那只是葉子, 不是花苞.  決定輸家請吃飯.  年底她請我
們吃了火鍋.  報歲蘭說春節快到了, 大家春節快樂! 
 

 
 

 

 

 

 

 

 

 
 
 

 

 

 

 

 

Friday, January 20, 2006 8: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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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老大嫁女兒 
 

其實我心儀慈濟很久了.  十多年前, 林清玄在 Alhambra City 做演講時, 老公和我去聽過他說的"
打開心內的門窗".   他的說辭, 詼諧生動有趣.  後來五姊還送我們一套這個集子的錄音帶和書.  
在還沒有傳出誹聞之前, 我是蠻尊敬他的. 
 
記得, 當時去會場時, 看到慈濟人男男女女, 約十步距離的沿著路邊, 站成兩排, 歡迎我們上去會
場(忘了在哪處了).  我對這些清一色深海藍色上衣, 白色長褲, 微微帶著微笑, 梳理整齊的慈濟
人,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Amy 姐是我們這群好友的大嫂.  她信佛甚誠, 每到周末, 必到佛寺或慈濟所在去做義工.  我們
這位大嫂的廚藝, 真是不得了.  台式的料理, 道地到有些菜是我老媽時代我曾聽過的, 她都駕輕
就熟的讓我們大飽口福之餘, 懷念起過去孩提時代的總總.  所以, 我們很喜歡去他們的大房子玩, 
又怕她有些年紀, 太操勞, 常常很矛盾, 不知如何是好.... 
 
去她家幾次, 家中的人, 也都見過.  二女兒約略三十出頭, 是走中醫行業, 乖巧少言.  曹老大與
Amy 姐, 當然是常常詢問我們, 有沒有適當的朋友, 可以介紹.  想不到這兩年, 她因為做慈濟義
診, 認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好對象.  時機成熟, 就訂一月二十二日結婚, 兩點鐘觀禮.  聽說是可
容納千人的禮堂,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湊個人頭, 才不致冷場. 
 
我和琪琪及Frances, 遲到十五分鐘.  她倆找我, 是因為我的車子有導航器.  對沒去過的地方, 就
靠我了.  導航帶我們去到很不熟悉的地方.  住宅區走到沒路時, 看到一個小小 wedding 的牌子, 
箭頭叫我們左轉; 一轉進去, 乖乖不得了~ 是上山的路.  兩條一往一返的路, 小小的, 一邊還可
以掉到谷底.  左拐十八彎後, 變成上山, 我們三人一時停止吵鬧不休的閒聊, 心中有點擔心害怕, 
對導航的正確性與前方的路程, 很是沒有把握.  居然柳暗花明, 看到一個守衛站, 揮手擋下我們, 
告訴我們如何到婚禮的會場.  原來這裡是慈濟的總會.  聽說搬來沒多久(以前在Monrovia), 說是
整個山區都買下來了.  哇~~~~~~~~ 
 
去到那棟建築物, 有幾個永遠是梳著包包頭的慈濟太太, 給錯愕的我們, 一人一個黑尼龍袋.  告
訴我們把皮鞋放進去袋中, 進屋內, 放在自己的椅子底下.  還送給我們一人一雙厚底深藍色的套
襪穿(對! 對! 對! 就是小 baby 穿那種底下有塑膠粒可以防滑的那種).  這時耳朵才忙過來, 聽到
裡面已經開始結婚典禮, 手鐘好聽和諧的音樂, 不絕於耳.  曹老大牽著女兒, 一臉正經八百的走
進來.  新郎在前面漂亮的心形蠟燭旁, 等著新娘走來.  十對慈濟的幸福夫妻, 帶著滿滿的祝福, 
已經站在前面, 和我們一樣的看新娘走進.   
 
先是上香, 證嚴上人述說夫妻之道.  此禮堂的燈光影片, 接得很美很緊湊.  證嚴法師的影片,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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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溫馨很祥和的氣氛.  夫妻之道嘛~ 不外乎感恩, 互相珍惜.  說來容易, 道理淺顯, 但也是要
很多的努力與互相的修養.  然後, 兩人互相的誓言與交換信物.  然後, 話題轉到兩人的個人家庭, 
影片放映著由小到大, 到兩人開始交集的照片. 司儀話峰一轉, 接著新人向雙方父母獻花致敬, 十
分感人.  看著兩個年輕人充滿愛意的互望著, 想像到他們的新生活, 開始一個新的家庭.  然後, 
生兒育女, 然後, 到他們的父母這年紀, 周而復始的這般傳宗接代, 走著人的一生.  生命真是很
奇妙..... 
 
慈濟的心芽合唱團接著唱了兩條好聽的歌.  點圓滿燈, 就禮成了. 
 
等等, 我忽然發現今天的場面好像很眼熟................原來, 慈濟主持的婚禮型式, 跟教堂式的婚禮
已經很相像了.  宗教不同, 但平和愉悅的場面相同.  場所略微不同, 但祝福感動相同.  原來人
心是如此類似, 愛是如此相同.  
 
 
 
 
 
 
 
 
 
 
 
 
 
 
 
 
 
 
 
 
 
 
 
 

Monday, January 23, 2006 10: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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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廢言幾句 
 

過舊曆年真是好玩.  你可以: 
  洗衣洗兩年: 除夕夜開始, 洗好幾鍋又髒又臭的衣服.  忙著過年的事, 洗衣的事一再拖延, 

洗到第二年還在烘. 
 

  吃一年前的菜: 年夜煮了一堆菜, 又是好彩頭, 又是年年有餘, 又是長年菜, 又是步步高陞、
又是發糕... 基本上, 去年的菜, 剩到今年還在吃.  

  聚賭兩年: 除夕開始, 又是麻將又是骰子.  大人小孩團團聚在一起, 把身上的紅包錢掏出, 
做賭資.  沒有人會罵你賭博做壞事, 這樣的豪賭到第二年.  

  講了兩年的電話: 除夕夜快凌晨, 匆匆忙忙撥起國際長途電話.  電話因為太多中國人一起打, 
很難打通.  好不容易撥通, 和父母親友連聲賀喜, 不知不覺一年已過.   

  舊世紀和新世紀重疊: 打電話當時, 忽然發覺自己在歷史中, 電話的對方因在台灣, 活在未來.  
兩個活在不同年的人在聯絡通訊. 
 
除此之外: 

  平日覺得雖然光陰似箭, 但一日、一月, 有時仍然很難熬..  哪知除夕夜"度日如年", 時間眨眼
便過一年...  

  莫名其妙忽然沒過生日, 又長一歲.  
  生肖接著就要改變.  
  新曆年除夕, 來不及下定決心, 做新年新希望.  舊曆除夕, 又有第二次機會, 好在新的一年

改過自新. 
 
不管怎樣, 舊曆過年可以輕鬆半個月, 到看完花燈煙火, 再給自己收收心, 警告自己, 年已過, 該
努力認真, 下一年的過年, 才能快樂的收穫與享受. 
 
 
 
 
 
 
 
 
 
 

Sunday, January 29, 2006 1: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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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櫻花朵朵開 
 

答應老公每星期六、日, 去山下公園散步, 可是一直沒實現.  今天想該去看看了.  其實坦白說, 
是買了個新相機 Canon SD450, 想去照照櫻花. 
 
在公園的路上, 叮嚀兒子怎麼吐納, 用丹田呼吸; 要眼觀遠處. 讓眼球遠近的觀賞綠草紅花; 要心
無雜念...一路說得我氣喘噓噓, 上氣不接下氣, 這愣小子悶葫蘆, 氣也不哼一聲.  
陽光好, 空氣好, 跳團體舞的仍在, 扇子舞的分三梯次的跳著.  太極拳的制服, 很醒目的群聚在
一起, 慢慢的揮手抬腳.  小狗一隻隻, 找不到樹, 又被主人拉牽著, 搞不清楚狀況的猛抬後腳, 亂
灑狗尿.  散步的人, 閒聊著, 來來去去的穿梭著... 
 
遠遠看到粉紅的一樹樹的花.  據路上跟我閒聊的行人說, 三星期前就陸續的開花了.  先是白花, 
再是現在的淺粉紅.  桃紅色的, 正在含苞待放, 偷偷透露著一點花色, 給我們期待著. 
 
公園真好, 闔府光臨, 大家走上一圈, 是很好的家庭活動.  我應該要堅持這個好習慣才是.  你呢?   
多久沒去附近的公園了? 

  

 

 

 

 

 

Monday, February 06, 2006 6: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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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渡周末 
 

今天公園的粉紅櫻花照開著, 桃紅櫻花還是羞人答答的躲躲藏藏.  路上一樹像刷子的花開了, 黃
色透著陽光, 真搶眼.  站在樹下, 照黃刷子時, 耳朵忽然聽到一陣嗡嗡嗡的聲音, 定睛一看, 原來
這些黃刷子花, 招惹來了成千的蜜蜂, 忙碌的工作著.  
 
和兒子決定走上山坡.  一路沿著公園, 爬半邊山回家.  沿路觀看山坡下的公園綠地, 放眼又可看
到樓房聳立, 高速公路車子穿梭不停.  走了一趟, 大約是跟 45 分鐘的走步機一般功效.  所以回
家甘脆把車子停外頭洗洗, 是多年以來第一次在家洗車的. 
 
午飯懶惰不煮, 把前天 Costco 買吃剩的旋轉烤雞肉, 做一個雞肉沙拉給兒子.  我吃一個素沙拉
(真的素, 只用檸檬當醬汁).  沙拉用筷子吃很方便, 我們各人又泡了一包泡麵.  我看陽光真好, 
去院子把長板凳擦擦, 母子倆就到後院約會吃簡餐.  心情好輕鬆愉快, 看著後院的綠草, 聽著小
鳥唱歌, 真好~ 

   

 

 

 

 

 

 

 

 

 

 

 

Sunday, February 12, 2006 1: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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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善變 
 

Amy 姐住在有名的 The Country 的房子要出售了!  這個 community 在 Diamond Bar, 是個有守衛
有巡邏員的高級住宅區.  過去曾經去看過裡面一塊在山坳內的小小地, 想買來蓋個夢幻屋.  還
好沒去做這件事, 不然我們夫妻倆, 鐵定早就為這房貸經濟問題, 吵到分手.  Country 內, 都是
custom build 的房子, 我也看過好幾幢, 就是沒住進去過....  
 
在 The Country 內的房子, 有大有小, 各個都蓋得富麗堂皇.  我這朋友的房子, 很漂亮.  180 度美
景不說, 外頭又是噴水池, 又養錦鯉.  那養熟的錦鯉像家犬一般, 可以呼叫著過來回應的. 我們
七月四號曾在院子烤肉喝酒, 看起起落落各處的煙火.  房子內建材考究, 是不用說了.  廚房的小
餐廳, 合算就是我家正式餐廳的大小, 又是看出去美麗的夜景.  我們在那餐桌上吃過不少好東西, 
喝過不少好酒好茶.  超級大的客廳, 也讓我們唱過不少卡拉 OK, 隨時也可以望出去欣賞夜空的
清澈. 二樓主人房的豪華, 房間各自私密性頗高, 偏又有個大大的起居室可以同聚.  這房子真是
沒有三兩三的人, 不能住進去的. 
 
守衛嚴格, 好像五角大廈的嚴格.  甚至, 若在裡面的小路開車飛奔過急, 還會被巡邏車給攔下, 
開罰單.  不服者, 還會被"遞解出境".  The Country 一直是我們這一帶富豪的代表. 
 
現在打算要賣掉房子了.  和 Amy 姐一聊之下, 感觸良多.  年輕時起始愛大房子.  每個人都是這
樣.  先是 apartment 然後 condo, townhouse, 然後 house, 豪宅.  年輕時, 欣羨別人的大房子, 覺得
有能力就要買大一點的房子.  有了大房子, 要買有價值的裝飾, 氣象萬千的傢俱裝潢, 然後要有
朋友來看來玩來欣賞, 把自己忙得團團轉.  好像這般的忙家忙事忙朋友, 一直便都沒有機會享受
這房子的好處.  等到孩子大了, 成親了, 搬出去住了, 偌大的房子變冷清了.  年紀大了, 也不需
要這樣的屋子, 整理也費精神, 於是開始想念過去的小房子.  小房子不會有爬高爬低的樓梯讓自
己的膝蓋疼痛, 小房子稍微整理還可以兼做運動, 小房子看起來很溫暖..... 而過去買的那些高價
的物事, 擠不進小屋了, 只好免費請人笑納.  過去的珍藏寶貝, 時日一過, 眼中已不再貴重.  人
的心真是很難與現實配合得好好的. 
 
就好像年輕時想吃好料理, 卻因為財力, 沒有天天吃大餐.  等到財力充沛, 無奈身體功能卻減退, 
當年的好料理, 只能用看的了.   
 
我勸 Amy 姐在賣掉這房子之前的現在, 好好的慢下腳步, 享受這大屋的美.  隨時身邊所擁有的, 
其實都是很珍貴的.  可能是未來往回看, 覺得當時 好.  可能別人看過來, 當時當下 佳.  人
心善變, 誰知道下一刻能把握的有什麼? 有多少? 
 

Saturday, February 25, 2006 8: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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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做的便當 
 

今天做了八個便當.  為什麼?? 
 
因為有些給人(大伯、大維、維庭), 有些吃到明晚.  ;) 

 

Sunday, March 05, 2006 8: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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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的便當 - 1 
 

有人詢問昨晚的菜色, 特此公告一下: 
 
清炒高麗菜 
雪豆炒蝦仁 
韭黃炒蛋 
豆腐鑲肉(絕對是自製) 
照片上, 鑲肉上邊那些東西, 是挖出的豆腐渣, 丟了可惜, 所以一起下去滾. 
魯肉魯蛋(既然魯肉, 就順便魯蛋.  既然魯了, 雖然有韭黃炒蛋, 還是每個便當丟一顆蛋下去). 
本來還想做干煎白鯧魚, 實在便當裝不下了, 所以收回冰箱下回煮... 
  
這一年, 老二常常帶便當上學.  有時做三明治, 有時是晚上的飯菜.  他們的社團有些辦公室內有
微波爐, 所以可以熱便當.  我兒子的飯量大, 學校兩塊錢的三明治, 根據他的說辭是吃不飽又難
吃, 所以想自己帶中飯.  他大了, 反而不介意中國菜.  而且同學還很羨慕, 所以 後一年高中, 
我能做給他帶就做給他吃.  我兒子對我這微不足道的廚藝很是讚賞.  他胃口好愛吃, 所以我煮
什麼都穫得他的稱讚.  "媽媽~ 好好吃喔~",  "哇~真棒~"常常在飯廳聽到.  不但如此, 他還頻頻
詢問食譜, 不但要一邊吃, 還要口頭上再用說的煮一遍給他聽, 他才過癮. 
 
我想, 除了會陪我去公園散步, 這是我跟他另類的溝通吧~ 
 
 
 
 
 
 
 
 
 
 
 
 
 
 
 

Monday, March 06, 2006 7: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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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山國小 
 

我的中山國小 -----------------------------------------------  

回應 ---------------------------------------------------  

民防演習 ---------------------------------------------------  

回應 ---------------------------------------------------  

操場 -------------------------------------------------------  

回應 ---------------------------------------------------  

老師的寶貝 -------------------------------------------------  

回應 ---------------------------------------------------  

小學的吃便當 -----------------------------------------------  

回應 ---------------------------------------------------  

遠足去 -----------------------------------------------------  

遊藝會 -----------------------------------------------------  

說話課的聯想 -----------------------------------------------  

操場二 -----------------------------------------------------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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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山國小 
 

我的台北不太大, 但是印象中我的中山國小非常大! 
 
當年, 次於突破萬人的老松國小, 中山是台北第二大的國民小學, 以八千多學生著稱. 不但人多, 
校舍也大. 中山國小的音樂教育是有名的, 班級樂隊比賽很有名, 過去的林玲珠老師(後來在電視
上節目)曾經教我好幾年. 其他我不太有印象, 不過學生多, 所以很多活動都有不少有天份的學生
參與, 表現非凡. 學校位於民權東路(就不要問我幾段了)和林森北路交口. 我是第二十四屆畢業生
(屬於國中第二屆). 當年中山國小畢業的小朋友, 如果沒有落跑考私中, 大部分是升新興國中(初
辦第一屆). 新興的校址, 剛好是在當年 初的恩主公廟(關帝廟). 此廟後來遷移到民權東路松江
路交口, 一直香火鼎盛, 信民不斷. 
 
以我小學生的印象, 學校好大, 操場好大. 地球儀有兩個, 翹翹板、鞦韆架、搖搖椅、高低槓, 都
是我趁媽媽午睡, 溜去玩; 怎麼也玩不膩的好東西. 學校教室是呈ㄇ字型, 好像有四樓. 每班都有
五、六十名學生. 班名從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到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到禮智梅蘭. 我
是一癸, 二癸, 三癸, 四乙, 五愛和六愛. 一到四年級都是男女混班. 四年級不知為何, 重編了一
次班. 五年級又編一次班, 這次是男女分班. 我還記得我們都坐在自己班上, 等新老師來叫人, 帶
去新教室. 我四年級的老師是李祥熙老師, 他打混的叫我跟他去他的愛班(大概是愛才吧~). 所以, 
我不知道我真正的編制, 是到哪一班. 也因此和鼎鼎有名的何薇玲同班兩年. 兩年的男女分班, 只
有在月考期考, 牛郎織女才會見面. 因為我們會被分配和男生班交織坐, 分開考試, 以防自己班同
學做弊. 
 
我們的制服, 男生是白衣卡其褲, 女生是白衣淺藍色的背心裙. 沒有髮禁, 我一直是兩條麻花辮, 
到初中才被卡查, 剪成清湯掛麵. 
 
低年級教室在一、二樓, 半天制上課. 高年在三、四樓, 是整天班. ㄇ字型一半是男生班, 一半是
女生班. 我記得好像孝班是混合一些不足一班, 或體能較不方便(例如小兒麻痺)的同學.  
 
一樓中間是辦公室, 很大很大, 老師充斥其中. 我印象中, 學校常常利用朝會, 老師不在時, 讓我
們在辦公室練習注音聽寫, 或其他項目, 好參加比賽. 我一些鉛筆、橡皮擦, 常常掉在辦公室, 怎
麼也找不到.  
 
我們朝會都是在操場. 若下雨, 則在走廊排隊聽訓話. 第二節下課, 時間較久, 兼做課間操. 也是
一班排成一條長隊, 從操場一端, 排到另一端. 做完, 拍手解散時 真是車水馬龍, 到處是人. 下雨, 
就在走廊, 擠擠的排隊做課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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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八千多人, 中午放學回家, 或出外吃飯, 或下午放學時, 真是人多得不得了. 有時人擠人, 動
彈不得, 很是危險. 我一直記得, 有一次我一年級時, 卡在人群中, 被推來擠去. 後來一堆人全倒
地不起, 眼見要被後面的人潮給淹沒. 忽然有好幾個高年級的救我們. 一手一個的, 拉我們站起來. 
當時, 我真是好感激那些高大的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姊姊們,不然我們就慘了. 
 
童年是很快樂的日子. 在小學的日子裡, 跟鄰居的小朋友一起上學和長大. 我們不用補習,沒有升
學的壓力下, 過得很快樂.  
 
小學生當然也玩男生女生的遊戲. 我小時候很喜歡跟我小一到小三同班的黃正忠. 後來他上了大
華, 念了附中. 高三還聯絡過, 我嫌他腿短, 他嫌我矮, 後來就不了了之, 也不知他到哪裡去了. 
不過小時候放學回家, 追來追去的日子, 很有意思.  
 
中山國小是個很有組織, 很有朝氣的學校. 我永遠也不會忘了這個開啟我的心智的樂園. 在那裡, 
除了學習外, 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這些同學, 現在在世界各個地方 優秀的表現自己的才能. 我們
那校歌, 雄糾糾氣昂昂, 到現在我還是會唱的:  
 
圓山虎嘯 劍潭水清 
歷史悠久 追憶鄭延平 
校舍完美 地號雙城 
山川鍾秀 人傑地靈 
中山 中山 我們的學校 中山. 
 
小學畢業後, 好友要考私中, 我也順便去考. 結果好友沒上 我卻考上了再興. 我媽說這麼難考的
學校, 那去念念看吧~ 就這樣念了三年再興. 我們那班考高中, 只有三人上中山, 其他全部上北
一女. 
 
很些人我都是知其名, 不認識其人. 我只是根據我有印象的, 寫出以下同學的行蹤, 歡迎大家更正
與增添. 中山念北一女的可能失誤很多, 因為那麼多同學, 我可能不認識是中山又是北一女的. 同
學大至追蹤如下:  
 
中山國小畢業後到再興: 
陳雅慧、黃愛舒、張郁如、林正儀、張郁菁、李玉玲、王天羽、林逸清、戴淑平、林瓊綺、林蕙
如、陳嘉媚、張正育、張英君、趙英章、黃偉立、侯廷昭、張鴻洋、呂振群、林正存. 
 
中山國小到北一女的: 
陳雅慧、黃愛舒、王秀臨、張郁如、林正儀、張郁菁、李玉玲、王天羽、戴淑平、林瓊綺、陳嘉
媚、李青玫、張碧玫、劉曼玉、李淑貞、林美齡、邱雅雅、高琇瑩、于艾倫、林蕙如、杜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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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若蘋、林豔珠、李珣珣、吳貞貞、汪惠蘭、劉明瑛、張雪芬. 
Wednesday March 08 2006 01:39 PM  

 

************************************************************************************ 
回應: 
 
小學生活這麼遙遠的日子，749 還記得如此清晰，令人羨慕 
不知中山學生如此眾多，夫家小姪女現在就在中山唸書，是妳的小小小學妹呢 
 
我小學跟著教職的母親轉了三個學校，別人是兩年換班我則換校，從板橋的中山到內湖再到大直，
深的印象是五六年級老師的體罰，媽媽特別拜託轉入數學權威班的兇老師，如今是同學聚會，

大家（尤其是男生）齊聲開罵的對象，真悲哀 
 
749 中山多位同學後來去了北安女中，個個優秀，在北一女重聚時見面，真是令人高興 
 
13837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2:50 PM 回應 
************************************************************************************ 
喔~ 是這樣. 
 
我不記得體罰學生了. 被老師打愛講話是有的, 偶而考試考壞被修理, 好像是在再興時. 小學在我
印象中是很快樂的.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3:06 PM 回應 
************************************************************************************ 
很難想象一所小學有八千多個學生，這樣大的學校經營起來一定很辛苦。 
749 想必一直當班長或其他啥長到畢業，拿市長獎，總之一定是佼佼者啦。  
 
稀有姓氏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3:57 PM 回應  
************************************************************************************ 
2056,  
錯~ 我有兩年看漫畫書看壞了. 沒拿市長獎.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4:23 PM 回應  
************************************************************************************ 
啥漫畫書？真平/諸葛四郎那種，還是阿三哥/大嬸婆那種？ 
前者我一直沒機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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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姓氏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5:39 PM 回應 
************************************************************************************ 
Oh﹐ 749 如果沒看漫畫﹐,就會得市長獎.  
我們則是念的死去活來﹐還是什麼獎都沒。 
這是中山的園地嗎﹖ 
 
此部落格已有一個熱鬧的復興園地。至於﹐靜心嗎﹖有待鼓勵。 
 
看看中山和靜心﹐哪個比較有號召力﹐有人氣。再興呢﹖輸人不輸陣喔﹗ 
加油﹗加油﹗  
 
喜歡熱鬧的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6:17 PM 回應 
************************************************************************************ 
中山國小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曾聽一位年逾 70 的長輩說過,當年為了念中山國小,日本時代,在
鄉下當醫生的父親,在附近租了房子,請了一位歐巴桑煮販,照料她起居............小小年紀離鄉背景,說
是中山國小畢業後,再念北一女..........但她還沒畢業,發生太平洋戰爭,台北被轟炸,被父親急急叫回
家鄉避難. 
 
可見在日據時代,中山國小就已是一所聞名全省的小學......至於這位長輩經過數十年,才因先生調職,
重新回到台北定居.目前和兒子媳婦住在淡水.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7:23 PM 回應 
************************************************************************************ 
和 2056 一樣, 很難想像幾千人的大學校, 我因為母親在再興當老師, 兄妹四人都是幼稚園起就上
再興, 直到小學六年級畢業, 因為直升班成積要很好, 校長傳話來了說我依然可以上去, 當時, 我
已經考的有點吃力, 覺得相當的自悲, 那時候長安國中第二屆, 我也想重新開始,母親和我討論以
後就決定謝絕校長的好意! 
 
後來發現去長安對我而言是非常正確的, 在國中的三年, 遇到了大學才畢業的林秀梅老師擔任級
任導師, 我們 101, 201, 301 班秩序清潔都 好, 記得每週六放學, 全班留下來清掃, 鞋子襪子都脫
了, 洗磨石子地, 打臘, 爬高爬低的擦窗戶 ... 全班有說有笑, 非常快樂!  
 
我因為安靜白皙大概就像個學藝股長, 因此三年的海報, 教室的壁報佈置大都出於我與劉明良, 
她也上了一女中. 記得很清楚的, 我們會在週六的下午做餃子,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本豆干與韭
黃也可以當餡用 .... 
 
得去料理女兒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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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9:27 PM 回應 
************************************************************************************ 
1504: 
 
可有劉明良的消息?三勤失聯名單中有她 .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09:44 PM 回應 
************************************************************************************ 
應該找得到, 找到後再送信給妳! 
請替我謝謝您老公!  
 
長安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0:10 PM 回應 
************************************************************************************ 
我也要  
 
工作人員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0:19 PM 回應 
************************************************************************************ 
是啊~中山國小很老很老. 我老爸是第三屆畢業生呢~ 
 
可是印象中校舍不會很老的.  
 
忘了說我們的老師有上百位呢~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0:21 PM 回應 
************************************************************************************ 
749 多謝妳的文章, 真是勾起太多好的回憶 ....  
 
中山區選舉必爭之地, 臥虎藏龍的地方, 不簡單不簡單 .... 
 
工作人員, 知道了! 遵命!  
 
貴妃鄰居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0:27 PM 回應  
************************************************************************************ 
老師的小孩，似乎壓力很大，很辛苦的。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1:45 PM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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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倒也不是, 是腦子的問題, 記得有一次算術考了 15 分, 很偉大! 不知道怎麼會考成這樣, 那時
候教數學的老爸很有耐心的和我一題一題來過, 聽的我兩眼發直, 就不懂火車怎麼走, 風速多少, 
後又 ...還有幾隻雞, 兔一個籠子, 要算幾個頭, 幾隻腳, 我害怕的不得了, 覺得為什麼要把它們

放一起, 自找麻煩, 還要找我的麻煩... 
 
上了初中, 竟然腦細胞開始倍數成長, 人就不太笨了....  
所以 1504 不能怪 xx 笨,我也不高明啊!  
 
但是人的天份不同, 當年如果也去拼金韻獎, maybe, 鄭怡就多了個姊姊! (吹牛皮...)  
 
鄭怡老姊?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27 AM 回應 
************************************************************************************ 
ㄟ ~ 雞兔同籠的問題是我們當年升初中的流行考題. 小學都好像沒教多少. 結果一套代數就變得
太容易了. 真是考倒小學生.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12 AM 回應 
************************************************************************************ 
我必須一提侯廷昭. 我是到大一去南橫健行才認識他的. 他好像知道我, 詳情我也忘了. 不過侯真
是個朋友, 是個好人. 可惜沒有多跟他保持聯絡. 不知有人知道他在哪裡嗎?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21 AM 回應 
************************************************************************************ 
749, 林正儀是嬌小可愛, 家裡開花店的我們平班一號的失聯同學嗎? 有她消息嗎?  
 
阿棲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8:21 AM 回應 
************************************************************************************ 
沒錯~ 是她. 我也沒她的消息. 她和 1056 和我初三同一寢室一年.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9:38 AM 回應 
************************************************************************************ 
看 1504 敘述國中生活點滴，心有同感 
 
北安三年也是快樂回憶多多，尤其打臘一事大概是很多人沒有的經驗，記得那時為了整潔比賽班
班窗戶玻璃擦得一塵不染，地先掃又洗再拖，乾淨到不行，為了拿第一，大家卯起來上臘抹光，
穿著襪子能從第一班教室走廊滑到另一頭呢，兒子小學時，他們那教室的’德行’不說也罷，他們還
能又趴又躺，在地上玩的不亦樂乎，很是讓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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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做壁報，練球，大隊接力，童軍活動．．．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我們那一屆還是常態分班，
正規教學上課，沒有太多壓力，真是幸福！ 
 
13837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0:33 AM 回應 
************************************************************************************ 
749: 
> 我必須一提侯廷昭. .... 不知有人知道他在哪裡嗎? 
 
侯廷昭嗎？google 一下就有了，他在中正大學（嘉義），網頁上有兩張玉照，也有電話、電郵 
 
大學時常看到他高興起來，兩隻手一下扶桌子，一下子拍手，如此反覆地蹦蹦跳跳，真是可愛的
猴子。 
 
我前年底同學會還遇到他，忘了問他現在是否還會這樣蹦蹦跳跳。 
 
呃，我有在暗示還有哪隻猴子不可愛嗎？嘔！絕對沒有！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0:52 AM 回應  
************************************************************************************ 
對不起﹗對不起﹗749 提了幾次我都忘了給。 近太忙了﹗ 
 
阿里﹐沈其光﹐release 侯廷昭的 email address﹐ 應該可以吧﹖ 
 
等一下﹗等一下﹗02 忽然想起﹐8311 李玉玲和 8411 侯廷昭不是都是再興初中的嗎﹖ 顯然 02 做了半
死的再興通訊錄﹐都沒人看﹐嗚﹗嗚﹗嗚﹗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1:19 AM 回應 
************************************************************************************ 
02﹐別哭別哭﹐我是因為沒有 username and password﹐可是又不想麻煩妳﹐反正也不急嘛﹐所以才擱
下來的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1:27 AM 回應 
************************************************************************************ 
哇~ 慘了. 02, 我真的笨到沒想到利用一下再興的通信錄. XXXXX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01 PM 回應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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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級建中 15 班有一位同學﹐鄭質﹐及人小學中學畢業﹐目前任職於 Detroit 的 Ford﹐據說是鄭怡的
哥哥。1504 搞不好有機會碰到。 
 
另類一家人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06 PM 回應 
************************************************************************************ 
陳雅慧、黃愛舒、張郁菁、張郁如都是在台泥大樓坐 101 公車經大直到內湖上學的好伙伴.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14 PM 回應 
************************************************************************************ 
趙英章是我小四同班同學. 以前還吵過架.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16 PM 回應 
************************************************************************************ 
02 再興通訊以前看了, 結果寫 email 給以前一個同學, 石沉大海, 所以 ... 算了! 小時候就同桌
打架幾年, 不理人也不怪他了.... 大概沒幾人像我們這些好性情, 還想保持點連絡, 男同學大多也
正忙著! 有空上網也會去比較有趣的網站, 窮看也很好, 或去新聞站 ... 現在正是拼命賺錢的時
候 ... 也都了解!  
 
也在找小學同學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17 PM 回應 
************************************************************************************ 
嘻﹗嘻﹗嘻﹗ 
 
我就在等著 749 的“尷尬露齒笑”。 
 
1056﹐為什麼妳也沒有再興通訊錄的 Username 及 Password? 
 
破涕為笑的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18 PM 回應 
************************************************************************************ 
鄭怡是我小妹鄭琪的景美學姊 ... 小世界... 
等要籌組鄭氏宗親會, 再去找他 ...  
這裡東北同鄉會也歡迎我去參加, 就為了酸肉白菜 ... 
芝城的人可愛吧!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24 PM 回應 
************************************************************************************ 
破涕為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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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都沒收到呀﹗那時還有跟 749 交換幾句話﹐結論是乖乖的等著。我如果有收到重要 information 
一定是立刻記下來貼在電腦旁的。。。。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51 PM 回應 
************************************************************************************ 
69-72 復興 12215: 
-------------------------------------------------------------------- 
尋找 75 級忠班陳慧嬋. 
 
林玉珍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8 12:27 PM 回應 
-------------------------------------------------------------------- 
Please let me know if this case is closed. Otherwise I will keep in mind to follow up.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things being kept in my mind recently, including asking permission from 朱琳 about releasing 
her beautiful voice here.  
 
I did not forget your memorable 世紀婚禮. Be prepared. 
 
現在要推出的節目﹐個個精彩﹐居然要排檔期﹐免得觀眾消化不良。請大家千萬莫走開。 Be right 
back.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12:54 PM 回應 
************************************************************************************ 
It was sent to all Zai-Hsin graduates on 01/28/06. 
 
However, I just resent it to your yahoo account.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03 PM 回應 
************************************************************************************ 
02, 
 
This time, I am able to give 1056 the code to get into that directory. I am improving. :)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27 PM 回應 
************************************************************************************ 
yayyy....., it worked! Long live Lin Li! Many H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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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28 PM 回應 
************************************************************************************ 
749﹐看來 02 速度比較快.....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34 PM 回應 
************************************************************************************ 
Dear Lillian, 
 
Can you try to help to find out one of my classmates in NTU 外文系 陳錦瑜 ? She graduated from 新
竹女中 in 1974, then 重考進入外文系. She used to teach at 補習班 around 1987. Nobody knows her 
whereabouts. 
 
You are the only one we can turn to now. 
 
Michelle (張昌璐) 2006/03/08 08:47 AM 
--------------------------------------------------------------------- 

http://64.233.179.104/search?q=cache:wKdjrLIxhhYJ:laddermag.ladder100.co

m/mag03.asp%3FItemNo%3D2%26Nowpage%3D5%26IndexNo%3D120+%E9%99%B3%E9%8C%A

6%E7%91%9C&hl=zh-TW&gl=tw&ct=clnk&cd=1 

 
Is this her daughter? My instinct tells me she is. If so, we have at least 2 schoolmates teaching at BEINU. 
Easy to locate your classmate. 
 
Let me know. 
 
Lin Li 
2006/03/08 09:44 AM 
---------------------------------------------------------------------- 
My God ! Yes, it's her ! I know that she got 2 daughters who had hearing problems when they were little. 
You know her contact number ? 
 
Lillian, you never fail me !!!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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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8 12:29 PM 
--------------------------------------------------------------------- 
感謝在母校教授英文的愛班黎文靜同學。 
I just got 陳錦瑜’s home, office, and cell phone numbers. 
 
I believe 837 like to know this too. 
 
Lin Li 
Lin Li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1:36 PM 回應 
************************************************************************************ 
02, 我感動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Please email the info to me. Thanks!!  
 
837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10 PM 回應 
************************************************************************************ 
日理萬機, 萬分可佩的 02 
 
> Please let me know if this case is closed. Otherwise I will keep in mind to follow up.  
 
I already told 136 last night,136 already email her last night. 
 
136 has processed her mails independently, maybe they are already in contact now.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remembrance to us. 
 
> Be prepared. 
ya, to dig a hole and hide in it with face down. 
while 136 stadning on top of it 
smilingly and triumphantly. 
 
Oh～～～～Oh～～～～～Oh～～～～～ 
my doomsday is coming 
have mercy on me. 
 
I am ultra-sentitive to terms related to frog on these two blogs recently, 
the "frog prince" next door yesterday just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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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noticed 尋找 75 級忠班陳慧嬋 ? 
I was partolling these tow blogs page by page everyday for frog. 
 
> 現在要推出的節目﹐個個精彩﹐居然要排檔期 
mine the later the better.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10 PM 回應  
************************************************************************************ 
Gosh~ You are professional dexxxxxxe now.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11 PM 回應 
************************************************************************************ 
12215, 
 
tow?  
749(picky in nature)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13 PM 回應 
************************************************************************************ 
sorry,  
 
"tow" should be "two" 
and "stadning" should be "standing" 
 
my fingers sometimes move faster than brain. 
(of course it can be put another way, i.e., my brain sometimes moves slower than fingers.)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29 PM 回應  
************************************************************************************ 
837, 
 
The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 your mailbox now. 
 
Do you happen to know 林麗蓮(my Fu-Hsing schoolmate) and 張善玲(my Su Ban classmate)'s 
whereabouts?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2:39 PM 回應 
************************************************************************************ 
02,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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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ews for 林麗蓮. 張善玲 is happily married in Germany with a young son. She doesn't use email. 
I will email you when i got more info. Thanks!  
 
837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09 03:19 PM 回應 
************************************************************************************ 
張正育是我初中時的好友，常在一起開玩笑，但畢業後已經沒連絡了， 
我和黃偉立現在仍偶有連絡。 
黃偉立在初中時就很有思想，寫得一手好文章， 
我初中時對人生常感困惑，也常求教於他， 
他可說是我精神上的啟蒙老師， 
在我成長過程中對我啟迪甚多。 
 
他現在是新光醫院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對病人很盡心。 
 
中山國小畢業後到再興的，是否還有一位林正存？ 
印象中他和張正育也玩在一起，也是中山國小，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0 02:23 PM 回應  
************************************************************************************ 
12215, 
 
我去翻了小學同學錄(沒錯~ 我老媽把我過去的情書都拿去賣"酒干倘賣沒", 卻把課本參考書留下
來. 好在紀念冊還記得留給我紀念), 六年甲班團體照, 右手第一名果然是林正存. 真不好意思~ 
漏了他在我們中山黨, 請 02 再幫我加他到名單上. 中山真是人口很茂盛, 所以以我一棵小小粉紅
花, 也不認識所有的大草. 
 
黃偉立小時後帥帥的, 其他人我都不認識. 黃偉立也不認識我啦~ 好像張鴻洋或張正育是第一名
畢業, 上台代表領獎. 張鴻洋吧~ 要不然就是他演講很棒, 我不太記得了. 那天跟 02 聊天, 還錯
誤的網羅徐和志徐平志到名單上, 他們倆我也不認識, 可是也在學校是有名的雙胞胎, 長得也蠻
可愛. 趙英章是唯一我同學, 他剛好那時住我三舅媽的娘家隔壁, 我愛去串門子, 真夠巧的. 呂振
群是我大一同學, 也是去年底才知道他是中山的. 不過他好像是轉學來的, 沒念很久, 所以知名度
不高.  
 
我們學校, 有名的男生有很多個, 我會知道, 泰半是因為他們被女生班女生喜歡之故. 像有個男生, 
總愛戴黃皮帶, 是隔壁仁班某人(暫時保密)的傾慕對象. 我連他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我以前都叫他
是黃皮帶, 是別人告訴我的. 結果我大學畢業才知道他娶了我小六同班同學張綽容, 他們都是新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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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畢業的. 還有個張岳成, 也是隔壁仁班女生喜歡, 我才會知道. 
 
把這些寫下來, 是因為我這個非老嫗的腦袋, 已經這幾年裝太多東西, 要把存貨 FIFO(first in first 
out)出清一下, 怕裝不下腦中, 會忘掉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0 08:15 PM 回應 
************************************************************************************ 
說完男生, 也要說說女生. 
 
劉明瑛是我隔壁班班長. 我們倆一樣留兩條麻花辮, 一樣當班長. 託同學的福(有點韓劇的口氣), 
我倆當過一陣筆友. 好笑吧~ 隔壁班還寫信. 我記得她字圓圓的. 很漂亮, 我當時是蠻喜歡她的. 
她長得蠻有個性的. 我記得她頭髮少, 兩條辮子細細的. 不像我兩條一甩頭會打人的粗辮子. 我是
老媽紮的, 她是自己綁的. 我看過她重綁過辮子, 可能多年訓練有素, 綁得好快, 看得我很驚訝. 
 
張碧玫沒和我同班過. 但以前小二或小三, 我們一起參加學校的珠算隊. 本來是要對外比賽, 後來
好像停掉, 不知為何. 但我記得我很喜歡她. 她是那種少年老成的乖女生, 不像我毛毛燥燥. 917
還碰到她, 真好~ 她對我仍有印象. 
 
張雪芬、高琇瑩是高中三年同班同學. 我第一次認識張, 知道她是新興畢業的, 告訴我很多學校同
學的事, 當時很羨慕. 覺得我幹什麼去念再興, 錯過和小學同學一起快樂過三年的日子. 高琇瑩現
在仍有聯絡, 她跟我老公過去高中郊遊過, 而且生日同一天. 
 
林瓊綺是我四年級 要好的朋友. 林豔珠、邱雅雅是高一同學, 高二她們轉理組班. 和林豔珠再見
面, 是在美國碰到的. 近也才和她又打過電話. 
 
陳雅慧在再興時, 跟我也很要好, 也不知現在何處了.... 
 
陳雅慧、黃愛舒、張郁如、張郁菁說過是在台泥大樓搭 101 公車上學做的好朋友. 黃愛舒三十年
聚時, 還是很可愛的樣子, 917 也過來說好像認識我. 張郁如是我轉系後的大學同學, 她小時候就
戴個眼鏡, 印象中看過她這班長, 在某次等待的場合, 還拿故事書念給同學聽. 
 
王天羽、林逸清是再興同班同學. 現在都不知在哪裡.了林逸清早早就去美國, 大學某次地質系舞
會, 居然看到她. 我還記得她和我老公跳過舞, 被我老公說在台灣我們跳慢舞, 是有距離的.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0 08:43 PM 回應 
************************************************************************************ 
> 好像張鴻洋或張正育是第一名畢業, 上台代表領獎. 張鴻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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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育很聰明，不是苦Ｋ型，大一、大二還常看校本部到他，聽說玩得很兇，大三後他到中山南
路校區，就不常看到了 
 
張鴻洋大學時潛心佛學，直到現在， 
張英君也是我的大學同學，給人很穩重的感覺，可能與他長年在國術社練太極拳有關。 
 
近剛好遇到張鴻洋的同事，張英君同教會的朋友，才知道他們的近況。 

 
講到這裡也讓我想到： 
我們初中畢業時，高中部剛成立兩年， 
學校鼓勵我們直升高中，結果有 2/3 的人留下來， 
但是高一念下來，有些失望，有幾個同學想考插班，黃是其中之一，我也想跟進， 
但學校的做法是，如果插班沒考上，也不能再回來念，我就不敢冒這險了， 
 
我印象中 後只有三位愛班同學考插班，黃是其中之一， 
而學校也警覺到考插班的都是愛班，高二時便有一些好老師來教愛班，其中數學老師林民和，讓
我體會到數學之美，與物理結合，也讓我認定宇宙中有一位創造的主宰， 
英文老師高正雄也是我導師，不但教得好，啟發我對語言的興趣， 
也常引用諺語名言，教導我們人生智慧，對我影響甚大， 
 
我現在能轉到出版這行，擔任編輯，要感謝高老師時給我打的基礎，很想找他道謝。 
我那時還常與黃連絡， 
他得知後來愛班有了這些好老師，而且可能是因為他們考插班讓學校有壓力所致， 
我心裡頗有愧疚之感，覺得是他們的犧牲才換得我們的好處， 
但他們當初若留下來不考插班，可能學校也沒有壓力要給我們好老師， 
（這讓我想到一首聖餐常唱的感恩詩歌「福杯我飲，苦杯你受」。 
不好意思，常會「置入性行銷」一下） 
 
為此我對校長不太諒解，覺得當初的承諾言過其實，也覺得她很厲害， 
我後來高三時還為了想去補習物理，但因住校，需要學校批准，結果鬧到校長那裡， 
校長把物理老師請來，要我當他面說明為何還要補習物理，當場撕破臉。 
（這招真狠，後來聯考放榜，我回學校遇到物理老師，雙方都欲言又止，十分尷尬） 
 
但是畢業多年後，有年教師節我有感動，也寫了卡片給校長， 
表示教師節除了謝老師之外，也該謝謝把老師請來的校長， 
還得她親筆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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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後來念理工，大學畢業後考學士後醫科，現在行醫， 
136 的妹妹 angela 是 RY 說的 character disorder，和 136 多年同住， 
（醫生診斷是 boa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我和 136 結婚前，angela 很沒有安全感，我和 136 為此找到黃，他也幫了很大的忙。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0:42 AM 回應  
************************************************************************************ 
 “我現在能轉到出版這行，擔任編輯....................” 
 
媽呀﹗原來是高人﹐難怪寫不過他﹗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1:34 AM 回應 
************************************************************************************ 
真是錯失交臂. 害我找出版社找得好辛苦.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1:49 AM 回應 
************************************************************************************ 
原來張正育張鴻洋張英君都從醫去了.... 
 
高中部竟是這樣的事多很難想像. 可是張景明兩兄弟這樣出色, 哥哥甚至拿到丁組狀元, 我一直
以為高中辦得跟初中一樣的平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1:55 AM 回應 
************************************************************************************ 
 “真是錯失交臂. 害我找出版社找得好辛苦. ” 
 
749﹐ 
 
I don't think yours fit his focus. 
Maybe I am wrong. Correct me, John. 
 
Did you read my IM? 
 
Left behind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2:06 PM 回應 
************************************************************************************ 
黃偉立、張鴻洋都名列再興高中通訊錄上之失聯人口。可以幫忙查聯絡資料嗎﹖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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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立考上插班﹐沒去唸﹖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2:22 PM 回應 
************************************************************************************ 
張鴻洋張英君從醫去了? 
 
林正存 is also missing. 
 
唸得不太仔細的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2:32 PM 回應 
************************************************************************************ 
> 媽呀﹗原來是高人﹐難怪寫不過他﹗ 
不高不高，大概是陽明山的高度，一個上午就可以越過了。 
 
只是做編輯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把一篇文章的語病挑出來， 
有這職業反應，偶爾到此撒野（我也屬猴），活動筋骨，鍛鍊文筆，幸勿見怪。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1:02 PM 回應 
************************************************************************************ 
> 原來張正育張鴻洋張英君都從醫去了.... 
 
抱歉沒講清楚，張正育從醫， 
張鴻洋、張英君都在工程界。 
 
> 高中部竟是這樣的事多很難想像. 可是張景明兩兄弟這樣出色, 哥哥甚至拿到丁組狀元, 我一
直以為高中辦得跟初中一樣的平順.  
 
哇，不行了，我和他們大學時也很熟，張景平也是我大學時另一個請益的對象，常向他借書， 
有一本書到現在還沒還，好像是他們大哥的，我還擺在書架上， 
你們如果開同學會，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幫忙代我還？ 
 
我還記得張景平對他能看完整本《卡拉馬助夫兄弟》頗為得意， 
也記得他說黎烈文翻譯許多法文小說，譯得極好，但他 後好像是肝病過世，多半是積勞成疾， 
我現在充分體會這個道理，處理一個鉅著得特別小心，否則真的會出人命。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1:04 P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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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錯失交臂. 害我找出版社找得好辛苦 
現在拜電腦之賜，成立一個出版社的門檻愈來愈低， 
下次若是找不到合適的出版社，何妨自己開一個！ 
反正不是辦雜誌， 

http://www.ylib.com/readit/tower/default.asp?DocId=STORY&SNO=157 

壓力應該不會太大， 
 
> I don't think yours fit his focus. 
Maybe I am wrong. Correct me, John. 
 
you are right. 
 
> Did you read my IM? 
 
what is "IM" ? 
Obviously I am more left behind than you 
Or 
I am left behind left behind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1:16 PM 回應  
************************************************************************************ 
IM 就是 instant messenger. IM 也被當成動詞了, 例如"他 IM 我". Yahoo, AOL(AIM), Google, MSN, 
Skype, 很多公司提供這種服務了. 這些 IM 不但可聊天, 講話, 還可用視訊, 現在的電腦功能太方
便太棒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2:57 PM 回應 
************************************************************************************ 
張鴻洋應該還在紐約的 IBM 工作﹐他太太是中山畢業的﹔我們也多年沒聯絡了。他跟我家老爺大學
時滿熟的。  
 
隔壁的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3:39 PM 回應 
************************************************************************************ 
749 : 
 
> IM就是 instant messenger. IM也被當成動詞了, 例如"他 IM我". Yahoo, AOL(AIM), Google, MSN, 
Skype, 很多公司提供這種服務了. 這些 IM 不但可聊天, 講話, 還可用視訊, 現在的電腦功能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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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太棒了.  
 
多謝講解。我真是落後太多了。 
我當初用電腦也是被逼的，現在看到 instant 第一個感覺是害怕，怕太方便就累壞了， 
 
除非必要，否則我對這些都還是敬而遠之，上個月才裝 skype，也是為了與朋友談事情， 
 
Left behind : 
 
> Did you read my IM? 
 
you mean you IMed (per 749 above) me recently?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IM yet. 
 
email is good enough for me.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3:53 PM 回應  
************************************************************************************ 
張鴻洋 email address is hychang@us.ibm.com and his birthday is March 19. Feel free to surprise him 
with your email.  
EE79 NTU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4:13 PM 回應 
 
************************************************************************************ 
張英君 email address is ychang@optimalcorp.com.  
 
EE79 NTU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4:16 PM 回應 
************************************************************************************ 
EE79 NTU, 
 
謝了﹗謝了﹗ 
您這招厲害。 
 
69-72 復興 12215, 
 
幫個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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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I have your Skype account?  
 
BA79 NTU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5:22 PM 回應 
************************************************************************************ 
BA79 NTU  
 
> 69-72 復興 12215, 
> 幫個忙喔﹗ 
> Did I have your Skype account?  
 
how about emailing me by clicking the small envelop at the right end of the line below.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6:06 PM 回應  
************************************************************************************ 
12215, 
 
我記得巫雪敏告訴我張景平 近回台北, 你不妨與他先聯絡. 欠債不還, 再借很難. 
 
張景平也是個好朋友, 芝加哥時對我們女生很好.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0:47 PM 回應 
************************************************************************************ 
749: 
 
我昨晚經過再興呢.............說來好笑,為了找加得滿加油站,先生累積很多點數,要換面紙...........偏偏
附近的加得滿都沒存貨,就一路行駛到景美,木柵..............剛剛好前面紅燈停住,我先是看到,再興幼
稚園...........後來又看到再興中小學,以前可能會視若無睹的學校,因為部落格的好友們,很多是再興
的,所以才會多看它好幾眼...............想像以前妳們念書時的模樣.這所學校,好像跟1139也有了交集. 
 
家裡老大回台北,參加校際籃球賽,他無意中提到以前的好友,初中念復興...........兒子說:媽咪,妳知
道復興吧.............我很得意地說:當然知道呀...........若不是 02,我想自己也不會去注意它吧.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10:26 AM 回應 
************************************************************************************ 
1139，我們沒在這兒上過課，嚴格說來，它好像不是我們的校園。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11:11 AM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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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搞不清楚.............願聞其詳.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11:50 AM 回應 
************************************************************************************ 
講古要由 749 講來，才清楚明白，生動有趣。 
簡單地講，現在的達人女中校園才是我們初中時校園，是所謂的女生部；男生在木柵上課。 
1969 年前後是再興變動的時期，詳情我不是很清楚。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12:10 PM 回應 
************************************************************************************ 
話說當年我們女生部是給修女們管的. 大部分修女都是西班牙來的, 個性都很奇怪. 我們有一個
中國人的修女叫陳副校長. 朱校長在木柵上班. 好像也常出國. 每次有機會來看我們都說很想我
們. 我記得朱校長額頭蠻高的. 身體狀況據她說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們一直在內湖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叫再興. 木柵是男生部. 牛郎織女只有一次校慶我們全
部被搬到木柵慶祝男生部那邊我們一點也不熟蠻不自在的. 這就是我了解的部分. 可能小學直升
的同學, 多知道些東西吧! 
 
再興的特色是不准看課外讀物(至少是在女生部), 也不准吃或帶零食到學校. 被發現抓到, 就是不
客氣的給一支大過. 
 
其實為了升學, 年輕的我們, 犧牲了一些東西, 但是這些同甘共苦的同學, 也是很患難的交情, 像
1056, 2056 都是我的好同學. 1056 初三與我同寢室, 交情不同小可.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2:33 PM 回應 
************************************************************************************ 
工作人員,  
你沒幫我修正林正存也是中山到再興的同學.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2:52 PM 回應 
************************************************************************************ 
好同學﹐握握手拍拍肩﹗以往一起吃大鍋飯(兩菜一湯﹐很好吃)﹐晚自習後爬山回寢室﹐我們的寢室
很大﹐不是方方正正的﹐整棟建築像五角大廈﹐八個人睡一間﹐都不嫌擠﹐窗外山影樹搖﹐很有露營的
感覺。(我的記憶 不好﹐這些有待 749 來 cconfirm)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11 PM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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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 
 
是十個人.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13 PM 回應  
************************************************************************************ 
Confirm 
 
My keyboard is acting up lately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14 PM 回應 
************************************************************************************ 
我 記得的是粉蒸肉(現在自己怎麼做就是沒那麼好吃). 早上是黃豆燉豬腳, 糊糊的, 吃好多.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15 PM 回應 
************************************************************************************ 
哇﹐是因為我們個子還小嗎﹖擺了 10 個人﹐我都還覺得寢室好大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16 PM 回應 
************************************************************************************ 
1056, 749, 林玥玲, 蔡申怡, 祝綺蓮, 林正儀, 俞紀秀, 何竹平, 林麗蓮, 徐淑華. 枕頭套為證.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3:30 PM 回應 
************************************************************************************ 
媽咪啊﹗ 
現在才領悟妳 picky 的程度。 
好了﹗林正存名字已加入文章﹐請查照。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4:30 PM 回應 
************************************************************************************ 
我自己覺得很好笑, 這裡的回應, 恐怕 749 寫了一半以上. 大家再忍耐我一陣子, 我這兩天"文思
泉湧", 有恐龍的超強記憶, 所以還有六、七篇存貨, 還要 FIFO 一下. 敬請"期待". 
 
才發現建中 312XX 是我中山的學弟, 好高興. 
 
多謝 02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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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上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4:55 PM 回應 
************************************************************************************ 
粉蒸肉沒啥印象， 記得饅頭和菜脯蛋！ 
749 和 1056 的寢室在上面的小坡上，記得要走一段蠻長的階梯。2056 睡山下大寢室，跟顏教授同
一寢室喲。因寢室靠近校門，而學校對面就是復興劇校。每天早上還沒起床，就聽到戲校的學生
在吊嗓子。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4:59 PM 回應 
************************************************************************************ 
749 : 
> 真是錯失交臂. 害我找出版社找得好辛苦 
 
抱歉只顧回覆 Left behind，沒有正面回覆您，以下是我的管見： 
（一）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裡的「about ISBN」 

下面有 11 個 icon， 
左邊第六個 icon（「電話」）點「出版商連線」， 
有台灣現有出版社的一覽表，按屬性分類，應該夠詳盡（至少出版品有 ISBN 的出版社，有網站
的應該都在這裡了） 
對您下次找出版社或許有幫助。 
 
一般而言，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網站， 
但您在這裡會發覺，有些名單裡的出版社，點選後都顯示不出網頁， 
雖不見得表示已倒閉，但可能代表經營上有點問題。 
 
 
此外，如果 
(1)您能接受數位印刷（POD, Print On Demand）的印刷品質 
（您這本書有圖片，POD 的品質可能比較難讓您滿意）， 
(2)經費也不是 重要的考量（POD 單價較高）， 
 
那麼 POD 也是一個選擇，好處是可以從 100 本起印， 
不像傳統印刷多半是 500 本或 1000 本起印， 
如果無法馬上消化，要找地方放這些書，又得防蟲咬或長霉，是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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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目前是在一家旗幟鮮明的教會界出版社，確實與您的書相差太遠。 
關於出版的行規，例如出版商∕通路業與作者∕譯者的關係，其中的計算我也只略知一二， 
但若您實在找不到別人可以問，我也樂意提供一些不負責任的意見。 
 
（二） 
我去 
http://mutou1111.tripod.com/cgi-bin/freader.cgi?fn=doc/749_book_ad.htm 
看到 
「營業時間：.........週日及例假日」後面是空白， 
但點 http://www.shtabook.com.tw 之後，發覺 
「週日及例假日」後面應該是「9:00~18:00」， 
是否值得更正，僅供卓參。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5:46 PM 回應  
************************************************************************************ 
12215, 
 
多謝指點. 
 
我聯絡過秀威出版社, 蠻喜歡 POD(print on demand)這種隨買隨印, 沒有存貨的點子. 問題出在我
有些文內的插圖, 捨去或移到 後, 就失去了味道. 所以在完全感情用事之下, 成本讓它
double(喔~ 幾乎 triple). 所以這書並沒有賺錢, 你也知道出版社像吸血鬼(抱歉讓我虧一下), 沒錢
未能推磨. 所以我才會強調, 先跟我買. 找出版商時, 學到很多東西. 也深深覺得作家並非容易過
日子. 重要是出版社拒絕你的過程, 很受傷, 對自己的信心打擊很大. 這就是為何到 後, 決定
自資. 我老公給我很多的 support. 
 
網路出版社的契約也讀過, 相當霸道. 
 
基本上, 我這輩子應該只此一本. 出書後賣書, 親友的情義, 讓我自覺壓力很大. 就好像結婚典禮, 
來共襄盛舉的親友, 都是一輩子的恩人.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11:56 PM 回應 
************************************************************************************ 
我知道木頭上的告示, 少印了時間. 本來想等美國書到, 要 update 時, 再請木頭幫忙, 卻被你發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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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12:21 AM 回應 
************************************************************************************ 
> 我聯絡過秀威出版社, 蠻喜歡 POD(print on demand)這種隨買隨印, 沒有存貨的點子.  
> 問題出在我有些文內的插圖, 捨去或移到 後, 就失去了味道.  
> 所以在完全感情用事之下, 成本讓它 double(喔~ 幾乎 triple). 所以這書並沒有賺錢,  
 
ㄚ ˊˋˋˋ---◎◎， 
picky 又要賺錢，太難了吧， 
前陣子有位同業說，這樣的人（那位同業是在說我）該去開精品店， 
把一個東西做的美美的，單價定得高高的，又篤定知道會有高品味的顧客看懂自己的工夫。 
 
一般而言，「誰知書中句，字字皆辛苦」， 
為求完美投下的成本，讀者未必有感覺， 
如果要賺錢，就得精打細算，知所取捨， 
我看過一些大賣的書，仍有一堆缺點，讀者也未必沒感覺， 
但只要抓到讀者的需要，就不怕他們不會乖乖掏錢出來。 
 
我自己就曾為一本書的幾句話，買了它十幾本，送給朋友看， 
雖然整體而言，它的翻譯很不理想。 
 
出書要賺錢，鼻子很重要， 
賺大錢，要能嗅出大眾的需要， 
賺小錢，也要嗅出小眾的需要， 
當然如果能鼓動風潮，製造需要，就更了不起了。 
 
> 你也知道出版社像吸血鬼(抱歉讓我虧一下), 沒錢未能推磨.  
 
我也只是夥計，沒被虧到， 
不過出版社除非財力雄厚，否則出錯一本書，用錯一個人，就可能出現經營危機， 
而接受一本書的考量很多，有錢也未必能叫吸血鬼乖乖推磨， 
所以建議你自己開出版社，吸自己的血）。 
 
我有個朋友也是自己出資，出版劇本，找出版社， 
結果第一家也是拒絕，因為它出版計畫已經飽和，而且也已出版了一些劇本， 
第二家卻很爽快地接受，因為原本就打算開發劇本這一塊，而且出版計畫尚有空缺，正愁找不到
合適的書， 
所以時機也是一個因素。 



 63 

          

 
> 重要是出版社拒絕你的過程, 很受傷, 對自己的信心打擊很大.  
 
謹代表出版同業向您致歉， 
出版社有自己的屬性，拒絕可能只是不相配，不是不好， 
 
出版社如果有禮貌，處理退稿應該會比較細膩，不讓對方覺得不舒服， 
但是，「倉廩足而後知禮義」，唉。 
 
> 網路出版社的契約也讀過, 相當霸道. 
 
希望以後網路出版更普及時，會好一點，我對此也有期待。 
這也讓我想起，我十幾年前買第一台黑白噴墨印表機，Mac 的，台幣 15000 元。 
 
> 基本上, 我這輩子應該只此一本.  
 
在 
http://mutou1111.tripod.com/cgi-bin/subRes.cgi?category=member/120 
上，滑鼠游到「粉紅花的小世界」，旁邊出現「749 的第一本書」， 
要不要加上「應該也是 後一本」？ 
 
> 出書後賣書, 親友的情義, 讓我自覺壓力很大.  
 
嘻，哪有人這樣出書的， 
 
我覺得出版是供應精神糧食，出版社好比餐館，作者（譯者）＋編輯是個接力團隊，好比廚師， 
這個比喻還可以接下去講很多，以後再說， 
但餐館-廚師與顧客的關係應該是互惠， 
難不成您的書那麼難以下嚥，親友在顯情義之餘，一邊擠出讚美， 一邊皺眉捧腹？ 
哪天經過師大書苑，去哪裡翻翻，再做評論。 
 
喂！這裡看過《粉紅花的小世界》的朋友們！要不要另闢一欄，種棵樹，寫點書評？ 
我這樣吆喝，其實是想到，國內如果有好的書評制度，對出版環境應該是一大助力， 
前陣子在二手書店買到舊的《書評與書目》，很珍惜。 
 
> 就好像結婚典禮, 來共襄盛舉的親友, 都是一輩子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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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從出書講到結婚典禮，是不是 02 向您透露了什麼？我的媽啊！（不是叫你） 
 
寫了一堆，不完全是回應您，也是有感而發，借題發揮，留下記錄，以後也有用， 
和您一樣，這個年紀，有些想法不寫下來，很快就揮發， 
下次除非靈光一閃，否則怎麼也喚不回來。 
您若忙就不必再回覆了。  
 
69-72 復興 122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10:53 AM 回應  
************************************************************************************ 
12215, 
 
多謝百忙之中的回應. 
 
1. 已遵命處理木頭網站的滑鼠留言. 不過是第一本也"可能"是 後一本. 事情做絕了, 沒啥好處. 
xxxxx 
 
2. 幾位好友做的書評, 正在整理當中. 不過並不適合沒看過的人看 (弦外之音, 弦外之音~), 所以
暫時未想到要怎樣處理. 
 
3. 那書只是個雜記, 希望是心情分享, 給讀者一點快樂. 對我來說, 也是做個紀念. 並不是什麼大
塊頭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大家都可以寫出來類似的東西, 所以心情很矛盾, 覺得不希望麻煩別人, 
另一方面, 卻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愛. 好在我只印一千本, 處理完就很快樂了. 或買或送都是可
以啦~ 這樣就不會太鑽牛角尖, 給自己難堪. 
2 
4. 好啦~ 出版的話題暫停. 免得看這個網站的人覺得方向好像偏了些.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12:22 PM 回應 
************************************************************************************ 
02, 
 
我忘了告訴你那天我瞄了一眼, 發現兩個中山的: 
 
衛理的潘掬慧, 在曹老大嫁女兒的婚禮上巧遇, 我們一眼便知是熟人, 一聽聲音就叫出名字. 我跟
她沒同班過. 
 
大華與黃正忠同班的趙克歐, 也是我一到三年級的同班同學. 
 

mailto:wyclshen@ms1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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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4 01:08 AM 回應 
************************************************************************************ 
1504 and 2056, 
 
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妳們是再興小學甲班同學. 
今天在為 75 再興高中完成其通訊錄時(所有失蹤人口都 google 過了),找到"蔡祖馨",your 6th grade 
classmate. 
這一 KA 一直是再興從小學到高中的 missing 人口,居然早就隱藏在 79 交大電工的 email chain 中. 
我在找同學過程中闖入交大電工的網站 多次.還因為他們有一位李祟智與我復小復中一位同學
同名同姓,害我搞了一個好大的飛機,丟臉丟到家.(他們決定要繼續糗我,所以被列為烏龍班友.) 
今天找到"蔡祖馨",他說他在交大電工 emails中讀過我的東西,他不知道我在電話這端臉都綠了. 怎
麼愈心虛愈是碰到這幫人. 
 
1056, 
 
我今天和林文澧通話,原來農工系兩組已拆成二系.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9:11 PM 回應 
************************************************************************************ 
BTW, 楊蕙君是我初中同班同學. 
 
希望 3 月 25 日與我們導師碰面時可以見到她.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9:17 PM 回應 
************************************************************************************ 
02﹐是的﹐我也略有所聞﹐好像水利組保留下來﹐機械組自立門戶﹖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11:10 PM 回應 
************************************************************************************ 
02 您真是高手, good job! 請繼續努力看看能否找到李林, 華同學, 劉必榮, 王沛槐 ... 女生失連
的李學奇... 小學的戰友... 另外可否玉賜我們蔡同學 email, 金多謝!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06:14 AM 回應 
************************************************************************************ 
"看看能否找到李林, 華同學, 劉必榮, 王沛槐 ... 女生失連的李學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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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No luck on 李林,王沛槐 yet. 其他三位不是都在妳手中的再興通訊錄裡. The information has been 
there for long time.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10:44 AM 回應 
************************************************************************************ 
進不去, 進不去! (是我的錯! ID password 全還回去了...)  
 
腦子不管用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12:16 PM 回應 
************************************************************************************ 
我不是前天才再發過一次, with the newsletter. 
 
Send me an email so I will reply with password. 
 
4thgrader@gmail.com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12:24 PM 回應 
************************************************************************************ 
1504 and 2056, 
 
我今天又聯絡到一位你們的小學同班同學﹐沈叔恆。 
 
此君記性超好﹐提供我一大堆寶貴資料。其中包括李林的父親是很有名的彫刻家﹐李再鈐。我已留
話台北市立美術館﹐希望他父親會理我。 
 
我有兩位同學的父親都頂頂大名﹐卻謹慎得連替我傳口信都不肯。 
 
近這二天﹐我花較多時間在做再興通訊錄。有一些進展﹐我重新上傳更新後的通訊錄﹐請再興的同

學們﹐重新 download 檔案。 
 
1504﹐沈叔恆希望與妳聯絡。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09:23 PM 回應 
************************************************************************************ 
02 可否請您給他我的信箱, 這個 gmail account, 寫收中文都可以, 太好了, 找到記憶好的沈叔恆, 
同排小戰友, 其他一些小黨員就會有點眉目了! 李林圖畫得很好, 也是第一第二排, 2056高個兒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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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坐中間偏後面, 對他們懷念特別多. 希望也能連絡上他!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10:33 PM 回應  
************************************************************************************ 
1504，一直有個小疑問，妳為何都跟男生在一起玩？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11:41 PM 回應 
************************************************************************************ 
1504,  
 
是俞靜靜還是余靜靜? 若是前者, 跟我初中同班, 是個高人. 
 
心怡指的是王心怡嗎? 現在才想起來, 王心怡跟 2056 蠻要好的吧?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2:09 PM 回應 
************************************************************************************ 
1056,  
 
若兒子要仿傚我去 road trip, 我當然不准. 我是研究所的時候去的, 他要去也得等將來有機會念研
究所, 才能放行.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2:11 PM 回應 
************************************************************************************ 
俞靜靜。1504，妳總算多提了一個吳敏穎，她的名字原來是這樣寫...。我記得李學奇，她應也上
了再興初中。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2:14 PM 回應 
************************************************************************************ 
749，沒錯，是我們初中仁班的俞靜靜。她平常蠻斯文的，是很靜，但她也可以打籃球班隊。 
心怡是我死黨，她自從小學四年級轉來班上後，我們二人就很有緣分的走在一起。現在也還有聯
絡。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2:24 PM 回應 
************************************************************************************ 
還有剛剛在儲存那 85%的記憶時, 發現以下的歷史: 
 
張鴻洋 email address is hychang@us.ibm.com and his birthday is March 19. Feel free to surprise him 

mailto:annyck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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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your email. 
 
今天是幾號啦?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1:03 PM 回應 
************************************************************************************ 
是俞靜靜, 謝謝 2056的改正, 今天女兒為了慶祝 14歲生日, 家裡來了 15個女生, 嘰嘰喳喳屋頂差
點沒掀開, 今天才發現女生有這麼吵的, (自己吵都聽不見), 留下來打地鋪睡的還有八九人, 現在
都在看 Harry Potter 4 電影! 我昨天才和她確定有多少人要來, 她說她現在是 social butterfly, 以
前還哭哭啼啼朋友丟棄她, 現在她算是活過來了! 我今天才又打開再興的通訊錄, 謝謝 02 郵寄號
碼, 其實還有幾位比較熟的人, 哎呀! 有機會回台灣再連絡了!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1:43 PM 回應 
************************************************************************************ 
749﹐投胎還是不要投狗的好﹐是吧﹖記得我告訴妳聽的我家狗的故事嗎﹖做了狗﹐命運就操縱在主人
的手裡了。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2:33 PM 回應 
************************************************************************************ 
1056 的狗一定有很好的命吧。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3:27 PM 回應 
************************************************************************************ 
2056﹐ 
是也﹐非也﹔礙於外在因素﹐養了五年之後﹐也只好送人﹐(唏噓聲)。。。� 
 
心怡是很逗趣的一位人物﹐她現在好嗎﹖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4:03 PM 回應 
************************************************************************************ 
所以我雖然對養 pet，很有興趣，卻始終未付諸行動。 
 
1056，她很好，婚姻美滿，家庭幸福。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5:19 PM 回應 
************************************************************************************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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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I have 王心怡's contact info to add to 1969/72 Tsai-Hsing directory?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9:01 PM 回應 
************************************************************************************ 
02，妳要的 contact info，寄到四年級部落格的 gamil 信箱了，可以嗎?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0:43 PM 回應 
************************************************************************************ 
2056 之前問 1504 的小疑問，"妳為何都跟男生在一起玩?" 不知道是為什麼. 想了一下, 結果很有
可能1504上輩子是個男的, 因為不乖, 這輩子生成女人, 所以男女朋友都有. 小的時候, 鄰居兩兄
弟, 小音?和小偉, 這兩兄弟是 1504 姊妹的好夥伴, 騎馬打仗, 躲貓貓, 鑽洞(防空洞)上樹樣樣來, 
有回還到和尚廟去探險, 小音的耳朵還好因為妹妹仁慈, 小偉的耳朵常被 1504 虐待, 用小指甲尖
捏, 回想起來真有點虐待狂, 不過那小偉還是很忠心耿耿, 背著 1504 打仗的時候還跑得挺快
的,1504 在樓下叫人,他立刻就下來. 後來失去了連絡, 實在很可惜....!  
小偉絕對是 1504 想再見面的朋友之一! 當然不會再做虐待狂了!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1:23 PM 回應 
************************************************************************************ 
嘩，1504 小學的時候在班上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的，看來該去跟沈叔恆聯絡聯絡，順便求證一下。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1:52 PM 回應 
************************************************************************************ 
2056, 
 
王心怡是個大寶貝. 記得她叫我們跟她去上廁所, 三個人擠在一間廁所內的事吧?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2:34 AM 回應 
************************************************************************************ 
~^:^~  
所以進學校唸書是很重要的, 修身養性, 變化氣質... 學做淑女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1:23 AM 回應 
************************************************************************************ 
為什麼不請 02 幫你找找小音和小偉? 她反正門路很粗. 
 
小音和小偉的名字是什麼? 說不定我們這裡就有人認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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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1:38 AM 回應 
************************************************************************************ 
喔，跟 749 竟然有過坦誠相見的經驗，難怪現在如此 X 味相投。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8:31 AM 回應 
************************************************************************************ 
仲繼偉 或 仲濟偉 或 仲季偉 ???? 
欺負男生很多年連個名字也弄不清, 有夠糟糕! .... 騎馬打仗, 官兵捉強盜嘛! 其實後來搬家又在
一個巷內, 那時候已經高中了, 當然不再使壞, 反而多年不見, 有點羞怯不敢提往事, 但是也偷偷
看過他的耳朵, 還好還在, 沒有損毀或聽力變差 ...  
也忘了他究竟唸那個高中, 反正他人高馬大, 不知道吃什麼變得那麼高大. 大概扛三個 1504 都不
成問題.  
兒時的玩伴, 一起放衝天泡, 水鴛鴦, 一堆人提燈籠, 放火把, 去看歌仔戲, 上教堂 ... 真是有意
思極了!  
1504 有個完全脫線的童年, 想想米的快樂從何而來, 也是不難想像的! 02 您若真能幫我找到他, 
那真是萬分的好!  
 
快樂的大米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9:46 AM 回應 
************************************************************************************ 
說到歌仔戲, 我小時候特愛看. 主要是很喜歡看他們的化妝. 路邊搭的野台戲, 我都拿凳子站在上
頭拉長脖子看. 看久了, 忘了是在凳子上, 以為在平地, 常常忘情的走一步, 跌得狗吃屎.  
 
我外婆不能走路, 暑假去住外公家, 都愛擠在外婆床旁聽收音機的歌仔戲. 翠娥比電視上的楊麗
花早期, 我聽了不少她當小生的戲. 外婆都要拿竹竿, 才能把我趕走去做功課.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0:24 AM 回應 
************************************************************************************ 
1504 小時候也特愛歌仔戲, 住家附近的朱崙公園前面有一個香火頂盛的小廟, 供奉七爺八爺, 一
年到頭總有幾次拜拜, 戲團一來唱個幾天, 1504 也是爬半截看他們後台化妝, 前台演戲. 印象 深
的就是一個個大白臉, 紅紅的臉龐, 眼圈老大一圈粉紅 ... 假頭髮, 色彩鮮艷的服飾... 吃檳榔的
嘴, 一口鮮血吐出 ... 差點沒暈過去!  
歌仔戲一來幾天, 好吃的生炒花枝來了, 做紅龜的也來了, 夜市越變越大, 往來的人群也越來越多, 
後來, 我們兄妹幾人也會拿個幾塊錢, 功課做完後, 去逛逛買點東西吃. 我還是想念那生炒花枝的
味道, 在腦海裡也有完整的印象, 老闆怎麼料理... 但是無論我怎麼試, 也做不出那個好味道, 回
去後也找不著味道相近的店. 似乎, 那就是註定如此, 年輕的滋味, 能體會或回味卻永遠找不著
了!1504 也就不再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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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相思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0:57 AM 回應 
************************************************************************************ 
快樂的大米, 
 
待我好好看看此君的耳朵有沒有奇怪的地方。 
 
我相信他就是妳的兒時玩伴。等我的好消息。 
 
http://tw.money.yahoo.com/money_news//060124/213/2sotq.html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1:51 AM 回應 
************************************************************************************ 
1504, 
 
趕快認一下, 對嗎? 
 
http://finance.sina.com.cn/manage/cfrw/20051215/19052202579.shtml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1:59 AM 回應 
************************************************************************************ 
"李姓班長........................唸植病系或食科, ................... 後與 
我們班的系花結婚, 前次在芝城見到他們夫婦, 那時他們住在 ohio, 有兩個兒子, 很美滿的!" 
 
1504, 
 
What is his name? All your jia ban male classmates with last name of Lee are on missing list.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2:09 PM 回應 
************************************************************************************ 
偵探的手又癢起來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2:15 PM 回應 
************************************************************************************ 
749, 
 
How come I did not see 王心怡's name on Junior High namelist? She did not graduate from Tsai-H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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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you?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2:44 PM 回應 
************************************************************************************ 
2056, 
 
I have added 王心怡's email address to Tsai-Hsing directory. Both Status.xls and Tsai-Hsing directory 
have been re-uploaded to reflect this addition on website. Please forward the newsletter and the URL of 
directory with password to 王心怡 for me. Thanks.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2:59 PM 回應 
************************************************************************************ 
張鴻洋, 
 
Happy Birthday!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1:02 PM 回應 
************************************************************************************ 
02 多謝妳的搜索, 有點那個樣子, 耳朵還好沒毀了, 不過為什麼在中國呢? 年紀應該是差不多
的??好像我們該繼續搜尋下去 ... 他有 email address 或 others 嗎 ? 如果小時候的馬伕這等有出
息, 我這馬姊也當加油!! 嘻嘻!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0:03 PM 回應 
************************************************************************************ 
李國忠 甲班的班長 
另一位, 劉必榮, 以前曾在東吳做教授, 和曹松齡合作寫過幾本人際管理方面的書...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0:08 PM 回應 
************************************************************************************ 
02 I think it is him! I read more articles and found out he is from TAIWAN. Okay! wow!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0:18 PM 回應 
************************************************************************************ 
1504, 
 
妳絕對不會相信﹐我完全不認識妳那位馬伕。但是﹐一看到妳連人家名字都有好幾種版本﹐「仲躋偉」
三個字馬上在腦海中浮現。Google 出那則相關新聞﹐才想起那則新聞﹐稍早曾讀過﹐而那也是這輩



 73 

          

子唯一一次讀過有關他的新聞﹐居然潛意識裡就記得他的名字了。這是命中註定我該幫妳找到妳希
望見的兒時玩伴。明早﹐我就去請上海的 104 幫我查大陸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電話。 
 
我需要李國忠的 contact info for both 再興小學及高中通訊錄。 
 
可不可以把小學通訊錄仔細看一遍﹖說不定還有更多的發現。連你們這麼熱心的﹐我都要盯成這樣﹐
這條路還長的很。 
 
02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11:53 PM 回應 
************************************************************************************ 
02 
真多謝妳的法力無邊, 1504 的童年好友這下真找到了, 不管他現在做什麼, 鐵定是要和他連絡的. 
已經高興了一整天, 看樣子下次去上海就有人得請 1504 吃飯了~  
 
不得了的巧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20 07:15 A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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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演習 

 
我們小學好像每年都有防空演習. 以我當時小小的年紀, 對這個演習的意義並不太了解. 除了保
密防諜的推廣外, 這個活動是唯一讓我們覺得與對岸可能有的 interaction 吧. 這個演習是要我們
在可能有敵人攻擊時, 知道如何做, 怎麼保護自己. 但在小小的學生眼中, 這只是一個很特別的活
動, 可以不上一堂課. 
 
演習的當天, 背書包去上學時, 就會在操場看到一個簡陋草搭的小房子. 這是工友的創作吧, 我
想.  
 
時間到了的時候, 廣播跟警報聲就告訴大家開始行動. 我們小朋友當然是跟著老師的指示, 被噤
聲, 把椅子放在桌上, 人躲在桌下. 就這樣沒有其他我們能做的. 只是久久之後, 透過廣播, 聽到
飛機的聲音, 然後有爆炸聲. 真正發生啥事, 一點 idea 也沒有.  
 
一堂課的時間就在我們偶而的悄悄話聊天過去. 等到警報聲解除後, 我們便跟朝會一般的到操場
去排隊. 隊伍一向是高年級在正中, 兩旁是低年級. 這時會看到稍早那個草屋, 已經不知發生何事
的燒焦, 留著噴了滅火器的泡沫和不甘心的小小煙燼. 接著校長便又對著我們訓話, 說著我們聽
不太懂的訊息, 也褒獎演習的工作人員. 結束後, 我們踏著步, 高唱著歌, 心情輕鬆愉快的回到教
室去.  
 
現在想想演習是個很重要的大事, 讓我們在有狀況發生時, 知道怎麼處理. 至於事後到操場去排
隊, 也是有清點人員, 傳遞訊息的作用吧!  
 
我到現在還一直大致記得我們每次演習踏步回教室唱的那條歌:  
軍與民, 本無分. 
好國民, 好軍人. 
國防基礎在民防,  
民防部隊國防人. 
好國好自身(??忘了這一句),  
家國均安平,  
參加民防向前進…(反覆唱到滾進教室)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2:23 PM 回應 
************************************************************************************ 
回應: 
 



 75 

          

749  
讀妳的文章真舒服, 好像跟隨你們的同學一起去演習, 之後又隨你們一邊唱一邊蹦蹦跳跳的回教
室 ... 大米可以想像妳與同學們邊走邊甩著辮子的小模樣 ....  
還記得一女中的演習, 我不是太清楚, 仿佛我們是去學生活動中心的地下樓, 大家蹲坐下去, 聊天
聊得開心極了 ... 那有躲警報的恐懼與心態! 幾年前看了些描述戰爭的電影, 印象很深刻, 
Schindler's List, the Pianoist, A beautiful day (world)?  
可是為那些受苦的人落了許多淚, 那種恐懼逃命, 對未來的無望, 家庭破碎,人沒有尊嚴, 機關鎗
秘密警察 .... 真是人類的黑暗時期! 希望這種事再也不要發生!  
 
大米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1:14 PM 回應 
************************************************************************************ 
 “...........草屋, 已經不知發生何事的燒焦, 留著噴了滅火器的泡沫和不甘心的小小煙
燼....................” 
 
749﹐ 
 
妳們的民防演習好逼真﹐我的記憶裡﹐只有蹲桌子下﹐有點像躲貓貓﹐從沒聽過飛機聲、爆炸聲。難
道不是全台北市一起演習﹖ 
 
還是炸到你那﹐沒炸敦化南路。 
 
12315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03:30 PM 回應 
************************************************************************************ 
12325, 
 
我們的小學民防演習是只有自己學校在瞎攪和, 沒扯上全民運動. 
 
對了, 那歌詞我想起來了. 應該是這樣: 
軍與民, 本無分. 
好國民, 好軍人. 
國防基礎在民防,  
民防部隊國防人. 
保國保自身,  
家國均安全,  
參加民防向前進…(反覆唱到滾進教室)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0:50 PM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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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是 12315, 多了 10 號.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1 10:51 PM 回應 
************************************************************************************ 
1139 和 1531 都寫信告訴我, 防空演習時, 老師要我們姆指塞耳, 四指蓋眼, 嘴巴張開大大的. 這
兩位真是大象的記憶! 沒錯~ 我也想起來了. 可是, 現在還是無法理解, 嘴巴張大大的是啥道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7:00 AM 回應 
************************************************************************************ 
749: 
當然是為了減壓,像是坐電梯至高樓,或搭機起飛時,吞口水的意思一樣............如果炸彈聲響魔音穿
腦............耳咽管承受不了,耳膜怕會震破呢.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8:17 AM 回應 
************************************************************************************ 
剛去瞧了一下 12315 是哪一 KA, 原來不是別人, 竟是你!!!!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2 09:19 A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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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 
 

操場是我們每天要去三次的地方. 第一次是朝會. 大家要參加早自習, 也要參加升旗典禮. 照樣是
高年級排中間, 低年級在兩旁. 每班排成一塊塊的豆腐狀. 前方一個木製講台, 司儀、校長、訓導
主任會上去講話. 我一直很羨慕指揮唱國歌和升降旗的同學. 我忘了那需要什麼資格, 我好像有
上去指揮過一次, 降過一次旗. 升降旗要拿捏到剛剛好, 歌唱完, 旗也拉完下旗竿, 是很困難的一
件事; 同樣的, 指揮也要指揮得和大家唱國歌的速度一樣, 也是一種挑戰. 我一直覺得那些同學
很棒! 
 
再來, 就是課間操. 通常只有高年級, 排在操場上. 一班一條隊伍, 從這頭排到操場尾巴. 我特別
愛排後頭, 因為鞦韆架在 後面. 也愛東張西望 因為牛郎織女又有機會照面. 
 
後, 是降旗典禮. 通常我們不必排班隊, 而是視降旗的同學準備好要降旗, 廣播音樂一放, 人在

哪裡, 就趕快立定站好不動. 有點像玩木頭人, 很好笑. 我們有時頑皮, 會偷偷走兩步, 停一步, 
沒人注意又偷走兩步. 很不巧, 我有次被某老師看到, 臭罵了一頓….. 
 
我們真的很福氣, 能上國中教育. 我還記得我一、二年級時, 那些高年級的要出來參加降旗. 我們
結束後, 都趕快要回家. 可是, 高年級還在被老師用麥克風的臭罵的吼來吼去. 天都快黑了, 可是
他們不能回家, 還要在學校補習. 考初中是很大的升學壓力. 那些高年級的, 個個任勞任怨, 鼻頭
架著眼鏡, 半句話都無力說的, 順著老師們的鞭策去做. 我記得我當時很同情他們, 也不懂為什麼
他們要那麼辛苦.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4 12:56 AM 回應 
************************************************************************************ 
回應: 
 
"... 我們真的很福氣, 能上國中教育. 我還記得我一、二年級時, 那些高年級的要出來參加降旗. 
我們結束後, 都趕快要回家. 可是, 高年級還在被老師用麥克風的臭罵的吼來吼去. 天都快黑了, 
可是他們不能回家, 還要在學校補習 ..." 
749 妳說的真對, 我們幸運沒有初中聯考的壓力 ... 現在的孩子一樣要補習, 補英文, 中文, 數學, 
物理 ....!  
 
Anny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4 01:41 AM 回應 
************************************************************************************ 



 78 

          

老師的寶貝 
 

小學的時候, 通常班上功課 好的, 就是老師的寶貝, 英文就是 teacher’s pet. 老師的寶貝, 會一帆
風順, 平步青雲的拿到各個好處: 比方說班長, 比方說模範生, 比方說各種比賽的代表, 老師下意
識的就會想到這名佼佼之子.  這個焦點集中於一身的好學生, 通常也會很可愛, 男的帥氣, 女的
漂亮. 於是乎, 順理成章的, 大家也對這名學生另眼相看, 真是天下寵愛集一身, 好不快樂. 
 
我一癸、二癸的老師是鄭翠月. 我們一見面就很投緣, 所以我就當了老師的寵物. 三癸換了謝彩嬪
老師. 更是乖乖不得了, 反正我是穩穩的坐在寶座上. 還記得有一次, 老師貼了一張檢查視力的表, 
一堆正反左右的 E 字, 叫我去做實驗. 遠遠的遮右眼測左眼, 遮左眼測右眼的, 做了幾個. 我從小
眼睛視力很好, 可能是幼兒期, 老媽給我魚肝油喀滋喀滋的咬的緣故, 到現在還不太需要用眼鏡. 
不知為何, 那日視力很差, E 沒看對幾個.  謝老師很煩惱的對隔壁班班導師說到這件事, 說 “我那
個(那個指我)怎麼都看不見?” 隔壁班導說 “可能是測驗的時間太晚,  所以不夠亮吧.” 果然第二
天早上測我, 就又是 1.2, 1.2 的好視力了. 可是不得了, 想像力豐富的我, 無意中聽到老師說“我那
個”, 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我竟然想了好幾天, 我會不會是老師失散多年的女兒, 害我困惑了好
一陣子. 可惜我四年級時, 導師李祥熙告訴我, 謝彩嬪老師以三十五的年齡, 中風去世了, 留下丈
夫和幼子…. 
 
三癸時, 謝老師第一天到我們班的朝會, 大家私底下議論紛紛, 不知她是怎樣的一位老師. 回教室, 
她繃著臉說: 剛才朝會有說話的同學站起來. 我想我是有說啊~ 站起來坦白一下, 會怎樣? 全班
約有半數的人站起來. 本來想她大約罵罵我們就結束. 沒想到, 她竟然拿了一塊好粗的木板, 一個
一個的說 “手伸出來”, 一人一下的打過去. 我嚇壞了! 打板子的聲音好響, 被打到的感覺, 手心
麻麻的, 蠻痛的. 想不到她竟然第一天給我們下馬威, 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和唯一挨板子的時候
(再仔細想一遍…..印象中我應該沒再被打過了). 
 
有了那次教訓, 後來有次晨間檢查(我們學校都是規定早上要檢查有沒有隨身攜帶手帕和衛生紙), 
我那次剛好沒帶, 嚇得魂飛魄散. 衛生紙好辦, 請同學施捨一張, 向兩個人要, 就有兩張 夠湊數. 
這個手帕~ 倒真是問題. 後不得已 把抹布摺好. 用力的擠進背心裙口袋, 濫竽充數, 有驚無險
的過關. 
 
四年級仍然是老師的寶貝. 五年級李老師, 更是叫我不准去別班, 偷偷把我留在他自己班上. 所以 
趙英章有次在老師家補習時, 和我不知何故吵架, 其實印象中我理虧, 可是老師還是罵了他. 趙同
學的臉, 說有多臭就有多臭, 也造成日後他一見我, 就把我當仇人一般的瞪我, 實在是對不住. 
 
我印象中, 幾個老師的寵物, 都是這些提過的人. 像張郁如, 她的班導曾經是陳秀鑾老師. 張也是
寶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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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寵物, 就要擔待‘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信條. 老師行政上的 paperwork, 有些我們都要幫忙. 五
年級就不太做例行的晨間檢查, 所以老師要我幫他填寫一個月交上去一次的晨間檢查表. 我這個
人沒什麼好處, 不過就是很公正, 雖說老師說隨便我勾選哪人沒帶手帕衛生紙, 我覺得每個人都
要有機會才公平. 所以一個月下來, 大家都很平均的被選到不是沒帶手帕或手紙, 不然就是指甲
沒剪或臉髒髒, 害我忙得很的“照顧”著每個人, 包括我自己. 後來老師只好對我說: 呃~ 這個晨間
檢查表, 不要填上那麼多人, 那麼多次的缺點, 要少一點啦~ 我才知道我的報表, 害老師很沒面
子. 
 
男生當老師寶貝嘛~ 就比較難說. 到了高年級, 教男生班的老師, 都是以嚴格著名. 會打學生的
班導, 越是受家長歡迎與拜託, 所以或許男生就沒有這種禮遇. 常常在校園內, 會看到胖胖壯壯的
男老師, 大聲的吆喝著男同學. 
 
講到老師的寶貝, 也必須一提學生眼中的寶貝老師. 因為國中教育才剛進行, 大家仍然脫除不了
老師要嚴格才會教出好學生的理論. 中山國小女生班, 有二“鍋”頭老師是很出名的, 一為郭英嬌, 
一為郭美麗老師. 林豔珠、羅若蘋、杜錫芳、張碧玫, 或許很幸運的可能被她們教過, 聽說教得很
好, 對學生要求很多很多. 
 
我的李老師, 其實現在想想是個好老師, 脾氣沒話說的很有耐性. 可是, 他不知為何說話很會噴口
水, 尤其生氣或激動時, 更厲害. 小時候頑皮的我們, 都很害怕被他噴到. 也很不愛上課坐第一排. 
也常在他背後仿傚, 真是不該. 李老師學了一些武術, 所以我們很怕他, 怕他不小心出手傷到我們, 
其實他人很好的, 有時對同學生氣, 出手到半空中, 還是硬生生收了回去. 倒是有年運動會, 領我
們做了國術的節目, 大家都很奮力的打出架式, 頗受好評, 風光了一下子. 
 
李老師的難過的臉, 我還記得. 那是有次他兒子打翻煮滾水的水壺, 燙到身上不知多少%, 毛衣一
脫, 據他說幾乎剝了層皮下來, 那種擔心難過的臉, 掛在我們教室好幾天才散去.  
 
我們班有兩個剽悍的外省娃娃, 都是躲避球校隊. 就在我們老師和他倆的調教下, 我們班很愛玩
躲避球, 體育課欲罷不能的, 場場打得好刺激緊張. 有天, 和校隊對打, 我們居然打贏校隊. 大家
開心極了. 我們班書念得普通, 可是體育方面, 在老師的“努力”下, 算蠻出色的.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03:51 AM 回應 
************************************************************************************ 
回應: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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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你的記性, 
Orz... Orz... Orz 
甘拜下風!  
 
嘆為觀止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04:17 AM 回應 
************************************************************************************ 
"一個月下來, 大家都很平均的被選到不是沒帶手帕或手紙, 不然就是指甲沒剪或臉髒髒, " 
 
您的人緣如何?  
 
民調服務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04:20 AM 回應 
************************************************************************************ 
這是 paperwork, 同學們不知道我做了這樣的壞事.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3 04:39 AM 回應 
************************************************************************************ 
老師的寶貝。。。當過！後遺症到現在還沒全消！小時候，有位再興兇得有名的莫老師轉來當我
們的導師，選了我這“老師的寶貝“參加演講比賽，演講稿大部分都是老師寫的。我一向背書不靈
光，演講稿老是背不起來。結果 愛的音樂課，體育課都不准上。上了台，講了一半，硬是背不
出下面的演講稿，結果一直到現在都還有 presentation phobia。這毛病自然是要賴在這“老師的寶
貝“頭上！  
 
猴族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1:56 PM 回應 
************************************************************************************ 



 81 

          

小學的吃便當 
 

高年級同學, 高的福利是上整天班, 而且可以帶便當. 我記得一、二年級, 都是半天班; 到三、
四年級, 我們就有時半天班, 有時上整天班; 一直到五、六年級, 才真正的擁有自己班的教室.  
 
開始到我們要上整天班時, 學校辦了營養午餐. 學生只要交一塊錢, 每天可以吃營養湯跟一個

麵包. 坦白說, 那個湯賣相很不佳, 有點像豬吃的豆餅泡些剩菜剩飯, 白白泡泡稠稠的, 你吃的時
候可能吃不出來裡頭有什麼好東西(至少我吃不出來). 麵包有時包魚鬆, 每天不同餡, 總共只要一
塊錢. 我當然是參加囉~ 因為人數不多, 所以集中人數到幾個班的教室去吃. 湯是用大桶子裝來
的, 麵包一個一個的塑膠袋套好. 湯可以喝兩碗, 直到喝完為止, 雖然賣相不佳, 可是營養湯很好
喝. 很濃, 裡面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又是熱滾滾的, 我每次一定喝兩碗. 有的同學麵包捨不得
吃, 留到下午再啃. 不過, 不管我再怎麼捧場, 這個 program 硬是給停掉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後來還是得回家吃午飯或帶便當. 我家其實很近, 一趟路只要五分鐘, 過個馬路一拐彎就到
了. 可是, 我偏不愛回家吃, 我喜歡帶便當. 應該有人同意我, 吃便當的滋味就是不同. 所以我的
兩個弟弟就派上用場了. 我的便當不是前一晚做的 (比較起來, 真對不起我兒子) , 剛開始都是我
媽快到中午, 才開始做便當給我. 所以, 初我好像沒在學校蒸便當, 都是弟弟們要上下午班時, 
順便幫我帶到學校. 我們的教室窗戶都有鐵欄杆, 第四節課尾巴, 我們都已經無法專心上課, 眼睛
一直斜眼看窗戶有沒有熟悉的面孔出現. 弟弟一來, 點個頭, 示個意, 就看到便當已經掛在欄杆上, 
等下課衝出去拿. 那便當都是熱騰騰的, 在成長的孩子, 真是什麼菜都好吃, 何況剛做好的好便當. 
我 愛便當內有個荷包蛋. 荷包蛋是 好的便當菜. 老媽還給我帶過剛起鍋的肉羹湯, 好配便當. 
想到過去吃便當的日子, 真是好快樂. 
 
大家同學要好的, 還會坐在一起交換菜色. 我好愛吃別人的菜, 那些菜, 我媽都沒煮過. 高中時也
是, 交換菜是很棒的經驗. 像陶馥蘭家的佣人阿金做的菜, 總是有一大堆蔥薑蒜和很奇怪的香料, 
每次一挑出來, 菜也剩一半了. 吳振玲家的炸滷蛋, 也是一絕. 蔡惠娜、劉美智都是我的當友(總不
能說便友吧~). 我的當友的便當菜, 都好吃得不得了. 各省口味都有, 就是跟我同樣是台灣人的劉
美智和蔡惠娜, 家裡燒的菜也絕對有分野. 
 
後來, 便當(尤其高中)好像都要一早拿出來送給工友蒸. 冬天時, 熱乎乎的便當, 吃起來, 真是好
溫暖好幸福. 只要不當值日生, 不要去提便當的木頭籃子, 就是好日了. 輪到當值日生, 要很小心, 
因為出爐的木籃子, 好燙好燙. 
 
我的便當盒, 因為是用過去爸爸的飯盒, 所以是 大號的. 裡面的飯菜, 不用像陶或蔡一樣的小便
當, 把飯菜擠壓得好扁, 我的飯菜都是鬆鬆的, 像在家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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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後來還是蒸便當, 但是媽媽都是一早我出門前, 現做給我的便當. 高中時, 無法忍耐到中午
才有便當吃. 有時, 便當就放在抽屜裡, 隨時想吃就吃. 通常都是趁老師回頭在黑板上寫字, 就低
頭下去吃一大口. 因為飯菜都是熱的, 所以真的很棒, 通常到第二節下課, 就拼完便當了. 中午就
只好去福利社買點東西當午餐. 
 
吃便當是個很棒的 social 場合. 好朋友一起享受午餐, 想起來真是好回味好感動.  
 
我必須說我愛便當, 便當真是個好東西. 即使到兒子們學鋼琴, 我一邊開車,在飛馳在高速公路上, 
他們兄弟一邊聊一邊吃便當, 他們長大後, 也會像我現在一樣的懷念吧!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12:43 AM 回應 
************************************************************************************ 
回應: 
 
飯香時節午雞啼, 749 的小學的便當, 寫得好極了. 1504 在這裡好像也聞到了剛蒸好的便當香味, 
也順便懷念起那吃便當的歲月.  
 
上再興的六年裡, 除了第一年前半學期上一丙, 實驗全天班, 整天在學校, 因此中午自然在學校吃
午餐. 那時候有些同學在學校包飯, 我是帶飯盒, 學校會供應熱湯, 那個湯一定大骨頭熬的, 好好
喝! 飯後有午睡, 大家趴在桌上休息, 頭上蓋著外套, 還會在外套裡說話入睡. 之後, 我生了場大
病, 好了以後, 就換到甲班上半天的課. 再度帶飯盒將近三年級以後的事了! 
 
沒有便當的日子, 做老師的母親會在中午到旁邊安東街的小店, 買小籠包子給我們, 拿回班上吃, 
三個孩子, 一人一袋. 吃得好香. 三四年級班上一位姓華的男童學, 新轉進來和我坐同桌, 他後來
上再興高中及台大電機, 很奇怪, 天天吃麵包. 沒有便當. 他說他的爸爸在小鷹號船上當艦長, 我
懷疑他是由國外回來的, 這麼會吃麵包! 午睡的時候, 一個睡桌上, 一個睡椅子上. 大家都有小枕
頭小被子, 睡個四五十分鐘. 我每次都睡的很好, 也不知道誰在偷偷看書, 說話罰站, 或誰又拉了
誰的辮子.  
 
與那位同學還真有點緣份, 同桌排排坐了幾年, 他那時候也不高可以和我同坐一排, 人長的白白
的乖乖的, 頭腦不錯成績又好! 高中時看到他和同學參加科學比賽的相片, 竟然長得好高, 不知
道是不是吃麵包吃出來的. 五年級有一次要交換禮物, 我們竟然抽中了彼此的名字, 那時候, 好像
已經男女生各坐一邊還是他已經抽長了, 結果, 老師要我們把禮物拿出來交換, 只見他打開抽屜, 
取了一張活頁紙, 起身就拿過來給我, 快沒讓我眼珠子掉到地上. 老師見到這情況, 便把他準備好
的禮物給我, 把我的禮物講義夾拿去自己留. 全班都哈哈大笑, 這個同學抓抓頭, 面帶微笑的坐回
去. 好像也挺高興的! 沒見過他的媽媽, 自己做了母親, 想到這裡也有點奇怪, 什麼樣的媽媽不做
便當天天給小孩帶麵包, 似乎也不清楚小孩的學校有那樣的活動 … !? 直覺還是他們是美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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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 在這裡天天中午吃 sandwich 實在太普遍, 我小時候還真有點土呢!  
 
上長安 愛福利社裡的魚丸湯, 在一女中又鍾情饅頭切半, 抹辣椒醬吃 … 桃源街的乾拌麵 … 
台中住校. 又愛老兵們煮的豆腐鑲蛋, 鹹蛋蒸肉 … 園藝系的茼蒿火鍋 … 合江街的滷白菜米粉
炒. Yum yum yum!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7:26 AM 回應 
************************************************************************************ 
北一女時, 有太多好吃的了. 附近綠戶裡頭, 水煎包酸辣湯; 法院附近小巷內的乾麵和餛飩湯; 遠
一點的排骨麵大王; 桃源街王記牛肉麵; 更遠一點西門町的金園排骨麵; 中華商場上海或溫州菜
肉餛飩和各種吃食, 更是美不勝收. 我本來想這趟回台北, 做幾個餐給老公吃, 現在想想我放棄那
些美食, 真是傻透了. 
 
其實北一女福利社賣的一碗五元的大滷湯 棒! 每次第二節下課, 我就和好朋友, 去買一碗. 寒
冷的冬天, 喝上一碗加辣椒的大滷湯, 稀理呼嚕的, 熱呼呼的, 全身經脈完全通暢, 各個毛孔暖和
暢快, 舒服極了. 
 
小六時, 更有小朋友(奇怪~ 為什麼他不上學?)在下課時間, 突然出現, 提著一籃煎餃賣同學. 兩
個五毛錢, 熱熱的, 像剛出爐似的, 生意好得很.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9:08 AM 回應 
************************************************************************************ 
749﹐ 妳是說綠園後門過馬路那門後的那些小吃店嗎﹖他們是有個綠門嗎﹖忘記了﹐只記得好像是有
個門的。好像我們叫他們綠門後面不是﹖怎麼變成妳口中的綠戶﹖跟那不太好聽的綠 D 戶﹐只一字

之差﹐有點容易引起錯誤聯想喔﹗  
 
容易亂聯想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2:15 PM 回應 
************************************************************************************ 
綠門的花生驢打滾和生煎包好吃！ Yummy!  
 
猴族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3:16 PM 回應 
************************************************************************************ 
小學在教室吃便當的樂趣與我無緣，因為老媽任教職，記憶中都是在她的辦公室與老師一起吃便
當，是其他同學羨慕的對象，因為是許多老師的寶貝，但對我而言一點都不好玩，因為太與眾不
同反而有很多的壓力負擔，當時年紀小也不知如何面對與處理，很是辛苦，國中高中較能有自己
獨立自由的空間，但依舊無法與其他同學相比，所以大學雖然考的不佳，但能住校四年倒是快樂
多多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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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小學代課一年多，與二年級一群可愛的小鬼相處，每週會有一次帶便當的日子，只見個個嘰
嘰喳喳扭來扭去 high 到 高點，完全不顧老師或媽媽的提醒，很怕他們會盲腸炎，又不忍要求他
們規規矩矩坐正了進餐，所以不管別班老師如何做，就讓我那一群寶貝們可以分組同桌邊吃邊聊，
享受難得的便當日，這些可愛的小二生現在大概都三十多歲為人父母了，如果有機會能像北一女

三十重聚，該有多棒！  
 
13837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3:19 PM 回應 
************************************************************************************ 
容易亂聯想, 
 
我就想好像不叫綠戶. 是綠門嗎? 其實我也是有點開玩笑啦~ 可是真正的名稱是忘了. 謝謝提醒.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4:14 PM 回應 
************************************************************************************ 
749: 
妳忘了綠門的雜冰...........好好吃, 1139 吃冰經驗中,只有艋舺龍山寺站,廣州街的龍都八寶冰,可以
分庭抗禮.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09:32 PM 回應 
************************************************************************************ 
不是 1139 提起，都快忘了這頂頂有名的雜冰了。 
 
02，不然怎能講：再興的校友會早就在隔壁開了，而且還撈過界。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5 10:34 PM 回應 
************************************************************************************ 
749: 
我也愛喝大滷湯...............還有,大家都忘掉公園號的酸梅湯了,記得那時一塊五毛,漲成兩塊錢,1139
還很生氣對老闆說,怎麼說漲就漲呢?.............前年還去買過,懷舊一下.但不確定現在還在嗎?台北變
化好多,一些老店都消失了. 
749, 咱們這回抽空去新公園,逛它一圈,買包酸梅湯在音樂台,坐著看麻雀,妳說好不好?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09:58 PM 回應 
************************************************************************************ 
酸梅湯 先我們是喝一塊錢的啦, 1139. 
 
我還和同學周爾珍到那邊放逐一隻小狗棄養呢~ 你若看到黑色的雜種狗, 可能是我們放棄那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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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 
 
老板娘, 我陪你, 若你有空的話.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10:39 PM 回應 
************************************************************************************ 
喔~ 忘了說, 酸梅湯店還在, 上回還去照顧了一下. 附近有家金石堂也逛過. 王記牛肉麵也吃了. 
那個啥街很熱鬧, 我一下忘了名字(峨嵋?) 我們也可順便去買買東西. 我記得裡頭有賣花枝粳. 
 
就照這樣的 course 吧~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10:44 PM 回應 
************************************************************************************ 
那叫公園號啦~ 
 
今早腦袋不靈光, 說話拖泥帶水, 說不清也說不完. 
 
放狗是在公園內.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02:35 AM 回應 
************************************************************************************ 
749: 
對於妳恐龍般的記憶, 1139 是甘拜下風............沒錯, 剛開始酸梅湯是一塊錢...........,已經調漲過一
次...............後來再漲,1139 才會生氣,覺得怎麼又漲了. 
 
那時去西門町看電影,也愛去白熊吃紅豆牛奶冰,還有白光的霜淇淋.........可惜這些店在我婚前,通通
消失了.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07:03 PM 回應 
************************************************************************************ 
一走進白熊就有一股消毒的味道撲鼻而來,在當年明亮的燈光下,感覺特別衛生.是高檔冰室. 
 
我記得它的三色冰磚. 
 
大學時白熊好像已不存在,卻知道他們家出了很有名, 個個美麗高佻的三姊妹,成明菁、成明萃、成
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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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09:34 PM 回應 
************************************************************************************ 
講古, 
 
三位美女中, 我有幸見過兩位.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1:29 AM 回應 
************************************************************************************ 
哪位沒見過? 小妹妹?  
 
講古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1:43 AM 回應 
************************************************************************************ 
中間那鍋.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9:52 AM 回應 
************************************************************************************ 
中間那鍋是台大社會系同屆的, 現在是 County Sheriff 夫人. 
 
請問 749 在哪念的大學?住哪兒啊?  
 
講古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1:31 AM 回應 
************************************************************************************ 
講古, 
 
咦~ 那我講錯了. 我見過 Sheriff 夫人. 是第一個沒見過. 老大老二我老是搞錯.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2:06 P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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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去 
 

念小學時候，每年的遠足，常常因為學生出了交通意外而停辦。所以，校長宣佈遠足的活動，是
我們很快樂期盼的事。印象中不外乎去野柳或去陽明山公園。但是，那種不用上課，整天可以跑
來跑去遊玩的好心情，真是想了喜悅就快溢爆胸腔。 
 
遠足的前幾天，就要和要好的同學約好遊覽車坐在一起，次好的坐臨近的位子。你帶啥吃的，我
也帶不同的東西和你共享。但是，當然要準備給自己單獨享用的好康的東西。心裡列了長長的一
個清單。 
 
出發前一天晚上，吃完晚飯，媽媽就會帶我去中山北路一家有名的麵包店買遠足帶的東西。店員
會用紙盒放入我愛吃的三明治和西點麵包。有時，媽媽會買壽司，但是一層蛋一層 ham 塗抹美乃
滋的三明治是一定要買的 (當時不知為何覺得那是人間美味)。然後，買很多很多零食：有涼煙糖、
一條五顏六色的水果糖、有巧克力牙膏、有泡泡糖、箭牌口香糖 (我一定要水果味的)、有一條格
子巧克力磚、森永牛奶糖。森永牛奶糖我吃過很多口味，除了一般的巧克力和牛奶 (caramel) 口
味，曾經有人送我們家很多水果口味的，你相信嗎？一罐罐裝的葡萄汽水、一個橘子、一個蘋果、
豬肉干、蜜餞和染成粉紅色甜甜的花生。 
 
回家趕快把書包裡的書都倒出來，小心翼翼地把好吃的東西一一都放進去。第二天一早還要帶一
壺水。晚上簡直無法入睡，整個腦子空洞洞，不知該想什麼，就是沒睡意，只是朝著書包盯著看。 
 
好不容易等到東方魚肚白，就快快的梳洗。等媽媽幫我紮好兩條麻花辮。(我一直都是兩條麻花辮
長大的。真懷疑我老媽是不是不太會打扮我?！) 就背著書包、水壺去好友家找她了。背後追著我
媽媽念個沒完的：要跟班上的隊伍在一起~ 不要亂跑~ 不要跟陌生人說話等等…… 
 
平常野得很，不排隊的。出去玩就乖了，隊伍很整齊很安靜。 
 
在遊覽車上，旁邊坐著好友，吃著她的牛肉乾。(小時候老媽不讓我吃牛肉乾。我偏愛吃辣辣的五
香牛肉乾。唯一的來源是我這個朋友。她媽媽以為她很愛吃。高興得不得了。每每買了一包又一
包，讓她帶到學校去。如果知道泰半都進了我的肚子，準剝我一層皮。)  (說來很奇怪！她老媽
不知道是羨慕還妒嫉我，很不愛她女兒跟我混在一起。我每次去找我好友，都會照到她老媽不友
善的眼光。不過誰有空想那麼多，兩個人一碰在一起，天南地北說個沒完沒了。)  (喔！我這個
好朋友是我學彈琴的啟蒙老師呢。原因是這樣的：她當時正在學拜爾教本。我愛聽她彈琴。每次
快快回家吃完中飯，就飛奔到她家，乖乖的坐在她旁邊聽她一遍又一遍的彈那些簡單的曲子。俗
語說得好：看多了豬走路，也就會學豬跑步。(呃~ 有這種說辭嗎？這樣說好像有點不雅) 耳熟能
詳，久了我也看熟了。趁她老媽走開，我這同學就會教我彈。不多久，我就會兩手的聖誕鈴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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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哪兒去了，真扯遠了……在車子上，我們邊吃零嘴，邊唱歌，拍手，玩遊戲。眼睛也不放過
一路倒退的風景。世界上我們真是 幸福的小人們了。 
 
風景區到了，沒啥好報告的。反正我們都是為了吃東西出來玩的。東跑跑西跳跳， 後就是找個
定點坐下來一圈人，把書包內的東西吃了個一乾二淨。現在想起來那麼多的東西，一個小肚子居
然能清光，也實在很有辦法的了。 
 
回程的路上，車上的聲音少了很多，因為大半的人都睡著了。當然啦，還有些在努力的把剩下的
零食塞完。 
 
接下來，討厭的老師，會在作文課時要我們交出一篇遠足的報告……美術老師也要我們畫出看到
的美麗的風景。更慘更慘的是：還要再等一年，才能再有一次的遠足活動。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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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藝會 
 

好像每年的春天, 三月或四月時, 學校會舉辦遊藝會. 遊藝會就是每年級由老師挑選(好像學生也
有自願參加的), 像做一個 project 一樣的, 做一個節目; 或跳舞或話劇等等的表演. 表演節目的小
朋友, 根據劇情, 穿戴得很漂亮. 我已經忘了總共有幾個節目,不過為了遊藝會的成功, 老師跟小
朋友都很熱情的參與, 也花很多課外的時間練習. 
 
我有印象是小一到小三有遊藝會. 我們中山國小有個大禮堂. 記得有一、兩年停辦活動, 就是為了
整修大禮堂. 遊藝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生太多了, 好像是辦兩天, 節目一模一樣, 大家才有機會
都看到. 
 
我因為小時候沒練過芭蕾舞, 所以沒有機會當節目中的主角. 不過我能參加就都參加了. 小一那
年是跳舞, 無巧不成書, 我是當一朵粉紅色的小花, 記得是梳左右兩個包包頭, 穿粉紅色的短洋裝. 
花共有四色, 四人一組的從舞台四處出來, 表示春天到了. 可是突然下雨, 出來玩的小蝴蝶, 躲來
躲去, 我們做花朵的, 都不給他們避雨. 後來有些雨傘的小朋友出來, 就救了他們, 大家就跳舞跳
成一團, 前後大約是三條歌的光景.  
 
另一次是小三. 我們演仙履奇緣, 是個歌舞劇. 也是因為我不會跳芭蕾舞, 所以只能當二姊. 老師
還編了些歌, 我們還繞著風琴練唱練好久. 我在舞台上, 不得已只好演壞姊姊. 可是能不壞時, 我
就儘可能不是很兇. 第一景當然是在家裡, 我們欺負 Cindy. 第二景是仙女讓辛蒂去參加舞會, 這
裡就有點芭蕾舞. 然後, 王子帶著玻璃鞋到我們家找人穿, 後來辛蒂也出來穿, 又和王子跳了一段
芭蕾舞就結束. 演員中只有大姐、二姐和辛蒂做了長裙禮服. 很湊巧, 我又是粉紅色的. 我很喜歡
參加遊藝會, 棒的是表演當天, 因為時間很緊湊, 所以可以從家裡就化妝得美美的到學校. 一路
上, 疏疏落落的, 會看到幾個和自己一樣的同學化了妝. 覺得心情很好, 又害羞又高興的, 能有機
會化妝, 可以大大方方的在大馬路上走.  
 
我的眉毛小時候是三角形, 不是彎彎兩道彎月亮的柳葉眉. 我想我媽媽已經盡力了, 可是到學校, 
老師檢查時, 還是說 “哎唷~ 怎麼給她畫成八字眉!” 所謂八字眉, 就是畫成兩個倒 v 字: ^ ^. 不管
怎樣, 我當時還是覺得自己很漂亮. 
 
再來就沒印象有遊藝會. 後一次使用大禮堂就是畢業典禮了. 記得每個畢業班都是從第一名一
條線的排到 後. 我是班上第五名, 排第五個. 哭得要命. 早知道二年級少看漫畫書, 五年級用功
些, 就不會這樣(五年級很討厭歷史和地理. 扯的時候, 月考時, 還曾寫 1,2,3,4 在橡皮擦上, 猜
選擇題的答案. 六年級時, 忽然又用功起來, 念到前幾名) . 第一名是市長獎, 然後是校長獎, 中
間是啥獎我忘了. 我是區長獎, 然後是家長會長獎, 等等. 頒獎時, 比方說頒市長獎, 會有一名那
個獎中 優秀的同學代表上去領獎, 得到那個獎的所有同學, 一起站起來, 接受大家的拍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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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獎我想是張鴻洋上去領的. 我好像是那時才知道這號人物. 很神氣走路走直角的上去領獎. 
我還拿了皆勤獎. 皆勤獎就是該上學的日子, 我都在學校. 獎品都是用紅紙包得好好的. 我的區長
獎獎品是一本英文字典. 那字典很適合剛學英文的小朋友用. 字比較大, 還附圖, 該有的字都有. 
對我初中念英文有很大幫助. 暑假時(再興暑假開始上課), 我學了音標後, 字典的字就可以念, 整
天抱著那本字典. 啊~ 老鼠是這樣說, 杯子是這樣說的念得很開心.  整本字典幾乎都翻透了.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6 02:04 A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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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課的聯想 
 

小學有說話課, 就是教我們說話, 上台演講. 我們負責廣播室的是俞老師, 老老矮矮胖胖的, 說起
話有時會喘一下. 她負責我們班的說話課. 通常她說個開場白, 我們就輪流上去講故事, 她打分數. 
一學期約是上去講兩次故事的樣子. 
 
我是上台就臉紅心跳的小孩. 所以我從來沒參加過演講比賽, 也沒有接受過訓練. 說話課對我是
很大的壓力. 快輪到我的話, 我會好緊張好緊張, 心跳加速; 上台也會腦子忽然一片空白, 下句話
不知該說啥. 倒是有一次, 我很幸運的克服當天的心情障礙, 上台說了個好故事. 俞老師會在我們
下台前, 說個評語. 通常同學說的故事, 我們都早就聽過了, 我那天說的故事, 其實只是因為同學
都沒聽過, 所以大家比較專心聽, 氣氛效果較好. 故事是說一個媳婦, 被婆婆欺負到極點. 她很痛
苦, 所以仙女就教她要是再被欺負, 就給婆婆穿一件黃色很漂亮的衣服. 婆婆一穿, 越來越緊, 快
喘不過氣來, 一直拉脖子. 後來就變成一頭黃牛. 脖子有一片肉, 就是被她自己拉的. 現在想起來, 
是蠻詭異的故事. 可是當時說完, 大家都很讚賞. 我還被要求, 加講了另一個婆媳的故事呢~ 
 
說話課 出色的是何薇玲. 我們私底下都傳言, 俞老師是她的乾媽. 她的演講能力, 好像是俞老師
訓練的. 何薇玲是個很快樂的小孩, 總是笑嘻嘻的. 說話聲很特別, 很大聲, 笑起來聲音嘩啦嘩啦
的, 是很大方的女孩. 相處兩年, 對她的家庭好像還是不太了解. 她也是大喇喇的女孩, 不太注意
小節. 與我們背書包上學不同, 她總是提著一個硬殼的黑色公事包上課. 她的背心裙是高腰的, 常
常是皺皺的, 蠻特別的. 頭髮總是梳著兩邊各一把, 有很多麻花捲的小辮子. 我們都很羨慕她媽媽
的手藝, 可以綁成那樣的辮子. 不過她不是天天綁的, 所以兩三天後, 就有點零亂. 印象中, 她絕
對不是櫻桃小嘴, 小家碧玉的女孩子. 她也蠻聰明的, 功課不見得用功, 可是都會還不錯. 
 
再見到她, 是大學快畢業了. 也忘了怎麼回事, 居然請我去她家吃飯. 同時去她家的, 有幾個電視
公司的工作人員. 我想她媽媽大概是為了何薇玲工作上的關係, 請人家吃飯. 不過那頓何媽媽的
料理, 雖然我已經全然忘了吃什麼菜, 卻記得很好吃. 那麼多人, 可以應付得那麼好, 真是不簡單. 
我還有印象去陽台看她媽媽, 白靜瘦小的蹲在一個小小的燒炭的圓爐子上烤雞腿, 一邊搧風, 一
邊和我說話.  
 
想不到這名奇女子, 現在的成就非凡. 無法料到, 當年那個怪胎女孩, 是這樣在事業上,有這樣的
魄力.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7 02:36 A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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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二 
 

小時候我非常愛在學校玩各個玩具. 地球儀是 刺激的一個. 記得吧~ 是用幾根鐵條做成圓形, 
塗上顏色, 可以轉動, 可以在裡面坐, 也可以爬高爬低. 緊張刺激的是高年級來幫忙轉地球儀, 
爬在地球儀旁邊時, 我們必須緊緊抓住. 因為他們會惡作劇地把地球儀轉得好快好快, 我們人都
飛成平的, 跟著地球儀轉. 若一鬆手, 後果真不堪設想. 可是那個速度感, 會讓你興奮得一顆心碰
碰跳. 膽子小一點的, 眼睛都閉起來了. 通常這樣轉一個五分鐘下來, 走路都是昏頭轉向的步履蹣
跚. 我們學校有兩個地球儀, 一在東邊一在西邊. 其中我常玩的這個, 兩邊還種兩棵樹, 用竹子圈
起來保護著. 所以當我們被轉成與地表平行時, 另一個挑戰是, 經過兩棵樹, 要縮一下腳, 免得被
樹外圍的竹子打到, 真是緊張刺激. (請參考附圖) 
 
另一個欲罷不能的是鞦韆架. 小學的鞦韆坐的部位是木製的一塊厚板子, 不像美國的是一片軟橡
皮, 或是一個破輪胎. 我們的鞦韆, 可以或站或坐的玩. 真的厲害的是, 站著盪鞦韆, 可以盪得好
高好高. 我非常會盪鞦韆, 過去都是上學盪得不過癮, 下午利用媽媽睡午覺, 再溜到學校去盪. 有
一次盪得太高了, 鞦韆順著軸, 翻轉了 360 度, 把我給摔下來. 醒來時, 是來學校打籃球的住隔壁
家哥哥, 把我放在石頭椅上躺著, 讓我自己醒過來. 這事我不敢告訴媽媽, 不是被打死, 就是一輩
子禁足. 不過, 我總是愛開玩笑地告訴朋友, 沒變成愛因斯坦第二, 可能是這個原因, 把腦子摔壞
了.  
 
翹翹板也是要小心, 高年級的跟你玩都是不安好心. 他們常常故意很快的讓翹翹板忽高忽低, 讓
你在高點時, 會忽然離開, 讓你一下掉地, 沒趕快用腳撐地, 翹翹板一掉地, 屁股會被震得痛得要
命. 
 
至於我偷溜去學校玩, 回家一定被媽媽痛打一頓. 可是, 還是天天去玩, 好像吃毒藥一般.  
 
以前在小學, 都要打掃校園. 從小我也是掃地隊長. 班上都是分一半人掃公共場所, 一半人掃自己
的教室. 掃校園, 常常會有些髒東西, 同學不敢掃, 都是我硬著頭皮去處理的. 小樹叢有掃過吊死
貓, 掃廁所那就更不用提了. 該有多臭, 就有多臭. 廁所打不開門, 還會懷疑有鬼, 自己嚇自己嚇
得要命. 同學都是拿空水桶去提水, 讓我負責沖廁所的. 好的掃地工作, 是掃自己教室, 擦玻璃
窗. 掃地的人, 還會被排桌椅的人催趕, 很有壓力. 擦玻璃與他人均無衝突, 自己做完就好了.  
 
掃地時間一到, 我們就帶著掃把水桶, 穿過操場, 去公共場所掃屬於我們班的區域. 廣播室會放一
些童歌, 我們都很喜歡, 百放而不厭煩. 什麼造飛機啦~ 春神來啦~ 現在 記得的是那個法蘭西
洋娃娃: 我的好朋友~ 法蘭西洋娃娃~ 一雙藍色的眼睛~ 可愛的嘴巴~ …..你是我的洋娃娃~ 法
蘭西洋娃娃~ 站在桌子上~ 看見窗外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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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像黃土平原, 風沙好大. 夏天到了, 我們還會把操場灑水, 好讓塵土不會飛起來, 也涼快些. 
我們的操場種什麼植物都不會活. 後只有幾棵小矮樹站在那片黃沙的角落上. 不過, 操場是很
忙碌的地方. 每天有好多事要在操場上辦. 高中後還去過一次, 怎麼發覺操場縮水似的, 變得很擁
擠. 可是小時候印象中, 從這頭到那頭, 要走好遠的.  
 
事實擺在眼前, 證明我又是回不去過去的操場了.  
 

 

************************************************************************************ 
以上是我童年的回憶. 寫到這裡已經是有八成五的記憶倒了出來. 謝謝大家的忍耐, 聽我說這些
陳年往事.  749 下台一鞠躬.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9:59 AM 回應 
************************************************************************************ 
一般學校，總是學生太多，遊戲器材不夠，所以下課永遠在搶鞦韆，或是蹺蹺板。 
 
749，還有一成五的童年記憶....？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0:13 AM 回應 
************************************************************************************ 
749﹐這些故事(=陳年往事)好好聽﹗原來妳調皮﹐從小就是這樣﹔膽子還那麼大﹐鞦韆居然盪了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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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度﹐還好命大福大﹐還有妳書上提到研究生時代﹐同學一起開車旅行﹐掌駕駛盤的居然打瞌
睡﹐差點沒摔下山谷﹔這些經歷﹐有沒有讓妳變得小心謹慎一些﹖如果妳兒子要求和他同學有一個
road trip ﹐妳讓不讓他去﹖  
 
1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1:20 AM 回應 
************************************************************************************ 
749 看到妳寫的小學生活, 真是看得好過癮, 說話課, 操場, 便當 ... 謝謝妳用超好的記憶與文筆
把我們帶回到快樂的童年! 我想這一代的孩子很難想像我們這些父母輩們, 就是一個木版鞦韆, 
一個水泥的滑梯, 蹺蹺板, 或是地上撿到的棍子 ... 就讓我們玩的很高興, 心滿意足!帶著笑容入
睡! 
再興的校園不像中山那麼大, 我們該有的也都沒少, 記得我們還有幾個長長的竹竿或鐵竿, 沒事
時就愛往上爬, 穿著群子也爬, 小時候呆呆的, 兩條短腿夾緊了, 雙手一抓, 就使勁兒往上鞏, 手
臂不夠力, 爬到一半就溜下來, 看到同學可以爬的又快又高還真羨慕不已, 真是一群猴子.  
記得我們有班級的躲避球賽, 也是挺競爭的, 一回李姓班長選了大多數的人上去, 就偏偏不要我
去, 我不知道從那裡借來的膽子, 還特別向他抗議, 為什麼不讓我勸, 他看到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便讓我上場, 記得到結束時, 我是 後幾個沒被球打到, 留在場上的人. 後來, 我們在中興碰到, 
他唸植病系或食科, 我的一個女同學很喜歡他, 他 後與我們班的系花結婚, 前次在芝城見到他
們夫婦, 那時他們住在 ohio, 有兩個兒子, 很美滿的!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李老師訓練我們參加演講比賽, 一班三個代表, 劉必榮, 余靜靜及我, 其中劉
的講稿 好, 余和我的有點普通, 我的還要打電話, 一點都不喜歡, 覺得很彆扭. 但是老師交代的
也不知道要反應, 後來, 比完了想當然耳, 沒有名次, 評審講評的時候, 說了演講不是演戲, 不應
有太多的手式等等,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不公平, 陪講的滋味不甚好, 不過, 之後我對於公開講話沒
有恐懼感, 也是小時候訓練出來的. 因此, 在中文學校裡, 我們很鼓勵孩子們上台講話! 
我們一些小個兒的同學, 因為個兒長的慢, 好幾年都輪流坐, 因此交情挺好, 像吳敏穎, 李學奇, 
薛 xx, 沈叔恆, 王沛懷, 李林 ... 下一次回台灣時, 真要好好連絡一下, 大家見見面! 屆時, 還希
望見到 2056, 心怡, 雪群 ...  
 
1504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11:59 AM 回應 
************************************************************************************ 
喔~ 還有我忘了說, 掉下鞦韆醒來後, 我又急急忙忙地跑去盪鞦韆. 唯恐天馬上就黑了, 沒時間
玩. 是啊~ 我到現在也很佩服我的毅力. 
 
還有那拋棄狗的事件, 實不得已也. 班上的郭同學, 送周同學一隻剛出生幾個月的小黑狗. 我好玩
就要求周同學讓我帶回家養一天. 我記得我給它吃麵.  哇~ 它居然開始吐, 吐出一條條麵條. 每
條約有十來公分. 我擔心死了, 以為它沒咬斷就吞下去, 怕它噎到, 還幫它拉麵條出來. 仔細再一
看,哇~ 我的媽呀~ (不是叫你!) 原來不是麵條, 是蟲啊. 我拉啊拉的, 怎麼拉也拉不完, 嚇得腳發
軟. 過去對寵物的醫療照顧, 並不比現在的周密, 何況是一隻小土狗.  我第二天趕快還狗, 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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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周同學此事. 她哪敢再養, 當然是要還給郭同學.  郭同學馬上變臉. 這下子無路可逃, 只好下
課去公園號時, 順便到公園 “放生”去了. 心裡當然也是很難過的啦~  
 
74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8 01:33 PM 回應 
************************************************************************************ 
749: 
以前 1139 也很愛玩地球儀和盪鞦韆, 平時會暈車的 1139, 對於地球儀卻毫無懼色, 緊抓鐵桿, 使
命往前跑..........當它旋轉到一個程度時, 整個人就飛了起來..............鞦韆是很少的, 所以要用 快
的速度, 在下課時衝出教室.1139 小時候很高大, 是後來沒長高, 才成了矮個兒.  跑起來是飛快的
很...........,老愛和人鬥鞦韆, 比賽誰盪得高, 碰到樹上的樹葉時, 會以為自己是隻飛上枝頭的鳥兒, 
風呼呼地響在耳邊, 辮子都鬆毛了, 也不去管它..............不過,轉360度的事, 是沒發生過.  倒是單
槓....小學一年級, 才跳上去試著把腰頂在槓上, 被調皮的男同學, 一把往前推..........360 度跌落地
面, 從此一直視單槓為畏途. 
 
小學時, 女生老愛一堆人去上廁所............因為老是有人講故事, 說廁所有鬼之類的, 嚇死人啦.  
 
1139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7:10 AM 回應 
************************************************************************************ 
總算搞懂地球儀是啥，2056 還真不知那個遊戲器材叫做地球儀。 
凡是旋轉的東西，2056 都敬謝不敏，所以對去迪士尼，小人國之類的地方，一點也不起勁。 
 
2056 在 新浪部落 於 2006/03/19 08:23 AM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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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父母之四 
 

自從去年八月, 老公回台辦事, 比計畫早了一年, 兒子還有一年高中要上, 我居然成了內在美(內
人在美國), 和兒子的混戰, 則是越演越烈.  仔細分析檢討原因, 是因為可以分心的老公, 沒有在
眼前晃, 全心全意都把焦點移轉到在家的兒子. 
 
電腦真是個太神奇的發明, 我們有 skype, 有 e-mail, 有視訊, 雖然台北洛城十多小時的飛機距離, 
卻因為利用電腦, 可以天天見面, 天天說話, 一邊說話, 還可以一邊傳檔案, 把資料, 照片傳給對
方.  每天我都趕著下午五點到家, 因為他把早上九點和我通電話這件事, 當作是晨起上班的第一
件事, 也是我們天天約會的時間.  他會讓我把當天家裡發生的大小事情講一遍, 也聽我抱怨兒子
怎樣又怎樣的不聽話, 然後才把他台北發生的事告訴我.  這樣的聯絡, 似乎人好像就在身邊, 不
太遠, 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什麼時候想說就說. 
 
每天, 下班後, 我就守著少了一半人口的家, 煮著兩天做一次的飯菜.  兒子活動忙完, 回家洗澡
吃飯外, 我不太常見到他, 他都跑進房間看電腦寫功課.  深夜偶而會下樓來彈鋼琴, 我說了都少

次都沒用, 不但我和朋友打電話要嘶聲力竭的吼還不見得聽得到外, 還吵到鄰居的休息.  我告訴
他, 總有一天, 鄰居會請警察伯伯來跟他談談, 為什麼深夜不可以彈鋼琴.  天真的他, 說警察能
對他怎樣?  他又沒做錯事.  我跟他說公德心, 跟他說不要影響別人, 他聽不懂公德心.  這英文

怎麼翻譯唷? 
 
晚上, 我在樓下一邊抱電腦, 一邊聽電視報導新聞.  其實我可以早早上床, 只是, 想多陪兒子一
會兒, 雖然他在樓上房間內.  等到深夜, 電腦用完告一段落, 一回頭看, 樓上電燈早已滅了, 他居
然不知何時已經睡下, 也沒跟我說一下.  嘆了一口氣, 自己很落寞的踏著樓梯上樓休息. 
 
有時生氣兒子, 惱怒之下, 氣得七竅生煙的對他說“我是可以回台灣陪爸爸. 都是為了你才留下來, 
你還這樣不聽話”.   他居然可以心平氣和的, 不反省不檢討自己的對錯, 卻說 “你那麼想回台灣, 
那就回去好了”….真是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 
 
他是這樣的不在意我嗎?  卻也不是.  周末到了, 他會問我怎麼不去公園散步?  其實他真是不愛
陪我去公園散步, 他愛跑步愛打籃球, 他一起運動的伙伴絕對不是我.  可是他還是勉為其難的主
動邀約我.  不然或許他會良心不安吧~   
 
他也陪我吃飯.  除了我為了他愛吃, 煮給他吃的飯菜.  周末到了, 他會陪我去餐廳吃飯.  除非
是學校的活動有必要在外頭吃, 再怎麼晚, 他會乖乖的回家吃我做的飯菜.  一邊誇獎我那平常得
不得了的蕃茄炒蛋好吃, 清炒高麗菜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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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是愛我的.  我常坐在電腦前, 忘了開燈.  他會走到隔壁的廚房, 手伸過餐廳來, “啪”的開
了一廳的燈給我. 
 
因為晚睡, 早上六點常起不來, 泰半都是我叫他.  偶爾我也起不來, 他會輕手輕腳的趕快去上學.  
我聽到聲音, 會叫他喝杯牛奶再走.  他會說 “Don’t worry about it.  Go back to sleep”. 
 
他其實有他自己的想法, 做任何事都有主見.  我說的都是多餘的, 因為他覺得我在意的都不重要.  
可是他的一舉一動, 都被我看在眼裡, 我覺得我必須要指正他, 我多麼希望他按照我說的去做, 將
來好少吃點虧.  所以歷史就一直在重演著.  說他, 他不聽, 我生氣 他生氣; 說他, 他不聽, 我生
氣, 他生氣….. 
 
終於, 那一天, 我想我受夠了, 他也受夠了.  我們都需要暫停一下.  所以, 我買了機票, 決定了
日期回台北.  兩星期的時間, 給他一個獨立的機會, 也給我探望老公的機會.  兒子總要長大去學
習他人生路上的問題.  我也是該學習怎麼放手讓他自己決定怎麼做.   
 
早早就收好行李, 倒數著坐飛機的日子.  真是歸心似箭, 歸心似箭…. 
 
機場出來, 一見到面, 看他清瘦了些.  顧不得外人想這對有點年紀的老夫妻, 也不稍微避諱一點.  
兩人就下意識的伸手擁抱.  我腦中想到平劇中那苦旦, 悲從中來 喜極而泣, 一手假裝擦淚, 抽噎
的唱著 “夫君~ 喂~~~呀~~~~”  頓時, 忽然目光模糊潮濕一片….. 
 
 
 
 
 
 
 
 
 
 
 
 
 
 
 

Monday March 2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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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台北交通規則 
 

首先要說清楚:  此地所說的交通規則只是我的了解, 並非確實真正的台北交通規則.  請不要自
己混淆自己.  OK?! 
 
那一天, 我決定上台北馬路開車.  呃~ 好啦~ 也不是完全是我自己決定的.  老公說: 你台北不
開車, 哪能帶你父母出門?  我想想也對.  只好硬著頭皮, 拿過車鑰匙, 換過座位, 開始掌控我倆
的生命大權.  開了兩、三趟後, 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給大家做為在台北開車的參考: 
 
在台北開車很像玩電動玩具.  開車出門, 狀況百出.  你必須專注處理隨便蹦出來的計程車、摩托
車, 甚至公共汽車.  他們可能與你同方向, 可能與你垂直方向, 各種車都有讓你死掉一條命的可
能, 如果你不夠小心的話.  
劉教練說在台北開車, 要慢慢“伸”車頭出去, 讓別人知道你要做什麼.  方向燈一打, 你頭伸在前
面, 別人可能讓你的機率就大些; 雖然車頭伸出去了, 在台北開車, 還是要慢, 不然意外冒出來的
不服輸不讓你的車子, 都可能讓你又死一條命.  
劉教練又說, 台北與美國開車另一個不同是: 台北馬路上有數不清的摩托車.  摩托車真是像電玩
的打蜜蜂一樣多.  飛來飛去什麼方向都有.  你要換線或轉彎, 好瞄一下邊鏡, 免得撞上一個小
蜜蜂.  來方的車道, 雖然是雙黃線, 也不能掉以輕心; 他們那方向的摩托車, 可能躲在汽車陣中, 
突然從汽車隊伍冒出來, 越過雙黃線, 跑到我們的車道, 再鑽到他們方向的前一輛車前面.  你一
個不小心, 又撞到一隻小蜜蜂.  
台北很少見到左轉專用燈.  你要左轉, 頭(當然是指車頭啦~  傻子~)伸出去, 見機行事.  有空就
趕快跑.  不必等排在你前面的車先左轉後, 再乖乖的左轉.  所以有時來方車較慢些, 會見到我方
三輛車同時左轉, 真是太神奇了.   
台北車道很難認.  有時你開一線道, 旁邊有個車也跟你亦步亦趨的擠在同一線.  你車頭慢慢伸
超過去霸佔多一點車道, 他大約知道你比他兇, 就會退後讓你先行了.  不過健忘的他, 可能過一
下子, 又來跟你並駕齊驅, 你又要爭先恐後一下, 讓他知道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台北人開車很有
默契, 可以兩線四車並進, 有時忽焉在前, 有時忽焉在後, 亂中有序, 絕對不會有問題.  再加上忽
前忽後, 忽左忽右, 忽快忽慢的摩托車, 也不至於有車禍發生, 真真是太神奇了.  
在台北車陣中, 有時認不出自己開哪條車道, 你只要朝著你要去的方向直直慢慢一直走去, 自然
會走出一條路出來.  身旁的車子, 慢慢會納入車隊, 車頭落後就乖乖地慢慢排在後頭, 也都朝著
自己的方向去, 化零為整, 大家都走到自己要去的路, 說不神奇, 實在太難了.    
一到台北停車格, 大約是要表演倒車入庫.  隨便哪輛車, 都可突然就標準姿勢的倒車入庫, 太厲
害了.  

又回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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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上, 大約人人都有裝上反雷達偵測器.  這段路限速多少, 一路報個不停.  有警車的訊號, 
更是ㄅ一ㄅ一亂叫, 好不熱鬧. 所以測速雷達很少抓到超速的車子, 因為大家一測到測速雷達就
趕快踩煞車, 以低於速限的車速前進. 
台北車上, 也大約都有前進雷達和後退雷達, 幫你探測是否快要碰壁, 是否過車有危機.  
台北開車彈性較大, 路口沒有禁止標誌, 通常表示可以左轉右轉或 U turn.  
台北過晚間十點, 規則比較不嚴格, 不像法治的國家.  路上看過有人莫名其妙暫停紅線, 去 7-11
買東西.  這是台灣人情溫暖的地方, 巷小車擠停車不易, 所以臨停在店門口, 大家都可以體諒的. 
颱風天水門因為會淹水, 停的車要疏散.  所以颱風天, 政府很體恤老百姓的讓車子停在高高的橋
邊, 路邊畫紅線黃線的也 OK 可以停用, 真真是太太神奇了. 
 
總之, 台北人太聰明能幹了.  日日訓練有素的累積這般的經驗, 大家見怪不怪, 默契有加的守著
這些規則.  我能說什麼?  我太愛台灣人, 尤其是台北人了.  因為他們太棒了!! 
 
 
 
 
 
 
 
 
 
 
 
 
 
 
 
 
 
 
 
 
 
 
 

 Monday, April 03, 2006 8:01 AM 



 100 

          

頂溪四健會 
 

1139 盡地主之誼, 讓我們(02、1531 和 749)見識了永和火鍋之王 – 麒麟閣, 也辦了 749 首次新書

發表超迷你簽名會.... 
 
3/29 那天, 1139 盡地主之誼, 請我們在永和吃了麒麟閣的沙茶火鍋. 此店, 據說是四十年老店, 湯
底用扁魚(是 749 的 愛材料之一)冬菜熬的. 所以, 749 一向不喝普林高的火鍋湯, 當天居然喝了
三、四碗(各位要學 749, 喝湯要等肉片尚未放下時, 先喝它. 不然那湯, 濁得心臟都快發病. 可是
當天 749 動作太慢, 要舀湯時, 肉片已經放下去了. 但還是硬著頭皮喝下去, 可見湯多好喝囉~). 
 
火鍋料的燕餃、魚脆(?), 很精緻好吃. 749 吃了好幾個. 他們的招牌菜, 炸旗魚, 真的綿密好吃. 我
也一反自己不太吃炸的東西的原則, 吃了三個. 好在 749 白菜、茼蒿吃了好多, 算把肚內的不該多
吃的好東西, 都給平衡一下. 只是明天要去看醫生, 定期檢查身體, 有點擔心這幾天貪吃, 把膽固
醇吃多了).   > ”< 
 
四人是 749 先到車站(必須聲明: 749第一次被放單坐捷運. 台北捷運超方便! 永春站轉到頂溪很容
易.  749 運氣也好, 沒坐錯車, 也沒等車, 就一下子到目的地).  1139 說在馬路上見, 可她老人家
還在票口張望, 想我們會老糊塗, 忘了約定.  然後 1531 也到了. 紅外套的她, 很溫柔的一個人.  
1531 我們都沒見過.  我特地在和她 skype 後, 去看過綠制服照片. 依稀覺得在北一女時見過此姝.  
所以在捷運站並沒錯過. 
 
三人利用等 02 時, 一起照了相.  02 這大忙人, 我們一見到她, 真是心疼.  她嘛~ 白兮兮的一張
睡眠不足的臉, 據她說前晚三點才睡下.  唉~ 這人真該獎勵她的努力, 也該打她屁股.  我跟她
是舊識, 老公又都是朋友, 所以算蠻熟的.  不過此人交遊廣泛, 她的熟識太多了.  偏她那腦袋, 
搞得清楚誰跟誰是啥關係, 誰的來龍去脈也都知曉.  太厲害了~~ 
 
話不多說, 我們四人湊齊, 就去麒麟閣.  四個歐巴桑, 拿著九本書(本人拿了四本), 走了一段路
(當天, 我真恨自己寫那麼多字幹什麼! 真是好重!! 我還扛回台北車站. 也就是說, 02 拿三本, 我
四本, 七本書來回永和、台北車站, 走了好長的路).  先是辦文人的事, 把書簽了名.  本人字嘛~ 
亂畫亂飛已經多年, 但很久沒寫中文, 所以有點龜毛的不滿意.  簽了後, 照了相, 就邊吃邊聊過
去種種, 很愉快.  世界很小, 你的、我的、她的朋友, 原來都是朋友, 只是我們當時互相不認識.  
吃完火鍋(ㄟ~ 真的給它見底耶~ ), 我們見還有時間, 就去 1139 的診所去巡視一下.  749 路過一
糕餅店, 特地買了一條 749 愛吃的黑森林.  想去和 1139 伉儷, 與 1531, 02 分享.  想不到 1139 居
然收下, 沒打算要切給我們吃, 我們只好悻悻然的離開.  
 
1139 的老公是個忠厚老實型的人. 年輕時, 應該帥帥的. 我們 1139 的眼睛, 真是很美麗. 可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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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 用眼鏡給遮起來了. 喔~ 忘了一提, 那陶瓷燙的頭髮, 其實不錯. 我過去開玩笑說她有燙似
無燙, 其實本人比照片好看啦~ 還有原來 1531 與 1011 也同過學.  就說世界很小嘛~ 我老公的連
表弟, 她也知道的. 
 
約是三點吧~ 我們的四人超迷你團聚就結束了.  749 還有一場二十餘年的團聚要趕去, 是台大的
同學何經華與趙麗珠學妹.  他倆夫妻真是超級的速配, 這是後話. 
 
說真的, 北一女同學真是好朋友.  怎樣的聚會, 都很有意思, 我真愛她們. 
見面圖片如下: 

    

金閣寺裏的「粉紅花的小世界」 作者親簽的曾子謹藏書 

   

令人食指大動的元香火鍋 頂溪四健會創會元老 

                              2248 林莉(02)、1531 廖惠華、1139 曾子瑾、749 李玉玲 
 

 

P.S.  趕去玫瑰園與何經華趙麗珠夫婦見面.  何是有名的電腦界經理人. 隨著大陸培訓新經理人
的潮流, 有點給人我們屈居退休的年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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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兄伉儷與我家 

 

 

 

 

 

 

 

 

 

 

 

 

 

 

 

 

 

 

 

 

 

 

 

 

 

 

Monday, April 03, 2006 8: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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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甜不甜 
 

傳給北一女和班同學的記錄: 
 
4/4/06 晚上六點多, 張翠棗、陳惠娟、林惠蓉、錢理華、陳映麗、張雪芬、周爾珍來到李玉玲(我)
家玩.  先是張翠棗帶來大甲媽的奶油酥餅(忘了臨走分送各位同學分享~), 陳惠娟帶來起士蛋糕, 
錢理華帶來枇杷與橘子, 陳映麗帶來日本買的鱈魚做的皮包起士(不知是啥名字), 張雪芬送來一
套枕巾, 我的鄰居, 林惠蓉, 更是買了好多好吃的肉圓、四神湯、蝦捲、甜不辣來分享, 還重重的
果汁飲料也扛來, 真是多謝.   有罐茶葉, 不知是不是陳惠娟帶的.  總之, 太感謝大家的好意.   
本來是想請大家來玩玩, 真不好意思讓大家破費.  周爾珍大經理還工作到八點多才到, 餓虎撲羊
的把剩菜混吃了些. 
 
我們的晚餐是家附近的乾麵和三色湯.  老公還幫我們買了點小菜.   我們邊吃邊東南西北的聊來
聊去.   過去矮個兒與高個兒沒啥聊過天, 現在到了非老嫗的年齡, 我們全聊開了, 沒有界線. 
 
忽然發現生兒子的較多, 統計如下: 
 
陳惠娟一男一女(而且在我們這堆中小孩年紀較大); 
張翠棗兩男; 
張雪芬兩男; 
林惠蓉兩男; 
錢理華一女; 
周爾珍兩女; 
陳映麗一男一女; 
李玉玲兩男.. 
(希望我沒統計錯) 
 
飯後, 有水果和零食.  同學們帶來的好東西, 也大部分都吃到了.  我們家廚具不太全, 所以大家
差不多把我們家有的杯碗湯匙盤子, 都用過一遍.  :)   
 
時間太短, 也聊不過三小時, 就到十點, 該回家了.   臨走前, 又小小的開了次粉紅花的小世界的
簽名會.   謝謝大家不嫌棄.   多謝多謝!! 
 
下次六月中再回台北, 來我們家玩, 應該可以請大家來吃飯.   先聲明喔~ 家常菜.   不要寄望
太高.   不過歡迎大家有空再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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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照的相片, 在張雪芬那邊, 要請她傳給我們看看.  為什麼文題是西瓜甜不甜?  因為照相時, 
喊一聲西瓜甜不甜後, 大家笑嘴彎彎的說“甜”! 
 
 
 
 
 
 
 
 
 
 
 
 
 
 
 
 
 
 
 
 
 
 
 
 
 
 
 
 
 
 
 
 
 

Wednesday, April 05, 2006 2:37 AM 



 105 

          

 

 

我的台北吃 
 

這趟回台北, 並無大事, 只是回去看看父母, 孤單的老公, 以及放小兒子單飛兩星期, 看看獨立的
滋味為何.  所以除了到處跑跑, 見見朋友, 頂多是吃了些好東西.  想告訴大家幾家回去吃到的好
食物: 
 

聚.  南京東路二段第一飯店對面, 台東企銀行旁, 72 號的地下室, 有家日本式的火鍋料理.  火鍋
是採兩人合用一個煮食的鍋, 但是是各人單點的火鍋套餐.  套餐包括兩個前食(好像都是二選一), 
主菜, 尾食和飯後飲料.  料理很精緻可口.  前食我已忘了是啥料理, 不過很好看, 也很好吃.  而
且他們會要你在煮主食前, 先喝看看湯頭.  主食我選海鮮, 對面的老公選牛肉(是雪花牛肉), 互
相交換著吃.  湯頭其實沒啥特別, 我嚐了半天, 是日本紅搭系(音譯)的味道, 湯鍋裡煮著一塊海
帶.  一盤海鮮主食, 份量倒是不少, 加上青菜、菇菇, 就真的很豐富了.  然後四選一的飯後尾食, 
可以是甜點或小份量的麵點之類, 也很精緻.  也有紅豆挫冰可選.  我近幾年不太愛吃火鍋, 主要
是覺得那湯到 後, 濁得可怕.  而且常不知不覺吃太多的量.  所以真有吃火鍋, 不是肉品另煮, 
不然就是一直撈湯上那些雜質的東西.  這家餐廳很周到, 特別給你一個小勺子, 在一杯水內, 好
撈那些壞東西, 所以我吃得比較安心些.  套餐常常份量超出一般的量, 所以吃完真是很飽很飽…. 
 

隨意鳥地方是個義大利菜的餐廳, 而且是連鎖店.  新誠品還是新光四館, 好像也有一家.  聽說
天母中山北路一直開車下去(不知幾段)也有一家老店.  老公起先要帶我去, 我還不太願意.  覺
得那種鳥地方, 有啥好吃.  何況我對蔥薑蒜的味道很反感, 已經練就做菜可以不放蔥薑蒜.  義
大利菜吃完出來, 一口的蒜味很噁心.  對茄汁的料理, 也很不愛.  後是在懶得挑選之下, 進
去吃了一次.  我還是挑沒蕃茄醬的奶油海鮮三色寬麵.  詢問過麵是手工趕的.  他們的芝麻麵
包很精緻好吃, 綿綿的又有點像燒餅, 但卻是有蒜味的大蒜麵包.  沙拉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聽
不懂我只要半個檸檬, 不要千島或其他醬放沙拉上面, 害我多吃了些卡洛里的千島醬.  我的海

鮮麵真是好吃到我一大盤都吃光光了.  不油膩, 味道很好.  麵也很 Q.  所以後來我又去吃了
一次, 是吃南瓜寬麵.  感覺就差一點.  南瓜麵較甜膩些.  也可能是第二次是帶爸媽去吃, 要
照顧他們.  也幫忙餵爸爸.  所以吃的方面, 有點分心.  飯後甜點是蛋糕, 普通好吃(意思就是
好吃, 但沒有驚為天人).  咖啡似乎是一杯杯機器研磨的, 還不錯. 

 

山(?或石或山之石, 我真的忘了名字)在南京東路新生北路交口, 在往長春路那方向, 就是過去
的楊老乃瀧(音譯)之所在.  他們的日本料理也不錯.  套餐做得很有樣子.  主食有七樣可以選.  

我沒選有名的龍蝦, 因為我不喜歡吃龍蝦.  我選海鮮鍋.  種類很多很不錯.  前食佐菜都很精
緻, 尾食還有糯米飯, 做得很好吃, 份量適當. 

 

又回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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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閣.  頂溪四健會 1193提供的火鍋料理.  說起來是很平常的沙茶火鍋.  但是差別在那燕餃
與魚脆(丸).  裡面包的東西, 吃起來很不尋常的好味道.  我搶著吃了好幾個.  (嘿嘿嘿~~  四
個人共吃一鍋唷).  那湯底加了扁魚.  我一向很喜歡那味道.  所以顧不得普林高得很, 喝了
三、四碗湯下肚.  炸旗魚酥也很好吃.  我很願意再吃一次那火鍋.  或許下次捷運一坐到永和頂
溪, 邀約 1139和她老公一起再做火鍋宴.  四個人絕對剛剛好. 

 

點心世界在誠品地下樓的小吃街.  我吃了牛肉捲和小米粥套餐配上一小碟涼拌菜.  老公想起過
去吃他們的大滷麵, 所以點了大滷麵套餐.  不知是想起過去在那點心世界吃過無數次的緣故, 

覺得很懷念好吃. 

 

宜蘭(?其實是家連鎖店)九層炊, 圓圓的看起來是很像芋頭糕、蘿蔔糕的東西.  那天不知該吃什
麼, 卻在新誠品地下樓看到一個類似路邊攤位, 放了幾個竹製的矮桌矮椅, 蠻有點意思.  我們
就試了一下. 這九層(或七層?)(原諒非老嫗記性不佳)炊, 據說是一邊蒸, 一邊加一層, 再蒸, 

反覆手續才做成.  一個約六十公分直徑的好東西.  點一份九層炊, 店員就從圓柱邊緣, 切一塊
塊的放盤子上, 灑上蒜酥(呃~ 忍耐一下), 加上調味醬油.  再點一碗口感綿綿的鱈魚丸湯, 真
的好吃.  這七(或九)層炊不油不膩, 入口即化, 加上蒜酥, 很有碗粿的味道, 但比較不那麼
heavy, 注重粿的口感, 較於碗粿的綜合味道.  

 

京華城十一樓的禪日本料理.  好友請客, 點了一個火鍋, 又單點生魚、片豆腐等等, 一起分食.  

東西 主要很新鮮可口, 還不錯. 

 

信義區 Neo 19 內的上海茶館.  菜相當精緻好吃.  適合與家人吃飯叫菜.  這家我會再去. 
  

福華四樓的羅浮宮和花黎軒.  羅浮宮是自助餐式料理.  過去吃過幾次, 再吃好像不感覺很豐富.  
人真是不能寵, 吃多了就膩了.  不過再想一遍, 生魚片、假鮑魚, 生蚵、熱食(炒、炸、麵點)、冷
盤(燻魚、ham、沙拉、涼菜)、甜點(蛋糕、冰淇淋), 甜湯(八寶甜湯、雪蚶), 都是應有盡有的了.  這
花黎軒倒是蠻有意思的地方.  整個房間沒幾個桌子.  要先預約才行.  好友預約了一個靠窗的桌
子.  窗外花園風景很不錯.  是個吃氣氛的好地方.  老樣, 我捨棄了龍蝦.  同學不給我吃雕魚,  
說那就是吳郭魚.  所以我只好吃牛排.  蝸牛湯有點太多小蝸牛, 牛排差強人意.  上面除了菇菇, 
還有蚵, 蠻特別的.  麵包好吃, 我們吃了好多.  咖啡、蛋糕, 還附上好吃的巧克力.  唉~ 熱量熱
量. 
 
自助旋轉火鍋.  臨回洛城的 後一晚, 我們倆不知要吃什麼.  後來一想姊姊們好像蠻喜歡我們
家附近的一家旋轉火鍋, 我還沒吃過.  是在松山路上過 500 號左手邊..  $250 一份, 平日中餐是
$168.  這種吃法就像旋轉壽司一樣, 魚丸、海鮮, 是在旋轉台上, 自由拿取.  還會有一壺高湯, 在
轉轉台上, 讓人自己加湯.  咖啡、甜點, 偶而有上旋轉台.  青菜、芋頭、金針菇、豬血、酸白菜
等等, 自由離座取用.  我從來不知道燙 lettuce 會這樣爽口好吃.  這種 lettuce 就是韓國烤肉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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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烤肉吃的那種 lettuce.  我幾乎吃了一顆菜.  魚丸、魚餃每次轉來, 都是一個、兩個, 很恰當, 所
以不會吃太多.  魚、蝦、螃蟹也是一塊、兩隻的小小一盤轉過來, 很方便. 
 

松山路附近有很多小吃, 但是我還是覺得比不上廟口的小吃.  廟口這次沒有時間去享用很可惜.  

不過以後多的是機會的. 

 

想想吃真是個很棒的享受.  即使是家常的菜與料理, 都可以與奢華的料理, 達到同樣的“分貝”, 
只要是好友、好氣氛、好同伴, 吃什麼都會很香的.  謝謝提供這些好料理的親戚朋友, 濃濃感情
甚於味覺. 

 

要是再有好伙食, 願再與各位分享. 

 

 

 

 

 

 

 

 

 

 

 

 

 

 

 

 

 

 

 

 

 

 

 

 

Sunday, April 16, 2006 10: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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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部落格 
 

剛出爐的粉紅花的小世界部落格請大家去觀賞與指教.  有此書的人知道內容歡迎留言指教.  但
是不要太嚴苛喔~  記得要和和氣氣的說話~ 
 
希望你們喜歡粉紅色.  :) 
 

http://blog.sina.com.tw/pinkleslie/index.php?pbgid=23151 

 

 

粉紅花的小世界 - Leslie's Site 
基 本 上 是 與 朋 友 談 天 說 地 的 地 方 . . .  

 

 

 

 

 

 

 

 

 

 

 

 

 

 

 

 

 

 

 

Thursday, May 04, 2006 11:35 PM 

http://blog.sin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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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念那味道 
 

把在 Friendster 的雜記搬過來.... 
 
小時候, 學校只要是要開小 party, 老師就會要我們家長貢獻點好東西, 給他們小朋友享用.  常
帶的有胡蘿蔔或(和)芹菜, 切洗成一條條, 放上一小盤花生醬, 讓小手手們拿著綠色與紅色的蔬菜
條沾著吃. 既營養, 又不會吃多不該吃的卡洛里.  
 
今天小兒子去參加女孩子的生日派對, 我一個人閒閒在家, 花很多時間把電腦的信整理 back up 
一遍.  忽然好想吃芹菜條沾花生醬, 就自己去整治了一盤. 清脆的芹菜, 沾著有點甜有點鹹香香
的花生醬, 真是人間美味.... 嗯~  
 
我一口氣吃了 2/3 盤, 花生醬也吃了快兩大湯匙, 創下這輩子一次吃 多花生醬的記錄. 心裡當然
有點罪惡感~ 但是管他三七二十一, 下不為例就是了. 
 
那種心情很輕鬆, 但也很落寞. 老公打電話來, 便一直抱怨著, 告訴他我真不喜歡跟兒子住. 我放
下電話, 開始想, 有一天, 若我必須一個人住的話, 我會怎麼辦? 我是個不愛團體活動的人, 我可
以獨自行動很久...但是, 天老爺, 我想我會很不快樂...因為我不會因為不快樂, 就出門找朋友.  老
公知道我的個性, 越是時間的延宕, 越發現我的韌性不夠.  我會繼續走下去, 但不會改變自己的
心態. 我想了很久, 也許該養隻小狗, 這點我可以考慮改變自己. 嗯...... 
 
 
 
 
 
 
 
 
 
 
 
 
 
 
 

Thursday May 04 2006 10: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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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再興 
 

起始: 

 

中山國小畢業後, 大家有點害怕國中上的課, 很像天書一般.  數學方面, 阿拉伯數字還可以爬到
另一個數字上頭(exponent); 代數這名詞, 好新奇~ 不知道會有多難.  還要學除了中文外的另一
種語言, 叫英文.  哇~ 那麼多字母, 當時只聽過ABC.  其他的, 一定很可怕.  大家同學間, 都在
紛紛的討論著.  放了暑假, 也不敢鬆懈的找補習班, 先去瞧瞧補一補. 
 
我忘了我是放了暑假多久時去考私立中學.  我的好朋友考再興, 所以我也去報名考一考.  我們
當時交情好, 發誓一輩子一起念書在一起.  可是她考衛理, 我不知道. 我考靜修, 她不知考了沒? 
大華也考, 可是全部是我 頭痛的雞兔同籠的問題.  再興我記得是在大安國中考的.  數學考完
出來, 一些人在哭.  我媽媽問我很難嗎? 我當然要表示真難(我其實好像應用題大部分都做一半, 
會寫的沒幾題, 慌得要命), 所以苦瓜臉一擺, 假裝眼淚快掉下來.  或許我媽當時也被這場面震驚
了一下.  發表結果我考得還可以.  錄取進去的, 大家程度差不多, 都低分飄過.  靜修居然一下
子錄取三百多人, 錄取率超高, 好像怕很很多人不去念似的多錄取很多人.  我媽想想, 說可能是
再興還不錯, 那我們去念看看.  所以, 以當時我老爸公務人員的薪水來看, 交一學期的學費, 剛
好是我們家五口人, 不吃不喝一個月, 所以念再興是很大條的事情的.. 
 
當然, 暑假就完全泡湯了.  因為, 私立的學校, 哪有不在暑假上課的? 沒坐過公車, 第一天坐公
車,晃著101去內湖.  一大半都是再興小學直升的同學, 她們都穿深籃色的背心裙, 坐著校車進來, 
還有一些白色連身裙的吉人小學的(希望我沒記錯).  我們中山的, 稀稀落落的淺藍色背心裙, 沒
看到幾件.  直升的同學, 都好神氣, 又落落大方, 笑嘻嘻的和都認識的同學玩著.  我們這些稀有
民族, 顫抖的走來走去, 不敢說話.   
 
英文果然跟天書一般!  更慘的, 直升的那些同學都學過了!!  每次考字母, 都輕鬆的考一百分, 
我都七、八十.  再怎麼在家裡演練, 信心十足, 聽寫就是慌亂得錯個兩、三題.  我記得暑期結束, 
後一次考四種寫法的英文字母一遍.  大家都信心滿滿的寫著, 我居然聽成老師要我們四式寫法: 

A 用印刷體大寫, B 用印刷體小寫, C 用草寫體大寫, D 用草寫體小寫, ….. 依次類推下去, 完成 26
個字母.  怪怪~ 我們老師居然會有這麼高明的考法, 我心裡這樣的想著.  好在我都會了,  怎樣
都寫得出來.  一交卷, 我的心都掉到谷底去了. 老師叫我的名字, 看著我的考卷半天, 給了我六
十分.  這個再興, 真是觸我霉頭, 鐵定不好念下去….. 
 

我們的導師: 
 
我們一共有三班, 忠、仁、和.  我是仁班.  班導師是趙容威.  真的名副其實, 我必須說她是我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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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嚴格的老師.  她的一顰一笑一怒, 都讓我們班的同學害怕.  再加上當時教我們文科的史老
師是她的先生, 等於我們有兩個班導師, 大家更怕.  可是我必須要說趙老師聲音好好聽, 也是我
聽過 好聽的聲音.  她教我們化學和數學, 教得非常好.  我相信我的化學到現在還約略記得那
些活性順序: 鉀鈉鈣緦(?)鋇, 美女心若鐵(鎂鋁鋅?硌鐵), 姑念惜千金(鈷鎳錫鉛鋅?), 銅汞銀鉑金, 
這全是她的功勞.  
 
老師間的競爭, 不用明說, 我們同學也看得清楚, 所以我們被管得很緊很緊….不但為了升學率, 
也為了這老師間無形的競爭.  和班導師教我們生物, 也是有條有理.  她好像跟趙老師較好.  我
偶而需要去辦公室, 她們都有說有笑.  趙老師雖然對我們很嚴格, 可是我印象中, 她在辦公室時, 
是個愛撒嬌, 很隨和的老師似的, 不像在教室內的板著臉看我們. 
 
史老師也是可怕型人物, 長得高頭大馬.  可是他的課教得太棒了, 真的是很精彩的講師.  不過要
是成績考爛了, 他的牛眼一瞪, 我們都只好低著頭, 嚇得四神無主.  嚴重的一次, 是初三一次
模擬考, 史地超難, 大家考得不好, 他怒氣沖沖的來到教室, 把我們不足及格分數的人叫站起來, 
用粗棍子打手心.  我當時還好差一點點, 就要被揍.  可是被揍的, 手都被打得烏青, 很可憐.  不
管被揍與否, 大家一樣嚇到不敢考壞成績了. 
 
史寅秋老師後來還有在北一女教書, 只是我一直沒緣再碰到. 
 
這兩位嚴厲的老師, 其實對我很好.  我做錯事也都跟我好好講道理.  我相信他們對每個同學私
底下也都有溝通了解過. 
 

開始上課…. 

 

我的英文真的開始有點樣子, 還在學“These are my glasses.”的複數之後.  只好說我可能開竅晚, 
等老師一教文法, 還有我自己在家愛抱著區長獎的字典念單字, 才漸漸出人頭地.  我永遠忘不了, 
有次考試, 老師一邊改考卷, 看到我居然考得不錯, 若有所思的看了我一眼.  李美瑜老師後來跟
我非常好.  在再興, 某一科分數高, 那科的老師會要她幫忙登記分數.  我後來就是一直當李老師
的幫手, 加上我會珠算, 幫她算成績是很容易的事.  李老師的英文也是教得很好.  英文課真的精
彩是學到英文歌.  我們的第一條歌是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後來 Edwise(小白花?), I 
love to go-a-wondering along the mountain’s tracks(忘了歌名)….等等的歌, 深深的在我小心湖裡盪
漾著漣漪, 奠定我日後學唱西洋歌曲的興趣. 
 
數學也是我很喜愛的科目.  我也是混鈍到學過負負得正的演算法之後, 才有點出息.  班上數學
強的同學太多了, 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不落人後.  叢欣、康惠馨、李香苓、聶茜、林樂涵, 都是
我知道數學不錯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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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初一或初二暑假, 我們學幾何時, 找了外校補習班的老師來帶我們.  那位老師把補習班
那套超難的題目, 拿來教我們考我們.  印象 深的, 有次大家都二、三十分, 我好像有及格, 所以
也是那時開始對自己較有一些信心. 
 

我的同學: 

 

我記得我剛進去很沮喪的原因之一, 是同學大部分是外省籍, 我是台灣人.  很多同學家裡環境都
不錯, 我家卻只是很小康.  所以不知是我多心, 總覺得跟同學有點格格不入. 
 
這想法到和鄰座的林樂涵、何竹平、聶茜等人是好朋友才消散.  另外, 王天羽、王秀臨、林逸清
都和我同坐 101 公車.  還有隔壁班的張郁如、張郁菁、黃愛舒、陳雅慧, 我們一起上學, 開心的
聊天.  偶而還會往終點站發公車的金龍寺站走, 空蕩蕩的車內, 愛坐哪個位子就坐哪個位子, 一
路呼嘯的往回家的路上飛馳著.  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日子. 
 
我們班導曾經有次找我去辦公室.  我當時心情不是很好, 被叫通常不是好事.  結果竟然是做家
庭訪問.  趙老師才知道我每天早早上床睡覺, 不太用功 k 書.  於是她叫我要多念些書晚點睡.  
我於是從那次談話開始用功起來.  我們班59人, 初一時, 我常常是第三十名, 剛好在正中間.  用
功的結果, 有時月考衝到第一名.  可是, 學期成績很喪氣的永遠趕不過叢欣.  她永遠霸在第一名
的位子上, 太厲害了. 
 
住校之後, 大家起居、念書時間都一樣時, 更明顯的名次有所變動.  我記得林麗蓮和任幼玲(1056), 
超前很多.  之前, 可能也是沒有專心念之故. 
 

我們的校規: 

 

再興 嚴格的處罰是在校吃零食.  全校規定不准帶零食或課外讀物到學校, 否則以大過計算.  
只要有同學被罰站在教室外頭, 很明顯的就是慘了.  我記得我本來就不愛吃零食, 所以那條規定
對我不重要.  可是會犯的同學, 明明可以在校外享用, 再進學校.  要在學校冒險, 一直是我不懂
的地方. 
 
還有我們一年四季穿裙子, 冬天穿黑長襪保暖.  可能是天主教修女管的關係.  好看是好看, 但冬
天一到, 真是涼颼颼的, 尤其內湖好冷.  外套也是薄薄的一層布上面繡著再興的齒輪, 再加厚裡.  
黑套頭毛衣, 外穿米色襯衫.  年輕的孩子, 真厲害.  現在叫我再這樣勉強冬天穿裙子, 是不可能
的事.   
 
我們校門口一棵鐵樹, 是我們升學率好不好的預警.  若是高中聯考會考得很好, 鐵數樹就會開花, 
反之, 就一點不開花.  鐵樹好像在我們考高中那年開了很大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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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年規定書包要用左肩背.  進校門口, 大家一式的背左肩進來, 煞是好看.  我好久好久才習
慣用左肩, 一旦習慣, 到現在背包包, 都還是用左肩背. 
 

住校那一年: 

 

初三那年, 趙老師要我們班全部住校, 好方便一致性的考試與學習.  我很幸運分到住半山腰的圓

形宿舍.  宿舍形狀很像蛋糕, 分成一塊塊的一間間寢室, 中間是旋轉式的樓梯.  一樓忘了有沒有
寢室, 還是修女的房間.  二樓寢室, 我是粉紫色那間.  有同學睡山下宿舍(像 2056), 我已經沒印

象長什麼樣了. 
 
我記得第一天離開家, 搬到學校宿舍, 晚上已經因為沒住過外地, 睡不著覺; 更可怕的是學校可
能忘了噴殺蟲劑, 整個晚上蚊子嗡嗡的吵著, 大家都睡不著.  第二天一看, 每個人都被盯得很可
笑的臉上、手上、腳上一包一包的紅豆冰, 帶著苦瓜臉到教室吃早飯.  第二天, 學校馬上殺蚊子.  
前一晚正在高興吃飽飽的蚊子, 突然就被噴得爆斃了. 
 
住校的好處是: 生活時間穩定.  每天九點晚自習結束, 吃個點心就去睡覺.  早上六點,修女便拿
著鈴把我們吵醒.  在很有限的時間內, 讓老師規定我們永遠看不完的書, 考十六次之多的模擬考
(人家國中也不過考三次).  我考到後來, 一看題目就知道答案; 一寫完, 就趴著睡覺.  到聯考時, 
也忘了改掉那睡覺的習慣.  我們就是考到看到題目, 熟悉到下意識的就知道答案, 根本不需要再
思考, 所以升學率才會那麼高. 
 
我那天在走步機上走著, 才想起晚自習那管我們的老師叫吳效燕, 黑黑、小小、帶著深度近視眼鏡, 
很有個性的一個人, 也有她獨有的幽默方式.  我當時很佩服她可以在教室內我們旁邊, 每天走
一、兩個小時.  原來她也跟我一樣, 需要運動運動的. 
 
住校同學的感情, 是真的很難忘.  我那寢室有任幼玲、何竹平、林麗蓮、俞紀秀、祝綺蓮、徐淑
華、林正儀、蔡申怡和林玥玲.  我的上鋪是林麗蓮.  當年我們幾人, 尤其是任幼玲、何竹平、蔡
申怡、祝綺蓮和我, 我們放學會一起趕著跑著回宿舍, 去搶人家的洗澡時間.  晚上熄燈後, 蓋棉被
聊天.  要不是這樣的情誼, 讓我們這樣快樂, 住校的生活就沒什麼特別了. 
 
今年 1211 三十年會時, 很高興碰見祝綺蓮和蔡申怡.  真的是三十年未見. 
 

我們的修女: 

 

說真的, 我一直搞不清楚朱秀榮校長與陳副校長修女及其他修女的關係.  反正我們是由修女管理
的.  修女對我來說, 是個異數.  那幾個西班牙來的修女的心理很難了解.  很多同學都跟她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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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可是, 我一直沒有親近他們.  本來他們的打扮很緊密, 後來不記得是哪一年, 她們的服飾改
革, 額頭可以露出一點頭髮, 裙子縮短, 黑色服裝改成灰色布料.  剛開始露額頭時, 很好玩.  因
為常年沒曬到太陽, 露出的額頭是白色的, 很奇怪.  我們也才知道他們西班牙修女頭髮的顏色.  
有修女說她也愛游泳, 當時我真的無法想像她們穿泳衣的打扮. 
 
我們修女除了是保健室的護士(我們偶而會假裝生病去那裡睡覺), 自習的監督, 寢室作息的鬧鐘, 
好像還帶我們上課, 不過我真的不記得.  唯一記得是修女教我們跳西班牙舞.  校慶還表演過.  
腦海中, 我只有楊明明和叢欣是跳舞的一對, 我和誰跳, 我自己都忘了, 可能是林樂涵吧. 
 

我們的伙食: 

 

我想我必須提一提我們老芋頭工友做的飯菜.  我印象 深的是粉蒸肉和炸魚排和豆芽菜湯.  工
友每次快中午十二點, 用扁擔抬著我們的飯菜來時, 我的心已經不能聽課了.  肚子也好餓好餓.  
校工做的外省菜, 在我這個台灣小妹妹眼裡, 是很棒的料理, 在家裡都沒吃過的.  所以我通常都
會是爭取剩餘多下來份量的那幾名同學之一.   
 
住校以後, 雖然三餐都在學校吃, 對我來說, 還是吃不膩, 可能因為正在長大, 什麼菜都好吃.  早
飯每天幾乎都有黃豆燉豬腳、饅頭、鹹鴨蛋和稀飯.  晚自習後的點心, 我只記得紅豆湯, 不知還
吃過些什麼.   
 

結語: 

 

2056 在起初部落格啟用, 我們開始有聯絡時, 很讓我吃驚的告訴我, 她不喜歡回想過去初中的日
子.  我吃驚是我以為只有我覺得初中是很黯淡的日子, 原來還有別人也這樣想. 
 
其實, 再回想起來, 除了因為升學率帶來的一些陰影外, 我的再興生活還是多彩多姿, 不因為別的, 
而是因為有這些好朋友, 跟我同舟患難.  這些朝夕相處的情誼, 令我覺得回憶很美麗.   
 
雖然過去緊張的升學壓力造成的不佳感覺, 我還是永遠代表再興的孩子.  在外頭, 我還是會很驕
傲的說: 我是再興畢業的. 
 
 
 
 
 
 

Saturday, May 06, 2006 10: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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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cooking day. 
 

本來要放在部落格的回應下, 結果越寫越多, 只好自成一章囉~ 
 
今天是 cooking day.   
 
Cooking day 的先決條件很多:  
1. 心情輕鬆愉快; 
2. 冰箱材料齊全; 
3. 外務剛好做完; 
4. 討厭出門開車; 
5. 不想再碰電腦. 

 

這個 timing 就對了.  標準的做菜的好日子.  所謂做菜, 也不是普通的做菜, 是指要花時間慢熬細

燉的吃食.  當然, 以我的做菜水準, 也不要妄想什麼高級料理, 真的只能說是難得要花時間, 待
在廚房附近等候的菜罷了.  我絕對相信火候, 也相信世間沒有簡易達到好吃的料理.  快鍋是來
不及才用的, 微波爐是熱菜解凍用的.  需要火候慢熬的菜, 不可能速成而達到一樣效果的味道.  
所以, cheesecake 簡單做嗎?  不簡單.  我的 New York style cheesecake, 從派皮到做餡, 要花
四、五小時, 才能做成.  簡易的 cheesecake, 當然會做.  但是, 味道不一樣嘛~ 像豆漿, 就是必須
泡豆子、磨豆子、搓豆子、煮豆汁, 還要一邊攪拌, 豆漿才會香濃得表面結上一層腐皮的嘛~ 豆
漿機? 我也買呀~ 但是味道就是不道地嘛~ 紅燒牛肉、蹄膀, 就是要慢火慢慢來, 快鍋味道不一
樣嘛~ 佛跳牆, 我要做一天, 才做出來, 從炸排骨開始, 到隔水燉它五、六個小時.  當然可以速成, 
但是保證味道就是沒有花一天時間做的香郁.  英文不是說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嗎?  
我相信, 非常相信那句話. 
 
今天是要做牛尾湯, 紅豆湯和烤麵包.  兒子很愛牛尾湯.  同事老是告訴我, 牛尾可以加味噌紅燒.  
可是兒子就愛喝湯, 我愛熬出那膠質.  所以, 牛尾在我家, 只有一種煮法: 加高麗菜、紅蘿蔔、洋
蔥、蕃茄、馬鈴薯煮湯.  好時間夠, 熄火後, 等它冷了, 把上面的油撇掉.  老公看到牛尾湯, 不
太敢喝.  我每次還是固定添一碗給他喝湯, 要喝膠質啊~ 沒辦法.  兒子是用碗公, 裝兩碗的喝
著, 啃著肉與骨快分家的牛尾.  紅豆湯用慢鍋(千萬別用快鍋), 煮六、七個鐘頭, 加兩個龍眼乾、
黑糖一點點, 就好吃了.  今天煮一半大紅豆, 一半小紅豆, 不同口感, 一起享受. ☺ 烤麵包是新

嚐試.  我愛做烤麵包.  烤麵包機一直做不出我要的口感, 因為它是從放麵粉材料, 到攪拌, 到烤
好, 一次時間控制.  逼逼叫時, 已經烤過頭了.  這次用剛買的 Vita-Mix 來做 dough, 想試看看自
己控制攪拌和烤的時間, 有沒有好一點.  
 
我想我的運氣不錯, 家中的壯丁都沒有愛挑剔伙食的人.  兵來將擋的煮什麼, 吃什麼.  兒子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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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邊吃紅燒牛肉麵, 筷子夾著快煮爛的牛肉, 給我獎勵的說“馬麻~ 你煮的牛肉很’嫩’. 很好吃”.  
而且常常一家人圍坐下來, 餓虎虎的吃著.  根本來不及討論菜煮得好不好.  基本上, 沒有趕上時
間吃飯, 就沒飯吃, 還有什麼挑毛病的餘地.  這點, 我對自己的專制, 也蠻欣賞的.  ☺ 
 
啊~ 說起來有點出爾反爾, 第五點的不想再碰電腦, 偏偏很難做到.  因為在等熬煮的關係, 除非
看電視, 不然只好打開電腦, 玩一、兩個小 game 吧~ 
 
 

 

 大鍋牛尾湯 

 

 

 

 

 

 

 

 

  

Sunday, May 21, 2006 4: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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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prom date 
 

小女生從小就一塊長大的, 以愛講話有名.  可是很可愛.  我兒子有 180 公分高, 這女孩穿高跟, 
就比我兒子高.  這是他們的照片. 
 
兒子的西裝, 本來是我想幫他挑選的.  可是他們要配色, 所以相約一起去挑選, 整個過程, 沒我
參與插手置喙的餘地. 
 

 

 

 

Friday, May 26, 2006 8: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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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級瑜珈 
 

台北回到洛杉磯後, 與同事的新發現.... 
 
Alison 老是在敲打著頸椎, 喊著說酸痛; Julie 帶來 Arcadia 市活動中心的簡章, 她報名 box kicking. 
我們檢查半天, 決定一起報名參加瑜珈.  Alison 想拉拉筋或許好些, 我是想閒著也是閒著, 若是
自己去, 向來毅力不太夠, 鐵定虎頭蛇尾, 有始無終.  既然她要參加, 我就湊一腳去了解一下瑜
珈是怎麼回事. 
 
向來不太覺得瑜珈會是門很吸引人的學問, 印象中, 瑜珈跟 human pretzel 好像連成等號.  上了
第一堂課, 發現完全不是這碼子事, 大大的改觀, 而且蠻喜歡的.  可能主要是跟年紀有點關係.  
瑜珈的慢與沉穩, 是蠻配合我們這時的心境的.  若是我早些時候學的話, 必定會無疾而終, 不了
了之的. 
 
老師是個有點年紀的印度人.  帶著我們做暖身運動後, 每次上課有一系列的動作教導. 這些動作
都相關, 而且由簡單, 慢慢複雜與困難.  老師給我們的觀念是不強求, 每個人能力可以做到什麼
程度, 就適可而止, 不要勉強.  事實上 慢慢的有恆的練習, 也是會進步的.  一系列的動作做下
來, 全身筋骨鬆弛, 心境也冷靜下來, 那種感覺很好.  我們這期是上八次課, 每星期一次, 七次課
下來, 每次她都有不同系列的動作教導, 非常有意思.  有些動作, 我可以做得不錯, 有些慘不忍
睹.  像有次上課, 關於腳膝蓋的動作, 我不太能做.  單腳站立, 也像落水狗, 七零八落的.  盤腿
更不用說了.  腿還會發抖呢~ 
 
今天, 我們又做一組新的動作, 是練習手臂的肌肉. 暖身後, 她要我們兩手用力握拳,做了很多又
站又坐的動作後, 手脕交叉, 放在背後, 好像戰俘被綁似的. 不准動手指頭幫忙, 讓我們用腳, 把
墊子打開, 想辦法坐下, 想辦法趴著, 然後做很多腹部、左翻右轉的動作.  用肚子前進時, 真像一
條大毛毛蟲, 真好玩.  然後, 要想辦法不用手幫忙坐起來, 再站起來.  做了一小時這麼久後, 她
准許我們放鬆拳頭, 恢復正常, 大家都慘叫一聲, 因為放鬆時, 才發現手臂好酸好酸, 舉都舉不起
來. 而且每人的酸痛處, 因人身體狀況體質而異.  
 
我必須說瑜珈的一些動作做起來, 真的很優美.  它的本質並不要求完美, 那個精神上的追求, 比
較重要.  不急不徐中, 引領進入一個平和的心境.  每次結束前的打坐和躺屍, 總結了當天的安祥
平靜的心境, 真好~ 
 
因為我第一堂課小看家裡到 Arcadia 的距離, 遲到了 15 分鐘. 後來, 每次就都早到, 跟老師聊天. 
她告訴我, 瑜珈可以練到跟功夫一樣的境界. 過去有四百式, 都是口耳相傳; 到現在只剩三百六
十式. 甚至, 她知道我要回台北一段時間, 便主動送我一份她教授的基本姿勢的錄影帶, 強調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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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緣”字. 這點我是蠻感激她的.  
 
瑜珈又講求養生之道, 愛惜自己的身體, 吐納, 保養四肢、內臟的方法, 也有一系列的介紹. 意思
就是說, 瑜珈並不是只做動作, 讓筋骨鬆軟而已, 如何照顧保護自己, 也是佔很大的部分.  瑜珈
並不能用來減少大量的卡路里, 當然瘦身的動作也有, 但是並不是主要的減肥方式. 
 
看完錄影帶, 才發現老師的右腳怪怪的, 有點歪. 今天她糾正我兩次動作錯誤, 我自己忍不住一直
在笑, 因為她只是把雙腳打開, 可是從我的角度看過去, 因為她的腳有點問題, 所以看過去就是看
成兩腳交叉.  真的不是我的錯.  哈哈哈~ 
 
下星期四還有一堂 後的課, 相信一定相當的精彩. 我們都很期待. 
 
上這幾堂課的唯一缺點是, 她沒有系統化的列出來練習的提要.  等我們開開心心的回到家後, 已
經忘了大半學到的東西.  或許這是她的策略, 讓我們繼續回去跟她上課吧. 
 
我需要去看有關的書與多多練習.  上面說的, 只是我上了七堂課大概的認識, 介紹給大家.  
 
瑜珈~ 蠻有意思的. 
 
 
 
 
 
 
 
 
 
 
 
 
 
 
 
 
 
 

Friday, June 02, 2006 5: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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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浪休克時我們在哪裡 
 

我的家庭醫生, 百年沒有聯絡, 居然寄給我一個邀請函, 自然我的狐群狗黨, 就也因我之故, 收到
一陣 mass invitations. 新浪當機那幾天, 我們就在 Friendster explored..... 
話就從" 
Introduction 
Just constructed Leslie's home here. 可以說中文嗎? We'll see. Seems fun...." 
開始.... 
 
真的可以說中文？？？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4, 2006 11:55 PM  
----------------------------------------------------------------- 
真的可以說中文!!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12:21 AM  
----------------------------------------------------------------- 
問題是別人可以來這裡玩嗎?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12:26 AM  
----------------------------------------------------------------- 
好像必須 register 在 friendster.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12:27 AM  
----------------------------------------------------------------- 
I love your cute face!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12:27 AM  
----------------------------------------------------------------- 
啥﹖您說我不是人﹖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12:28 AM  
----------------------------------------------------------------- 
怎可說 "所識非人"? 
 
字體嫌小了一點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12:32 AM 2 
----------------------------------------------------------------- 
要去睡了﹐晚安﹗明天再聊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12:3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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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I just register myself. (#837) Fancy meeting you here :)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08:56 AM  
----------------------------------------------------------------- 
Catherine, 
How come I didn't find you on my friend's list?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9:50 AM  
----------------------------------------------------------------- 
這是昨天當機前寫得..  
阿甲阿甲別著急 
讓我陪妳來看戲 
男兒俊來女兒俏 
保妳看得笑嘻嘻 
只可惜現在沒戲看了...  
i have responded to your invitation. Got to work. Will talk to you tonight...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10:26 AM  
----------------------------------------------------------------- 
哈哈哈!1504 到此一遊! (噓噓~~~在吹口哨!)還放了張同年相片...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12:49 PM  
----------------------------------------------------------------- 
我有看到 1504, 1056 和搞笑的 online. (在 friendster) 為何不能和你們 chat? 好奇怪.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2:03 PM  
----------------------------------------------------------------- 
Mr. Mu's profile shows that he is 51....so he is from '74. 
One of the Mrs. Smith :-)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2:21 PM  
----------------------------------------------------------------- 
And Mr. Mu lives in Palo Alto!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2:21 PM  
----------------------------------------------------------------- 
可能也不一定﹐因為 ID theft 的 concern﹐ 我並沒有把真正的生日輸入 Friendster.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2:51 PM  
----------------------------------------------------------------- 
Oh! I should go change my profile then.........make myself younger!!!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3:08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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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聰明的小鬼頭~ 我也是這樣去猜測木頭的.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3:16 PM  
----------------------------------------------------------------- 
木頭先生﹐能不能像 1504 一樣﹐放一張 5 歲的照片上來﹖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3:19 PM  
----------------------------------------------------------------- 
被 1056 騙了:-(。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3:40 PM  
----------------------------------------------------------------- 
不是故意的啦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4:03 PM  
----------------------------------------------------------------- 
All my profile info are fake, don't waste your time guessing...  
Posted by: Mu | April 25, 2006 04:12 PM  
----------------------------------------------------------------- 
High school graduation picture from the yearbook is also ok :-)!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4:17 PM  
----------------------------------------------------------------- 
where is the chief agent?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4:35 PM  
----------------------------------------------------------------- 
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to put a 'young' picture for everybody to see. Can we all do that?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4:41 PM  
----------------------------------------------------------------- 
2056, 1056 騙你啥?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4:42 PM  
----------------------------------------------------------------- 
oh, regarding my birthday. I did not feel comfortable to put real BD on Friendster.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4:47 PM  
----------------------------------------------------------------- 
Mr. Mu, a real 5-year old picture of yourself won't hurt., we are all treating each other  
sincerely.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4:49 PM  
----------------------------------------------------------------- 
I will have to wait for Paul to come home next 
month, then I can scan my old "young" picture. :)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5: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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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ha, old young picture.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5:45 PM  
----------------------------------------------------------------- 
Strange, I added Catherine and Naomi to my friend list before I added Mu, they all went through, but 
Catherine and Naomi's name did not show on my friend list.  
Why's that???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5:54 PM  
----------------------------------------------------------------- 
what do i need to do to see you girls/guys? Leslie, need more tech help. Do I need to invite all first?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06:02 PM  
----------------------------------------------------------------- 
Very strange,just received 1056's invitation and after I entered, it showed that I already log in and 
couldn't find 1056's friendsite ... how come we have to learn new things everyday and I entered the RBD, 
should I change it? The prints are pretty small ...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6:04 PM  
----------------------------------------------------------------- 
This blog is full of question marks right at this moment!!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6:10 PM  
----------------------------------------------------------------- 
Yeah, I added Anny to my friend list long time ago( early morning), and it is not showing either!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5, 2006 06:13 PM  
----------------------------------------------------------------- 
try to click their names here and choose add them as your friends on next screen.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6:19 PM  
----------------------------------------------------------------- 
And shame on her, Catherine said she's 47 years old!!!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6:21 PM  
----------------------------------------------------------------- 
Instead of posting pictures of when you were a kid, how about posting a picture of you in our 20s? 
Posted by: George | April 25, 2006 06:35 PM  
----------------------------------------------------------------- 
neither 5 years old pictures or pictures of 20's are available....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6:4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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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George is (uh~ was) my family doctor who fed me tons of pills. I dumped him after switching to 
Kaiser. Sure. I happened to see a 20-year-old picture when I uploaded the baby one.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6:41 PM  
----------------------------------------------------------------- 
leslie, how to delete photos or exchange photos? 
I like all you girls pictures!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6:43 PM  
----------------------------------------------------------------- 
well, i was being honest until i heard sisters/brothers faking info... You are so cute leslie.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06:45 PM  
----------------------------------------------------------------- 
i should just say i was 17..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06:46 PM  
----------------------------------------------------------------- 
Such a young doctor.Want our pictures of us in 20s to diagnose us?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6:48 PM  
----------------------------------------------------------------- 
i know how to delete photos, leslie. did not know i have to confirm...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6:55 PM  
----------------------------------------------------------------- 
What cute photos on Leslie & Dolly, moments ago, I just found out Mr. Mu is included in our  
circulation email list ...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6:56 PM  
----------------------------------------------------------------- 
Dr. George has beautiful family! He is surly young! I'm still learning here!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04 PM  
----------------------------------------------------------------- 
As a matter of fact, George sent me an invitation to friendster and started all these mess here.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7:13 PM  
----------------------------------------------------------------- 
2056, 很不幸, 我剛看了不知哪裡, 發現只有美加的地區可以用 chat.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7:15 PM  
----------------------------------------------------------------- 
I think I will need more hands and heads to function well!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15 PM  
----------------------------------------------------------------- 
木頭彈性高, 不透水, 擺在一邊不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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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Mu | April 25, 2006 07:17 PM  
----------------------------------------------------------------- 
哎呀!啊啊啊...! ㄎ ㄎ ㄎ !!!!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27 PM  
----------------------------------------------------------------- 
木頭就怕....火攻.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7:30 PM  
----------------------------------------------------------------- 
沒關係啦，leslie 我在這邊也一樣 enjoy，只要你們別忘了回來講講話就好了。 
木頭很大塊，有點礙眼，嘻嘻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7:32 PM  
----------------------------------------------------------------- 
要扇風點火嗎？:-)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7:34 PM  
----------------------------------------------------------------- 
嗯~ 說真的~ 木頭~ 你一定要陪我們一起老喔~ 像五十歲的 cruise, 你也要去. 你可以化裝, 戴太
陽眼鏡, 躲躲藏藏, etc., etc.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7:36 PM  
----------------------------------------------------------------- 
還不會用 AIM,要顧那裡就會忙得不可開交 @_@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40 PM  
----------------------------------------------------------------- 
如果有人 AIM 來,要如何 connect? 1504 笨手笨腳!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41 PM  
----------------------------------------------------------------- 
太好了，躲在 anny 後面，抄筆記，以後就會用 AIM 了。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7:46 PM  
----------------------------------------------------------------- 
頭目，五十嵗的 cruise 依往例是由北加州主辦，到時候，一定提名你為縂管！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7:47 PM  
----------------------------------------------------------------- 
Okay! Welcome Mr. Mu! However, we are all agents Mrs. Smith, as long as someone find a air of 
longer legs for 1504! Are we going to sign up for the Cruise soon?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7:52 PM  
----------------------------------------------------------------- 
My '74 friends are working on their cruise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y are trying to get me to go to 
their cruise. I think it will be a while before it is our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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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8:00 PM  
----------------------------------------------------------------- 
how to chat???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08:16 PM  
----------------------------------------------------------------- 
Catherine, your photo is so so so cute!  
Posted by: Anny | April 25, 2006 08:27 PM  
----------------------------------------------------------------- 
was catherine 1 year old and dolly 1 and half year old in your picture?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8:56 PM  
----------------------------------------------------------------- 
聽説我們 50 歲的時候不一定要去海上旅遊，可以去做別的。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8:59 PM  
----------------------------------------------------------------- 
I don't know how old I was, just know I was still in diapers, and looked like a chubby boy!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9:00 PM  
----------------------------------------------------------------- 
My '74 friends went thru a lot of other options, and finally still decided to stay with the cruise because of 
the cost, the length of the trip, everybody's availability...and all the valuable info from the prior years!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5, 2006 09:03 PM  
----------------------------------------------------------------- 
To chat: click on the name that show online and you want to target, choose from the tiny words (if you 
can find it) "chat". Then you will have a window pop up and hit space to start typing in the rectangular 
area at the bottom of that little window box.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9:21 PM  
----------------------------------------------------------------- 
原來 cruise 還是 經濟的。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9:24 PM  
----------------------------------------------------------------- 
Cruise 是也無妨. 只是怕吃太多. 我是有點怕水和怕穿太正式的衣服. 若有人跟我一樣隨便穿, 我
就會玩得很愉快.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5, 2006 09:26 PM  
----------------------------------------------------------------- 
至少有兩個人意見一致。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5, 2006 09:52 PM  
----------------------------------------------------------------- 
That's my very 1st picture on hand. If I was still learning to walk, 1 year sounds right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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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跟 Leslie 一樣隨便穿,我也怕水,怕吃太多,但一定會吃太多:(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5, 2006 10:06 PM  
----------------------------------------------------------------- 
木頭雖非優良導體, 但也非絕緣體! 雖然用"中性"形容它很"安全"沒錯, 但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 
好像 "太 X" .... 一船的老佛爺, 一百個李蓮英也忙不過來呀! 不去! 不去! 
 
Posted by: Mu | April 26, 2006 12:34 AM  
----------------------------------------------------------------- 
上網聊天有點像吃鴉片,呵呵呵!有點...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5:50 AM  
----------------------------------------------------------------- 
 “太 X”是什麼﹖ “太遜”通不通﹖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06:55 AM  
----------------------------------------------------------------- 
真是的. 木頭. 我們也當你中性朋友, 就像蔡康永一般. 而且你 cruise 也可以帶老婆來. 我們一致
覺得你老婆很 lucky. 很想看她呢~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8:41 AM  
----------------------------------------------------------------- 
woooou, wait a minute, I went to Baidu and checked out 蔡康永, won't Mutou get offended by that 
kind of comparison?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09:23 AM  
----------------------------------------------------------------- 
木頭大人﹐請帶萬歲同遊! 我們把您當哥兒們看﹐都請您到 circle 裡了﹐請別再這麼見外了。我們有
像老佛爺那樣霸道不講理嗎﹖ 蔡某人是錯誤類比。 您可以像還珠格格裡的好阿瑪呀!~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6, 2006 01:05 PM  
----------------------------------------------------------------- 
為什麼不能比為蔡某人? 他能言善道, 多才多智, 跟女性朋友很中性, buddy buddy. 不要想他的性
向就好了嘛~ 木頭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是很崇拜他的.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1:25 PM  
----------------------------------------------------------------- 
749原來妳是UC的財管Master,可敬可敬,了不起ㄟ ~ 1504在家管錢越管越少,一直在提倡清心寡慾,
少逛街少買...  
1011 ge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3:45 PM  
----------------------------------------------------------------- 
Hit the wrong key, well 1011, 02 ... where are them?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3: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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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聊天有點像吃鴉片..anny,有同感。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4:44 PM  
----------------------------------------------------------------- 
Anny, 
1011 恐怕不會來這裡. 02 可能太忙了. 我那學位是爬出來的. 沒啥了不起.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5:22 PM  
----------------------------------------------------------------- 
大家好! 我總算爬到了. 這些相片可愛到不行啦! 還在時差, 要改名叫貓頭鷹了. 早安! 
Posted by: Turtle | April 26, 2006 05:47 PM  
----------------------------------------------------------------- 
啊，turtle，這陣子内地天氣不太好，不是如洗三溫暖，就是下雨，有沒有影響妳的遊興呢？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6:43 PM  
----------------------------------------------------------------- 
蔡康永?! 完了! 
Fine, where is 林志玲?  
不然 林玉玲 , 李志玲 也行 :-) 
Posted by: Mu | April 26, 2006 06:49 PM  
----------------------------------------------------------------- 
Leslie, Dolly, Catherine, Alice, ...: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天下好奇(事)者甚眾﹐ 小(老)生臉皮薄﹐ 不想當動物園的猴子﹐ ... let's find some other (private) 
way, OK..... 
It's next year, still a long way to go ... 
Posted by: Mu | April 26, 2006 07:06 PM  
----------------------------------------------------------------- 
木頭頭目，確定不要小 S？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7:16 PM  
----------------------------------------------------------------- 
有意思~ 這個網站還會告訴你你是幾等親的朋友. 目前 Turtle 和我是經過 Anny 認識的. 我一直沒
辦法把她拉進我的朋友圈. 怪吧~ 所以我們只能當間接的朋友.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7:41 PM  
----------------------------------------------------------------- 
而且在這裡一不小心就開了好幾個視窗.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7:51 PM  
----------------------------------------------------------------- 
這個系統好像不太穩，或者，是我/我們不太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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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7:53 PM  
----------------------------------------------------------------- 
弄不清誰是誰?請問 Catherine 是 837 或 428?  
Turtle 歡迎回來,我們也在這裡爬上爬下! 爬得挺開心的! 
749 您太客氣,UC 可是了不起的學校.我們老二申請 UI 的 Business School 後補,這下子陰翻船,得在
Liberal Art 與經濟中選一個,否則要到明尼蘇打的 Buiness School.不知道應該讓他省錢還是去明州.
他學校請的很少,省報名費.. 
懇請先進們建議一下...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7:59 PM  
----------------------------------------------------------------- 
字很小,要直起身子往後仰才看得清! 2056 我也是不太會用! 749 妳要不要再送 invitation 給他們,
也許會變成一等親!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8:07 PM  
----------------------------------------------------------------- 
Anny,and ladies,不可以先上“文學院”再轉商嗎？不是美國的大學第一，二年都不分科系的嗎？ 
我也是來請益的。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8:09 PM  
----------------------------------------------------------------- 
Anny, 837 is the answer.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6, 2006 08:11 PM  
----------------------------------------------------------------- 
Anny, 
你家老二的興趣在哪裡? 這比較重要.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6, 2006 08:37 PM  
----------------------------------------------------------------- 
他比較喜歡文理科,工科好像不特別喜歡,沒辦法.也算是 people people,願意努力的人,口才普通人太
誠實,腦子轉的不太快,唸商又像少了點什麼似的...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9:39 PM  
----------------------------------------------------------------- 
Anny ﹐妳如果用的是 Mozilla firefox 的話﹐按 Ctrl + 就可以把這 blog 的字 
體放大﹐眼睛就不會那麼吃力了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09:42 PM  
----------------------------------------------------------------- 
明天我們會飛去明大,和商學院的人談一下,多些了解.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9:4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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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很喜歡妳二十歲的照片,真水澢澢哩!蔡康永好像是再興小學的,和我小妹好像同班!我老二的頭
髮已經剪掉了,就等他這麼一天心甘情願的!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9:53 PM  
----------------------------------------------------------------- 
昨天是為了孩子上提琴課﹐今天則是因為老公剛從巴黎回來﹐所以都沒時間上部落格來聊天。 
是的﹐在這風光明媚的春天﹐開滿木棉花和鬱金香的浪漫花都﹐我居然放心讓老公一人在美麗的香
榭大道上餟著咖啡。我﹐是不是腦袋長錯一跟筋﹖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09:54 PM  
----------------------------------------------------------------- 
1056 多謝妳,但是我好像沒有同樣的防火牆,沒關係,也該去睡覺了! 大家晚安!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09:55 PM  
----------------------------------------------------------------- 
Dear Anny, 試試看也禱告求神帶領妳和妳的寶貝。 祂知道什麼 適合他(她﹖)  
讓你們能有一樣的感動。 願 神與你們同在。一路平安! -837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6, 2006 09:57 PM  
----------------------------------------------------------------- 
成熟的夫妻,絕不是綁在床頭上的. 相處就像放風箏一樣,懂得收發,且要同心,不管飛得再高再遠,該
回的時候,都會收的下來的! 
1056 明智,先生學養豐富更是高水平的!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10:04 PM  
----------------------------------------------------------------- 
837 謝謝妳的提醒,我該為這事禱告一下的,一會兒就去!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10:06 PM  
----------------------------------------------------------------- 
前幾天,有Mark兄弟用他同學的話描述 99.9%的台灣男人在上海出軌等等,我一直覺得是 overrating,
過份的宣揚.那有可能?不信! 
Discuss w/ u next time! 
Posted by: Anny | April 26, 2006 10:11 PM  
----------------------------------------------------------------- 
哎﹐沒講清楚﹐他是從巴黎開會回來而已啦﹗ 自己去享福﹐老婆在家除草﹗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0:11 PM  
----------------------------------------------------------------- 
Anny, 我覺得還是唸藥學系比較好﹐他妳兒子是願意努力的人﹐以後會 payoff 的﹗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0:14 PM  
----------------------------------------------------------------- 
忘了加 ( ) 號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0: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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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好像高了點﹐如果說是 60~70%﹐我會相信。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0:26 PM  
----------------------------------------------------------------- 
837﹐妳終於同意成為我的“一等朋友”了。好像小時候胖嘟嘟的同學﹐長大以後都 
變成清秀瘦佳人﹗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0:31 PM  
----------------------------------------------------------------- 
1056﹐奇怪啦﹖妳很早就是我的一等親了呀﹖ 只是不能看貴公子的玉照。(還是透過Friendstr Friends' 
Slide Show 才看到的﹐好酷的帥哥﹗) 不好意思哦。 曾經是“清秀瘦佳人”﹐現在已成 "中廣老嫗"了。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6, 2006 10:56 PM  
----------------------------------------------------------------- 
837, 
奇怪﹐2056 也告訴我她有同樣的問題﹐妳知道我電腦是不太靈光的﹐當時我上傳照片有困難﹐後來
我再看﹐Friendster 居然 連貼了五次同樣的照片﹐我刪了四張以後﹐在我自己的網頁上是正常可以
看到照片的。所以我也糊塗啦﹗過一陣子﹐等我 digitize 我的舊照片以後﹐再請各位觀賞 “曾經苗條”
的 1056。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6, 2006 11:07 PM  
----------------------------------------------------------------- 
關於 99.9% 我身邊就有不少受害妻子。 家庭儘量還是不要分開兩地﹐免得落入試 
探。 Friendstr 不是很 user friendly...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6, 2006 11:39 PM  
----------------------------------------------------------------- 
這次去中國除在上海血拼數日外, 沒去甚麼景點, 因此較深入當地生活. 不說夫妻相隔兩地會造
成生疏, 大陸女孩, 尤其都市的, 大都外向, 能言善道, 甭說外地人, 本地人都有許多出軌的. 女
人是人; 男人更是人, 有時很難完全以道德情義來衡量. 男人大都是逢場作戲, 但女人能忍受得
了嗎? 尤其像我們這樣的女子.  
Posted by: Turtle | April 27, 2006 12:40 AM  
----------------------------------------------------------------- 
Reply Naomi, the weather was so cold and wet mostly in Shanghai and Ho Fe. We did not bring enough 
heavy clothes. So we did shopping in Shanghai. But my mom did not mind chitting and chatting with 
her sis and brother. That was what we did for six days in HoFe. I was a little bored. But the trip was for 
my mom. So I just followed through. After this trip, I told my husband, I will not consider to invest any 
property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 is not for me. Maybe another 10 0r 20 years later. Even so, I 
wonder people will change that much then. I wonder how other people can endure. I am probably too 
old to adapt. But why should I?  
Posted by: Turtle | April 27, 2006 12: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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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tle, I don't think you have to be in China personally all the time to do any investment.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6:15 AM  
----------------------------------------------------------------- 
sorry, I meant "....no need be here personally and can still do some investment."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6:18 AM  
----------------------------------------------------------------- 
哈哈哈~ '中廣老嫗'這名詞現在才 kick in 我的不靈光腦袋. 還好啦~ 中年發福誰不是? 我那天看
電視, 不巧看到伊能靜自傲的說她22吋腰, 自己三把手, 就囊括一圈腰圍. 簡直聽得眼中冒火, 心
中真希望讓我活到她腰圍變三倍時的醜模樣. 簡直太驕傲, 太愛 show off 了.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07:47 AM  
----------------------------------------------------------------- 
我上傳照片, 也是一下出現三張, 需要刪重覆的, 蠻奇怪大家狀況一樣. 
對出軌這話題, 我沒話說. 其實還是因人而異吧~ 我也贊成家庭儘可能不要分散住. 夫妻才一起
那麼些年, 怎麼可以自己拆散自己; 而且生活習慣一旦習慣獨立, 再住一起, 就不太自在. 總之分
開住變數太多...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07:54 AM  
----------------------------------------------------------------- 
我更厲害﹐因等不到回應﹐upload 又 upload﹐等我看到了﹐至少有五張小娃娃出現﹐嚇了我一跳。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7, 2006 08:50 AM  
----------------------------------------------------------------- 
以後我們是要在兩個 blog 裏聊天嗎？ 
我怎麽刪多於的照片，它也不肯走。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9:01 AM  
----------------------------------------------------------------- 
餘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9:02 AM  
----------------------------------------------------------------- 
Naomi, I like your English name, do you know where it it from?  
該睡覺了吧﹖我想我只能玩一個﹐這裡用來講悄悄話。看大夥了。 
對 Friendster 的反應要有點耐心.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7, 2006 09:17 AM  
----------------------------------------------------------------- 
naomi,你要刪圖片, 記得它會要你 confirm(在上面). 你不 confirm, 它就不能刪.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10:25 AM  
----------------------------------------------------------------- 
喔~ 我想新浪修好後, 我們當然還是回去老部落呀~ 這裡就當 spare tire, 要是新浪再壞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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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地方說話, 憋不到我們.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10:27 AM  
----------------------------------------------------------------- 
昨晚太晚睡(趕了一個不怎樣的電影). 太晚看電影, 是因為突然看到電視在演韓劇茶母, 看起來還
蠻精彩. 昨晚女主角, 不知為何全身經脈全斷, 昏迷不醒. 男佩角抱她去給他師父療傷 etc.etc. 好
像不難看, 所以就看下去, 看完已經十一點. 我討厭電視連續劇, 因為廣告太多, 只能被動的種在
沙發上等, 下次不看了.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10:33 AM  
----------------------------------------------------------------- 
姊妹們, 昨晚並沒做八個便當, 反而燒壞一道菜. 整個房子焦味不散, 可惡! 害我蠟燭燻很久. 很
小心, 還是燒焦, 害我今晚還是要做菜. 啊~ 錯! 今晚要上瑜珈課. 告訴姊妹們, 瑜珈對我們很不
錯. 我才上過兩次課, 就蠻喜歡的. 動動筋骨的, 很不錯的功課. 木頭老哥也可做做. 我們初級班
也有男生參加, 而且有幾對夫妻一起. 是靜心養氣的工夫, 與想像中做人體pretzel不同. 動作不勉
強一定要一模一樣, 所以不難.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10:42 AM  
----------------------------------------------------------------- 
這裡是說悄悄話的好地方﹗ 
淪陷率 99。9% 好像高了點﹐可是 60-70% 又好像偏低了。上幾個星期和朋友聊天﹐聊到外遇和淪
陷率﹐似乎週圍見到的例子愈來愈多。結論 very depressing﹐基本上﹐如果先生常駐(或常 travel) 大
陸﹐要隨時有分手的心裡準備﹐而且凡事不要多問﹐不要追根底..........sigh。 
烏龜﹐時差換過來沒﹖吃到些什麼好吃的﹖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7, 2006 12:19 PM  
----------------------------------------------------------------- 
追根究底 
Posted by: Dolly | April 27, 2006 12:21 PM  
----------------------------------------------------------------- 
現代人自我意識較強,而且道德觀不太一樣. 要說大陸那人海戰術, 在大陸很難濁者自清. 不然就
是要工作忙到無法多想才行.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01:27 PM  
----------------------------------------------------------------- 
Naomi,你小女兒很有你的味道~ 
Posted by: Leslie | April 27, 2006 01:31 PM  
----------------------------------------------------------------- 
Alice﹐看到妳公子的相片了。 那頂帽子真帥氣。 我家小兒小時候拉 HOEDOWN(﹖) 老師也要他
戴起牛仔帽﹐穿牛仔褲拉琴呢。  
Posted by: Catherine | April 27, 2006 03:0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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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人生在世﹐說說唱唱﹐多少貢獻一點﹐就可以了﹔音樂﹐是 直接能帶給人快樂的東西吧﹖﹗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7, 2006 04:58 PM  
----------------------------------------------------------------- 
Help!! I am trying to buld my blog, but can not get it to have "post a comment" function!! 
Posted by: Alice | April 27, 2006 05:00 PM  
----------------------------------------------------------------- 
起床了。 
caterine,我知道那是一個 bible name，不過不好意思，這並不是我用它的原因。hoedown 就是美國
的所謂的方塊舞，對吧。 
leslie, 這張她是比較像我。其實她是像我婆家的人。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5:04 PM  
----------------------------------------------------------------- 
新浪在一個小時之内會將北一女部落格“還來”。 
沒想到就在維修之前，竟適時出現了這個極有意思的 friendster blog。 
非常謝謝 leslie，還有老天。 
Posted by: naomi | April 27, 2006 09:25 PM  
----------------------------------------------------------------- 
這淪陷率不要太緊張, 對個人來說不是一就是零, 這是我常回答病人的話. 時差仍未恢復. 老龜啦! 
還有 1139 在此嗎? 怪想念的.  
Posted by: Turtle | April 28, 2006 12:48 AM     

Thursday May 04 2006 10: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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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一道 
 

 

 

 

 

 

 

 

過去菲律賓同事做過兩道很棒的甜點, 
這水果甜點是其一, 另一個是 coconut 
cake. 昨天因為兒子 recital, 所以就做了
一次這甜點. 再不把食譜寫下來, 快要
忘記成份與做法了.  跟大家分享一番.   
我這次沒有放 honeydew 和 grapes.  若

有的話, 顏色應該會好看些.   
 

甜點 – Fruit desert 
材料: 

Pineapple in slices (2 cans) 
荔枝 (1can) 
紅毛丹 (1 can) 
Coconut gels (coco de nada) 2 jars 
Seedless grapes (some) 
Peaches in halves (2 cans) 
Pears in halves (1 can) 
Mandarin oranges (4 small cans) 
Cantaloupe (portion) 
Honeydew (portion) 
Apple (just one) 
8oz whipped cream cheese(2 containers) 
Sweet condensed milk (1 can) 

Preparation: 
1. Dice the pineapples, 荔枝 and 紅毛丹.  
2. Drain the above ingredients with coconut gels, washed grapes (harder ingredients). Drain 
them well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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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ce the peaches, pears.  
4. Drain the peaches, pears, and mandarin oranges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to one hour. 
5. Dice the cantaloupe, , honeydew, and apple. 
6. In a big bowl, put in the whipped cream cheese and condensed milk. Mix it well. 
7. Put in the harder ingredients first and mix it well. 
8. Put in the rest of the ingredients and mix it well. 
9. Voila!! Here’s your good tasty fruit desert. 

 

其實做起來很簡單, 只是把所有材料都拌在一起.   
 
重點是: 

a. 水果罐頭, 像桃子、梨子要買 halves, 不要買 slices 或 chunks. 因為若是小塊泡在罐
頭的甜湯裡, 它的 texture 會變很軟, 口感不好. 鳳梨也是因此不要買 chunks, 要買
slices. 

b. 切好的水果塊要分軟硬分開放, 是因為要攪拌到混合的 cream cheese/milk mixture 內, 
先放較硬的拌好, 再拌軟的時, 只要輕輕拌幾下就可, 不會把軟的(像 mandarin 
oranges), 拌到屍骨全無, 湯水都擠出來. 

c. Cream cheese 要買 whipped 過的. 沒有 whipped 過的, 很不容易處理. 我是沒試過, 應
該買普通的 cream cheese, 自己用攪拌器快速攪一陣, 也可以用. 但份量就很難抓 . 

d. 這個甜點內的水果, 可依個人喜愛, 斟酌採用. 但要記得一個原則: 不要用會生很多
汁的水果(像西瓜), 或太軟的水果(像木瓜). 顏色越多越美. 

 
祝大家美食成功~ 
 
 
 
 
 
 
 
 
 
 

Tuesday June 06 2006 07: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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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六日斷機時 
 

怎麼樣? 又當機囉~  
 
我今天翹班到 Dana Point 和朋友鬼混.   她家很大很美.   當然也很空.   還沒裝滿傢俱, 現在要
賣三百多萬.  哇~ 我覺得呼吸變得很奢侈, 在那裡.  雖然是很棒的住宅區, 我一直說不出口: 我
們劉家住不起.   
 
去海邊逛了一圈.   吃了好料理, 在她家陪她睡了一個小午覺.   吃完日本料理, 才回家.   回到
家都十點多了.   整天都在好風好海景中渡過.   老公電話找半天, 到家剛好又打來, 才說到話.   
 
愛海嗎?  其實我還好.   你呢? 
 
 
 
 
 
 
 
 
 
 
 
 
 
 
 
 
 
 
 
 
 

 

Friday June 16 2006 02: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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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寫的東東 
 

去網上偷看小兒子的 journals.  近這篇讓我笑得肚子痛, 必須和各位分享.   
 
我兩三個月前開始不幫他洗衣服, 讓他有自己洗衣服的經驗.   
 
“The Smell Test and How it Backfired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doing laundry just plain sucks.  Or... ok.  I can't speak for all y'alls, but as 
for me, I hate laundry.  I hate being reminded of how poor my organization skills are, and I hate 
folding clothes. 
Having said that, I realized a long time ago that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I had with laundry was the 
fact that random articles of clothing just seemed to appear out of nowhere!  Every time I put in a load, I 
turn around and poof--there's another sock or undershirt that I failed to throw in.  Now, this wasn't that 
big of a hassle, but the problem got to a point where it became hard for me to keep track of what actually 
was freshly laundered, and what wasn't.  They say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I, being 
problem-solving opportunist that I am, jumped to the occassion.  Or rose to the occassion.  Whatever. 

The result: the Smell Test!!  Though amazingly simple in nature and rather primitive,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my Smell Test rivals the significance of, say, Newton's Laws of Motion, which were 
actually not all that complicated themselves.  So what exactly is the smell test?  Well, you probably 
guessed it already.  When I find a article of clothing questionable in cleanliness, I put it to my nose and 
give it a good whiff.  Musky man-odor means it needs work, and revitalizing freshness means that it's 
good to go. 
You've gotta give me credit.  The Smell Test is genius.  It takes a rather complicated problem, breaks 
it down into its finest components, and offers a simple solution. 
So how could it possibly backfire?  A few weeks ago I noticed a stray sock just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ffffffffffffGGGGgaaaaaaaahhhh.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doing laundry just plain sucks.” 
 
Well, 自己兒子的版權, 應該不會跟我計較吧~ 

Sunday, June 11, 2006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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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姥姥遊北京 
 

來北京, 登長城, 吃烤鴨, 不坐三輪不回家. 

 

每個人都警告我們, 北京六月熱死了~ 雄獅旅遊的一位導遊, 跟我們做說明會時說, 她才從北京
回來, 真的熱得受不了. 
 
重點是: 這是美食團.  那個說明會的導遊說: 沒有人說吃得不好, 而且至少胖個兩公斤回來.  天
哪~ 
 
我某位同學的精明能幹的太太說: 她喜歡北京.  “北京比較有文化, 我們那邊住的都是和我們一
樣(背景)的人”, 她說.  所以, 好奇心之下, 想想再熱也要去瞧瞧.  日本不划算, 大陸遊既便宜又
實惠.  所以, 後只好依了老公的決定, 做了五天四夜遊. 
 
氣溫是很溫暖, 好在我們碰到烏雲密布兩天, 半夜也下了雨打了雷.  所以還真算幸運的涼快.  流
汗是難免, 但是多半仍有徐風撫面, 算是很不錯啦~ 
 
 
 
 
 
 
 
 
 
 
 
 
 
 

 

Thursday June 29 2006 11:49 PM 

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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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與現實的北京 
 

此處所說的北京遊, 純屬個人的主觀感想, 並不代表一般大眾的意見.  
 
我印象中的北京人, 都是長袍馬掛的一手提溜著鳥籠, 口裡哼著京戲.  公園內風景如畫, 楊柳垂
絲, 綠波蕩漾, 荷花點綻的在綠葉中.  我的北京應是到處是胡同, 小販熱鬧的叫賣著糖葫蘆、豆汁
(為啥兒我記成奶酪?)和小吃食.  藍與黑書中的張醒亞與唐琪, 圍著白色圍巾滑水冰(我們台灣人
叫溜冰), 是在北京唄?? 北大的文化氣質, 讓我有錯覺北京人有那種書香門第的味道.  很多來自
電視電影的想像, 每個人都是滿口的京片子, 嘴裡含著糖的捲著舌頭說話, 卻又是字正腔圓, 一字

一句聽得清清楚楚.  
 
坐上遊覽車, 看到處處是數不盡的十幾、二十層的高樓, 已經鮮少有平房了.  高樓都是很大的一
幢幢蓋著, 冷氣機一個個的掛著在窗戶旁, 很難分辨是辦公大樓或是住家. 原來都雜混在一起了, 
偶而看到晾起衣架, 才能確定是住宅.  在這些高大的建築物中, 夾雜著一點古宮廷的舊建築, 古
舊的內城牆以及楊柳綠絲的小公園.  有型的辦公大樓, 很幽默的和紫禁城一起在北京屹立著.  
摩登的氣息, 蓋過古味兒的宮殿, 令人眼見, 嘆氣中, 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旅遊 後一天坐三輪車去逛北京的胡同, 又髒又亂又臭的….. 過去官人名士住的高檔四合院, 現
在是窮人混住的大雜院. 古舊的牆面, 有的用水泥隨意的補了新牆, 有的更隨意的破舊著, 真是慘
不忍賭. 過去的繁華景象, 已不復在. 鄰近開了幾家啤酒店及不太高尚的 pub, 有點夜夜笙歌的懷
念往昔.  倒是什剎海公園, 依稀可見過去的好風景, 只是緊貼在這些破舊的胡同邊, 氣氛也變了
質. 連載我們的車夫, 不是北京人, 還是河南的老先生呢~ 不再有道地的北京古味兒. 
 
“天橋邊的把式”是過去常聽說, 拿來當嘲笑人的話.  我們沒逛到天橋那附近. 可是腦中因為電視
看過連續劇的熱鬧景象.  恐怕也早被另種現代的繁榮取代.  我們去了王府井大街, 名字很古味, 
卻像來到西門町, 鄰近是個現代進步的百貨公司.  那北京古早風味, 只剩下名字讓人追悼了. 
 
北京到處都可見在施工中, 努力地為著 2008 的奧運準備著, 所以有點亂.  我們去的景點, 再怎麼
的富麗堂皇, 感覺上交通路面的設計, 與停車的空間都很小家碧玉, 不夠寬敞.  大型巴士的司機
(北京人稱師傅), 真是高技巧.  U-turn, 暫停路邊、閃躲行人, 都不是簡單的事.  何況在窄小的兩
線道的路上, 與對方來車的大巴競賽過路權, 真是不易. 
 
說到交通, 只要是上下班時間, 交通就是癱瘓的大塞車.  其實哪個大都市不塞車?  但是要這樣
來迎接奧運, 恐怕令人皺起眉頭.  北京政府必須要想辦法疏導, 否則奧運的人潮, 恐怕更使這交
通的問題, 更加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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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了紅劇場, 看少林傳奇的功夫秀.  這個編導與功夫, 真是只能打滿分的一等一的好, 非常
值得欣賞.  英文的翻譯尚可, 有點小錯誤, 但算傳神.  可是這麼棒的秀, 偏偏壞在場所的不夠水
準.  我們坐在二樓, 算中間的地段, 可是有些太高或太低的表演, 就是彎腰低頭, 仍然沒辦法看
到.  再差一點的位子, 恐怕更慘.  戲院設計, 真的不行.  空調也是差勁! 冷氣不冷, 大家一邊看
戲, 一邊流汗.  觀眾進出口, 也很小, 不方便.  再若有緊急狀況, 一定會有問題產生. 
 
腦海中, 傳統古舊的北京不見.  北京夾雜在新舊模式內, 有無限的生機與潛能.  只能對過去的傳
統, 略帶抱歉的甩掉牽扯.  即使再努力維護過去的古物, 但是變得太新的古蹟, 也讓人不太能接
受.  就這樣, 古時候的北京遺物, 就夾在陽剛的現代的建築物的陰暗角落, 讓人觀賞、懷念與惋
惜. 
 
 
 
 
 
 
 
 
 
 
 
 
 
 
 
 
 
 
 
 
 
 
 
 

Monday July 03 2006 04: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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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北京的吃 
 

  

上兩圖為全聚德的大與氣派. 

 

過去在美國參加旅行團, 大部分只有會包括幾餐, 吃得也很差. 台灣這種包三餐的團, 我們是第一
次嘗試, 而且非常滿意. 五天的吃, 當然不是餐餐都很好, 但是算是蠻不錯的了.   
 
第一個晚餐在半島酒店, 座落於過去的郡王府.  菜色服務都相當不錯.  家常菜我偏愛那盤蒜苔
(?)炒肉絲.  洛杉磯的蒜苔沒有這樣脆爽. 
 
北京吃的幾餐, 慣例的會先上幾盤開胃前菜, 都很爽口好吃. 我們台灣人習慣甜的點心留到飯後, 
在北京並不忌諱的全都先上, 再上主菜, 後上水果.  我們這團有十一人是家族旅行, 所以坐一
桌; 剩下的一對情侶、兩個三口之家, 我們總共八個人, 吃一桌的菜, 吃得很痛快.  冰鎮的燕京啤
酒很香, 顧及小朋友之故, 我們大約都以兩瓶燕京啤酒換一罐可口可樂, 是我很久以來喝可樂喝
多的幾天. 

 
去了全聚德吃北京烤鴨.  那餐廳的大與氣派, 真是不愧是國營的水準.  吃到的烤鴨, 也是比過去
吃的好, 一點也不膩. 以前吃過的都是只片鴨皮包餅, 很油膩. 全聚德片鴨皮是帶肉, 所以不膩好
吃.  我一個不小心吃了五捲鴨肉捲, 到下午有點過飽, 非常後悔.   但是吃的當時, 實在好吃得
無法喊停.  鴨湯尚好, 酥烤鴨肝也很香, 前菜的滷鴨胗我也很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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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仿膳的小菜 

 

逛了北海公園後, 在北海仿膳吃飯. 那幾盤前菜冷盤, 真是好吃.  豌豆黃、蕓豆捲頂有名氣的綿密
爽口, 甜而不膩, 入口即化, 又冰得涼涼的, 熱天吃來, 很是愜意.  豌豆仁有綠、黃兩色, 蕓豆捲
有芝麻和紅豆口味. 要不是還有幾天行程, 我真想買它幾大盒, 回家好好欣賞. 聽說是慈禧太后喜
歡的點心.  駝峰肉我只吃一口, 肉末夾餅據說是他們的名菜.  我倒是覺得還好.  其他菜也算不
錯, 是這幾天中的好餐廳之一. 
 
我對東來順的涮羊肉並不是太喜歡.  因為我對羊肉的羶味, 不太能接受. 再怎麼說沒羶味, 對我
來說, 都是還有羶味的.  東來順的煙囪火鍋很高, 桌子中間也沒挖個洞, 讓它矮一點, 所以我們
只好站起來夾菜.  坦白說, 煙囪火鍋並不好使.  真正可以涮肉、菜的地方不大, 也很難夾取.  所
以雖然只有國營的東來順可以用煤炭做火鍋, 我並不覺得這特色高明, 既落伍又不實用, 不如撤
掉換新的電磁爐好用.  感覺上, 東來順的火鍋料並不怎麼樣, 我們台灣人吃的火鍋料太精緻; 比
如說咱兒們南京東路的聚, 這東來順怎麼能比?  東來順佔盡地利, 就在天安門旁邊的好地段.  
對生意應該有幫忙. 
 
同仁堂的養生餐和台北的 buffet 比起來, 真是遜色太多.  而且菜色我看著很普通, 也並不怎樣養
生, 兩鍋春季和夏季的養生湯, 淡而無味, 令人無法下手.  其他菜色混雜葷素冷盤熱炒, 並無太
大特色.  倒是小米稀飯很香. 
 
老北京風味餐, 根本是湊數的.  玉米餅、炒飯, 粗糙味差, 連我這中等老饕, 都覺得不行.  倒是店
老板請我們喝二鍋頭, 酒還蠻香的. 
 
旅館內的早餐, 也是普通級.  吃到窩窩頭, 讓我很懷念我們洛杉磯三家村的小窩窩頭,那味道真香
極了.  窩窩頭要料新鮮, 做起來才香甜好吃, 不在質細, 但咬後齒牙生香.  瑞京飯店的窩窩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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饅頭, 差太多.  說起這窩窩頭, 還看人喜愛.  我老公就一點也不吃, 說太粗難吃, 雖然他很愛吃
corn bread. 我就偏偏愛窩窩頭內那玉米香.  
 
回家前的那餐怡和餐廳的千島湖魚頭鍋, 才真是好.  餐廳、菜色都算水準, 貨真價實.  大盆的魚
頭湯, 吃都吃不完.  湯味鮮美, 份量足, 料多, 魚鮮, 很不錯.  其他幾盤熱菜也很下飯.  我們還
淺嘗女兒紅.  我一向討厭紹興, 那天倒是覺得可以.  銀錫做的溫酒壺很漂亮, 上面雕著一龍一鳳, 
餐廳也算準客人會喜歡, 所以有賣.  老公慷慨掏了一千元台幣買了一個做紀念. 

     

溫酒壺 子母溫酒壺 

 
我們路邊攤一概沒嘗試, 初來乍到不敢冒險.  看賣的很多是烤羊肉串, 而且路邊攤完全沒桌椅給
客人, 一律站著吃. 
 
對了~ 在飛機上吃到澳門咀香園的杏仁餅, 我覺得很好吃.   加了綠豆粉,  很綿密, 又不過甜, 
而且我愛的杏仁加很多.   我特別在回程時, 在機場買.  不過送給媽媽後, 她說裡頭一盒的空間
可放四匝, 卻偷工減料放三匝.   真是傻眼.  不管怎樣,  想想還是跟媽要回一匝, 自己吃.  結果, 
一打開, 個個餅都成餅屑, 與機上吃到的大異其趣. 
 
北京吃要看地點餐廳, 可以吃得很好.  中國人愛吃、會吃, 兩岸三地是一般情景的. 
 
 
 
 
 
 
 

Monday July 03 2006 04: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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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起北京人 
 

再次聲明, 這只是我自己的觀察與偏見, 實在太過主觀. 
 
北京處處是人.  照個相很不可能照片中乾乾淨淨的只有想留念的人.  一些不相關的人, 一定多
少的出現在同一張相片中留給你紀念. 
 
除了一口捲著舌頭說話的北京人, 北京到處是各地各省來的人.  我的感覺是在北京, 人都很善良
與友善.  外地來的, 來北京賺取比在故鄉更多的錢.  可是也落入大都市的陷阱, 生活上所需的錢, 
也比在故鄉多.  所以要更努力賺更多的錢, 改善生活, 接著用更多錢, 再努力賺更多錢….週而復
始, 直到年華老去.  偶而回家鄉, 給父母兄弟姊妹親戚一點錢花用, 自己再用一些, 辛苦攢的錢
就差不多沒了.  又是回到城市, 再努力賺錢…. 
 
我們某晚請兩個小姐到房間按摩.  一個看起來已過適婚年齡, 一個較年輕.  聊天中, 知道她倆就
合租住在一個月租兩百元, 只能容納一個單人床的很小的房間內, 努力賺著錢.  感覺上她們因為
工作關係, 並沒有太多交友的機會.  我心裡蠻替他們心急的, 看起來是很單純古意的女孩子, 只
是工作沒有運動的關係, 身材有點局部性的強壯.  不穩定的工作時間, 搞得生活秩序蠻混亂的.  
每個月八百元薪資, 生活不穩定, 吃飯也是隨意的買外頭的東西吃.  一個月也不會省下多少錢的.  
我們去參觀的這幾個大景點, 她們待在北京這麼些年都沒去過.  告訴我們說像他們這樣的外地人, 
在北京很辛苦; 當地的土北京人, 即使沒工作, 也有津貼補助.  不太清楚是怎麼回事, 可是即使
再怎麼辛苦, 這兩個女孩, 感覺上還是很勤快、很樂天、很快樂的做著工, 過著日子. 
 
我們那位導遊是道地的北京人. 介紹景點很盡責, 到底是十人取一的考出來的公職人員. 道地的
京片子, 我們這些台客, 免不了要開他的玩笑.  感覺上, 兩邊的資訊蠻有交流, 他因為帶過很多
的台灣團體和網上的搜尋, 知道相當多關於台灣的事.  從他的口中, 聽來一些當地的人的習性.  
比方說: 他警告我們逛街不買東西時, 不要隨便問價或回價, 免得受氣. 說起過去有人買衣服討
價還價走人, 被店員罵得狗血淋頭.  又說起賣羊肉串的維吾爾人, 因為客人似買不買, 生氣的把
一堆羊肉串扔在客人頭上.  又說起河南人在北京多數窮且耍無賴, 拍肩膀跟你要錢, 不理他會罵
人(這我倒真是看到一個婦人跟我們隊一個男生拍肩膀, 說了一大串聽不懂的話, 不懂所以沒理她, 
她真的罵人.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聽不懂).  說起景點擺小攤賣紀念品的, 通常是當地的地頭蛇, 
好少搭理, 免得自討無趣.  至於買附近水果要買他指定的小攤, 他嘩啦嘩啦地說別人攤子不好

高價等等, 我懷疑是不是其中他有好處.  臨上車前來兜售的小販, 三粒大水蜜桃五元人民幣, 他
帶來的小販賣多少我忘了, 可是絕對不便宜.  而且桃子又青又小, 讓人有後悔莫及的遺憾. 
 
北京廁所有好有壞.  上了幾天, 才搞清楚蹲下去要面對哪一方向.  而且常常出其不意的不提供
衛生紙, 很令人咬牙.  更令人吃驚的是, 一進去居然有人(還不只一人)廁所門大開的在方便,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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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天熱, 一邊煽風扇, 真是搞她不過.  
 
九點左右, 公園內還是熱鬧得很.  跳扇舞、打太極、玩球、練書法、跳交際舞的, 充斥著各個角
落.  我們問地陪: 北京人不工作嗎? 沒什麼正確答案. 大概是家庭主婦, 可能是輪休之故等等的
沒啥道理的理由. 
 
我們早餐吃飯, 若是去取第二盤, 常常回來發現刀叉用具被收走.  桌上的 placemat, 第一次用完
餐後, 並沒換掉, 反而髒的刀叉收走後, 又擺一付乾淨的在髒的 placemat 上, 繼續給新來的人使用.  
怪的是也沒人抱怨(我也不知該跟誰說), 只好看到髒的 placemat, 刀叉就儘量不要擺在髒的 spot上, 
繼續使用. 
 
餐廳服務人員, 都沒什麼脾氣, 很耐心, 要什麼東西都說好.  動作慢, 不一定會有結果就是了.  
大熱天, 穿清朝的格格裝端菜, 男生也清裝打扮的在指揮停車, 負責外務.  我只能說他們蠻敬業
的. 
 
我沒機會看到高級人士的生活起居, 就只看到旅途中見到的老百姓.  我覺得大致上, 大家都很努
力的為了生活在工作, 奢侈享受是遠不及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但是, 因為生活競爭, 取巧的技倆, 
絕對不下於我們台灣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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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的文物 
 

第一天飛了半天飛機到北京, 已經是下午吃晚飯時間.  晚宴開在郡王府.  飯畢, 便被送去看了一
個雜耍的表演節目.  其實五天下來, 發現雜耍的節目, 與後來看的工夫秀, 有雷同之處, 偏前幾
個又不及後來的工夫秀品質.  實在不必多看此表演.  
 

 郡王府半島酒家 

 

************************************************************************************ 
第一站是去到天安門.  處處是來參觀的旅行團, 在天安門廣場, 人來人往的走著.  還有一條很長
的隊伍, 是排著去瞻仰毛澤東的遺容.  聽說是排兩小時的隊伍, 卻只看五分鐘遺容.  我站在那個
大廣場, 真覺得我實在像顆沙, 不是粉紅花.  心中還不時的研究, 當年坦克車是怎樣的開上這廣
場的. 

  天安門廣場 

 

過了圖中閱兵的牌樓, 我們就正式的進入紫禁城.  北京城, 主要是指元、明、清三朝所建的都城, 
而 主要的是明、清兩代所形成的以天安門紫禁城為中心的九門護衛、內外兩城的都城格局.  今
天我們是做皇帝、皇后的走中間的橋, 過城河, 進去端門、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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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下網頁介紹各城門大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9F%8E%E6%B1%A0#.E5.9F.8E.E9.
97.A8 
以及紫禁城的圖片 
http://www.dpm.org.cn/China/F/F2/F2.htm 由此進入後, 點選左手邊的規劃布局看全貌. 
http://mouduan007.xinwen365.net/09-SZDDi_index.htm 

  整修中的太和殿 

此網頁也極佳頗多介紹: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gugong2.htm 

 

緊接著就是看到太和殿, 是皇帝辦公的地方.  然後有中和殿和保和殿, 分別是皇帝小會議與稍
事休息的地方.  也是因為 2008奧運之故, 太和殿正在整修中.  反正我們來的時機不對, 正在
整理準備奧運的關係, 很多地方都無法看到.  

   

此地再往前去是連接一片的後宮屋宇 御花園 

 

稍微休息後, 我們離開皇上辦公之處, 一晃過一堵圍牆一望, 真是叫人傻了眼.  眼看太和殿後, 

屋瓦連綿不絕, 一起一落, 一望無際.  雖說導遊早已說明後宮八千多房間, 但是沒有親眼見到, 

真是無法想像那個震撼!  我想過去的人, 在宮內不會迷路走失, 也真是不易.  刺客宵小恐怕對
皇宮這樣之大, 無法隨意出入, 是想當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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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了幾間屋子, 看了皇上室內的擺飾.  說真的, 屋內光線不足, 皇上的床又窄(瘦)又長(取其長
壽之意), 書桌又小, 皇上的生活, 還真沒什麼好羨慕的.  此地看屋內的玉器, 景泰藍花瓶等等, 

都是站在屋外, 隔著鑲在窗上的玻璃往內看, 由於光線不好, 大家又毫無秩序的擠著, 鼻子貼在
玻璃窗上, 左看右看, 很不科學.  所以站沒兩下就看乏了, 很想離開這迷宮.  還聽說故宮內沒
什麼珍藏寶物, 要看就要看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  

 

我們穿過得勝將軍進城用的德勝門, 來到北海公園.  楊柳絲絲彎垂, 湖(海?)波蕩漾, 很多人力
船在水面上漂著.  我們來這公園小小走一段, 就去北海仿膳吃午飯. 

 

飯後, 我們續往頤和園去觀看.  當年慈禧太后把海軍經費拿來修蓋頤和園.  裡頭的風景真是怡
人.  昆明湖也是人力船三三兩兩的走著.  我 印象那湖上的十七孔橋和長廊.   長廊也是在修
補中我們不能參觀.  但是可以想見在此長廊散步, 是多愜意的事.  廊中畫匠的畫千幅, 加上遠
眺水上風光真是人間樂園.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yiheyuan.htm 

 

      頤和園 

 

   十七孔橋 

也看到了當年光緒因思變法, 被慈禧囚禁, 把兩扇出入的門給砌了磚牆擋死.  看到那兩面牆, 

真的蠻難過.  皇族的傾軋爭權, 真是很可怕的.  以下網頁有珍妃的小解. 

http://www.geocities.com/y2ksoso/j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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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去吃李老爹的魚頭火鍋.  北京火鍋絕對比不上台北的, 是千真萬確的鐵的事實.   

 

飯後, 蘆溝橋是我們的下一個景點.   當年日本人藉口士兵失蹤挑起戰爭, 就是在蘆溝橋引爆事
變. 

   

 蘆溝橋的獅子頭 蘆溝橋 

 

去逛了現代 mall 一般的王府井大街.  見識了小吃街 (當然還是我們台灣的廟口、夜市, 有味也夠
大.  咱們的口味多, 味道好, 價廉物美, 是真的很棒).  
************************************************************************************ 
第二天, 我們去參觀萬里長城的天下第一雄關 - 居庸關.  長城真是讓人興起豪邁的心情, 所以
有 “不至長城非好漢” 之嘆.  我們是到長城來做好漢來的.  可惜階梯高高低低, 又是一句 “看山
跑死馬” 的感嘆.  我和老先生上到一半, 就放棄了.  叫小兒子上去替我們跑了一趟.  單是為了
看長城來這趟旅行, 也是夠本的. 

   

居庸關的長城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cangcheng.htm 
居庸觀口: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jjy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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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不怎麼樣的老北京風味餐後, 去明十三陵.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J13.htm. 十三陵
中, 只有打開定陵,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J13DL.htm. 其他陵墓仍然封著的沒打開.  陵
裡頭陰森森, 也沒看到啥東西, 到處是人在上下樓梯.  遺物大部分還是封起來的, 只有皇后的衣
物首飾等等展覽, 不過很精緻漂亮.  重要的是建築得非常好, 匠心巧思, 蠻不簡單的.  工作人員
不是穿羽絨衣, 便是呢大衣, 跟我們的短袖短褲很不相同.  聽說他們此地人員, 要兩小時上去透
透氣, 45 歲便辦退休.  因為太潮濕陰冷, 長期在此工作, 對身體非常不好. 
 
之後, 我們去到同仁堂去參觀.  有劉海若的醫療集團之一的魏大夫幫我們把脈, 大家捧場的買了
些中藥回來吞.  晚飯是同仁堂的養生餐.  
************************************************************************************ 
第四天一早我們來到天壇公園.  此地是過去皇帝祭拜天地的地方.  請參考以下網頁: 
http://www.jsdj.com/luyou/lyzy/BJtiantan.htm. 
圓丘的天心石很奇妙的會有回音.  是皇帝祭典站的位置. 
 

      天壇 

 

中飯的全聚德烤鴨是我們美食團的一大高潮.  令人想念不已. 

 

接著, 下午是出發到雍和宮.  這裡原是庸正未即位住的庸親王府.  乾隆間改建為喇嘛廟.  裡
面有尊自西藏運來木製的神像高26公尺.  是運木頭來後, 先刻好神像, 再蓋廟宇的. (不禁令我
想起先生蛋還先有雞).  

 

又去雅秀商場逛逛.  我們家是不愛逛街與人討價還價的.  對仿名牌的產品亦無多大興趣.  所
以找了個咖啡店喝飲料晃時間.  

 

晚餐是回到天安門旁的東來順吃涮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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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天我們只有半天的行程.  所以安排我們去逛胡同.  坐著三輪車, 徐風微微吹來, 很舒服.  

不過胡同真的沒有好好整理, 又臭又髒, 很是可惜.  我們倒是見到和珅的豪宅.  過去說婚嫁的
門當戶對, 原來指的是門檔的多少.  門檔越多, 越是高官達人.  所以女子過去只嫁門檔多過家
裡的門檔的, 才算不失體統.  否則就算下嫁, 是失面子的姻緣. 

  三輪車

  胡同邊的什剎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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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是為了賺取外匯 
 

我們此行除了觀賞景色外, 被帶到幾個所謂國營的商店參觀.  
 
先是到一家玉器店, 鼓吹我們買輔助睡覺的冰枕玉及各色裝飾的玉器.  
 
又去看了景泰藍的做法.  當然店家也是鼓吹我們買回去大大小小的景泰藍當紀念品. 
 
又見識了北京有名的黃金珠.  聽說上次北京送連方瑀黃金珠做紀念.  店員拿著一顆九萬元人民
幣的黃金珠, 追著我們跑.  而且還要我們在店裡待 45 分鐘才能離開.  我想要買這種價值的東西, 
應該不是在參加旅遊時辦的事吧~ 真是挺無聊的.  氣氛越來越不好, 我們台灣的領隊就帶我們
回車上去了. 
 
又安排了參觀蠶絲被的店.  介紹我們蠶絲分祚蠶絲、桑蠶絲與冰蠶絲.  皇帝的衣服就是冰蠶絲做
的.  摸起來柔軟輕盈透氣. 於是北京人把它發展成蠶絲被套.  花色有點老土, 但是質料真的沒話
說的不錯. 
 
加上同仁堂的藥.  
 
雖然, 重點在觀光和美食, 但是參觀這幾處店是絕對的意外, 荷包也損失不少.  每去一家店, 門
口就發一張號碼, 想必是地陪可以因此賺點佣金.  一路上, 去禮品店前, 地陪都會口沫橫飛的大
事吹噓商品的好處.  還拿自己的家人來印證那些商品的好處, 例如冰玉枕好眠, 貔貅護主, 蠶絲
被高價值等等.  去大陸旅遊的朋友, 千萬要理智, 否則真的蠻傷的. 
 
眼見到此, 結束了北京的五日遊.  此處所說的北京遊, 純屬個人的主觀感想, 並不代表一般大眾
的意見, 請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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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行 - Last but not least 
 

還有要提起那風水地理有名的貔貅.... 
 

 

 

忘了一提我們地陪拿她老婆不能升官發財來當例子, 後來請(買)了貔貅回家, 就一帆風順.  所以, 
全車開往德勝門去參觀貔貅 (當然我們不去就只好走路回旅館, 真是身不由己呀~).  德勝門是內
城九個門僅存的城門, 兩道樓梯上二樓城門, 一是皇帝貴族走的, 我們當然走皇帝走的路.  此貔
貅店的講解, 是一群自稱懂地理風水的老師在做介紹.  年紀很輕, 卻說話有條有理, 像是非常有
內容. 
 
原來貔貅是龍王第九子, 愛吃金銀財寶當伙食.  小時頑皮, 愛隨地大小便, 龍王生氣, 打了一巴
掌, 摔倒傷到, 沒了屁眼兒, 所以變成後人喜愛的只吃進不拉出的吉祥物.  貔貅能招財、避邪與鎮
煞, 所以頗受歡迎.  看牆上廣告照片, 王永慶等等名人, 都來請過貔貅回家. 平常商業場所門前
的兩座“獅子”石像, 其實並非獅子, 而是貔貅.  貔貅的供養, 就是臉向門或窗, 就會吸取外來錢
財, 討好主人.  在客廳或臥房都可放置.  小號的貔貅, 也可隨身攜帶或掛在車上.  德勝門賣的
都是玉做的, 各種姿態, 很是可愛喔~ 他們的行銷, 真是叫人很難拒絕.  買一大, 送一小, 又加
送兩個隨身的小號貔貅, 你說怎麼不動心? 
 
 
 
 

Thursday July 06 2006 05: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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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台北 
 

躺著睡不著, 忽然想胡謅些台北的事. 胡亂寫, 只是想說說 近的想法. 
 

我的台北很摩登, 
高樓大廈一直蓋: 
台北車站有新光,  
地標 高 101. 
中山北路有方向,  
它是專門走南北;  
另外還有東西那幾條 
忠孝、仁愛、信義與和平. 
八德旁少火車軌,  
上面蓋了市民道. 
西門開車到松山, 
十五分鐘走全程. 
捷運加在台北內,  
採用幾個好顏色. 
忠孝路下有板南,  
它被分配為藍色;  
沿路接上其它線,  
悠遊一卡方便搭; 
紅色淡水、咖啡木柵線,  
綠色新店、淺棕南勢角. 
1139 在頂溪,  
國語日報在古亭. 
信義現在正在挖,  
馬上可通媽媽家. 
高速現在有三條: 
雪山隧道 129. 
大直、內湖好熱鬧,  
電腦新秀住那裡. 
美麗華停車免錢,  
電影院比華納讚. 
買菜可以去永春, 
傳統市場超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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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不識買菜, 
拖著菜藍像傻瓜. 
開車逛到愛買、101,  
大潤發與加樂福也可辦, 
Costco 賣得很美國, 
燈泡要找 B&Q. 
全民健保很方便,  
門診藥局到處有. 
網上可以先預約, 
時間到了再看診. 
洗衣變成天天洗, 
因為出門會流汗. 
偶而會下大雷雨, 
運氣不好渾身濕. 
以前不常找人玩, 
夫妻大眼瞪小眼; 
現在親戚常聯絡. 
活動多得不得了. 
大宴小酌常常辦, 
每每忘了甭煮飯. 
台北出門都是人, 
摩托、計程湊熱鬧. 
夜市還沒去逛逛, 
只因天氣太熱了(ㄌ一ㄠˇ)….. 
 

 

----待續. 

 

 

 

 

 

 

 

 

 

Tuesday July 11 2006 01: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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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一日遊 
 

獻給 1011 與 837.  
 
1011 是因為答應她要隨時報告見聞.  837 是欠她基隆廟口照片, 覺得很歉疚.  哇~ 還有 1056, 
1139, Turtle, Dolly, 木頭.....呃~ 僅以此文, 獻給我的聊天的朋友. 
 
那日大姊請客, 大家在忠孝東路靠近明曜百貨的一個位於二樓的總督西餐廳, 飽餐一頓 buffet.  
台北的西餐廳, 現在都有這樣的套餐: Salad bar 和很多中、西都有的冷菜、熱菜、水果與甜點, 隨
意吃到飽.  另外, 還叫一個主餐(牛排、豬排、雞排或魚等等), 有的是額外的附湯、麵包、飯後飲
料, 有的也是自己選取, 價碼在六百至一千元不等, 真是叫人吃到恨娘沒有給我生兩個胃, 好裝菜
裝到腦子“吃”到滿意為止.   
 
我覺得那些主菜, 真的很多餘, 只是餐廳賺錢的點子.  有的隨意取的菜色中, 好到有生魚片、肉食, 
已經夠一餐的需要了, 再多此一舉的點道主菜, 真是吃到欲罷不能, 唉唉叫. 
 
我 喜歡這類型 buffet 的沙拉.  那些多樣的萵苣, 與配搭的小蕃茄、西芹、青椒、小黃瓜等等, 又
新鮮又爽口.  而且店家常常有自調的柳橙或水果類的醬汁, 好吃到害我一向只加醋或檸檬的熱量
控制者, 也棄甲投誠的享用. 
 
也是在那天, 我那唯恐天下不亂的老公說: 既然大姊起了頭, 那就按順序輪流, 各家按長序, 一個
月輪一次請吃飯.  這下子, 一向做事嚴謹的二姊, 馬上壓力重重的要我們給意見, 看去哪裡吃喝
玩樂.  她又想出點子, 讓我們出門走走逛逛, 再吃飯.  因為人多意見雜, 讓她頭痛好久, 才敲定
去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顧名思義, 這地方是有住宿、有溫泉的地方.  從台北開到三峽, 大約是三、四十分鐘的時間, 並不
遠.  下了高速公路, 穿過三峽熱鬧街道, 沿著三峽河, 開了一陣子, 就到了目的地.  一路上, 兩
線道的路蠻忙的, 很多車子一路停著, 不少人下去河邊玩水烤肉之類的.  我很喜歡那河水, 清澈
見底.  水深處, 又碧綠綠的, 很漂亮.  沒有人工的改造, 非常自然.  我很愛玩溪水.  愛光著腳
下去, 那冰鎮的感覺.  水清到底, 底下石頭清晰可見, 小小魚用手兜, 就可抓到, 那種感覺真棒~  
再者, 水深及膝, 就沒有必須游泳的必要, 就是旱鴨子, 也可游刃有餘應付, 真好.  可是人真的很
多.   
 
大伙人到齊後, 就進去園內逛逛.  除了餐廳, 還有溫泉部, 可以泡湯; 烤肉區可以烤肉.園內有三
條大小不均的步道, 依照所花的時間長短來區分.  一環是三十分鐘, 二環是六十分鐘, 三環是一
百二十分鐘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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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 首先看到的是一幢幢的蜜月套房, 就在步道邊, 讓我們探頭探腦.  幾個人工的觀景點, 也
不錯. 錦鯉挨著池塘邊, 希望我們餵食.  一條小小河, 連小朋友都光腳可以下去玩水.  以之為名
的板根, 是有點小.  網路上看到的, 比較大.  還有墾丁的銀葉板根, 多年前去見過, 若還在的話, 
應該比此地壯觀些.   
 
往山上走的步道, 其實並沒什麼景色.   倒是老藤倒垂, 處處青綠, 是蠻好的感覺.  沿路路滑, 所
以有繩子為欄, 輔助我們前進, 很貼心.  我們緩慢前進, 有涼亭就進去聊聊天, 一環走完, 長者如
大姊、三姊, 就自動淘汰, 下山去等吃中飯.  我們繼續前進二環散步.  除了涼亭聊天外, 每人都
拍了躺在繩子紮的吊床(hammock)的寫真照, 四姊夫當我們的專屬攝影師.  躺在吊床上, 真有以
地為床, 以天為蓋的浪漫遐想.  喂~ 你怎麼跑到我床上來, 又跑到我的被被下咧~ 
 
年輕的下一代, 包括不服老的五姊, 繼續上路走上三環.  我們跺到山下時, 他們已經早我們回到
餐廳了.  據說也沒啥景點. 
 
想不到這家西餐廳料理還不錯.  我說過了主菜的肉, 對我而言是多點了的, 其他的 buffet 該有的, 
都有, 蠻好吃的.  印象是青菜沙拉很好吃, 還有竹筍湯很可口.  幾個熱菜也做得不錯, 因為我
們人多, 吃了聊, 聊了餓, 餓了吃, 也惡混了三個多鐘頭, 兩點半左右才正式解散. 
 
回程我們還多往前開車跑了一段, 發現下一站的滿月園(圓?)太遠, 開了十來分鐘還沒看到, 就調
頭回家.  還在路上買了水蜜桃和百香果, 回去和老媽對分.  
 
還沒到高速公路時, 因為一路上廣告太多, 我們決定一探虛實, 轉入正在蓋的新屋的陣營去看看.   
 
我們參觀了太子建設蓋的太子國際村, 緊挨在新蓋的台北大學邊.  算算五、六百戶的公寓, 公共
設施又很齊全.   房子從二十來坪到五、六十坪都有, 很吸引人.  尤其一坪算起來只十二、三萬, 
六百萬就可以有三、四房的新屋, 真過癮.  交通、生活機能又都方便.  銷售小姐介紹得非常有條
理與系統, 令人完全的投入.  一趟有組織的介紹, 花了我們兩個多小時.  看到小兒子很忍耐的陪
著我們, 覺得蠻對不起他的.  還好理智戰勝情感, 因為附近蓋的房子很多, 真的要看, 要一家家
逛才是方法.  眼見天色漸暗, 我們便要了資料, 啟程回家休息了.  倒是我們覺得十二、三萬可能
還是高價. 附近這麼多的建築工地, 供給這麼多, 有興趣的話, 應該還可再討不少便宜才對.  
 
因為高速公路和捷運系統的延伸, 很多過去不方便去的地方, 都漸漸的開發起來.  台灣四處可見
新蓋的公寓樓房.  所以, 也漸漸的鄉村、城市靠攏起來的漸漸沒什麼分野了.  不知好或不好.  只
是是時勢所驅的結果, 商人有利可圖, 就去開發.  過去的好山好水, 逐漸被我們“征服”了. 
 
就這樣結束了三峽一日遊. Monday July 24 2006 08: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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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說當年 
 

好吧～  對我這陳年往事有興趣的, 就你們這些老朋友, 就登這裡當參考吧~ 
 
我大一的兩個志願是: 
 
1. 成績搞好轉商學系.  聯考時數學考壞的打擊相當大, 當年第二次檢查志願表, 才把政治系填入.  
自己頗有自信的覺得, 不至於考到政治系.  想不到老天專愛跟我開玩笑, 我竟和老友, 一個政治
系國關組高分進去, 我是低分進去.  哭了幾天後, 也就認命.  但是還是下定決心轉系, 勢必要進
去我原先想要念的系.  (喔~ 對了.  老天另一個跟我開的玩笑是, 在我下定決心不嫁給姓劉的, 
偏偏讓我碰到姓劉的人. 不嫁的理由是, 對門鄰居的劉太太很年輕, 可是大家都叫她 “老”(台語)
太太). 
 
2. 大一跳滿一百次舞會.  大一時熱衷跳舞.  起始是班上男女相當, 很好開舞會; 加上一些重考
生又像黑社會的同學, 熱心的教導下, 我們幾個便都上手.  大一舞會邀約頗多, 參加機會不少, 
我都在日記上有詳細記載, 可惜被我媽“酒干倘賣某”的給賣掉, 不能復習一番了.  後來真的破一
百之多, 老媽以為我去上家教時, 大半我都去參加同學的舞會. 
 
舞會中參加次數蠻多, 而且有印象的, 是地質系的舞會.  地質系的舞會, 除了正式邀請的, 有時
同學找我去湊腳的, 居然不期而遇的常常是地質的舞會.  在當時, 要會跳吉力巴, 才算真會跳舞
**.  地質的吉力巴, 算相當不錯, 幾乎人人可跳.  花式頗多, 恐怕也是因為練習有加之故.  也因
此地質系的.  只要常參加舞會的.  因為常見面, 我大概都認識. (這又是老天爺的安排?)  **會跳
吉力巴的, 印象中整齊水準的, 還有國防醫學院的學生. 
 
其中劉先生是蠻有趣的舞伴. 他跳舞跳得不錯, 長得也可, 不太多說膚淺的廢話.  常常邊跳還邊
在耳朵邊唱著歌.  我當時聽得有點雞皮疙瘩都跑出來.  其實他唱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蠻尷尬的.  
但是但是, 唯一 大 大的缺點是: 矮了點. 一百七十幾出頭.  大一的女生眼光都很高, 我們政
治系幾個男同學都一八零以上, 瘦瘦高高, 打籃球技術不算, 看著也好看.  一七幾出頭是萬萬夠
不上當時我的標準的.  何況玩歸玩, 地質的同學們太愛玩了~ 好像沒幾個念書的.  念地質看起
來也沒啥出頭(真是錯看了~ 二十年後, 這是蠻不錯的行業的.  可惜地質系很多人都四散轉念電
腦或轉念商科, 真正執著本行的少之又少.  劉先生也不例外). 
 
因為玩得不錯(我必須承認那份在一起很自在的感覺很早就有的), 所以劉先生找我單獨參加過一
次舞會.  送我回家在公車上, 也沒下車就走了.  我們當時緣份未到之故吧~ 兩人心裡都沒有真
正在意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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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時, 有次和政治系同學一大群人到基隆去玩, 路過劉先生家, 巧遇他和同學阿狗.   寒喧之後, 
與劉先生在他家大門, 拍了一張照片.  阿狗兄在我們結婚後, 把那張歷史價值的照片, 送給我們.  
回頭再看, 真的很感慨老天一再的安排. 
 
那次出遊之後, 各人有各人的淺淺的緣份.  感情上, 我是個很晚熟的人.  小時被寵壞, 不太細心, 
也不懂得照顧別人.  喜歡人居多, 愛一個人的情況好像沒出現過, 以至於都沒什麼深交的感情.  
大二時, 有日, 劉先生感冒在家, 常玩在一塊的表弟, 帶著某次郊遊跟著他的吉他和歌聲的女孩, 
帶著一朵玫瑰花去看望他.  他的心深深被打動, 開始出發一次較深的感情, 一直延續到那女孩出
國.  兩(三?)年後, 他服完役也要出國, 打電話給她說要去看她.  她說不要去看她了, 她已經快要
結婚了….. 
 
我一直很感謝他這段過去.  因為他常去她家包水餃之故, 我們家現在包水餃, 都要靠劉先生鼎力
幫忙.  劉先生包水餃的功夫真是一流, 動作又快又好, 沒得挑剔的. 
 
我們再碰到時是我從芝加哥逃到洛杉磯找工作.  他則從奧克拉荷馬到洛杉磯, 與他弟弟會合, 準
備再念一個學位.  當時我住在 02 家. 此人當年就有網絡各方人馬的潛能.  記得那是一次九月的
勞工節長周末.  一伙人沒事做, 決定去大熊湖渡假.  初見面時, 我想我們都很訝異他過去大一印

象中的流里流氣不見了, 很樸實的樣子.  我當時還沒能力買車, 所以我們說好回家後, 一起去跳
蚤市場買腳踏車.  後來, 更甚者, 他們從南加大附近的公寓, 搬到離我住處兩個 blocks 的新家.  
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  常常打電話, 一起吃飯.  電話上聊天, 我常常笑到必須喊暫停, 笑一陣後, 
才能再繼續講電話.  甚至他勉強早起, 送我到 downtown 上班, 竭盡鄰居能做的事.  
 
我記得有一次, 在他家時, 蠻無聊的, 我隨便說借我車, 我出去跑跑.  他居然說好.  也不問我去
哪裡.  我跑去另一個在追我的人家裡玩電動.  沒玩多久, 我就想回家了.  回去找他, 覺得他對
我的信賴, 很讓我心裡震動了一下.  
 
我們不知道是怎麼想到結婚這念頭的.  我當時真的不知所措.  他還在念書, 誰知道他將來有沒
有出息….所以, 在拉鋸的結婚、不結婚中, 常常一天一種想法.  印象 深的是, 有次矛盾的想不
結婚, 下班他來接我時, 從椅子下拿出窮學生才買得起, 五元一束的玫瑰花送我.  頓時把我的不
婚想法又打散了.  我想我們人在外地, 都累了, 很想有個家.  所以 後他說我們再說一次要結婚, 
我們就結婚吧!  終於還是打電話告訴台灣的家人, 說我們要回去結婚了.  算算雖然大一就相識, 
自九月勞工節後開始走近, 十二月十五日結婚, 真正交往只有三個多月的光景.  
 
就這樣. 
 
有時很後悔, 約會次數太少, 還沒盡興那羅曼蒂克的氣氛.  可是, 到現在我們還手牽手走路, 感
覺數十年都差不多相同.  我知道他不是 佳的人選, 可能我也不是他 理想的對象, 可是這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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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對我這樣好的人, 我覺得夠了.  其他的功成名就, 錢財萬貫就算了~ 我放棄了. 
 
 
 
 
 
 
 
 
 
 
 
 
 
 
 
 
 
 
 
 
 
 
 
 
 
 
 
 
 
 
 
 
 
 

Thursday July 27 2006 09: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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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回顧 
 

今天決定去看看台大.  回憶一番過去的足跡.... 
 

這是大門.     

 

     椰林大道. 

 

沒想到不但建築物增加很多, 舊建築也不再是過去的老地方了.   像總圖變成校史(笑死)館, 真
正的圖書館在椰林大道的盡頭, 活動中心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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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圖 

 

活動中心仍然一樣   .  

 

醉月湖緊靠著建築物, 可是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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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還有個小池塘, 長滿布袋蓮和青綠色不知名植物. 

 

新生大樓面貌全非, 正在改建中.  我忘了過去的階梯教室在哪裡.  也在新生大樓嗎? 

 

 

下面左圖是過去 837念的文學院.  我在那裡也念過三年西班牙文和哲學概論.  Como esta?  不
過 837, 我可沒把握現在它還是文學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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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右圖是 837老公、我老公和 1011念的地質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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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也在.  聽說湯圓現在很有名.  沒看到過去愛喝的紅豆沙、綠豆沙, 只好點了八寶冰. 

 

 Last but not least, 傅鐘.    

 

 
 
 
 
 
 
 
 
 
 
 
 
 
 
 

Thursday July 27 2006 03: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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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崙砲台 
 

聽劉大牛說, 清朝時的中法戰爭, 在此我們打贏過... 

 

 

 

去萬里福華飯店與兄弟姊妹吃飯時, 順道來到大武崙砲台看看.  一個山像饅頭一樣, 挖戰壕, 

遺留了四個砲台的洞, 讓我們回憶一番.  更有甚者, 往下一望, 基隆外木山, 左邊野柳, 右邊
基隆港, 在眼前,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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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是野柳.  

      
 協和發電廠的煙囪. 

     砲台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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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小島是基隆嶼   

 

砲台再往左下看是夢幻般的情人湖. 

 

 

 

 

 

 

 

Sunday July 30 2006 09: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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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里福華吃到飽 
 

今天是三姊當金主. 

 

萬里福華飯店有沙灘可以游泳; 有遊樂區可以玩; 有不錯的餐廳吃飯; 有游泳池給小朋友玩耍; 

晚上七點半還放煙火.  暖暖的風吹來, 很有氣氛.  值得前往渡假.  福華飯店的建築, 據說上
面幾層是屬飯店經營, 下面十來層賣給民眾當別墅, 我覺得很不錯.  翡翠灣過去流行過像飛行

船的房子, 聽說過去賣到六十萬, 現在看起來老舊, 也沒剩下幾幢. 

 

大牛兄弟姊妹很多, 所以常常吃吃喝喝.    

 

 

Sunday July 30 2006 09: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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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隨意走 
 

和五姊五姊夫約好九點在福德路與松山路交口集合, 慢走向象山. 

 

  

 
 

台灣近年來的步道遊憩處, 標誌都整理得不錯.  處處便民散步走動, 欣賞風景. 

 

我們走的是小步道, 還有更高更陡的步道, 但是我們因為初次步行, 所以先從較容易的小環步道
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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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好景致 

 五姊帶頭, 明仁居中, 加興殿後. 

 

  下瞰 101大樓 

Saturday July 2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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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去淡水 
 

周末去美麗華看電影是不錯, 但總覺得沒有比去戶外吹吹風好.  所以我就 veto掉電影決議, 改
去淡水吹吹風. 

 

當然 重要的是討論吃的東西.  

 

我們先吃了蚵嗲.  這是類似韭菜盒子, 內包高麗菜、韭菜和蚵, 下去炸過的東西.  有點油膩, 只
能肚子很餓時, 快快的吞下去.  又點了紅糟肉圓, 味道還可以, 有點當歸味.  然後喝了杯冰咖啡.  
廣播小姐用麥克風很吵的直說是四十年老店, 只好買來灌下肚子去.  又去吃了阿給和魚丸湯.  
坦白說, 我對阿給這種沒啥味道的東東, 沒太好印象.  它就是油豆腐, 內包粉絲和一塊魚漿, 在
湯水中煮過, 沾甜辣醬而已. 
 
棒的是沙灘走到底的老榕樹, 遮著道路, 坐在河岸, 很舒服.  再買杯冰啤酒, 很愜意.    

 
順著熱鬧的老街, 踅回捷運車站, 再悠哉的坐捷運回家.   捷運這創意真好, 製造好多生機. 
 

   

 蚵嗲 紅糟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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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給 超高檸檬金桔杯 

 

                  榕堤乘涼 

 

                  淡水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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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老街 

 

<------- 劉建銘榕堤沉思......45 度角. 
 

 

 

Sunday July 30 2006 0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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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廟口小吃 
 

應 837囑咐, 特別照下基隆廟口小吃的照片共享. 

 

從仁三路小吃攤開始: 

 

16 號現炸天婦羅   

 

這照片有點太亮, 看不出好吃在哪裡.  這家老牌天婦羅現炸, Q度與甜鹹適中, 配上幾片黃瓜, 

真是恰到好處. 

 

36 號蚵仔煎   

加興說比士林夜市的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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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號大腸麵線粳    

 

裡面的大腸, 都裹過魚漿, 材料很豐富, 很好吃.   

 

66 號芋粿和油粿. 

油鍋內放的是芋粿和肉芋粿.   油粿是涼的, 一大塊等著切.  我小時候特愛吃芋粿.  那裡面的
芋頭, 和糯米糕蒸在一起, 真是好吃到不行.   這次專程吃芋粿.   果然香軟好吃, 與小時候的
味道, 完全相同.   下次去廟口, 還是要吃它.   小時候吃, 都是用像叉子的竹製的兩根牙, 

切、插的送入口中.   這個 66號, 算有遵照古法煉鋼, 只是叉子的兩根尖尖的牙較細, 而且小了
一點, 比較不方便進食.   兒子較喜歡油粿, 有加油蔥酥, 口味較重.   我喜歡泡在油內熱熱的
芋粿. 

 

  左邊是包肉的肉芋粿, 右邊是芋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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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粿                                                .油粿 

 

 接著, 我們去買一口香腸, 還要排隊呢~   一口香腸剛好一個夠一口, 一個賣五元.  圖中那個
亮亮的就是我要送到嘴巴的一口香腸.  味道很好.   比我們加州賣的寶島、青葉什麼的牌子, 都
好吃太多.   現烤的嘛~ 

 

      
 



 179 

          

到這裡, 剛好到仁三小吃攤的盡頭.   

 

向右拐個彎, 往前走一點,  右邊就會看到阿華炒麵.  我是吃不下了.   前面幾盤, 都是和劉大
牛合吃的多.   阿華的炒麵, 據說咖哩的好吃.   我一向不愛蔥薑蒜, 甚至一些五香的味道, 所
以都吃原味.   阿華的炒麵很有台灣人的口味.   海鮮炒麵很好吃.   圖中是咖哩肉絲炒麵, 便
宜五元, 原味的海鮮炒麵又比加咖哩便宜五元, 一盤咖哩海鮮炒麵是$65.   聽說這家湯麵也不
錯, 只是沒有機會試試看. 

 

    

 

走回仁三路吃 50 號的挫冰.   這時兒子有意見了, 他想吃對面 41號的泡泡冰.   點了一客超

有人氣的花生泡泡冰.   劉大牛點了綠豆、鳳梨、愛玉、粉圓冰.   我點了大、小紅豆、綠豆、

麥角、芋頭冰.  各位同學們, 想不到大、小紅豆是這麼的相配, 真是好吃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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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冰後, 肚子已經喊救命了.  只好沿著垂直的愛四路, 走走看看, 一飽眼福. 

 

這是愛四路的攤位.   

 

      

    切好的水果, 看起來也很誘人.               現榨的柳橙汁, 也令人想掏出銅板. 



 182 

          

 

 
  各種水果沾上糖衣, 也秀色可餐. 

 

 我看我還是寫待續吧~ 過幾天應該還會去吃的.  對不起了, 美加的同學們. 

 

 

 

 

 

 

 

 

 

 

 

 

 

 

 

 

 

 

 

 

 
 

Saturday August 05 2006 11: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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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節快樂! 
 

今天是爸爸節~ 祝天下的爸爸們佳節快樂~ 
 
Eric, 也祝你生日快樂! 
 
九點多去把加興踢醒, 告訴他他老爸已經在刷牙了, 若是要做拿手(i.e., 唯一他會做的菜)的早餐
火腿蛋, 就要起來去整治. 
 
問他卡片寫好沒? 他說還沒? 昨晚跟我一樣混到半夜一點多, 也不外乎在玩 game, 正事也不辦一
辦. 真叫人氣得咬牙切齒. 
 
快中午, 加興就出門去和同學唱卡拉 OK. 昨晚翻字典查歌詞, 下載歌曲練唱, 就為了和國語日報

認識的朋友一起去唱歌. 老公後來在床頭櫃上, 看到一張卡片, 拿給我看. 我真的是看到視線模
糊.....想起初, 他為了我堅持帶他回台灣過暑假, 讓他不能和同學一起玩, 和我大吵好幾架, 到幾
乎絕裂. 回台北, 剛開始也情緒不好的過了好幾天, 現在總算有了代價..... 
 

 

http://blog.sina.com.tw/myimages/111/23151/images/1155016062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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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08 2006 01:47 PM 

http://blog.sina.com.tw/myimages/111/23151/images/1155016062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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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麵小搜 
 

我自己其實不愛吃肉.  但是牛肉麵是很主要的一道主食, 所以只好開闢一欄來和大伙交換意見. 
 
牛肉麵說簡單是簡單的一道吃食, 真要研究的話, 也是條條細節, 步步微妙的不容易做.  說個笑
話: 我做的牛肉麵, 沒有一次味道相同. 不是故意的, 是不得已, 它自己變的.  所以做牛肉麵有
什麼難?? 哈哈哈~ 
 
吃牛肉麵, 第一口要喝湯頭.  過甜、過鹹、過油、過辣, 都不佳.  再來是麵, 選哪種麵, 麵寬度與
Q 度, 都是學問.  怎麼下麵, 吃來有嚼勁, 但不過軟或過硬, 並不容易.  再來是那牛肉.  牛肉選
哪部位的肉, 吃來不過多肉纖維, 或不過多油脂.  煮來入味否? 是否如咬橡皮筋的不夠爛.  或是
大大的太爛. 都是重點. 
 
我並不是牛肉麵專家. 只是把我知道的牛肉麵, 列下來跟親朋好友討論一番而已.  要是真有好吃
的, 請賜教. 
 
其一: 
以前大牛總是嘩啦嘩啦說大姑媽家巷口的牛肉麵好吃.  我聽了上百次後, 好像吃過一次. 那巷口, 
過去有兩家, 據說都不錯.  現在大姑媽不在了, 所以就少去和平東路了.  有一家現在在潮州街的
老王牛肉麵. 
 
插嘴: 
我念書時代很少吃牛肉麵, 專攻排骨麵.  西門町的金園排骨, 排骨大王的排骨麵.  鍾情的還是
桃源街的興隆牛肉麵的排骨麵.  記得高中週記上, 把個排骨麵形容得導師說要請我一起去驗證一
番, 可惜她還欠我這一頓, 人也不知在哪裡.  前兩年, 有回興隆去回味一番, 真是事過境遷, 往事
只能回味.  那好味道已經不復見了. 
 
其二: 
桃源街王記牛肉麵.  到目前, 我還是覺得他們的品質始終不變.  還不錯.  吃他們的麵要配一盤
他們有名的泡菜才行.  我每次都很想點粉蒸肥腸或排骨, 可是都怕吃不完, 所以放棄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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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老媽家附近有老張擔擔麵, 在杭州仁愛交口, 他們的牛肉麵是以大量蕃茄下去煮, 頗不同.  現
在已經改店名了.  此家的粉蒸排骨或肥腸均可. 

 

其四: 

永康公園牛肉麵.  很多年前吃的時候, 並不喜歡牛肉麵, 所以不太記得.  但是我記得, 當時餐
廳環境並不好.  不知改善了沒.  近日內再去瞧瞧. 

 

其四: 

饌王牛肉麵.  自詡是網路傳聞牛肉麵冠軍.  位置在忠孝東路與大安路交口二樓.  麵式很多種.  
蕃茄、麻辣、紅燒、清燉, 有湯麵、也有乾拌麵.  可是我對用拉麵來做牛肉麵的麵有意見.  Q 是
Q, 但是總覺得好像缺了點我們北方麵條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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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蕃茄牛肉麵 

 

 這是紅燒牛肉麵  

這是麻辣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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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配給的醬料 

 

其五: 

松德路與松山路交口的巷內, 有一家小陳牛肉麵.  衛生是有點缺缺, 但是口味與麵真的不錯.  

生意也是好到不行. 

 

~待續~  

 

 

 

 

 

 

 

 

 

 

 

 

 

 

 

 

 

 

 

 

 

Friday August 08 2006 02: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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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南方澳 
 

今天在家閒閒, 等晚上去媽媽家吃拜拜. 所以就倒週記給大家填鴨一下.  若太多了, 受不了, 

請打個旗號, 通知我.  

 

慣例走五號高速公路, 穿過雪山隧道. 

 

      

 左邊蘇澳, 右邊南方澳, 兩相對立.  

   

左圖: 豆腐岬的失寵的海水浴場.  沒有什麼人來, 也沒怎麼維修.  

右圖: 網路上介紹的景點蘇澳冷泉, 居然是個人工的小冷泉游泳池.  我這旱鴨子, 只好打道回
府.  

 

至於海鮮, 沒怎麼敢吃.   衛生真的很差.   看到那免洗筷的髒樣, 下定決心要去買付環保筷, 

隨身攜帶. 

 

Tuesday August 08 2006 04: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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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捲加冰淇淋 
 

不好意思, 讓 837和 1056再流一次口水.... 

  

那天去宜蘭, 到處看到招牌"花生捲加冰淇淋".  兒子說: 這麼多招牌, 要不要試看看?  我說是
啊~  應該試一下.  於是, 我們買了兩份吃.  原來它是刨花生糖粉, 加上芫荽, 鋪在芋頭冰淇
淋上, 用春捲皮捲起來吃的.  還真的很好吃.  有往那方向去的, 別忘了嚐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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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坨芋頭冰淇淋喔~ 像包春捲一樣包起.  右上角是花生糖一大塊 

 

 

宜蘭還有鴨賞.  過去是一隻隻像板鴨, 現在進步了.  去骨煙燻, 只要加青蒜, 一點辣椒, 略炒
或微波, 就可吃了.  味道甜鹹適中, 很香.  一包一百元, 真便宜.  不過燻製品, 偶而吃吃就
好, 不要多吃. 

 

牛舌餅也改良了. 有正統的, 有超薄的, 口味很多種.  黑糖、蜂蜜、奶油等等, 六七種之多.  金

棗也有名.  做成蜜餞、茶包、果醬等等.  照片都忘了照給大家看.  有再去再補照.  

Tuesday August 08 2006 03: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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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號碼更改 
 

我們手機又重新打契約, 把去年那個不喜歡的號碼換掉了.   現在新手機號碼是 (626) 927-8219. 
  
手機拿了個 Samsung 的 SGH-T609.   看起來好像也不怎麼樣. 
  
http://www.phonearena.com/htmls/readreviews.php?id=1426&page=3 
 

 

 

 

 

 

 

 

 

 

 

 

 

 

 

 

 

 

 

 

 

 

 
 

Saturday, August 19, 2006 2:31 PM 

又回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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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楞小楞上學去 
 

九月的到來, 就是學生開學的開始.... 

 

  在 Redondo Beach 吃螃蟹 

 

  

 
一興十八號回到洛城家中, 與我們會合.  兩兄弟又是玩 game, 不然就是和同學出門吃喝玩樂, 也
帶了沙灘的沙子回家,讓我發脾氣. 
 
兩個星期也快快的過去了.  回去因為被不知哪類濾過性病毒感染, 全身不適, 半病半忙的幫加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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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點去露營***和宿舍的東西, 也匆匆忙的準備就緒.  盤點了兩次行李, 稍微放了心.   
 
出發當天, 上網看紀錄, 才發現飛機是晚上九點飛, 與一家人印象中的半夜飛, 有點出入.  趕忙
把還在外頭交際應酬不知情的一興給吼回家, 晚飯也來不及吃, 六點多就載滿四大箱行李, 到機
場去了.... 
 
寄好行李, 忽然發現要說再見了.  有點情緒因為時間發生太快接不上來.  好在皮包內有相機, 趕
忙照起相來.  惹得在旁觀看的老外們, 微笑的一臉很了解的表情.  事後還有洋太太來跟我說: "I 
understand!  It's so hard!!"  然後, 匆匆擁抱一下, 他們就進去安全檢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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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這兩個小朋友分開, 是有點難過, 但是好像覺得反正十二月又見面了, 並沒什麼.  回到凌亂的
家, 才真的想起, 這是空巢期的開始.....唉~ 
 
***  加興和哥哥大一時一樣, 參加開學前的一周的新生露營.  一興當時選第二挑戰性的程度.  
昨晚我才知道, 我們這瘦不拉巴的加興, 很勇敢的選 具挑戰性的程度.  這孩子就是永遠不曉得
保留一點, 橫衝直撞的, 一周下來恐怕會被整得很慘... 
 
 
 

Sunday September 03 2006 03: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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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與不留拉鋸戰 
 

兒子上學去了.  家中兩老決定除舊佈新, 把不用的東西, 好好打理一番. 
 
早先已經叫兒子們把他們的房間整理一下.  書架上、抽屜裡, 不用的東西, 大大的丟掉一些.  一
興忍痛的把他多年留下來的好的 projects, 都扔了.  我裝做沒看到, 不然很可能我又會把它們檢
回來.  加興更慘~  他哥哥不要的, 轉到他房間, 所以他的房間更多東西要整理.  動作又慢, 結
果匆匆離開, 一堆舊氣的衣服, 還是需要我處理. 
 
我們兩老在家整理房間, 演練如下的場景: 常常是兩人搶來搶去, 一個要丟, 一個要留.  不然, 
便是一個前腳丟出門的東西, 後腳另一個人把它揀回來. 
 
只要是大牛扔出去的東西, 我就去把它拿回來.  孩子的獎杯說太大, 該扔!  我去把它們從垃圾
桶檢回來.  嘿~  加興初中第一名的大獎杯丟了多可惜.  水球也是要參與再參與才有那兩座大
獎杯, 怎麼可以扔了.  大牛真是沒感情的人.  所有大大小小的獎杯、獎牌, 一概裝箱, 兄弟各人
一箱.  將來他們自己帶走自己的童年回憶.  我可是成績單、獎狀, 一張張給他們收得好好的.  這
些都是他們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戰果.  將來可以拿出來, 驕傲的對自己的子女說: 你們看~  你老
爸, 我, 過去成績都這樣好的.... (一興因為大學成績太爛, 只能秀到高中畢業). 
 
SAT 參考書丟到 recycle bin, 我去把它們拿出來.  已經說好同學的妹妹要來拿, 丟了, 我怎麼跟
人家交待??  都是花錢買的考題, 這樣的扔掉, 多可惜~  能夠給別人 recycle 一下, 才是物盡其用
嘛~ 
 
電動玩具任天堂第一代是我在玩.  第二代、第三代是他們玩, 我也有參加一點點.  你知道, 我還
有個粉紅色的 controller.  他們倆還陪我玩三 D 的 Tetris.  什麼? 卡帶全丟掉?  混話!!!  怎麼可
以!!!  錢買的呀~  以後兒子回來還要玩啊~  他們不會再玩?  那我以後有空會玩啊~  每個
game, 都是個很棒的回憶. ------> 大牛放棄地閉嘴, 打開紙箱, 寫上"電動玩具"在箱子上.  我在
一旁得意的微笑. 
 
這個.... 其他玩具.... 也有點可惜.  一整個玩具箱, 是我以前三挑四檢留下來的.  還有幾個 Tonka
的大卡車, 兩個兒子愛玩, 從小玩到大.  還有一大桶的 lego, 兩人可以做好多戰車, 排隊打仗.  
啊~ 問大牛外甥, 要不要整箱搬去給他兒子玩?  都是錢啊~  錢買的呀~  重要的是這些玩具, 
都是很好玩的.  過去我也愛陪他們玩.  水槍打水戰, 哈~  我常偷襲他們.  那些小玩偶, 個個製
作精美, 我們收集一批又一批, 還可以排隊打仗.  想起來, 真是 good old times. 
 
Board games, 也是一盒又一盒.  Toys'R'Us 有的, 我們家大約都有.  總以為 board games 可以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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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他們思考能力.  當時也常常返老還童的陪著玩得好起勁.  我想大牛外甥的兩歲的 Luke, 就多
擔待些, 把我們這些 board games, 也拿回家, 預留到長大點再玩吧~  不過, 我還是留下 Scrabble, 
Upwords, Othello, battleship 等等的一些簡單好玩的 games, 將來兒子回家叫他們陪我玩.  跳棋、
象棋、西洋棋, 當然不能丟.  我們聖誕節有空, 一家可以在暖暖的客廳玩. 
 
不敢聲張, 趕快把我那十幾盒 jigsaw puzzles 藏起來.  現在拼圖對眼睛是有點吃力.  可是好的拼
圖, 不易找.  材質、花色, 不是每家廠商都會出的.  有些拼了拆, 拆了拼, 還是很有意思.  我們
客廳走道上, 一張 Thomas Kinkade 的一個家的圖, 就是我和兩個兒子合拼的.  右下角還有我們三
人的簽名日期.   
 
拼圖 棒的是那個輕鬆的心境, 邊聽音樂, 邊拼圖, 真是好愜意.  我 無法忘懷的是做月子當中, 
我老媽幫我抱著一興, 我在一張麻將桌上拼 2500 片風景. 我媽邊搖著兒子, 一邊說: ㄟ~ 你手邊
那塊, 就拼那個角落~  你看~ 多幸福快樂的畫面呀~   
 
就這樣虎頭蛇尾的把房間整理了一下.  沒關係~ 一次整理少一些東西.  總有一天, 家裡非常簡

單的狀況會發生的.  只要大牛你不要再繼續多買一些垃圾回家.  (很輕聲的講).  記得吧~  一隻
布小雞, 四塊多, 是你在復活節買回家的, 說它很可愛.  電吉他和吉他架和大大的擴音器, 明明

知道買了, 只是一時熱衷, 還是買來堆在客廳裡.  呃~ 讓我再想想, 還有什麼再告訴你.....  現在
先休戰一下.  整理東西也蠻累人的, 你知道. 
 
 
 
 
 
 
 
 
 
 
 
 
 
 
 
 

Tuesday, September 05, 2006 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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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小事一二三四五 
 

台北每件小事都新奇的吸引著我.   
 
九月中回來後, 天氣轉涼, 沒有了盛夏的火熱.  不時的小陣雨, 更是帶來一陣清涼.  打開窗戶, 
秋風從前廳吹到後廚房窗口, 整家涼風徐徐.  沒關緊窗戶, 還可以聽到似 A 大調的呼呼的風聲, 
很有點詭異地.  大牛說九月到十一月, 是台灣 好的季節.  四、五月也涼快, 但是偏是雨季, 沒
有秋高氣爽的舒適.  可惜我小白球未買未練, 恐怕等到練好, 已經過了這好季節.  
 
小屋真小.  吸塵只要插兩個不同地的插座, 就可以把全家吸乾淨.  要擦桌椅, 也是沒兩三下就把
全家的桌面檯面都擦到.  要拖地, 也是十五分鐘就在地上畫完大小楷.  廚房真小.  一個炒菜鍋, 
沒處擺, 應需要, 移來移去.  食品倉庫, 只有一個大抽屜可利用.  杯碗瓢盤, 只能放兩個小櫃和
兩小抽屜.  調味料、醬油、茶葉, 更是你擠我我擠你的爭用櫃子.  沒有理所當然的洗碗機, 只有
一個掛在面前的烘碗機, 可以烘乾用手洗好的碗.  那天, 發現居然可以把整個 compact 的烘碗機
拆下來清洗.  裝潢時沒留意, 發現流理台、水槽、洗臉台, 都比在美國用的低.  我中等高度的人, 
洗碗也要彎點腰才行.  每天每個房間都利用到極限(除了小孩房是我的辦公室, 較少利用外), 平
均的給予時間在房裡每個地方窩著. 
 
每天都要接到一、兩通詐騙集團的電話.  漸漸習慣這些蠻無聊的電話.  有時也好奇今天又有啥新

花招來騙人.  反正真正聽不下去, 就掛電話. 
 
附近的小吃店還在努力嚐鮮.  簡餐的店, 蔬菜配主菜, 帶飲料, 全程算一百元上下, 到處可見.  
台北街上, 飯館、咖啡館、糕餅店, 多到一時無法全部試過.  早餐, 豆漿到咖啡; 油條、燒餅到三
明治, 應有盡有.  不然便是和親戚朋友, 約好哪家好料理店, 花上上千元以上, 慰勞自己一下.  
好料理店, 常是五、六百元之譜, 就可大快朵頤.  上千的套餐, 已經是讚賞不已的一道道的慢慢撐
死自己; 再有的, 兩三千以上的, 大約都沒吃過, 像法樂琪的法國菜(還是連鎖店), 我們家大牛說
好吃, 我不知是否時差之故, 只覺得菜色頗特別, 但不喜愛.  當然小吃到處都有, 個人喜愛不一.  
基隆廟口至今仍然是各色小吃的總匯, 沒得嫌的.  有時真的無所選擇, 還是會乖乖在家裡煮著吃. 
 
說到煮菜, 想到買菜.  大牛陪我拖著四姊給我的買菜用的娃娃車, 去隔壁巷子(林口街)內逛著.  
風像電扇第三段的微微的吹著, 不似夏天頂著大太陽, 擦著汗, 和其他的太太擠著.  秋天是去傳
統市場買菜的好時機.  我一個人倒是沒勇氣去, 總要找大牛壯膽才行.  一條絲瓜新台幣十元, 十
多個小小金桔檸檬十元, 一把新鮮的菜 35 元, 三把山蘇五十元(餐廳炒起來恐怕兩、三百元一盤), 

又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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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藍眼深邃的新鮮魚一百元, 四大粒美麗的桃子七十元, 鳳梨三顆一百元, 一個瓠瓜二十元(三
個五十元)….. 很多水果、青菜是算一堆三十元或十元的賣著.  這樣的便宜新鮮菜哪裡去找?  買
到後來, 挑剔到菜老闆喊我“大姊”, 就不跟他買.  哼~ 嫌我老….  所以再去超市, 實在有點買不
下去.  因為實在比傳統市場貴….. 
 
開始對統一發票.  每月買東西拿到的發票堆在一角落, 等著隔月對獎.  偶而也去買買樂透, 冒著
萬一中獎, 被壞人覬覦綁架的危險.  也開始研究哪家信用卡有好康可以利用.  羨慕著五姊拼命
刷卡, 換個沒完的獎品. 
 
開車上路, 也漸漸熟悉.  台北的規矩, 也漸漸拿捏熟稔.  路上的小蜜蜂, 也比較不會惱人的膽戰
心驚.  隨時還可帶著有趣的心情, 看他們在紅燈時, 怎樣的在汽車陣中, 鑽來擠去, 人性百出.  
記得不必買太高級的車子, 再怎麼小心翼翼, 總有比我更不會倒車入庫的笨人, 趁你人不在時, 偷
偷的 A 你的車一下, 就溜之大吉.  出門, 大牛說要看地圖; 好友說看什麼看, 地圖就在路人嘴上, 
開錯了就問路呀~   
 
就這樣, 我自己覺得很不熟悉這個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好像沒兩個月, 又開始融入我的台北新生
活之中.  雖然還是新手乍現, 狀況百出(比方說, 迴轉道居然是靠左邊開車), 但是, 心情好像柔軟
下來, 緊繃雙肩, 也鬆弛起來.  嗯~  台灣台北.  我又來了…..   
 
 
 
 
 
 
 
 
 
 
 
 
 
 
 
 
 

Thursday September 28 2006 04: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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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驚豔的小花 
 

仙人掌的種類很多, 是我很喜歡逛看的植物之一.  常常網上四處尋找圖片, 圖書館看畫冊, 也愛
去賣植物的店, 去一個一個的欣賞. 
 
比方說, 大家都知道的Hungtington Library, 裡面有藝術品和各式的花園
(http://www.huntington.org/BotanicalDiv/HEHBotanicalHome.html), 其中就有一個很大的仙人掌公
園.  造物主的細膩心情, 都可在仙人掌上看出.  那個公園內的仙人掌, 真是讓人咋舌稱奇.  有
的大到像個圓圓的胖胖軟椅墊, (可惜坐下去會被扎痛到不行); 有的長相奇特, 讓人看了忍不住哈
哈大笑.  每次去Hungtington Library, 一定要去仙人掌公園看看.  常常整個園區, 走到後來, 才
看到仙人掌公園.  很多人累了, 就不逛它, 回家去了.  其實除了外頭的大仙人掌區, 它在內部角
落, 還有一個溫室區.  裡面擺滿了大大小小的小仙人掌, 個個都非常精緻的讓人稱讚不已.  仙人
掌的各種型態, 真是叫人驚喜, 愛不釋手.  更令人驚豔的是多刺怪狀的仙人掌開的花, 居然是那
麼的漂亮!!  有的顏色鮮艷, 有的花型美麗, 超乎想像仙人掌花的迷人, 讓人心疼珍愛. 
 
http://www.cactus-art.biz/gallery/Photo_gallery_cactus_page01.htm (欣賞仙人掌照片) 
 
http://www.photovault.com/Link/Orders/Flora/SucculentsCactus/OFSVolume01.html (欣賞仙人掌照
片) 
 
離開洛杉磯的家, 回到台北之前, 不忍再把養殖的蘭花與非洲菫, 再放置後院, 讓它自生自滅.  
過去離家一個月, 已經剩下不到一半了.  現在要離家更久, 真是對這些花草很抱歉.  這些老非洲
菫, 我種了都快二十年的光景.  是我搬到這個家後, 開始養的.  盛繁榮時期也有四十多盆. 其
中不乏逛展覽爭買奇特品種的花色.  所以, 這次臨走前, 送到 Melody 家, 讓她領養.  看起來她
蠻會養非洲菫的, 也是綠姆指的會員.  剩下的蘭花, 對她而言也是個新的經驗吧~   
 
送走花後, 傷感的回家, 踅到後院, 發現在 Target 買的一小盆仙人掌, 忘了交待.  那是本來買給
加興, 放在電腦前的(不是都說電腦前, 放個仙人掌比較好嗎?). Target 也有一小塊區域, 賣仙人掌.  
個兒都小小的, 可愛到我都想要把他們帶回家.  後來, 七挑八選的, 只選了一盆.  沒想到加興這
小子, 這麼不需要澆水的植物, 還是讓它給乾渴到快枯萎, 我只好自己養它.  其間, 它還開過小
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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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走時, 把這仙人掌小朋友, 帶到公司給 Alison 和 Julie.  當時也開始又有花苞了.  今天收信, 細
心的 Julie, 把開小白花的照片寄給我看.  我真的很感動.  再細小的生命, 有人用心照顧呵護, 還
是會很美麗的....  你說它不是很美麗嗎? 
 

 

 

上星期去建國花市買的小小仙人掌.  一棵大約是核桃大小, 四盆一百元, 加架子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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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2 2006 07: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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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蓮共賞 
 

 

~This picture donated by Dolly~ 
 
初也是愛那美麗的花型色彩. 網上四處尋找美麗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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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來真是看到快吐了. 畫荷攝蓮的人太多, 多產的結果是: 算了看看就好了. 
倒是我挺喜歡找到這個人攝影的有點色色的主題: 
主題叫做 - 花間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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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顆水滴有意思吧~ 

當然囉~ 我一定收集一些七彩的照片. 

喜歡 蝴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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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6 2006 05: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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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胡謅瞎扯, 別介意.... 
 
右腳超級刺痛..... 
 



 因為右大腳趾指甲太長 
 因為鞋子不舒適 
 因為鞋子還很新 
 因為腳內側用力 
 因為重心在內側 
 因為膝蓋略彎著 
 因為身體微前傾 
 因為兩手緊握在畫弧 
 因為右手包左手 
 因為左手外握球桿 
 因為球桿是七號 
 因為初次練習較適當 
 因為還沒練 SW (Sand wedge)  
 因為只帶這兩根 
 因為四姊夫叫我帶球桿 
 因為四姊夫要教我 
 因為我一路在認路 
 因為四姊和姊夫來接我 
 因為四姊打電話叫我 

 因為十一點到了 
 因為我做完瑜珈 
 因為我在做瑜伽 
 因為我只會一點瑜珈 
 因為我怕會受傷 
 因為暖身很重要 
 因為和四姊、姊夫約練球 
 因為聊天聊很久 
 因為跑到四姊家 
 因為想要四姊夫的意見 
 因為忽然打電話給四姊 
 因為買好要坐車回家  
 因為總算買了一套球具和鞋子  
 因為催他帶我去買球具  
 因為大牛玩得很盡興的回家 
 因為一個人在家很不爽 
 因為四姊四姊夫和大牛去打球, 我被放單 
 因為我沒有球具 
 因為我很懶惰不想動 

 
所以, 說了半天, 就是想把球桿記錄下來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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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兩根 3 號 5 號木桿郵寄中... 
 

 

 

 

 

 

 

 

 

 

 

 

Friday September 29 2006 1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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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又走一遭 - 1 
 

三年前幫一興整理了宿舍, 三年後總不能不幫加興也做一遍嘛~ 我是這樣的告訴大牛的. 因為他
說, 有一興哥哥在那邊, 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再去一趟的.  問題是兩兄弟都忙啊~  一興哪有時間
理加興... 
 
9/8 – 9/12 我們兩個為人父母的, 在回台北之前, 還是乖乖去了趟東部, 確定兩個兒子都真的去
了學校, 一切妥當, 才放心. 
 
雖然坐到 Newark 機場較近, 可是從洛杉磯, 幾乎都要轉機.  我們若坐到紐約的甘迺迪機場, 飛
機班次多, 而且直飛, 所以我們愛坐 JetBlue.  JetBlue 的格調很年輕, 我們蠻喜歡他們的廣告及
服務風格.  飛機上吃的 blue chips, 是把馬鈴薯片染成藍色, 不能不吃一包.  ( “Blue chips”, got 
it?) 
 
星期五一早出發.  這次到機場, 我們沒有租車.  因為一興有輛 CR-V 在學校, 我們覺得沒必要浪
費錢.  但是從機場要換三班火車, 才能到學校. 第一班是 Airtram, 離開機場; 再來是坐 Long 
Island Railroad (LIRR), 到紐約的 Penn Station; 再換 New Jersey Transit (NJT), 到 Princeton 
Junction.  若一興不能接我們, 我們還可再坐一小站小火車, 到 Princeton Station. 就到校園內了.  
這樣一趟下來, 大約是兩個多小時的光景.  一興回洛杉磯, 就是這樣坐飛機的, 我們想也嘗試一
下, 看看他是怎麼走的. 
 
一興開車來車站接我們時, 我們已經坐了一天飛機與火車了, 所以有點累.  我們馬上一起去找加
興.  兩人到學校後, 活動很多, 我們只能見到面, 大約說說明天行程怎麼安排.  加興才參加新生
露營一周回來, 晚上還有新生活動, 沒時間與我們多交談.  一興的足球, 已經開始 warm up 練習, 
飛到學校的前一兩天, 暫住加興的宿舍(因為加興露營前, 可以先把東西放宿舍.  一興的宿舍卻
要到五號才開放).  因為, 鑰匙在哥哥手上, 哥哥又東奔西跑很難找到人, 所以兄弟倆就這樣沒有
配合好時間, 加興稍早沒有聯絡上哥哥, 沒鑰匙進房間, 被鎖在自己的宿舍外兩小時.  兩人一見
面, 便互相指責沒有為對方著想, 越說越大聲, 加興還含著淚光很傷心的說找不到哥哥, 把我們倆
給震呆了.  只好做和事佬, 安撫他們.  事後, 兩人都分別被我臭罵一頓, 自己沒有各自先把自己
的事先想遠點, 安排妥當; 到了事情發生, 才手忙腳亂互怪對方.  
 
第二天, 加興已經和室友妥協好宿舍地盤, 搬好傢俱.  乖乖的兒隆咚~ 這密蘇里來的白人, 蠻老
練機伶.  給自己安排好較佳的環境, 他的床靠牆旁. 書桌也對牆, 不重要的書架與東西在暖氣與

又回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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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旁.  我們的笨兒, 書桌在窗前, 窗下是暖氣, 很難放電線.  床亦靠窗, 兩人的衣櫥在我兒床
腳, 所以他的空間很小.  兩人隔著我兒書架與五斗櫃做分界.  兩個垃圾桶都放我兒書桌與五斗
櫃這邊.  這白人真可惡~ 我們家這個初見世面的古意人, 恐怕會被他吃得死死的.  不過是他們
倆人的決定, 我只能按這格局 幫兒子整理行頭.  
 

         加興的窗口望出去 

 

    加興的這一半壁江山 



 222 

          

              衣櫥在右手邊角落 

 

  宿舍外觀 

 

確定了要採買的東西, 列了單子, 我們便出發.  昨晚沒怎麼留意, 白天才發現, 一興這車子, 髒得
好像才從垃圾桶爬出來的.  一問之下, 買了近一年半的車, 沒洗過一次.  真有他的本事.  就這
樣, 花了兩天, 跑了很多趟各大店, 像 Wal-Mart, Target, Home Depot, Linen & things, Best Buy 等
等, Wal-Mart 至少跑了五趟, 來來回回走得腿都快斷了.  我說過我不愛逛街, 真去逛都是不得不
去的.  常常回到宿舍, 又想到漏買了別的物事.  加興露營回來的一大袋髒衣服, 我也只好買了洗
衣精後, 幫他洗.  由於幫一興整理過一次, 知道他們一直到開學, 活動很多, 根本沒辦法理我們.  
所以我們來來去去也不在意加興不在宿舍.  加興這宿舍是 Co-ed, 所以男女生都有.  一興叫我們
放心, 他說加興住附近的女生, 都醜到不行, 很安全. 
 
我們老中真的對自己的子女珍愛不已.  加興那室友, 我必須佩服他小小年紀, 自己一人整理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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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獨立.  他看我們這樣對加興, 一定很驚訝. 
 
星期六晚上, 和他們倆約了吃這趟唯一全家都到的飯.  兩個人前一晚吵得像仇人, 今天兩人又興
奮的互相報告新發現, 給對方聽.  我們若是前一晚跟著他們生氣, 現在準會火冒三丈這兩人的無
聊.  好在我對他倆非常了解, 見怪不怪了. 
 

    哥倆好 

 

忙到星期日下午, 也就差不多齊全了.  也買了腳踏車給他, 因為他宿舍離教室較遠.  因為新生買
的東西都差不多, 幾乎到所有的店都是要用搶的, 像衣架, 像背包; 腳踏車也沒幾輛可以選.  我
們找很久電扇, 可是都差不多換季賣完了.  後在一家遠一點的 Home Depot, 找到 後兩隻.  
興沖沖的星期一拿去兩人的宿舍裝時, 發現怎麼才經過兩三天, 天氣居然轉涼了, 秋意很快的出
現在校園中….. 
 
臨了, 和加興交待房間裡什麼東西放在哪裡, 心裡有點難過起來.  我們真的要放他在學校裡, 自
己生活了.  我眼眶模糊的大聲的告訴加興 “要好好照顧自己!!”  加興低著頭, 頻頻點頭.  我還
加了句 “promise?!!” 才和大牛, 與他擁抱了一下, 才離開.   
 
孩子~ 從現在起, 你不再是媽媽的寵物, 是個獨立的男孩子了.  一切都要開始自己承擔與經驗, 
沒人再不斷叮嚀你, 吼你前進.  希望你記得我教你的每個細節, 遵照我指導你的方法, 少碰到些
挫折, 順利的朝自己的人生前進….. 
 
 

Wednesday October 05 2006 11: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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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又走一遭 - 2 
 

也抽空去看一興練足球. 個個都是170磅內, 穿著盔甲, 鏘鏘的互撞著.  再見到一興, 手臂烏青一
片, 也不為意..... 
 

       足球隊 

 

   划船隊 

 

這之中, 也去一興住的宿舍看了一下.  他老兄住的是單人房, 裡面空間大些, 還有個裝飾的壁
爐.  三年下來, 他的家當也逐漸的增加.  我驚訝地看著他的房間, 當然很亂; 兩三個碗公沒洗, 

湯汁都乾掉了; 衣服到處都有, 床上、桌上、地上.  不過我看出他的亂中有序.  書一大箱, 收
得好好的.  幾個喜歡的布偶, 掛在壁爐上.  有代表我們四人的四隻老虎, 兩隻 Hershey牛, 一
隻是初中參加學校旅行, 自己買的; 加興後來又買了另一隻送他.  還有當年他小女朋友送他的
布鴨子, 和兩個玩偶.  我忽然發現我的一興是很重感情的人.  我忽然很想抱他一下.  三年來, 

他自己處理著自己的生活; 努力的成長著; 忙碌的參加自己想要的活動.  我不再對他打足球、跳
芭蕾發飆了.  他在摸索自己的能力和興趣, 我應該為他的生命力與勤奮而高興與欣慰.  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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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做的、擁有的, 造就成一個僅此一個的一興: 有他的特性, 有他的味道, 獨一無二的一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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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興的龜房 

 

     一興的宿舍外觀 

 

星期一一早, 接了加興在銀行開了帳戶, 讓他有個零用錢用.  這小子才說了沒兩句話, 忽然鼻血
噴了出來, 嚇了我們大家一跳.  銀行行員急忙帶他去洗手間清理一番.  唉~ 真不知該說什麼.  
他接下來幾個月, 自己要能照顧自己, 不然回家就剩骷髏一具了. 
 
我們送他回學校後, 就算結束了此行的任務了.  本來要去紐約看場秀, 但是覺得有點趕, 所以決
定開車去拜訪再興初三與我同寢室的蔡申怡(1321).  她也步入空巢期, 與老公和婆婆住在新澤西
州的山上叫 Bridgewater 的地方.  那裡每個房子都很漂亮, 真正的班比鹿就在房子的前院或坐或
臥的活動著.  老朋友見面, 相談甚歡, 直到夜深, 才依依不捨的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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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相見歡 

  Princeton Station 
 

星期二, 一興來送我們去火車站, 順便把已經洗得乾淨的車子取走.  等火車時, 碰到一個大陸媽
媽, 也要離開學校.  一談之下, 強中更有強中手, 這位上海太太的獨生女, 已然大三, 媽媽是幫忙
她女兒提行李來的.  聽她說, 鞋子就裝了一大箱呢.  還幫她女兒把儲藏室的衣物, 清洗了一番, 
安頓好後, 提著兩大空皮箱, 要回密蘇里家去.  她是每年兩次, 來幫女兒安頓與收理的.  所以, 
我與她相比, 還真是小 case 一件. 
 
New Jersey Transit 的車掌, 會來查票剪票.  剪好票, 就收走, 還插兩張紙牌在我們椅子上, 很奇
怪.  不是很了解他們的系統, 不過每到一站, 操著黑人口音的車掌, 唱著站名, 蠻覺得很落伍的.  
就這樣, 我們又換三班火車, 到了 JFK 機場, 搭飛機回洛杉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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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興上星期前, 左手小手指被椅子不知怎麼割到, 縫了十一針.   所以足球已經退下來, 不能打了. 
又有次和一興聊時, 他特別說到加興房間亂得真恐怖.   可憐了那個條條有理的白人.  哈. 
 
 
 
 
 
 
 
 
 
 
 
 
 
 
 
 
 
 
 
 
 
 
 
 
 
 
 
 
 
 
 
 

Friday October 06 2006 12: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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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見劉師傅 
 

台北家的樓下是很熱鬧的商店街.  我們家正樓下是家眼鏡行.  
 
隔壁幾家就是個中醫診所.  六月, 我剛回來之時, 大牛去那家診所診療過.  我很訝異的發現, 現
在的中醫診所, 也現代化很多, 或許沒有這樣的跟上時代腳步, 或許就式微了也說不定. 
 
記得幾年前, 大牛在洛杉磯看過個很不錯的中醫.  把脈、針炙後, 吃過兩個療程的中藥.  就跟小
時候見過的一般, 醫生給了好幾包大大的紙包的中藥.  為了那幾包藥, 我頭痛的到處找廣告上說
的啞巴媳婦來熬藥.  否則幾碗水, 後要熬成一碗來喝, 我這個粗枝大葉的笨媳婦, 往往都不是
熬過頭沒得喝, 不然就是熬成一大碗還有剩.  啞巴媳婦當時真的幫了很多忙.  不過唯一的缺點
是, 熬藥時仍免不了滿屋子藥味, 要是鄰居聞到, 一定嚇了一大跳, 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之後, 偶而逛到德成行買菜, 會去看看駐在那兒的中醫, 把把脈, 買些他們建議的調養中藥來吃吃.  
這時, 已經見到所謂的科學藥丸了.  草藥有的也磨成粉, 讓人服用, 不必再熬一大包一大包的藥.  
或許我們都沒有大病到需要吃熬的藥的程度, 當時仍然看到醫生在配著、包著一包包的草藥. 
 
後來見到劉師傅, 是生平第一次推拿, 覺得劉師傅真神奇.  當時起先是老公好像是背或腰不舒服, 
劉師傅又是拿桿麵棍滾來滾去, 又是竹棍子抽打, 又是拔罐, 或是發氣功, 修理大牛.  拔罐在我
眼中很神奇, 把受傷瘀血毒素給吸浮出來, 多神奇的方式啊~  
 
那天早上, 為了要找地方做瑜珈, 喊了大牛跟我搬電視前的重茶几, 清理個地方給我鋪墊子.  彎
著腰, 忽然要放下茶几時, 聽到身體背後‘答’的一聲, 心裡想糟了糟了, 可能閃到或傷到腰或背了.  
起先兩天還好, 第三天開始, 腰背有點不舒服的疼痛.  老公建議去樓下的中醫診所看看.  老媽倒
是覺得 好不要, 免得受重傷.  後來, 老公還是帶我去樓下走了一趟. 
 
醫生看看後, 決定針兩針在腳踝(奇怪吧~ 背腰有問題, 針炙居然在腳上), 一邊熱敷背部. 針完後, 
另一位先生(應該是推拿復健的理療師, 算醫生嗎?), 就開始幫我推拿又拔罐.  用的是真空拔罐, 
一旁帶我看醫生的大牛說是像吸塵器一樣, 一管一管的.  整理完後, 腰背鬆弛很多, 覺得舒服些.  
告訴我不要站或坐太久.  走之前, 貼了一塊像撒隆帕斯的草膏藥.  第二天再去時, 換了個女醫生.  
坦白說, 我自己去有點怕怕.  這女醫生也幫我針炙; 可不一樣的位置.  要我趴躺, 針在背上和膝
蓋彎處.  可惜我記憶力不佳, 過去金庸小說中提到的幾個穴位, 都給忘得一乾二淨, 不知她戳在
哪裡.  下針後, 還用紅外線烘烤背部.  然後, 前一天的護理師, 又來幫我拔罐推拿.  臨了, 沒忘

又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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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貼兩塊貼布.  其實我覺得這膏藥貼布, 有酸蘋果的香味.  可是大牛說他貼後, 皮膚有點過敏, 
所以印象不佳. 
 
大牛那時看過這家中醫, 醫生處方一堆中藥.  處方下了後, 要他五、六個小時後, 再來取藥.  原來, 
家裡不用再熬中藥, 他們會代熬.  熬好, 放冷, 裝在封好的袋中.  一帖一帖的, 放冰箱冷藏.  時
間到了, 剪開一包, 再稍微加熱, 就可喝了.  又衛生又方便. 
 
也見過病人坐著針炙, 一邊吹熱蒸氣. 有的也加藥草 我想那就類似燻炙的作用吧~ 或許取代在
針炙的針上燒炙藥草的作用. 
 
總之, 現代的中醫技術與工具, 已經不可與過去同日而語.  結合現代的醫療設備, 中醫也科學化, 
更進步與方便了. 
 
台灣健保, 真是一大福利.  掛號加診療費不過$150.  非常便宜便利.  藥局也到處都有, 對於慢
性病人的處方, 不必一定要回醫院或特定藥局拿藥, 隨處就近的藥局就可以取藥.  台灣有這樣的
好制度, 我們真要珍惜愛護這項福利才是. 
 
 
 
 
 
 
 
 
 
 
 
 
 
 
 
 
 
 

Friday October 06 2006 09:06 AM 



 231 

          

台灣的老忠實 
 

彎頭看看窗外, 秋天的太陽, 在外頭照著.  天氣真好!!  
 
趕忙打個電話給老媽, 問要不要帶老爸上陽明山走走.  媽媽不領情, 說已經中午了, 下次請早.  
後來, 我想想, 上山有點不方便.  怕老爸山上氣壓受不住, 所以拒絕我也是對的.  說好過兩天, 
帶爸爸去木柵動物園逛逛去. 
 
呼喚大牛出門, 我們車就開往陽明山去.  腦子中記憶中的陽明山前山花園很漂亮, 想去走走.  大
牛看了半天地圖, 喃喃自語的說小油坑…. 總之, 我們晒著軟軟的太陽, 吹著恰恰好涼涼的秋風, 
往仰德大道開去.  哇~ 好掃興! 警察把我們攔下來.  沒證不准上山, 因為中秋假日, 要去陽明山, 
要往北投方向走!!  我們找不到路, 決定從中山北路七段, 繞小山路上去.  
 
路過士東國小.  小時候, 我曾因未至學齡, 在那裡寄讀過.  別人都會認國字, 我還不會念ㄅㄆㄇ

ㄈ, 所以不愛(也不會)寫功課.  每天, 被老師罰, 拿著自己的椅子, 和幾個不愛做功課的同學, 到
講台前, 或跪或蹲的寫功課.  一年下來, 居然念到第一名.  當年住天母, 是個很好動愛玩的小女

孩, 四處亂跑, 還找老外說英文呢~ 
 
彎彎曲曲的路經過陽明山公園, 櫻花樹枯乾枯乾的, 已經早過了花季.  逛花園的人並不多. 大牛
有沒停下來, 我才搞清楚, 他是要去小油坑火山口看看去的. 

 

這小油坑火山口, 上上下下可以分好幾段爬上去.  那冒著煙的火山口景象, 終年噴著煙, 可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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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老忠實.  台灣就是這樣, 很多美麗的景點, 都很 compact, 但是還是很美麗的.  昨天在大武崙
砲台山頂看基隆景觀, 還在跟大牛說我真愛台灣的美麗.  山總是好綠, 水也好藍.  各地的景觀不
盡相同, 但是真是美.  小時候忙著升學念書, 沒有機會看到身邊美麗的景色.  謝謝老天~ 給我
們機會回來, 再體會一次這美麗的家園.  
 

就好像這個火山口, 它就冒著硫磺味的氣, 高高遠遠的在那邊, 讓你欣賞這不同的景象.  更美
的是, 陽明山這附近的山, 還滿坑滿谷的長滿野芒花.  一山山絨絨的毛, 真是很壯觀很美麗.  

近看這野芒花, 還帶著紅紅的色澤.  造物主真有遠見, 每一種植物, 就跟人一樣, 都很公平的
給予獨特的美. 

 

   帶點酒紅色的美麗 

 

絨絨一山的野芒花      

 

我們一路開下去, 沿路有好幾家不錯的溫泉旅館, 再往下走, 就到了金山萬里.  靠著海岸, 咖
啡店餐飲店都很巧思的蓋著, 吸引過往遊客.  我們停在路邊, 坐著欣賞了一會海浪.  天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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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冷不熱, 是看海的好日子.  

 

   遠處是野柳 

大家都車停路邊來觀海      

 

網路上說過的洋荳子咖啡館, 我們路過也去逛了逛, 生意真好.  往萬里的路上有好吃的知味鄉
珍珠玉米在賣.  大牛道聽途說說, 他們的烤玉米, 是先埋在加熱的石頭內加水悶過, 再烤.  

就這樣再繞過基隆, 開了四、五個鐘頭的車, 也累得想回家了. 

 

 

 
 

 

Saturday October 07 2006 08: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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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應天上有 
 

今天打完保齡球, 五姊說要帶我們去一個很妙的地方.  我們不疑有她, 來到敦化南路遠企中心附
近的一個大樓, 往地下室走下去.  
 

       走下去 

 

         

 鐵鏽門深鎖 石燈籠有問題 

 

這怎麼看都是個很荒涼的地方, 兩扉生鏽的鐵門緊閉著.  左看右看, 只有右邊的一個石燈籠可
以提供線索.  五姊往中心空洞一按下去, 怪怪~ 鐵門乖乖的往兩旁打開了.  走進一看, 真是個
好別緻有趣的餐廳.  服務人員一律著黑色勁裝打扮, 笑容可掬的來招呼我們坐下.  原來此地分
三區伺候: 一區為用餐區; 一區叫谷區, 長桌一排是另一個用餐區; 還有佔一半大小的喝茶區, 

給飯後品飲或不吃飯來聊天的人寬坐的地方.  五姊老馬識途的點了幾個好菜給我們品嚐.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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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被我們吃掉, 來不及照相.  大牛不愛吃麵包, 卻把個湯和麵包給啃吃完畢, 可以想見那麵包
多好吃湯多好喝.  餐具很精緻, 四人的餐具, 都儘可能的給它不一樣.  整個餐廳的氣氛不錯.  

用 spotlights喬在各個桌上.  此家餐廳, 台北三家, 上海也有三家.  我們一致覺得設計真是
很令人耳目一新, 很有氣氛. 

 每個桌子都是 spotlight照著 

 

以下是我們的午餐: 

麵包湯、東坡荔枝肉(記得東坡的肉好吃的技巧吧?今天的肉是昨天買的….不知情的人, 改天再告
訴) 、筍菇芙蓉豆腐、小牛排、萊姆魚湯配著五穀米.  每道菜算蠻細緻可取.  唯一是我覺得五
穀米有點油, 又調過醬油, 可能炒過再蒸, 配菜有點鹹.  若是五穀米是清蒸, 或許會好點. 

  

 東坡荔枝肉 菇筍蛋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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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牛排肉 萊姆辣酸辣魚湯 

 

 

五穀米伺候 

 

去洗手間也嚇了一跳.  造景是石頭上的流動的水, 反射在牆上流動著.  推門進去, 天啊~ 全部
是鏡子當牆壁.  每一間廁所內, 都各有自己的洗手台供應.  一關上廁所門, 好像走進李小龍電
影內的鏡中鏡造景, 四面牆都是鏡子, 無限深不可測的回照著對面的牆.  要走出廁所來, 還差
點找不到門把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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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上水影映在牆上 四面牆照出無限空間 

等我們吃飽, 換位子到喝飲料吃甜點區.  送來三杯咖啡, 居然細心的怕我們喝錯杯的三個杯子
大小形狀都不同, 真是有趣.  

     三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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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門口 

後, 我們在門口照張相.  這個餐廳叫“人間”. ….只應天上有, 卻是在“人間”.  呵呵呵~~ 

    台北市安和路二段 191號地下一樓 

 
 
 
 
 
 
 
 
 

Friday October 20 2006 08:16 PM 



 239 

          

加興的家書 
 

總算碰到加興上網, 和他大概的聊了一下.  他寫了封信給我們.  我想我們這些婆婆媽媽, 應該
都會想看看小朋友的信.  所以貼下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回信給他, 替他改了幾個字. 

 

加興: 

 

更正如下, 請參考: 
另外我很高興你還記得些中文字. Keep it up!! 
 
昨天我們帶阿公阿媽去台北市動物園.  
 
我上次去是 1988 年的三月或四月, 是大舅舅帶我和一興去的.  你當時還在我肚子內.  動物園當
時是剛搬到木柵這新地方沒多久.  我記得因為樹才剛種, 沒有長很大, 我們熱得沒處躲.  但是木
柵動物園現在真的很大很棒, 樹也長得好高大了. 
 
阿公很重.  所以我們那個印尼傭人很乖, 很好的幫我們推輪椅.  我們也常常幫她忙推阿公.  她
是個很漂亮很好的女孩子, 就好像阿媽的小女兒一樣的跟阿媽相處著. 
 
台北動物園對老人很好.  阿公阿媽進去, 都不用花錢買票.  竟然連照顧阿公的阿蒂(不知她是那
個"蒂", 我替她用"蒂"這個字), 也不用買門票. 
 
動物差不多都是我過去常看到的.  但是現在再看動物, 覺得老天爺怎麼那麼有藝術眼光. 那個斑
馬的條紋很美麗, 也很對稱(symmetric).  真叫人喜歡.  甚至長頸鹿全身, 也花得很漂亮.  我們
還看到一隻斑馬和幾隻羚羊搶吃草.  羚羊頭低下去要用羊角去刺斑馬, 斑馬一點也不怕的轉身, 
馬屁股對著羚羊, 看來是要用馬蹄踢他們.  羚羊就跑掉了. 
 
走完一圈我們都累垮了..... 
 
你的第一次期中考, 考得不好, 下次就知道該怎麼準備.  我相信你會用功念書的.  聽到你不再流

鼻血, 我就放心很多.  忘了問你天氣是不是轉涼了, 要記得穿暖和才好.  
 
這陣子常在 AIM 看到哥哥.  他也在忙面談工作的事, 比較有機會跟他談到話.  倒是很少看到你
上網.  時間過得很快, 再不到兩個月就會見面了.  希望你這期間收穫很多才好. 
 
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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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 
************************************************************************************ 

From: Peter Liu  
Mailed-By: hotmail.com 
To: pink.leslie@gmail.com 
Date: Oct 22, 2006 5:37 PM 
Subject: 嘿! 爸爸媽媽好!!! 
爸媽, 
 
近我真的很忙, 

所以沒有跟你們講到話. 
你們好媽?  ------> 嗎 
爸, 
媽打的桌球贏過你了嗎?    哈哈. 
這個禮拜是 "Midterms Week," 
所以我現在有很多功課要做   :-(. 
 
上個禮拜三是我弟一個 midterm (化工). ---->第 
我考的蠻差 :-(. 
雖然題目還算簡單, 
我花了太多時間在前幾個題目上, 
所以 後一個題目沒答完 
(甚至半個答案都沒寫). 
我想可能會拿一個 70%左右. 
我的話工課還有一個 midterm, ------>化 
所以還算是有得到"A" 的機會. 
我好像沒有跟你們講我後來選的課. 
我選了: 
1) 物理 (PHY 105 - Advanced Physics (Mechanics)) 
2) 化工 (CHE 245 -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Principles) 
3) 數學 (MAT 203 - Advanced Multivariable Calculus) 
4) 作文課 (WRI 173 - Apocalypse in American Culture andPolitics)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你們可以查查看這幾堂課的 syllabus, 或我可以給你們看. 
我的物理課很好玩. PHY 105 
是 Princeton 高級的 100-級物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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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給的功課很難.   ------>它改成教授 
HEN3 NAN2!!!!!!!!!!! 
但我很喜歡那堂課. 
寒假的時候我可以給你們看我墜近在做的題目. ------>  (ㄗ  not ㄓ ) 
超好玩兒! 
化工有點無聊, 
但是聽說 245 這堂課是算比較無聊的. 
教授交的東西都蠻簡單的...    -----> 教 
所以我才會不用功而考那麼差     :-(. 
 
我的數學課也很難. 
它算是一個中等的課 
(它是 Princeton 難的 Introductory Multivariable Calculus 課, 
但如果我想繼續學數學的話它算是一個很基本與簡單的課). 
我想我修完 203 跟 202/204 
以後, 
我有可能不會再修數學了! 
作文課其實也很好玩. 
我們討論的東西都很有趣 
(都是在講西方人對"apocalypse"這個構想的興趣和上影). -----> 影響(influence?) not sure of your 
meaning 
我們現在在討論作怎 Tim Lahaye 的 Book Series 叫 "Left Behind." ------>作者 
它在講基督教的一個感想叫做"fundamentalism." 
這個感想意思差不多就是 Christ 
有一天會把他所有基督教的人都帶走. 
作文課也花不少力氣就是. 
我上個禮拜把 "Left Behind," 
一個 450 頁的書一天都全部讀完. 
:-). 
我也已經交了一張作文進去了. 
老師禮拜 2 會發回來給我們. 
Anyways, 我需要繼續讀數學. 
我的數學 midterm 是禮拜三, 
而物理是禮拜四. 
再過一個禮拜就是秋假!!!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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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興 

         

   樹幹上一隻秋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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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跟我長得像嗎?     

 

 

 

 

 

 

 

 

 

 

 

 

 

 

 

 

 

 

 

 

 

 

 

 

Monday October 23 2006 10: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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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台北之三 
 

第三次對台北的感想, 像老太婆的裹腳布.... 

 

此次記錄, 是為了給在國外住了半輩子的朋友~ 

 

  開車在上下班時間的路上, 是世界性一致的擁擠.  這些日子來, 台北的小蜜蜂(摩托車),已經
像是同伴一樣的友善, 不再是敵對的. 只要你開車速度不是忽快忽慢, 燈號清楚; 只要你打
右邊方向燈, 一邊看後照鏡, 一邊慢慢向右靠近小蜜蜂, 小朋友就也會減速讓你, 或從你的左
邊呼嘯而過; 紅燈變綠燈, 你就稍微慢一拍, 小蜜蜂就搶先跑掉, 讓你輕鬆的慢慢開車跺過
去.  行人也是, 走到巷子內, 他們走他們的路, 你速度慢慢的靠近, 他們身後都會長眼睛, 感
覺到你靠近他們, 自動的, 他們會閃一邊, 讓你先過或跑掉.  左轉車也是, 排你後面的, 感覺
到你膽子小, 不敢第一個衝過去左轉, 他們就會當大哥, 搶前到你右邊, 慢慢探頭出去, 等有
好機會, 就衝出, 你就在他們左邊, 也開始左轉; 轉過去, 他們會在第二條道上, 絕對不會搶
你的那條線道.  在台北, 交通規則不多, 就靠默契、靠經驗, 亂而不亂.  上下班尖峰時段, 每
條大的街道交口, 就會有一個義警在指揮秩序.  大牛說有的是計程車司機, 時間到了, 就站
在恐怖驚險萬分的大馬路中間, 指揮大局.  面對這麼多的大車小車, 加上行人, 我深深佩服
那一個個的, 有急智膽識的義警朋友. 

 

  還有台北流浪狗也學台北人的精明.  我見過的流浪狗, 都會看燈號過馬路, 真是厲害極了. 
 

  台北的金融機關: 

  我第一次去銀行辦帳戶, 我想他們一定覺得我很呆, 怎麼很多話都聽不懂.  在台北, 到
銀行開戶, 要有印章.  智慧能力高等的中國人, 靠簽名是不夠的.  凡事也憑印章行事.  
比方領錢, 比方進保險箱.  大牛的保險箱, 我只要帶他的印章、鑰匙, 銀行就會歡迎我, 
幫我開鎖.  所有文件, 這裡蓋, 那裡蓋, 蓋章算數.  但是, 你要看好印章, 蓋章要在你
面前蓋.  不然, 萬一心府深的, 幫你蓋在別的紙上, 可能會有 surprise 送給你. 

  說到銀行申請表上的文字, 有時很難了解, 像“臨櫃”, 我怎麼想都以為是臨時櫃台.   
但他們指的是 bank teller, 說“歸戶”, 原來是 combined accounts.  他們愛縮頭縮尾的把
個專有名詞縮短, 讓我想很久.  像“理專”, 原來是理財專員.  

  台北人太聰明, 詐騙集團也太多了.  所以他們銀行在小心防範之下, 除非有“約定帳號”
設定(大約就是 designated account authorization), 不能在網上轉超過三萬元台幣.   

  嗄~ 居然台北的銀行沒有 joint account(其他縣市我不知情).  所以, 大牛的錢, 不是我
的錢.  我的錢, 不是大牛的.  問題是: 我在台北錢很少, 這有點傷腦筋.  這規定真是
沒有美國加州的共有的 joint accounts 規定好.  你說是吧~ 

  台北的 online banking 和 ATM 相當 sophisticated.  ATM 分提款機和存款機兩種.  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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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用過提款機.  不過這存款機, 有意思極了~ 可以數各種(拾元、百元、千元鈔票到六
萬元, 真厲害!!  而且不用信封裝錢, 鈔票一放下去, 它就吃進去, 火速的算對不對.   
對好後, 就登錄在帳上, 我回家一上網看, 就看到錢進去帳戶了.  真棒!! 

  帳戶內可以扣多種款項, 信用卡、帳單等等…. 喔~ 說到信用卡, 台灣的信用卡很多獎
賞, 你要看清你是在哪方面划算.  有的多處免費停車, 有的集點換贈品, 有的給回扣, 
有的送機票旅遊機會, 有的加油有折價; 真是五花八門, 琳琅滿目, 不勝枚舉.   

  剛申請信用卡, 還真愣到了.  申請表簽名欄叫你名字用大寫, 不用簽名, 簽名是在收到
信用卡, 簽卡後面就好.  (天啊~ 那他們怎麼知道是我簽的, 還別人簽的?) 怪怪~  我
拿了一張副卡是和大牛同一卡, 居然我們各自卡號不同, 在美國我們不都用同一組號碼
嗎? 

 

  台北人愛簡稱, 像敦南是敦化南路; 喝飲料很多樣, 可以正常、少糖、無糖、代糖, 奶綠你知
道是啥吧~ 珍珠奶綠也知道吧~ 可是“行錄”是啥? “流行目錄”嗎? 那天聽到“行錄”, 我實在
不知道是啥縮講, 揣測大約是“流行目錄”, 買東西的 catalogue.   (1531 特別指正是"型錄" - 型
號目錄).  吃到飽的餐廳, 愛說“無限暢飲”, 那就是讓你吃到飽外, 也喝到飽呀.  我老媽老
是跟我說做菜時提到用味林**(? 這字我還不知道用哪個), 這調味料真暢銷, 也不過是醬油
的一種嘛~  說“統編”, 你知道吧? 買東西拿發票, 會問你一句要不要統編?  統一編號嘛~  
又是因為台灣人太精明了, 做生意不愛報帳好報稅, 所以政府只好鼓勵民眾拿發票嘛~  每
單月份對獎唷~ 別忘了.  然後, 一些 non-profit 機構, 就會跟大眾要發票, 說是善心善舉, 因
為他們也想對獎嘛~ 

 

  剛回來很怕黏黏的流汗.  在洛杉磯乾爽慣了, 就怕台北的濕熱.  現在習慣流汗.  覺得流汗
好舒服.  好是打球、 出去動一動、 或是去爬爬象山, 流了一身汗, 好痛快!!  再趕快回家
洗個澡, 通體舒暢.  自從九月中回來, 天氣開始涼爽起來.  微微的風吹著, 軟軟的太陽曬著, 
真是好棒的天氣.  雨還是三不五時的下著, 否則怎麼算海島型氣候嘛~ 

 

  剛過中秋不久, 中秋節那天, 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烤肉.  很妙吧~  在美國烤肉季是五月底國
殤日起, 到九月勞工節止, 台北人是中秋大烤肉.  怎麼烤?  去買個鐵絲網, 約一百元, 拿兩
塊磚頭, 買包炭, 就可以烤了.  中秋節一到, 大賣場烤肉材料從烤肉架、肉、到醬料, 生意好
得很.  所有烤肉和配料, 就去那裡採購就有了.  烤完後, 鐵絲網一扔, 就省下洗刷的痛苦.  
記得吧? 吃完烤肉, 整理那烤肉架, 是我 痛恨的事. 

 

  我第一次聽到“黃昏市場”, 覺得這真是很貼切的形容詞.  靠近老媽家的東門傳統市場,只有
早市, 所以我一直到住這頭, 才看到原來下午也是可以有買菜人潮的.  下班的婦女, 順便買
菜回家做飯, 所以黃昏市場真是好熱鬧呀~  真的不輸早上的那一場人潮的.  我去逛過一兩
次, 有點畏怯; 到目前去買菜, 一定要大牛跟我去壯膽.  不會挑選, 不會買肉, 更別提魚蝦, 
一堆在那邊地上, 怎麼挑啊? 蝦子長怎樣, 才算好? 怎樣不好? 我過去買蝦, 都是超市內,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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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一杓杓稱重量, 哪有一隻隻挑的.  大牛更絕了, 跟我傲氣的說 “那蝦子丟在地上讓人買, 
我才不吃~”…. 買一堆堆的菜, 更是怕到了.  像昨天買 30 元蔥的數量, 是以往超市的十倍.  
但沒人賣兩把蔥啊… 很久沒吃菠菜, 哇~  媽呀~ 一堆是$20 新台幣, 還是差不多在超市買
的十倍多, 只好頓頓煮菠菜, 菠菜豆腐湯清、炒菠菜、菠菜炒肉絲… 下次要很久以後, 才會
再買菠菜吃了.  昨天又是三把空心菜$20…. 水果也是.  近買的都是一堆堆起算.  蘋果一
堆約八個$100.  木瓜一堆(三個)$50.  恐龍蛋一堆(八個)$150.  真想大喊: 喂~我只想買四個
蘋果, 一個木瓜, 兩個恐龍蛋.  不行嗎?  但是一到颱風前後, 因為風吹雨打之故, 那菜價可
能就會驚人的昂貴, 尤其那綠葉菜.  大家一陣亂搶. 

 

  台北人愛說 OK 啦~  那情況是 OK 啦~  我是 OK 啦~  我以為兩年前台北朋友去洛杉磯找
我,  “OK 啦～”只是她個人的口語, 原來台北人都很隨和, 一切 OK 啦～ 

 

  我們去北京玩之前, 發現客廳靠窗的牆壁, 表皮有受潮的現象, 而且越來越嚴重.  但箭在弦
上, 只好拜託老媽, 時時來觀察, 等我們旅遊回來, 再處理.  回來後, 工人說: 這是“壁癌”.  
動物生病有癌症, 牆壁也會得癌症唷~  查了半天, 是三樓冷氣機滴水, 穿過牆壁小孔, 積水
在牆內.  工人除了外面的洞孔封死外, 還來我們家牆上打好幾個洞, 叫做“小針美容”, 灌些
黃黃的東東進去, 說是會澎漲數倍, 把牆內水擠出, 然後會變硬, 封住洞口, 保護牆內乾燥.  
看了半天, 不就是我們美國家屋簷洞洞內, 小鳥去築巢, 吵得不得了.  我們的 handyman, 用
同樣材料, 把洞洞封住, 不讓鳥住的東西嘛~  不過這個“壁癌”, 倒是第一次聽到.  凡是牆壁, 
有漏水現象, 不易修補, 又有機會可能再犯的, 這種症狀, 就是“壁癌”.  那天, 走到地下室車
庫開車, 看到地下室樓梯牆上, 也有一處斑剝受潮, 很開心的指著對大牛說: 你看! 壁癌!! 

 

  說到吃飯, 左右附近的小吃餐廳, 我都吃怕了.  享受的, 是吃自己煮的清淡的菜飯. 外面
吃食, 往往油膩, 澱粉類過多, 或青菜太少.  但是, 坦白說, 我不反對吃套餐或 buffet.  但套
餐雖很精緻, 但比較貴, 不可能天天吃, 而且份量也往往過多; buffet 多樣選擇, 而且往往沙
拉種類很多, 我很愛吃, 但也是常常會吃太多回家, 所以可以偶一為之, 痛快一下.  讓人
痛苦的是 buffet 的下午茶.  下午茶其實連在午餐的 buffet 之後, 餐廳給客人兩小時吃中飯後, 
再闢下午茶時段, 好再賺一次.  對消費者來說, 真是很痛苦的抉擇.  因為吃得很多, 倒底該
算吃中飯?  還算吃晚飯?  倒底約了下午茶, 中午要先吃次午飯嗎?  晚飯還要開嗎?  可憐
的胃, 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另外還有種下午茶, 就只給兩三盤蛋糕甜點, 一份飲料.   兩人
合用, 價錢約一人兩百元之譜.   

 

  要在台北買房子裝潢, 記得要看看水槽的高度.  我算是中等高度, 可是台北的水槽、洗臉槽, 
當時沒仔細訂, 居然對我而言, 略矮些.  用慣美國尺寸, 有點不太適應…… 

 

從老媽家帶著大包小包給我的吃食回來, 下了公車, 扛得一邊喘氣, 一邊流汗.  走在熱鬧的騎樓
下, 一路欣賞著、觀看著這個繁華嘈雜的街.  我怎麼也想不到, 到我半百的年齡, 有機會回來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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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子.  不知道以後是否長住, 但是, 這一、兩年, 我好珍惜好珍惜.  家就住在這麼熱鬧的街旁, 我
會不嫌它吵鬧.  我愛聽它的聲音: 是公車發車了~  是消防車經過~  是選舉車來了~  我從小沒
在這麼熱鬧的地方待過, 走在騎樓下, 做各種生意的店家, 都很認真的經營著; 開診所的、 開眼
鏡行的, 做吃食的, “歡迎光臨” , “謝謝惠顧” ,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這些話, 用我熟悉的
國語說出來, 都讓我一次次的感動.  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著, 是很棒很棒的事, 很幸福很幸福的
感覺.  
 

** 好友來信解釋: 味霖又稱米霖或純米霖，在日式料理中屬於料理酒的一種.  關於味霖的起源
眾說紛紜.  據說味霖的釀造法使於室町時代起源於 16 世紀後半(日本江戶時代)以日本燒酒製作
而成, 作法是將蒸熟的糯米, 米麴, 與酒精濃度約 40%的燒酒混合, 使糯米中的澱粉發酵後行成糖
分, 壓榨出來的黃澄透明的汁液就是味霖.  剛開始是當做甜味酒飲用, 江戶時代開始有廚師後, 
它成為一種調味料, 運用於料理。 
 

味霖的妙用無窮, 能取代糖的角色, 只要是清蒸的料理使用到糖都建議使用味霖, 它的甜味雖然
沒有糖的濃郁, 卻能充分引發食材的原味, 具有提鮮, 增加美味的功能. 
 

一般料理使用酒, 主要是去腥、提味、防止異味產生, 這些功能味霖都有.  還有通常加酒,料理能
使食材變軟, 但味霖卻有緊縮蛋白質的特性.  因此如想食材變軟, 就不要太早使用味霖, 反之如
事先加入味霖, 就可防止食材煮糊..  味霖具有加速凝固蛋白質, 緊縮食材的特性, 可防止食材因
蒸煮而崩裂, 尤其是(魚)的料理!! 
 
日本師傅 喜歡在紅燒的時候, 加入味霖, 稱為甘露煮.  還有烹調時加入, 還能增添光澤.因此, 
日本人在燒烤時, 會在食物表面塗上一層味霖，以小火慢烤, 增加食物的光澤.  如煮米飯有習慣
滴沙拉油的話, 建議也可以在煮飯時, 滴幾滴味霖取代沙拉油, 不但能使米飯顆粒均勻, 增加光
澤，更可使米飯有香 Q 的味道及口感!!  
 
味霖的口味是日式調味料, 基本上就是調味米酒, 有點甜味, 顏色是淡黃的.  手邊沒味霖時, 可
用米酒加點紅糖代替.  
 

特色及料理秘訣： 
味醂又稱米霖, 是由甜糯米加麴釀造而成, 屬於料理酒的一種.  味醂中富含的甘甜及酒味,能有效
去除食物的腥味.  由於味醂中含有 30﹪的酒精成份, 所以大量使用時必須先煮沸, 待酒精成份燒
除後再行烹調; 味醂的甜味雖不像砂糖般濃郁, 卻能充分引出食材的原味, 例如做照燒類料理
時，味醂便是不可或缺的調味料。 
通常烹調時加酒能使食材變軟, 但味醂卻具有緊縮蛋白質, 使肉質變硬的效果.  因此如果想要食
材軟嫩, 就不要太早加入味醂.  反之, 如果事先加入味醂, 就可以防止食材煮糊; 此外, 烹調時
加入味醂, 還能增添光澤, 使食材呈現更可口的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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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 現在大一點的超市, 都有販售; 或者是日系百貨超市也有在販. 
 

 
 
 
 
 
 
 
 
 
 
 
 
 
 
 
 
 
 
 
 
 
 
 
 
 
 
 
 
 
 
 
 
 

Tuesday October 31 2006 05:35 PM 



 249 

          

我的台北之四 - 食 
 

試看能否湊出幾個小片段.  此為第一片段. 
 

包肥各式料理佳. 
兩家日式自助餐, 
建國北路找海月, 
君悅三樓彩超貴. 
西式自助愛沙拉, 
忠孝神旺伯品廊; 
新光海鮮找巴黎, 
福華麗晶都不錯. 
福華樓上羅浮宮, 
晶華飯店 Wasabi, 
還有遠企壹 Café, 
遠三峽大板根. 

要是只想吃小吃, 
誠品新光 101, 
地下樓層很熱鬧, 
百來元就可吃飽; 
江南江北口味多, 
漢堡也來湊熱鬧. 
泰菜要去瓦城吃, 
檸檬辣魚月亮餅. 
九如小籠湯包讚, 
粽子小吃東坡肉, 
還有油豆腐細粉. 
義菜隨意鳥地方, 
美味海鮮三色麵. 
美麗華內有華漾, 
套餐道道都不差. 
金色三麥喝啤酒, 
還有歌星在駐唱. 
日本料理店更多, 
三井農安敦南路, 
建銘最愛去那裡. 

京華城內有家禪, 
中山北路有寶山, 
近家附近小竹屋, 
以上各有拿手菜, 
喔伊細噫日本餐. 
要是要吃牛排餐, 
麗晶有家 Robin’s. 
福華也有西餐廳, 
信義松仁交口處, 
Joyce East 也不壞. 
隔壁更有法樂琪, 
法菜頂極不得了. 
要是想要吃稀飯, 
勞駕和平東路去, 
小李子菜隨意取, 
稀飯可以一直來. 
永和豆漿換口味, 
燒餅夾肉配蛋餅, 
飯團吃完吃肉包, 
饅頭絲捲蒸不停. 
錢少亦有簡餐吃, 
簡餐通常兩三百, 
一道一道都會來, 
甜點咖啡不錯過. 
不然就是吃快餐, 
和菜勉強可溫飽. 
甜不辣配麵線粳, 
芋頭粿加花枝羹, 
基隆廟口任你選. 
饒河夜市通化街, 
肚子太飽眼不飽. 
饒河排隊胡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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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也有開店賣; 
大牛愛吃饒河餅, 
阿花愛吃永康餅. 
拿在手上燙滾滾, 
吃在嘴裡不燙舌. 
單喝咖啡好幾家, 
丹堤覺得還不錯, 
可惜沒有賣 decaf. 
西雅圖覺得味苦, 
星巴克水準很齊, 
其他還有好幾家, 

咖啡水準都不差. 
蛋糕甜點更誘人, 
美味可口又好看, 
一口一口接一口, 
胖了不是我的錯, 
實在不該是老板. 
還在信義區內混, 
等我吃到外縣市, 
甚至去到中南部, 
再跟你們來報告.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6 01: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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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台北之四 - 行 
 

又來啦~ 這是其二.... 
堤頂大道通內湖; 
內湖新貴住豪宅; 
毫宅所需量販店; 
量販店處在大直; 
大直還有美麗華; 
美麗華旁有蓬萊; 
蓬萊可以練高球; 
高球也去貝克漢; 
貝克漢在民權橋; 
民權橋直通內湖. 
 
新光三越信義區; 
信義區內有華納; 
華納可以看電影; 
電影看完逛展覽; 
展覽百樣在世貿; 
世貿旁邊 101; 
101 近新光三越; 
新光三越 8, 9, 11; 
8, 9, 11 再加 4; 
4 館旁邊有誠品; 
誠品書店很熱鬧; 
熱鬧要去信義區. 

 

************************************************************************************ 
我怎麼開車去貝克漢練球： 
1. 先開到忠孝東路（忠孝東路走九遍～） 
2. 一定要開在中間那線道, 右邊那線小蜜蜂太多, 左邊那線想左轉的車太多. 
3. 基隆路右轉.  記得右轉後, 要儘量靠左線. 
4. 有三組紅綠燈.   要看中間那組.  右手邊的燈, 給不上橋的看.  左手邊的燈, 給橋上的車看.  
中間的燈, 給我在橋下要上橋的看.  顯示 45 度左轉綠燈, 就可開向左彎, 上橋. 
5. 上橋後, 靠左線道. 
6. 換左一線道, 保持到左邊數來第二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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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該已經在堤頂大道上. 
8. 不久, 車會下坡下橋, 趕快切到 右線. 
9. 順著右彎保持直行. 
10. 一百公尺前, 有一條天橋橫擺眼前, 趕快靠左線. 
11. 一看到左方對街有 Volvo 車行看板, 準備 U-turn. 
12. U-turn 後, 第一條巷子右轉, 看到停車場, 就轉下去. 
13. 到了~ 
 

我怎麼開車去蓬萊練球： 
1. follow 以上直到第 7. 
8. 靠左線直行.  然後一直保持 左線. 
9. 看到右前方有個圓型辦公室建築, 準備左轉. 
10. 左轉過後靠右. 
11. 看到一群房子是粉紅色屋瓦(五姊說是國宅), 就準備要右轉. 
12. 看到右手邊有個廟, 就右轉. 
13. 前行不久, 就右轉進去停車場 . 
14. 去美麗華, 也是這個路線, 但再往前走一點而已. 
15. 到了~ 
 
嗄~ 沿路的路名街名? 我哪知道唷~ > " < 
 
 
 
 
 
 
 
 
 
 
 
 
 
 
 
 

Wednesday November 08 08: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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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古道走一遭 
 

我們和班每個月好像都碰一次面. 這次說是去走天母古道. 
 

    
左起林素芬, 佘雪絹, 張雪芬, 陳映麗, 李玉玲. 
 

我有點怯意.  因為我不是仁者, 我很怕爬山和走樓梯.  我也不是智者, 因為我也怕水, 我不會游
泳.  但是, 但是, 樓梯不多的話, 我可以考慮; 大伙人走慢點的話, 我會去.  若是溪水冰涼涼的, 
又可抓小魚, 我搶著去; 要是有花有草的地方, 我一定點著頭說要去.  這就是做人很矛盾的地
方…. 
 
小時候在天母住過幾年, 才搬到林森北路附近.  天母的士東國小, 我好歹也念過一陣子寄讀, 才
去台北念中山國小.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 能認得的地方已經不多了…. 
 
天母古道, 樓梯淺淺的, 蠻好走的. 好風相送, 大家吵著聊著, 倒也不覺得累.  一路的照著有興趣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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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是水管路的由來

  階梯上一隻大甲蟲 

 

  

 主人說是麝香豬 漂亮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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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像下雨的扶桑

     
 地上草地發現的一朵小小紫花 圖中一隻人面蜘蛛, 不敢太靠近照它. 

 

我們還去參觀過去的美軍宿舍. 每個房子都設計蠻好的, 而且風景不錯, 院子也非常寬闊. 介紹我
們的朋友, 因為租了這地方的一個房子, 很喜歡這裡, 所以正用她小小的力量, 想保持這些宿舍, 
不讓台銀改變這裡的規模. 
 
我們逛了一大圈這些過去蓋的房子, 空屋率很高, 地又大, 房子老舊, 要花相當的錢保持原狀, 我
覺得很不可能.  若說要保留做紀念, 已經保留的面積也夠了, 其他這樣的大空間老房子, 現實一
點想, 會覺得經濟價值沒有好好運用, 所以我覺得她的想法很不切實際.  但是, 看她熱心的模樣 
也只好頻頻點頭, 認同她的心意. 我只能祝她好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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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微的宿舍群 

 

 
 
 
 
 
 
 
 
 
 
 
 
 
 
 
 
 
 
 
 
 
 
 
 

 

Monday November 13 2006 11: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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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記 
 

印象中, 石門水庫很大, 很新穎, 壯觀. 
 

 

 
我們小時候遠足, 去石門水庫很多趟, 每次去的路線, 一定是經過大溪, 在大溪公園吃中飯, 在石
門水庫瘋癲的跑來跑去.   
 
一直到大學畢業, 我還和我的 buddy, 裝可愛的拿著風箏, 去石門水庫放.  我玩風箏玩得太專注, 
把皮包放地上, 兩人盯著越放越高的風箏, 很開心的笑著.  等到一低頭, 不知哪個小混混, 把我
的皮包偷走了.  >”<  
 
這次來到石門水庫, 竟然發現它很小, 又舊, 沒什麼維護.  與小時記憶, 真是天壤之別.  壩底一
群人, 在逛來逛去, 騎單車.  壩頂一些人, 在觀景.  活魚數吃的餐廳, 倒是乏人問津.  我們徹底
的把整個水庫, 開了一趟車逛過, 又坐了一小時的船遊湖.  
 
我想我不會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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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逐浪的狗- 狗主人說它是流浪狗. 廁所旁的小花營養好, 特別漂亮. 

 

 

 

Tuesday November 14 2006 12: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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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記 
 

混合記就是說只登圖片, 沒啥內容可說. 
 
大安森林公園花展. 主題是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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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結連"鯉" 
 

士林官邸 
 

和媽媽兩人去士林官邸散步. 

 橢圓形的蓮葉 

 酒紅色的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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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花群的扶桑   

 

附生在樹幹上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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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一樣的蘭花. 

 

 

 

 

 

 

 

 

 

 

 

 

 

 

 

Tuesday November 14 2006 01: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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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興又一封家書 
 

嘿~ 婆婆媽媽們~  兒子又寫信來讓我們批判一番囉~ 
 
加興~ 
 
我幫你更改在下面括號內. 
 
電腦修好後下次喝水要小心點.  電腦的電線也不要靠到你房間的 heater 上面, 以免危險. 
 
很高興你們感恩節有大餐可吃.  好帶個小點心(pie)或水果, 不要空手到人家家.  要客氣有禮
貌. 
 
我們也很期待十二月與你們會面團圓.  我們都很好.  除了處理家族和爸爸的一些事外, 我們都
很努力的打高爾夫球和保齡球.  看來, 我再練不久, 可以下球場打十八洞了.  我很期待.  保齡
球, 我還幫大家統計分數做分析圖.  十二月初, 我們六人要打第一次比賽.  我們想要給第一名一
個真正的黃金金牌做紀念, 增加趣味.  昨晚我們打了半小時乒乓球, 爸爸快要被我打敗了.  :) 
 
好好加油, 咱們十二月見. 
 
媽媽 
 
P.S. 上次我忘了稱讚你數學考 A.  一直批評你英文居然拿 B-.  有努力去做就很好啦~  慢慢知
道學校的制度, 就會上軌道的.  
 
************************************************************************************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Peter Liu 
To: Leslie Google  
Sent: Saturday, November 18, 2006 7:16 PM 
Subject: Re: 嘿! 爸爸媽媽好!!! 
 
對不起這麼晚才回答你們的信.  我 近有點兒忙, 而且秋價(假)時我的電腦無法可用.  :-p ( 外
面的風把窗戶旁邊的一杯水打番(翻)到電腦上).  別擔心就是啦.  我們的 warrantee 有包括通通
修理電腦的錢, 而我的電腦已經修好了 (電腦師幫我換了一個新 moth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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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可以讀到你去動物園的感想.  阿公一定很開興(心, 是ㄒ 一 ㄣ不是ㄒ 一ㄥ)能夠出去完

(玩).  我記得他好像蠻喜歡動物園的.  他不是有待(帶)哥哥和我去動物園過嗎?  我好像有這個
印象.  我完全不知道木柵又(delete this word 又)這個動物園.  下次一定要去玩玩看! 
 
我作文可第二個文章交出去了… 不知品質如何.  這次我有花更多時間在它上(add 面 here), 
但… 我還是覺得寫的(得)不怎麼樣.  看到成績再說吧.  我現在在研究 (research) 後一篇作
(add 文 this word).  誰知道寫偏(篇) research paper 需要花這麼多心水(血, 是ㄒ 一ㄝ ˇ不是ㄕ ㄨ
ㄟ ˇ)!  這個禮拜二我需要交我的 prospectus.  Recall that(change to 記得上次) 我第一偏(篇)(add 
文)文得了一個 B-.  希望能把作文課的成績拉回來 . 
 
我這陣子乒乓球打的(得, you know after a verb, you have to use 得)越來越少, 但是哥哥跟我打算開
始打羽毛球.  我 近也開始參加一個煮飯作蔡(菜)的(insert a word 社)團 (how do you say "club" 
or "group"?)(use 社團).  我還沒去過他們的會, 但是應該會去下下個禮拜的(聚)會. 
 
哥哥和我打算 Thanksgiving 時要到 David Rosenthal 的家吃飯而(delete 而)過 Thanksgiving Day.  
我新認識的朋友 (Jessica) 也有歡迎我到他的家 , 所以我可能禮拜五 (回到學校之後) 會坐火車
到他家去吃一頓真正的韓國餐 (她的媽媽是韓國人, 爸爸是西方人)!  我很期盼這一餐 . 
 
不知道你們 近過的怎麼樣.  很高興再過幾個禮拜就可看到你們. 
 
加興 
 

P. S. "我們現在在討論作怎 Tim Lahaye 的 Book Series 叫 "Left Behind."  ------>not sure what 

you meant" 
 
************************************************************************************ 
我寫錯了!  作怎 　 作者. 
 
P. P. S.  多謝您的修改  :-p.  請順便幫我校正這個 email. 
 
 
 
 
 

Sunday November 19 11 2006 03: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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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貴賓犬 
 

老友貼心的說有一家餐廳, 養了一群貴賓犬, 給客人賞玩, 可以先去體會一下.... 
 
我一直下不了決心, 倒底要不要養隻狗.  去年四月至今, 離老鼠走掉也快要兩年了, 我不是很積
極的在找狗資料.  心想, 像我這樣的游牧民族, 怎麼可能有個安定的家, 給隻狗靠岸.  但是, 感
覺上覺得我總有一天, 會養隻狗的, 而且是貴賓犬.  因為, 我喜歡那綣綣的毛髮.  所以, 有時就
找找狗資料; 同學也給我流浪狗的資料, 就這樣懶骨頭的, 沒什麼進展.  直到那天, 在丹堤吃中
飯(有夠難吃~  千萬不要去丹堤吃飯, 記得丹堤只能喝咖啡), 翻雜誌時, 看到一個專門養貴賓犬
的店, 才真的想好他是一隻奶油色的玩具貴賓犬. 
 
老友在 skype 跟我說了半天懶洋洋的話, 忽然話峰一轉的說, 她願意幫我照顧狗狗, 如果我必須出
遠門.  她願意當狗後母.  這下子有意思起來了~  我忽然覺得, 這養隻狗是件可行的事的. 
 
所以, 她就找來這家餐廳, 叫 OM 阿 Hum.  一進去餐廳, 幾隻狗就跑上來, 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
三個人就開始抱狗摸狗看狗的忙了起來. 

  這是黑貴賓和灰貴賓. 



 266 

          

這是奶油色的貴賓.    

 

   

 在吃狗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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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白色 11 歲叫阿 Hum 是老祖宗-->生下八歲灰女兒(?)-->灰女兒生下黑色的女兒-->黑狗狗又生
下一隻奶油色的女兒和黑色的兒子.  一隻廚房師傅的漂亮白色貴賓.  一隻跟其他狗沒有血緣關
係的奶油狗.  咦~  好像沒有看到紅貴賓.  算到這裡, 頭都暈了.  其他的狗, 不是坐別台, 便是
沒來討賞(餅乾).   
 
這真是很有趣的狗經驗. 
 
呃~ 飯是素食, 奶油味太重, 我沒胃口吃.  也太忙了.   
 
 
 
 
 
 
 
 
 
 
 
 
 

Monday December 04 2006 11: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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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官酸白菜白肉火鍋 
 

獻給 1504. 

要是她打電話給我那天, 盡責的 follow up, 找到我的話, 我會請她中飯吃這道.  她偏偏沒打, 我
也忘了. 趕快照個相, 給她吞口水. 

  

這是 101地下街的火鍋. 比較起來, 101地下街小吃, 應該是附近幾個地下小吃, 好的一處.   每
天中午人多得很. 
 
大牛和我喜歡去練完球, 到101吃這個酸白菜白肉火鍋.  味道好外, 沾料那個腐乳醬, 不嗆口, 很
開胃, 配酸白肉正好.  
P.S.  現在已經關門了.  (10/30/07)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12: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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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旗海 
 

十二月是選舉月, 每天被宣傳車吵到不行... 
 
但是 壯觀的是這個旗海. 到處充斥在馬路、街頭、行人橋上.  好像夢魘, 驅散不去的壓迫得每
個人都喘不過氣來.  

 

 

 

 

我的選舉通知也到了~ 嘿嘿嘿~ 到時看我們怎麼整他們....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03: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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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的嬌客 
 

和媽媽去逛建國花市. 兩個人走了兩個半鐘頭, 還意猶未盡... 
 
這次去逛的花種, 比上次去更多. 我們母女兩人, 驚豔外還是驚豔, 恨不得把漂亮的花都搬回家. 
不敢開車逛花市, 就是怕搬太多花回家.  少了交通工具, 對自己能耐下, 能買的花, 就會略有約
束, 不會造次.... 

後, 我買了小迷你型的文心蘭回家擺.  

 



 271 

          

 

 

又買了一棵桂花樹.      

 

我喜歡桂花的香味.  愛在高大的桂花樹下, 沉醉在那不膩人又不過份重的香氣中.  
 
買了滿天紅的蘭花給媽.  那個滿天紅很喜氣的紫紅色, 在洛杉磯我買過, 放公司從九月開花到第
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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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高高興興的抱著花和樹去坐公車.... 
 
P.S. 小文心蘭$80, 桂花樹$150.  文心蘭花盆$160.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03: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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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北海小白球初體驗 
 

打球前一晚, 我心裡壓力好大.  天啊~ 要是每一球, 都打得 caddy 笑掉大牙, 我怎麼辦? 
 
唯一讓我心情好一點是前一晚, 天陰著, 猛下雨.  我想第二天是打不成的了.  壓力稍減些. 
 
Status: 
- 教練也只教我一號木桿和七號鐵桿.  我自己啞巴吃湯圓, 也心裡有數, 知道我有時球揮得出去, 
有時球打不出去.  其他短桿也只有 AW(approach)這根, 教練有教過.  何況我要它打五十碼, 它
飛二十碼, 要它左邊, 它飛右邊.. 
- 大牛偷偷教我五號木桿, 我好像可以打得到, 可是也是 50-50 的機率…. 
- Putter, 呃~ 不準!!  大牛教我的瞄準方法, 我還沒真的專心練過…. 
- 基本上, 球桿不熟!  不準!  要不然便是還沒學到.  唉~ 怎麼上戰場? 
 
大牛填鴨式惡補的教我一大堆球場上的俗話術語, 以免桿弟說的話, 我聽不懂, 傻乎乎的:  
- 在果嶺上 
　 1. 右邊一個洞, 慢(or)快. (瞄準洞口左邊一個洞口寬, 球滾草皮速度會比平常慢(快)一點) 
　 2. 左邊洞線, 右邊洞線. (球要瞄準洞口左(右)邊緣 ) 
　 3. 前半段慢, 後半段快. (球速因地形之故, 前半段會慢, 但後半段會變快) 
　 4. ok 啦 (球打近洞口一尺, 為了省時間, 別人喊 ‘ok 啦’, 就可算一桿打進, 免推桿). 
- 開球時 
　 1. 左邊沒事, 右邊 OB 2 penal. (發球可往左邊方向, 往右邊會 out of bound, 罰兩桿). 
　 2. slice 風 (或)hook 風. (風會吹由左往右的側風或 vise versa). 
- 攻果領 
　 1. 上坡逆風到果領中間 150(側逆) (果嶺在上坡, 有逆風, 到果嶺中距離是 150 碼, 有點側向的
逆風). 
- 看球 (小心~ 球來了). 
哇~ 記不住了... 
 
Scene: 
11/29/06 早上, 天上一塊塊的烏雲, 飄著毛毛雨.  看著熱心的四姊, 四姊夫和大牛, 我只好硬著頭
皮上車, 往北海球場開去.  我一路幸災樂禍的奇想, 這樣的天氣, 是不可能打球的.  想不到到了
北海, 居然沒下雨!!  >”< 
 
感覺上, 匆匆忙忙的整理好服裝, 四人就和兩個桿弟, 坐車上戰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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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囉~ 
兩個桿弟是女生,包得緊密, 戴著斗笠, 包著頭巾, 防止風吹日曬的打扮, 看不出來是大家口中厲
害的人物.  可是, 十八洞下來, 真是要佩服她們倆都說得一口的好高爾夫球, 對球場的熟悉程度, 
給予適時的技術指導外, 我們四人的球桿, 一邊擦拭乾淨, 歸位球袋, 一邊提供適合當時狀況的球
桿, 給我們打球; 還要當司機, 開著車載我們到適當的地點; 還要當警察, 要我們小心飛球或 OB
算幾桿; 後有追兵打球, 還要當公關, 讓我們不受追兵的壓迫; 在果嶺上 還要有空, 把每個人的
球揀起來擦乾淨; 指導進洞; 張羅下一洞的狀況等等.  其中一個桿弟, 手老提著一個黑袋子.  我
後來才發現, 她一邊在尋找草地上被破壞的草皮洞, 拿著杓子, 把黑土放上補平.  除此之外, 還
要跟我們逗嘴, 開開玩笑.  我真是服了她們.  桿弟真是台灣的一號奇特人物.  她們不收小費.  
但是她們的服務, 真的夠專業. 
 

  包得緊密的桿弟 

站在北海的球場上, 風景真美.  草地是綠的, 海是灰藍色的.  每個球洞都有特別的造景, 池塘, 
沙坑, 柳暗花明的風景, 真是值回票價.  在這樣的環境打球, 真是有點罪惡感的心虛, 覺得太幸
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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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上風景美麗 

打到第十八洞的果嶺, 開始下起毛毛雨來了.  我們今天真是幸運!!  來打球的人少, 可能以為天
氣狀況不佳之故.  而且老天幫忙, 一直是陰天, 沒曬到太陽, 也沒有淋到雨, 敗興而回.  也沒有
很冷, 也不會流汗.  總之, 真是打球的好天氣. 
 
漸漸了解球場的氣氛, 知道平日練球是為了什麼, 也了解以後練球的方向.  這一趟下來, 是驗收, 
也是學習的啟蒙..  
 
得意的一球是短洞, 一桿打到果嶺近球洞, 可惜推了四桿才進洞.  當然也有揮得很不當的用力, 

結果轉了一圈, 球還在原地.  
 
這就是我的首航, 很棒的經驗. 

        四姊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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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挫相       

P. S.: 
桿弟笑話一: 

“你們幾個人打?  
“四ㄟ ” 
“死(台語)ㄟ 郎那ㄟ 怕球? 
標準答案: 要說 3+1 人. 

 
桿弟笑話二: 

大牛打了一球翻過一個小山坑 
桿弟盯著飛過的球, 挖苦的說“喔~ 你烏龜(台語‘有過’)啦”  

 
大牛告訴我的桿弟黃笑話. 

桿弟看著飛出去低落失敗的球, 對大牛表弟說“這球沒有 “慶”(台語)起來~ 
表弟說 “嗄~ 蝦米是慶起來? 
桿弟嚴肅的看他一眼說“就是國語的勃起啦~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06: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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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裝備 
 

打完球回來, 對我的球具, 真是愛不釋手.  
 
起初買回家時, 照了一張相, 完全沒有特別的感想.  只覺得球桿的套子蠻可愛, 球袋的質料蠻特
別, 球桿本身好不好, 完全沒有興趣. 
 
開始打球後, 蠻討厭七號桿, 因為老是揮不好, 打得我右姆指起水泡.  接著摸索著一號木桿, 也
是蠻頭痛的.  可是比較起來, 一號木桿比較可愛, 頭大大的, 要是打得準, 還會鏘的一聲, 很好聽.  
而且有 tee, 有 tee比較高姿態, 好像動作誇張些.  七號鐵桿常常打不到, 打到聲音木木的, 手指也
還是蠻不爽的.  打了幾星期下來, 七號鐵桿比較可愛些, 但是像對兒子的期望, 也越來越高, 得
失心也越來越重. 
 
短桿也加進來.  Approaching wedge (AW)短桿好像比較容易打到, 可是要練距離.  在練球場好像
比較容易處理, 一到球場就不乖了~  我必須好好和 AW 相處, 上果嶺要常用到它. 
 
接下來, 發現揮桿時, 手指不該用力卻還是用力, 重心轉掉, 頭老愛不該抬時抬起來,  上桿不夠
高, 缺點越來越多, 越來越難改.  七號桿也越揮越沒信心, 有時很好, 有時姿勢完全跑掉….五號
木桿據說一定要會打, 以補鐵桿不足之處.  還是有時好日子, 球球出得去, 有時惡運連連, 完全
沒揮到球.挫折之餘, 乾脆拿起別的球桿來敲敲看.  有的好, 有的不好, 唯獨三號木桿, 還是全新
的沒用過. 
 
我目前就是這樣的階段, 進步的空間很大, 要練習的東西很多. 唉~ 
 
唯一改變的是: 
我真愛我的球具.  每一根球桿我都愛.  而且, 下定決心, 把每一根球棍, 練到熟稔.  下次回台北, 
要對桿弟發號司令的說, 七號鐵桿~  五號木桿~  自己帥帥的決定用哪一支球桿. 
 
我的裝備是: 
1)  PRGR 的 5,6,7,8,9 鐵桿, 短桿是 PW, AW 和 SW.  2)Maruman 的一號、三號、五號木桿 (我
其實很愛我又輕又漂亮的一號木桿, 可惜被我揮得傷痕累累).  3)Odyssey White Hot Rossie putter. 
 
P.S. 兩個月下來, 每次練完球, 手指都酸痛腫到不行.  睡覺起來, 也是手指酸酸, 不太能彎曲.  
後來發現大家(一起練球的兄弟姊妹)都這樣.  唉~ 原來我們都老了….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08: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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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城小照 
 

這是我們鄰居的樹.是今年看到 美的一棵.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2:25 PM 

再回洛杉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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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秋色 
 

風暴未來時, 去公園散步, 秋染在樹上和地上.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2: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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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風暴 
 

剛過去的風暴只有 來 低的溫度帶 超 .  我們附近的山都白了頭了.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2: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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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中的兒子 
 

夢想與理想不同.  理想是可以努力辦到的, 夢想是辦不到, 只好做個美夢, 想想“這兒子要是這樣
一般, 該有多好”. 
 
我的夢想中的兒子, 是要這樣的條件的: 

外型 --- 
1. 身材高挑.  身高約在 180 公分上下, 不然跟一堆白人站在一起說話, 要高仰頭, 有點先減了

氣勢. 
2. 身材適中.  有點肌肉, 看起來是個能夠勞動, 受得了體能測驗的孩子.  可是, 不要為了練就

一身肉塊, 吃了一堆的高蛋白, 氣喘噓噓的拉一堆鐵塊, 來換身上的肉塊.  搞得飲食不均衡, 
偏食. 

3. 頭髮短短有型.  可以隨時給人用手摸頭稱讚, 不油手.  也不是披頭散髮, 或是長長的, 給用
髮膠給塑造成幾根髮釘, 看起來好像幾個月沒洗頭似的. 

4. 說話語音清爽乾淨, 語氣肯定自信.  臉上掛著笑, 唇紅齒白, 神采煥發, 精神抖擻. 
5. 衣著樸實乾淨.  不愛名牌, 不穿奇裝異服.  不老氣, 但也不囂張.  不穿破衣破褲, 衣服乾

淨清潔, 沒有臭味或脂粉氣. 
內裡 --- 
1. 苦幹踏實, 不怕吃苦, 努力不懈.  在校成績努力有進步(是否優秀無妨, 只要真的努力以赴

就可).  做事有條理, 受長官稱讚.  有自己主見, 但接受別人意見. 
2. 成熟穩健.  有純潔的心, 幽默詼諧(很重要!), 但該說的說, 不該說的不說. 
3. 有自信, 不縮頭縮腦, 唯唯諾諾.  肯定自己, 也肯定別人.  自信之外, 還要謙虛.  (是的!  

這謙虛的美德是要學習的!). 
4. 永遠事先有計劃, 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標在哪裡.  明天該做什麼事, 今天有啥事發生, 後天要

辦啥事.  心有成竹, 不用別人嘮叨吩咐. 
5. 生活習慣特佳.  房間永遠整齊乾淨, 井然有序.  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定位, 永遠不會有找

不到的時候.  隨手洗碗、洗杯、洗衣, 不麻煩別人. 
6. 體貼細心.  節慶都仔細安排; 幫忙家事; 隨著大人出門, 開門、打傘、提包包, 有事弟子服

其勞的表現, 永遠不會缺失. 
7. 與人社交, 相處愉快.  會照顧小孩, 也可以跟老人相處.  與老外可以融洽; 與老中也可以

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有應有答, 有說有笑.  處處都受歡迎稱讚. 
 

我這樣的努力, 教出的兒子, 也不過爾爾.  以上的內裡的條件, 缺乏太多太多, 實在蠻扼腕的.  
只好安慰自己, 孩子的本質與環境缺乏, 所以造就了恨鐵不成鋼的事實.但是, 要是哪家有這樣出
色的好兒子, 請替我介紹, 我一定收他做乾兒子過過癮. 

Monday January 08 2007 03: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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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搞定的小白球 
 

我這樣說“很難搞定”, 一定有很多人贊成我.  明明練習場(driving ranch)上, 練得好好的; 現場在
打十八洞時, 卻永遠也打不出練習場上有把握的水準.  這道理真是很難理解~ 
 
自從上次北海初體驗後, 我覺得上場打十八洞, 真像是在吃好吃的糖果一樣的美妙.  每一個精心
設計的球洞, 走在上面, 令人神清氣爽外; 選擇用哪一號球桿, 也是有不一樣的結果出現(當然對
我而言, 高機率的出槌狀況, 更增加了“笑”果與趣味性).  回到洛杉磯一個月, 就雀雀欲試的想再
下場去吃“糖果”. 
 
感覺奢侈的, 我們一星期打一次.  因為打的是週日, 所以並不是那麼擁擠.  而且因為去的是公立
的球場, 也比較便宜.  當然球場的保養與景色, 也差了些就是了. 
 
我們去了在Ahaneim 的Dad Miller 高爾夫球場.  聽說這是Tiger Wood自小練球的地方.  他也捐
贈蓋了一個教人練球的學校.  能夠每球都有控制, 打得很漂亮, 真是不容易極了~  我現在每次
看電視, 真的才能體會明白高球 pro 的好. 
 
Dad Miller 球場的 fairway, 算直.  標準桿才 68 桿.  我們一星期報到一次, 每次的狀況都不太相
同: 
1. 第一次我提著十幾二十年前買的但沒怎麼用過的老球桿上場; 

2. 第二次去買了一套輕很多 Maruman 的 Exim 球桿上場; 
3. 前三次打都租高球車; 
4. 第三次打的是 twilight 時段;  
5. 第四次起就買了推車, 自己拉著球具跑球場;  
6. 第五次我們換了 Fullerton 的高球場. 
我的新球具, 當然是比老球具好打很多, 也輕很多.  而且, 雖然是日規的球具, 在美國買, 卻比台
灣便宜了近一半的價格, 真是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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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玩具.   

不同於台北那套, 這是 Maruman 的 Nano Exim 球組.  這套木桿是 1,4,7.  四號、七號比三號、五
號好打, 但距離也較短些. 
 
我不喜歡打 twilight.  早上開球, 都有人安排好, 讓一組組的球隊上 tee time.  而且, 早上很涼, 
打到中午, 越來越暖和, 很舒服.  Twilight 是下午一點起, 按幾分鐘, 推出一組.  打的人多(便宜
~), 所以容易在場上大塞車.  常常打到天黑, 不能打完十八洞.  而且越打越冷, 我很不喜歡.  可
能夏天會好一點.  夏天白日長, 起始 twilight 時很熱, 越打越涼快, 是會比較適合.  冬天打較不
舒服.  那次的 twilight, 我們打到第 16 洞就天黑了, 找不到球, 只好悻悻然離開. 

  Twilight 打到第十六洞, 天就黑了. 

 

第四次起, 我們買了個輕便的推車, 自己拉著球具打球.  一來真的全程走路, 算是有運動; 又省
了點租高球車的錢; 而且走路比坐車方便打果領.  因為塊頭大的高球車不能上果領邊緣, 小型推
車可以.  對初打球的我, 走路打球很是挑戰, 蠻辛苦的.  但是我蠻喜歡這樣走點路的. 
 
Fullerton 的球場與 Dad Miller 對會打球的人而言, 都是較容易打的球場.  兩者大異其趣.  前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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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平, 後者寬廣平坦.  Fullerton 水溝小溪多, 所以丟了些球到小河流內; Dad Miller 是丟球丟到
大池塘和橋下.  第一次丟了兩個我特地買的粉紅色小球, 我很在意.  所以接下來的幾洞, 很不專
心, 還在回想打得那麼好的一球, 怎麼會找不到球(那天風大落葉多, 很難找球)…. 
 
幾場下來, 雖然打得差不多爛, 可是對自己選桿的決定, 較肯定; 缺點也認知不少, 該怎麼改進也
有個方向. 
 
除了一星期一次的上場, 每天我們幾乎都找時間去練球場上練.  我們附近的 Pacific Palms, 正在
整修, 所以練球場的一大籃球 85 個球, 只要三元.  正好便宜了我們.  Pacific Palms 這個 Industry 
Hills 球場, 與練球場分兩邊, 所以有 shuttle cart 在當巴士運輸.  Dad Miller 則在球場中間, 圍了
一個練球場.  Fullerton 是選了一角落的球場, 當練球場.  所以, 在 Fullerton 打球, 我們有一洞, 
要用較明顯的球色, 不然會混在練球場的散落一地的球內, 找不到自己的球.  
 
兒子們回家來, 也乖乖的跟我們去練習場練球.  大牛久病成良醫, 充當了經驗豐富的教練, 教他
們打球.  他們倆居然打出興趣.  沒有和同學混的時候, 都和我們一起去練習場練球; 甚至於兩
個人也會晚上吃飽飯, 找時間自己開車去練球.  連一興的同學, 自費城來找他, 也被我們拉下場
打練習球.  一時, 打練習球 變成了家庭娛樂. 

兩個兒子在練球場邊練推桿.   

 

打高球不是事事順利的事.  手指頭自從開始練球後, 夜夜睡醒, 都會腫脹酸痛, 好似彎轉不靈活
般; 每次練球練得滿身大汗, 一頭濕透頭髮的汗水, 沿著額頭流下來.  這對我而言, 是很不同的
轉變.  過去我是那麼怕流汗, 把自己身體衣著搞髒的人…. 
 
第一次在美國打球場, 打完後, 不敢拿掉帽子, 堅持大伯和大牛先送我回家洗澡洗頭.  我寧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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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吃飯, 怕濕掉和壓扁的髮型難看, 不能見人.  這又要說起台灣和美國打球的不同: 台灣打球貴
多了, 但是可以打九洞時, 稍事休息, 吃個餐廳內的午餐, 再繼續後九洞.   而且打完十八洞下來, 
Caddie已經把球和球具收拾整理乾淨, 你只要在球場旁, 把自己的球鞋, 用管子吹刷乾淨, 再去洗
個舒服的澡, 換個乾淨的衣服, 就可下一攤活動.  在美國打球, 根據大牛說的, 都是打完灰頭土
臉的回家.  我的木桿都不套套子, 因為太髒了, 回家才能刷洗一番.  那球鞋也是, 又是草又是土
的, 幾乎可以直接丟到垃圾桶.  更甭提洗個乾淨的澡, 換套乾淨的衣服了.  除非是住在飯店, 打
完球可以去房間洗乾淨, 不然一場球打完, 那是很難馬上下一灘的活動, 一定要先回家刷洗一
番…. 
 
對於我, 這是這麼不同的運動, 我想我會再努力一陣子, 因為我真的蠻喜歡這遊戲的.  
 
 
 
 
 
 
 
 
 
 
 
 
 
 
 
 
 
 
 
 
 
 
 
 
 
 

Sunday January 14 2007 0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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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投遊 
 

參加者: 林素芬、陳映麗、張雪芬和李玉玲 

    
 

我們這趟坐捷運去到北投, 再轉一站火車到新北投. 
 
新北投其實對我並不是太陌生, 因為我大阿姨嫁到新北投, 小時候父母常帶我們去阿姨家, 和表
弟表妹玩.  但是這麼多年, 我還是認不出新北投了.  何況, 小時候爸媽都把我們小手牽緊緊的, 
連街名都不用看, 就到阿姨家~ 
 
素芬帶我們經過北投的小公園, 到新開放的新北投圖書館.  裡頭藏書不多, 但是設計蠻舒適的, 
有小小的樓梯式的說故事的地方, 旁邊還有壁爐呢~  書桌椅設計都很精良.  棒的是圖書館, 
因為順著小河, 一眼望出, 都是很美麗的景觀.  小橋流水的裝扮.  還有露天的桌椅, 在陽台外, 
要看小說或聊天, 都很精彩. 

再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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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我們去到北投溫泉博物館.  看著古照片, 想像當年的熱鬧情景.  舊時溫泉的澡堂, 尚有些
許保留.... 

 

之後, 我們散步去走馬看花的欣賞一下凱達格蘭文物館.  門前有三隻動物, 我們四個美女在那邊
照了相. :) 



 288 

          

 

 

又去到地熱谷. 素芬、映麗、雪芬三人, 都說是過去高中郊遊的好地點. 只有我 無辜, 好像沒來
過. 四處煙霧瀰漫, 可見溫泉地下很燙, 所以水氣直冒. 其實蠻有一番氣息. 嗯~ 是很有氣息... 
硫磺味很像有人偷偷放了大屁嚇人. 

 

我們逛了幾處, 決定吃一家叫"名村堡"的台式料理. 天冷, 所以我們叫了砂鍋魚頭, 一個”百花鑲
苦瓜”, 一個炒青菜, 好像叫怪貓炒樹子. 很好吃～ 苦瓜也很特別, 很好吃. 要一整條鑲料也不太
容易呢~ 砂鍋倒是還好, 可能我不太喜歡. 因為整鍋是用沙茶醬炒香, 再做的. 我還是習慣古早
味的蔥、薑和一點點調色醬油燒煮, 再略加黑醋. 但是, 饞嘴的我們, 把一鍋都吃光光, 只剩下湯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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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著吃飽的肚皮, 慢慢跺步回車站, 沿路一一下車. 我們每次出遊, 都是很輕鬆愉快. 吃飯時, 還
激烈討論下次要去哪裡. 這恐怕也要等我們素芬大姐頭, 出國玩回來, 再做打算.  總之, 這次向
隅的同學們, 還有下次喔～ 

  路邊的野菇 

 
 
 
 
 
 
 

 

 

 

 

 

 

 

Tuesday January 30 2007 01: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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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新淡水球場 
 

雖說拉肚子, 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 也未見痊癒.  但是, 老弟邀約星期日去新淡水打球時, 仍然
忍不住答應.  所以, 星期六還是去練球, 好準備星期日下場. 
 
嘿~  這真是讓人洩氣呢~  我在練球場, 就是打得起來, 球飛得老遠~  大牛也稱讚我姿勢漂亮. 
(教練也說過的呢!)  可是, 一下球場, 就是打不起球, 球也會亂飛, 非常喪氣.  練了幾球後, 哭喪
著臉問大牛是哪裡錯了, 他也是搖搖頭不知道.  隔壁球道的一個老大(看起來像是在混的壞人)聽
到, 說我應該沒問題, 女生打這樣遠, 球場不該錯太多的.  真是天曉得咧~  高球聖經也 K 完了, 
球也練了, 走著瞧吧~ 
 
星期日一早, 沿著我似曾相識的路開車到淡水.  我這樣說, 是因為我老媽是淡水人; 過去小時候, 
如果不是坐火車去外公家, 就是靠老爸騎摩托車載我們去淡水.  所以, 這經過石牌、北投等等的
路, 都有點眼熟, 只是更寬更大了… 
 
新淡水球場的遠遠在山頂的 club house, 遠望過去有點讓人失望, 因為看起來老舊.  大弟還說這
是改建過的呢~  但是, 一進去的一面大玻璃窗看出去, 觀音山、淡水河, 真是很漂亮, 180 度的全
景, 盡在眼前. 
 
草皮沒有北海漂亮, 保養不佳, 所以沙面盡現.  大弟說了, 我才知道, 原來鋪草皮還要用沙, 才會
穩住草皮.  果嶺也是沙子多, 球不太滾得動. 
 
我們共十人, 分三組打球.  桿弟一組只分派一人, 球車較老舊(與北海比起來).  我現在蠻習慣桿
弟了.  上次北海是兩個真正的歐巴桑來招呼我們, 這次也是個歐巴桑.  但是, 真不可小歔這號人
物.  她們熟悉球場高低種種, 判斷遠近方向的鉅細靡遺, 真是讓人佩服!  這桿弟的台語口音, 讓
我很懷念過去在淡水鄉下外公家混暑假的好日子.  外公、五個舅舅們一家, 加上阿姨及表兄弟姊
妹的熱鬧聲音, 真是很棒的童年. 
 
新淡水球場的風景, 真是美麗極了.  可惜我沒帶相機, 好拍下一洞洞看到不同的好景色.  我叫大
牛還要再帶我來新淡水打球, 我一定要把這美景拍下來做紀念的.  
 
新淡水有一洞非常有趣, tee 台打到果嶺只有六、七十碼的距離, 但是高度老弟說, 卻有十層樓的落
差.  女 tee 只有五十碼, 我第一次用 A 桿發球.  有一洞有五百多碼, 真是有夠遠的看山走死馬~ 
 
我喜歡新淡水球場.  因為風景真的很好.  也因為我福至心靈, 居然在這球場把 driver 和球道木桿
打得“慶”起來, 失誤不多.  不知是剛好姿勢對, 或是我書看完, 懂得要領, 所以就打出來了.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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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樂.  今天的敗筆在短桿A桿和putting.  因為平常練得不多, 我自己覺得還沒抓到精髓, 這也
是日後要加強的地方. 
 
聽他們閒聊之下, 還有個舊淡水球場.  裡面的桿弟是男的, 而且一個背一個的球具, 沒坐車.  聽
說他們都是未考上執照的 pro, 所以其實球技都不錯.  只要一上場先送五百小費, 他們就會一路
教你打球到底, 比一小時一千的教練便宜呢~  啊~  我還聽說我那桃李滿天下的教練, 可以帶上
場, 一起打球.  出場費是六千, 加上幫他付球場打球費.  當教練還蠻棒的, 免費打球喔~ 
 
今天的結論是: 台北打球真是太貴了……還是美國便宜多多~  在美國的人, 要多佔佔這個便宜
啊~ 
 
P.S.  忘了一提新淡海另一個有趣的特點: 他們有兩洞, 因為地形高低的關係, 前一組的人打球打
到一半, 下一組看不到.  所以, 球洞的中間, 有個黃旗旗竿; 前一組的 caddie, 會等球員打完球, 
就把那黃旗升起來, 好讓下一組的, 看到後可以繼續前進打球. 
 
 
 
 
 
 
 
 
 
 
 
 
 
 
 
 
 
 
 
 
 
 

Tuesday January 30 2007 11: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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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貨大街 
 

覺得年貨大街賣太多糖了~ 
 

   

 

要是年貨大街把糖果攤擺一處, 賣魷魚絲的放一邊, 烏魚子攤也堆一起, 賣丸子的聚一角, 賣臘肉
的攏一伙, 那對我們這種講究效率的不太愛逛街的非老嫗, 就有事半功倍的助益囉~ 

Saturday February 17 2007 06: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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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朱銘美術館 
 

大年初六, 兄弟姊妹的聚會辦在朱銘美術館, 和八煙溫泉旅館吃晚飯..... 

  單鞭下式 

   

 太極系列 飛撲 

    

 十字手 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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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門  紳士 

   

 鳥人 集合 

   

 人間系列 – 芭蕾 青銅鳥 

   
 人間系列-不鏽鋼人 拉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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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童 紐約擁擠的人間 

   

 玩沙的少女 排隊 

    朱銘師楊英風的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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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煙溫泉旅館是在陽明山角. 菜色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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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煙初一到初八晚上, 還施放煙火.  我這麼愛看煙火的人, 覺得真是太幸福了, 煙火就在自己的
頭頂上, 非常現場.  還會略微擔心, 萬一沒爆的煙火, 會掉在自己頭上~  飯後兄弟姊妹做鳥獸
散.  大部份的人留下來泡溫泉.  我們因為第二天要早起打球, 就先回家去了. 
 
 
 
 
 
 
 
 
 
 
 
 
 
 
 
 
 
 
 
 
 

Sunday February 25 2007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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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淡水  之一 
 

What though the radiance 
Which was once so bright 
Be now for ever taken from my sight,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u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In the primal sympathy  
Which having been must ever be; 
In the soothing thoughts that spring 
Out of human suffering; 
In the faith that looks through death, 
In years that bring the philosophic mind. 
 
William Wordsworth 
 
老媽回娘家 
 
小時候老媽回娘家, 是大包小包的帶著禮物, 牽著我和大弟, 走到雙連去坐那只有一節車廂的火
車, 匡當匡當的經過石牌、關渡、北投、竹圍的搖到淡水火車站, 就是現在捷運的淡水站; 然後我
們走出火車站, 到公路局車站, 換公路局坐到下圭柔山, 就到了外公家.  沿路上下車的, 都是當
地的農夫; 抓著雞、提著菜擔子、拿著農具上車, 大家熟面孔的見了面, 都會大聲的哈拉哈拉的打
招呼, 聊著農事.  我們台北來的客人, 是罕客.  我都會專注的聽著淡水人特有的口音, 在耳邊粗
重但和善的響著. 
 
或是逢到放假日, 老爸也有空, 我們可以全家去外公家.  老爸就會騎著那上班用的重型摩托車, 
兩個弟弟坐在油箱上, 我夾在爸媽中間, 就這樣一家五口, 浩浩蕩蕩往淡水出發.  我是還好, 兩
個弟弟坐油箱上, 不會摔下來, 還真有本事.  老爸當時這樣的騎著車, 一定很覺得任重道遠, 很
滿足, 可以一趟就把全家帶出門, 回娘家去…. 
 
通常是過年回娘家.  回到外公家, 當家的外公、大舅、二舅, 就迎出來, 客氣的招呼著我們.  兩
個舅媽也在廚房, 圍著兩個大灶, 添材加火, 忙碌的煮著菜餚; 殺雞殺魚的忙得不可開交.  還抽
空和媽媽或阿姨招呼著問著.  我們也開心的和表哥姊、表弟妹們, 打著招呼.  他們也好奇的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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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台北的種種, 聽著從我們小孩口中沒聽過的新聞. 
 
圍著圓桌吃飯時, 總是吃些雞鴨魚肉, 菜色古樸, 沒有台北的精彩, 但是味道新鮮, 就是樣樣好吃
好口味.  我們台北回來的先吃, 圍了一桌, 吃飽了, 女眷小孩再來圍桌.  當時, 小阿姨未婚, 老
媽和大阿姨是回娘家的主客.  
 
飯後, 聊了一下天, 大人睡個午覺, 我們按禮數是天黑前就要回家.  外公和舅舅就開始準備一些
他們的土產, 讓我們帶回去.  像是一些自己種的菜啦~  地瓜啦~  自己醃的醬菜、醬油、豆醬、
腐乳等等.   
 
其實每次過年前, 小舅就奉外公命令, 水塘洩水後, 就一定會抓兩條肥大的魚, 到北投阿姨家和台
北給我們.  水塘都是在過年前洩水, 養了一年的肥大的各種魚鰻, 在溼泥上跳躍著, 等著大人拿
魚網去撈起.  有一年黃昏時, 我站在池塘邊上, 看著舅舅他們抓魚, 好不熱鬧.  外公也會送我們
自己做的年糕、發糕年貨.  年復一年, 我們一直吃到又道地又鮮美的自製年貨好一陣子. 
 
於是, 回娘家的我們, 又吃又兜的滿載而歸.  這真應了台灣人說的“查某仔賊”, 女兒就是會撒嬌
的跟爸媽把想要的東西往自己家搬. 
 
二十年沒在台灣過年的我, 年十一陪老媽回娘家.  大舅已經過世, 二舅也生病在醫院; 幾個表哥
表弟表姊妹們, 也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離開家鄉, 謀自己的幸福去了.  真正還住在淡水的舅舅, 
只剩下 小的五舅了.  於是, 現在老媽回娘家, 就是去代表娘家的小舅家了.   
 
這麼多年沒見, 小舅仍是那付老神在在的模樣.  雖然上班辦都市人的事, 卻在家種菜種水果, 草
根性頗強.  五舅是某大公司的會計財務部門主管, 下管一整個會計部門數十人.  因此在家, 連帶
除了請老媽和阿姨回娘家外, 辦桌請了四桌同事.  家裡非常熱鬧.  開了兩大缸自釀的李子酒, 真
是好喝.  我這個沒啥酒量的, 硬是喝了一大杯甜甜香香的李子酒….. 
 
但是, 那個樸實的外地女兒回娘家的景象, 已不復見.  過去那種大家庭團圓熱鬧的氣象, 完全是
歷史了…..坐上車回家前回頭一看, 過去的小溪填平了, 大樹砍掉了, 外公家也分家了, 房子也改
建了, 農田也蓋了很多房子了……眼前陌生的淡水, 讓我痛心的體念到, 過去的在淡水的日子, 已
經不會再回來, 我也走不回去, 找不到了….. 
 
 
 
 
 

Sunday March 04 2007 0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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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淡水  之二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過去淡水種種 
 
小時候我 喜歡回外公家玩.  大部分暑假, 老媽都會放我們去淡水山上, 和表兄弟姊妹們和一陣
子.  表兄弟姊妹會很好奇, 我們這幾個台北來的嬌客, 對我們都很和善的帶我們到處去玩.  
 
外公家是 L 型的建築. L 的橫筆, 前面是中庭, 是放公媽神桌的地方, (後來外婆過世後,改到飯廳靠
著外公房間的牆. )還放了兩三張沙發, 給來拜訪的客人坐和談事. 中庭後面有兩個大房間, 是大
舅一家口子的住處. 
 
L 的直筆, 依序是大廳兼飯廳.  靠牆處是外婆的竹床. (外婆半身不遂, 每天早上舅舅們把她抬到
飯廳的竹床上, 讓她坐在竹床上, 面對大門, 可以看家、做點家事和與人說話聊天).  再來是外
公、小舅, 阿姨、外婆的兩個房間; 廚房灶間之後, 再來又是一個飯桌廳.  接續在後面一排幾間
房子較新, 其中前面一間, 後來是小舅結婚的新房, 後是儲藏室.  樓梯上去的二樓, 是二舅一
家住的兩個房間, 加上一個可以曬穀子的大大平平的陽台.  我忘了三舅、四舅睡哪裡, 因為他們
在我回淡水的幾個暑假, 已經分別在台北和淡水上班.  除非農忙, 很少待在家裡做農事. 
 
我對外婆的印象是她很胖, 很兇.  每天早上, 舅舅們抬她出來到飯廳, 她就會開始整理她的長頭
髮. 先綁成麻花辮, 再盤在腦後, 變成一個包包.  外婆綁麻花辮的速度, 是我見過第一名的快.  
外婆有一個武器, 是一根長竹竿.  因為她坐在竹床上, 不能走路, 所以亂闖進房子的小雞, 都被
她用竹竿子, 吆喝趕出門.  外婆會坐在床上, 幫舅媽她們整理清菜.  她有一個收音機, 天天都會
放得很大聲.  每天時間一到, 我就會悄悄的坐靠近外婆, 跟她聽歌仔戲.  我好愛聽歌仔戲, 我知
道翠娥, 也是那時候, 跟外婆聽出來的.  可是外婆不太愛我跟她黏在竹床上聽歌仔戲, 我也不知
道為什麼.  所以, 我也跟小雞一樣, 被外婆的竹竿趕跑, 不准靠近. 
 
外公家睡的床, 都是標準的八腳眠床; 上面都彩繪雕刻得很漂亮.  躺在床上, 睡不著時(離家的初
幾夜, 較不習慣, 很難馬上睡著), 還可以慢慢欣賞那些漂亮的裝飾.  我和大弟若不是和小阿姨睡
飯廳後那間房, 便是和二舅的小孩, 在二樓房間睡成一團. 
 
外公家的灶間, 右手旁邊釘著三、四排的架子.  上面掛滿牙刷、毛巾和放著臉盆, 讓大家使用.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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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這些都是公用的, 任誰取誰用.  我這個台北來的小孩, 平時在家自己一套盥洗用具, 很不能
適應大家用相同盥洗用具這一點. 
 
洗澡也是我很不適應的一件事.  洗澡都是在豬圈與廁所間的空間實行.  燒完晚飯的舅媽, 就洗
刷大鍋, 裝滿井水, 繼續利用燒飯後的餘溫, 加火添柴的燒熱水, 給大家洗澡.  輪到我的時候, 我
就只好硬著頭皮, 把放在豬圈旁的大木桶, 裝滿調好的冷熱水, 選了條掛在架上較新的毛巾、拿著
肥皂, 拿著一個小板凳和換洗的衣服, 放在木桶旁, 關上往外的大門, 再關上通往灶間的門.  小
小臭臭的暗暗的小空間中, 只剩下一盞約五燭光的小燈泡亮著, 害怕的我, 一邊快快的洗著澡, 一
邊左右的觀察著, 就怕有個風吹草動的什麼表姊說過故事中的怕人的東西, 嚇到自己, 真是恐怖
極了. 
 
外公家旁有條不到兩公尺寬的小溪.  水流清澈.  那是舅媽們洗衣服的地方.  小阿姨洗衣服時, 
我會跟在旁邊, 腳浸在冰涼涼的溪水中, 抓在溪裡的小魚小蝦.  表弟妹還可以用一根水草, 去找
到洞洞抓螃蟹.  我抓到的小魚小蝦, 小的拿去餵雞鴨, 大的蝦, 拿去灶間, 塞在炭火旁, 等變色了, 
還可以香香的塞自己的牙縫. 
 
連帶的要提到外公家的廁所沒有幾個.  他們都會在八腳床旁角落, 放一個很大的帶耳的水桶, 通
常都在那裡方便.  儲積相當後, 拿扁擔抬走, 我想是拿去菜園澆肥用的吧~  我想那馬桶是給男
孩子用的吧~  我沒見過誰用(應該沒見過吧~), 但是那阿摩尼亞的臭味, 是我忘不了, 也一直躲得
遠遠的.  外公家的廁所很可怕.  邊上廁所, 還可以看到下面小強在爬來爬去的忙著.  廁所都在
靠牆外頭有洞, 可以把肥料舀走, 大概還是去澆菜吧~  而且廁所內的衛生紙是很粗劣的米色的
再製紙, 一面是光滑的, 表姊教我要用時, 還要先用手搓皺衛生紙, 好增加摩擦力…. 
 
外公家的房子邊緣, 還有兩三個豬圈, 分養著大小不等的黑毛豬.  豬的毛很硬很硬.  那些豬, 都
吃些舅媽拌的地瓜葉類的菜、剩菜和飼料, 餵什麼吃什麼, 胃口真是好到不行.  他們常常吃到腳
都站到食槽內還不自覺.  舅舅舅媽還要不定時的拿水沖洗豬圈.  這我很愛看.  豬圈會乾淨一陣
子, 而且那些豬怕被水澆到, 四處亂竄也很好看. 
 
印象中, 淡水九年一次的保安大帝大拜拜殺豬公, 我見過一次.  那年外公家養了隻從小豬養到胖
到眼睛張不開, 腳站不起來的大肥豬公.  因為要比賽, 所以那隻豬吃得又多又好.  外公常常很關
心的去看豬公的狀況.  殺豬公是在大清早, 沒見著是怎麼殺的.  只見一早燒開水, 舅舅們忙著燙
皮拔毛, 那時豬早已上天堂了.  當然外公養的那口豬, 還是沒有贏到第一名.  但是一大隻口咬著
橘子的模樣, 我一直忘不了.  那是鄉下人用心用力的成果, 敬鬼神的擺在架子上, 和其他供品一
起呈獻著.  殺了豬, 大家在吃著煮熟的豬肉.  還記得不知那個舅舅捉弄我, 裝了一碗圓圓的東東
給我, 吃起來味道有點怪怪.  後來才告訴我是睪丸之類的, 差點沒吐出來. 
 
鄉下孩子喝汽水的機會不多.  通常都是在拜拜或有客人來家裡吃飯, 才有機會.  因為小孩子太



 302 

          

多了, 每個人分配的份量, 也有限制.  我記得在台北, 我只愛喝黑松沙士, 不喝汽水的.  但是, 
在物質缺乏與競爭的原理下, 喝著我配給來的那一小碗黑松汽水, 竟覺得是瓊漿玉液的可口. 
 
在廚房外和小溪間的空地, 種著一棵葡萄樹.  種了很多年之故, 爬了有十個榻榻米大的架子.  我
不記得誰利用過這個 patio, 也沒見過誰去摘過葡萄.  可是我有回淡水, 總會端著一個凳子, 站在
椅子上, 伸長脖子的找尋在藤蔓間變紅紫色的葡萄.  摘了一大碗公, 洗乾淨了, 一邊欣賞紫紅色, 
圓潤飽滿的葡萄, 一邊慢慢的吃著.  雖然變紅了, 但是還是很酸.  吃完一碗公, 臉都酸到紅起來
了.  有時也學舅媽, 一層糖一層葡萄的裝在容器內學做酒.  過兩天, 耐不住, 打開罐罐, 全部把
它們都吃下去.  這輩子吃的葡萄, 有五成算在淡水那株葡萄樹頭上. 
 
淡水夏天夜涼如水.  我們大家會拿著長板凳、草席, 在大門外搖著扇子乘涼聊天.  表弟妹們會抓
一大堆螢火蟲給我.  他們快手快腳的一下子就抓到二、三十隻.  裝在塑膠袋或盒子內, 看著他們
爬來爬去, 尾巴一亮一亮的, 是很好玩的事.  有時大家會輪流講故事, 數著天上亮晶晶的星星, 
真是很快樂. 
 
抓蟬和金龜子又是另一回事.  我怎麼看也找不到一隻隻善於偽裝與樹木同色的蟬, 表弟妹們卻眼
尖得很, 一隻又一隻的用長竹竿沾著點黏膠黏著.  母的不會叫, 不要; 只要公的, 因為公的才會
叫得很響.  綁在繩子上, 一邊飛一邊叫; 不叫就按一下橘橘的肚子, 就又叫起來了.  金龜子也用
繩子綁著玩.  硬甲殼的, 飛起來噗噗噗的蟲, 我都不敢要.  我怕他們, 就像怕小強一樣嚴重. 
 
 
 
 
 
 
 
 
 
 
 
 
 
 
 
 

Sunday March 04 2007 02: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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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淡水  之三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游子傷漂泊。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托。 
兒時歡樂，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兒時歡樂，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鄉下孩子的農事 
 
要當鄉下小孩, 首先我們要克服的是打赤腳.  表兄弟姊妹們習慣打赤腳, 到處跑.  我們也有樣學
樣, 但腳皮細嫩, 常常會刺到東西, 我後來放棄, 穿著拖鞋還是跟著到處跑. 記得老弟, 光著腳丫
子, 掂著腳尖, 慢半拍的跟著表弟跑的有趣樣子, 我仍然印象深刻. 
 
夏天是稻子收成的農忙時節, 表弟妹們的暑假, 當然也要對家裡有點貢獻.  在外公他們不需要水
牛的時候, 第一件事孩子們要做的便是放牛. 
 
表兄弟妹們都愛玩.  一邊玩的當下, 還要眼角餘光掃到吃草的牛身上.  不要讓牛給跑了, 也不要
讓牛踩了菜園子, 或吃了不該吃的草.  不然, 大人準會一頓怒罵.  頑皮的表兄弟, 趕著牛, 會或
爬或站的在牛背上, 拍打牛背, 表演特技.  奇怪那牛一點也不生氣.  大弟也會不落人後的爬上牛
背去坐.  其實牛背硬得要命, 坐在上面很不舒服.  圖上牧童牛背上吹橫笛的舒服模樣, 很難想
像.   
 
我也怕水牛, 因為他們身軀龐大, 有時牛眼一紅, 我會嚇得要命, 怕它會追著我撞.  當然這些都
沒發生過.  牛泡在水中, 更教我害怕.  拖也拖不動, 沒見到腳走路, 卻見他們一直往反方向浮動, 
相當嚇人.  我那些勇敢的表兄弟們, 拉呀, 拍呀, 扯的, 就可以把牛牽回家, 關進牛棚內, 真是我
們城市孩子眼中的真英雄.  
 
表弟妹們放牛時, 還可以找到一坨長相像牛糞的蜜蜂窩.  這群不怕死的野孩子, 趕走蜜蜂, 把蜂
窩內的小蜜蜂幼蟲, 一個洞一個洞的挖出來, 活生生地吞下肚; 說是對眼睛有好處.  我不敢吞, 
還是拿去灶間, 塞在炭火旁的角落, 烤了一下, 才敢塞進嘴裡.  坦白說那小蜜蜂幼蟲長得還真像
蛆, 咬下去, 爆開在嘴裡, 真有點驚人的.  
 
還可一邊留意樹上有沒有蟬脫殼留下的蟬殼.  有點咖啡色, 帶點透明, 一個個就像一隻蟬的形狀. 
這可是中藥的一味藥劑, 撿到一定數量後, 可以賣給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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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 便是一邊放牛, 一邊放風箏.  那風箏是自製的.  大我七歲的小舅, 是孩子王, 做了一個一
人高的大大的很結實的風箏; 表兄弟們幫忙放上天, 飛得又高又遠, 還會嗡嗡做響, 真是我見過

棒的風箏了. 
 
外公水稻收成時, 會請很多臨時工人幫忙割稻.  舅媽們也要一天五餐的供應吃食, 除了三餐, 早
午各有一頓點心.  大孩子們要幫忙, 用扁擔挑點心到田裡, 給工人吃.  我們都愛跟著去送點心, 
因為我們也可以分一杯羹.  印象 深的是, 我這台北人, 當時沒吃過的鹹的米台目湯.  剛好玩得
肚子餓, 蹲在田埂旁, 吃得好香好香. 
 
割完稻, 舅媽、小阿姨和表姊們, 要忙著幫忙晒割下、打下稻禾的穀子.  把穀子完全的放在曬穀
場的地上, 要常常翻穀子, 而且也要防麻雀、雞隻來吃穀子.  我也幫忙翻過穀子, 那飛揚在空中的
稻殼, 飛到我身上, 讓我一身癢得非要趕快洗個澡, 才能洗掉那難受勁. 
 
田裡割完稻, 剩下一個個的稻莖, 在清清的田水中.  大人便要開始犛田, 同時招募我們這些小朋
友, 來幫忙踩稻子頭, 目地是把稻莖踩到泥土內, 看不到, 好再插下一回的秧(當然這中間還要一
段時間, 還要先播種之後).  我們小孩子站一排從稻田這邊踩過去另一邊, 一邊玩鬧, 一邊辦正事.  
太陽曬到我們台北人, 皮肉不旦變黑, 還脫皮.  頭頂上太陽高高的晒著, 可是腳踩到水田泥巴內, 
那是冰涼涼的軟軟的泥, 在腳趾間劃開, 好舒服好過癮.  到了晚上, 外公會跟我們算工錢.  一個
小人五角錢.  我們便會跑到對街, 買碗剉冰吃.  白白的冰上, 淋上一圈糖水, 又灑上紅紅好看的
梅子汁, 這是我們小童工們 大 大的享受.  那碗清冰, 真是又解暑又好吃.  在台北吃更多料更
棒的冰, 都比不上這個簡單的清冰的. 
 
踩完稻子頭, 田裡流著清澈的水.  表弟妹們另一個賺錢的花招, 便是到田裡撿田螺.  自有商人會
來跟我們買, 論斤算錢.  我大約是經驗不夠, 田裡的水, 雖然清清如水, 我就是沒本事找到跟表
弟妹一樣多的田螺好賣錢.  可是他們提著小桶子, 彎一下腰彎一下腰的, 沒多久就撿了滿滿的一
桶田螺. 
 
若是閒來無事, 表弟妹們便會聚在一起捉迷藏.  外公家那個兩公尺寬的小溪旁, 有一處長了一棵
很大的無名樹, 開的是黃花, 剛好橫在小溪上, 這是捉迷藏的好地方.  我很努力的學會從粗壯但
峭拔的樹幹, 爬上樹去.  樹的枝葉茂盛, 可以越爬越高, 是我很愛去的地方.  表弟妹們像猴子般
的讓人羨慕的追來追去, 盪著樹枝.  我們在樹上聊天、吃東西, 甚至發呆.  那棵樹真是我淡水童
年回憶的大半!  現在沒爬過樹的孩子, 真是替他們遺憾人生路上少了點什麼的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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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小時候爬的樹就是開這樣的黃花.   

 

************************************************************************************ 
我的小舅 
 
我的小舅是我 欽佩的人.  小時候在淡水, 他是孩子中的老大, 每個人都要聽他的.  台北市商念
完後, 他跟外公說他要考大學.  於是, 他把高中三年的書找齊, 排在門板上, 就這樣有毅力的 K
了一年.  每次我回淡水, 看到他, 他就是在念書.  去考聯考時, 我還充當書僮, 幫他照顧書.  他
居然考上了輔仁大學很難念的會計統計系, 畢業時成績非常好.  會統系後來分裂變成會計和統計
兩個系. 
 
小舅不旦考上會計師執照, 還在勤業做了幾年, 被現在的公司看上.  在現在這公司一做, 就做了
二十年, 做得非常的好.  賺的錢, 又買地投資, 做得很成功. 
 
我老媽家的兄弟姊妹, 個個字都寫得非常漂亮.  小舅字算清秀, 大舅二舅的字更好.  過去過年, a
門上的對聯, 都是自己人寫的門聯的. 
 
************************************************************************************ 
感念過去淡水的童年的好時光, 特此記錄以做紀念. 
 
 
 
 
 
 
 
 
 

Sunday March 04 2007 02: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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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過新年 
 

大家豬年快樂~ 
 
年夜要拜拜, 
先是土地公, 
再拜地基主; 
大哥叫二哥, 
一起過年夜, 
鮑魚烏魚子, 
有雞也有魚. 
 
初一逛大街, 
人潮在哪裡? 
關帝廟第一. 

信徒太擁擠, 
開車進不去,. 
也去西門町, 
人來人往走. 
年貨大街呢? 
早就不見了~ 
圓山飯店上, 
還是有人逛. 
回家打電話, 
大家說恭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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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二回娘家, 
老媽煮大菜. 
上次回娘家, 

二十年前事. 
晚上姊姊歸, 
明信請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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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桂冠餐, 
吃得很盡興. 
 
初四大哥請, 
梅村日本餐, 
包肥有特色. 
 
初五二姐請, 
呂桑在永康. 
台式料理讚, 
好吃又大碗. 
本來要聚賭, 
麻將沒打成. 
 
初六明信邀, 
兄弟姊妹宴. 
這次輪到他, 
先是去朱銘, 
後又續八煙. 

吃飽喝足後, 
唱歌又跳舞. 
陽台放煙火, 
身歷聲其境. 
 
初七也不差, 
早早上球場, 
慶祝大牛壽, 
愉快十八洞. 
兄弟姊姊約, 
逢十做壽禮, 
大家一起送, 
大牛收 Driver. 
看得蠻吃味. 
晚上得回請, 
宴兄弟姊妹, 
舞蝶宴太差, 
菜色太寒酸. 

 

  砂鍋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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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帶老媽, 
淡水娘家回, 
小舅家辦桌, 
部下有四桌. 

十五慶元宵, 
老媽家中坐, 
大弟也回家, 
一起吃元宵. 

 

  

 仁愛路 中正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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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十四晚本來要去拍點燈後的燈籠, 居然去得太晚, 大家都往外頭走要回家去了. 
 

 

Sunday March 04 2007 03: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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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聚會 
 

挑了二二八這天來吃飯~  很多同學都是二三十年未見囉~ 
 

  

 

 

 

 

 

 

 

 

 

 

 

 

 

 
Wednesday February 2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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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栽蔥的白兵兵 
 

今天老天爺居然出晴天, 所以就甘脆去阿玉(前 1139)家還書去囉~ 
 
老板娘坐在前頭摸魚(是混水摸魚; 形容的上班忙裡偷閒的意思), 不知在想啥事~  老板正在討生
活的扳開一個可憐人的大嘴, 在給他挖地基. 
 
於是, 我給老板娘一個翹班到二樓去聊天的機會. 我們就對老板說斯咪媽線囉~ 
 
來到二樓, 這可是我第二次到老板娘家; 但是, 是第一次上樓參觀.  飯廳旁有一個比樓下小一點, 
但也蠻大的魚缸, 裡頭, 媽媽咪呀~ 裝了貳拾(有機會寫數字的大寫, 就要多練習 ****)隻頭頂
紅肉冠的金魚(我記得這金魚有個名稱來著, 頂冠紅或冠頂紅或紅冠頂..... 1056, 就麻煩你去查個
清楚了~  姊姊我趕明兒個要去坐飛機, 忙!), 個個活潑健壯, 聰明可愛, 穿著白色透明的舞衣, 扭
著腰, 撞來撞去的到東北角的魚缸, 爭先恐後地玩疊羅漢.  說他們聰明可愛, 是因為他們知道東
北角是餵魚的黃金角落, 來得太慢, 就少吃好幾粒大力丸(你知道現在的魚寵物老板、老板娘, 都
餵一粒粒的魚飼料, 誰管魚愛吃什麼來著~). 

     在哪? 大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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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 大力丸是我的. 

 喂~ 該你讓我騎馬啦~ 

 
在這些貳拾隻像水餃的金魚, 還沒騷動之前, 我們倆躡手躡腳的走靠近魚缸, 看到西南角有個白
兵兵, 正在睜大魚眼的睡覺.  更神奇的是: 白兵兵居然是倒栽蔥的倒掛在水裡, 一動也不動的睡
覺.  係金ㄟ ~  不講誑話~  就真的有這隻與眾不同的金魚, 是這付模樣, 真是可愛.  怪不得家
裡的老板, 本來以為他掛掉了, 要把他拿出來裹麵粉炸來吃, 他嚇得又活過來, 動作敏捷的逃之夭
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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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兵兵和其他同伴 

白兵兵特寫 
 
發現我們在照他相的白兵兵, 被伙伴們"狼來了"的嚇醒, 結果覺沒睡完, 大力丸也沒要到.  老板
娘看了不忍, 就發下午茶, 撒上一些大力丸在水上, 給他們痛快一下. 
 
聊了一陣, 我也該滾蛋了.  老板娘還沒打卡, 還是讓她下去管大局吧~  就這樣, 我就離開了
1139 的家.  回家嗎? 喔~ 當然不是.  是去公館買襪子.  我的大趾頭, 把襪子都弄成一個洞一個
洞, 所以要去補貨了.  就這樣嗎? 當然不是.  本人衣服隨便穿沒關係, 腳就必須找到軟綿綿的鞋
底, 才行. 已經忍耐好久, 走路都一拐一拐了, 所以就順便逛鞋店.  穿了幾雙後, 就果斷的拿了兩
雙, 算算每雙美金柒拾元不到, 划算~ 
 
要知道, 本人很不愛逛街.  必須買才逛, 一逛就買, 買了就走, 絕對不囉嗦~  姊妹們可能對我這
行逕, 頗有微辭.  但是, 我真的不愛逛街買東西.  如果你很愛、很會買, 請告訴我.  下次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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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 絕對找你當顧問.  喔~ 還有一個 02, 也是跟我一樣找你.  OK?!! 
 
P.S.  應該是冠頂紅啦~ 
 
***有天早上去郵局存零用錢, 兩萬五千元.  搞了一個笑話.  存款單一拿起來, 在個十百千萬的
萬的格字下, 寫了"兩", 千的格子下寫了"伍".  櫃台小姐當場大笑.  告訴我, "二"大寫不是那樣寫
的啦~  喔~  我頓時想起"貳"字.  我真的不是不會寫, 只是下意識想這正楷的數字, 應該寫"兩".  
哈哈哈~  真是土包子. 
 
更土的是, 櫃台小姐說: 你下次可以寫小寫的啦~  不用寫大寫.  嗄~ 這壹貳參肆就算大寫吧~  
那數字的小寫是啥?  沒問個清楚, 下次又搞錯, 不是笑死人.  那小姐聽完我的問題, 突然又爆笑, 
說: 就是阿拉伯數字嘛~  喔~  嗚嗚~  消遣我們非老嫗, 真是太不應該了. 
 
 
 
 
 
 
 
 
 
 
 
 
 
 
 
 
 
 
 
 
 
 
 
 

Saturday March 10 2007 08: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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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杉磯打球趣 

    Dad Miller 

rd   Royal Vista 
 

Mountain Meadow View:: 
 

回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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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園 
 

山下的 Schaubarum Park 中我們常常散步的那條走道上, 近兩旁栽種了櫻花樹.  那是我們家庭
醫生古榮一和小兒科醫生 Jane Gu 夫妻倆捐贈的.  為的是紀念他們幾年前在哈佛畢業, 去南美爬
山, 不幸摔死的兒子.   
 
人死不能復生, 父母的哀痛是永遠免不了的.  人生很難說會發生何事, 大約只有“逆來順受”可以
形容我們有點年紀的人之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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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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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豔豆漿 
 

那個豆漿, 就是我在找的很家常、很新鮮、很豐腴的口感..... 
 
台北到處是永和豆漿的招牌, 聽說付個錢, 就可稱自己賣的豆漿是永和豆漿.  我們家附近就有兩
家永和豆漿, 吃起來真是差強人意, 豆漿很商業化, 沒有人性. 喝到嘴裡是豆漿, 不是超級濃, 有
點過甜, 溫吞吞的熱, 吞下後, 味蕾細胞沒有辦法打信號給腦袋說“讚!” 吃完回到家, 一身油煙味, 
真是氣人.  唉~   
 
那自己做吧~  又是泡豆子, 又是用果汁機絞 (嘿嘿~ 我把 Vita-mix 帶回來了~  很有力唷~), 又
叫老媽買小麻布袋給我搓豆汁, 又要煮豆汁(呃~ 煮豆燃豆屐(?),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
煎何太急~  哇~  錯了好幾個字, 已經忘了怎麼寫了….) 言歸正傳~  正在煮豆汁呢~ 煮了, 又
要等冷了, 可以冰冰箱(因為絕對不可能要喝的一大早, 就起來做這堆混事).  喝的時候, 還要加
熱, 還真多狗屁倒灶的麻煩!!  這還不算, 自己做豆漿, 剛列下的一堆步驟, 後還要把各個道具, 
都一樣樣的清洗, 擺滿一廚房.  真是麻煩到幾百點~ 唉~   
 
我必須承認, 自己做的豆漿較濃(嗚嗚~因為要搓很久很久的豆汁, 手好酸喔~), 但是可能我技術差, 
真的也沒好喝到哪裡去.  唉~   
 
在美國時, 還買了個韓國製的豆漿機.  保證不用泡豆子, 量好份量, 扔豆子和水進去, 21 分鐘後, 
就可以喝到熱豆漿. 我都是等到絕望時, 才用那機器.  因為那 21 分鐘豆漿, 豆腥味十足, 加花生
也去不掉, 完全沒有我們中國人做的好喝豆漿的味道.  唉~   
 
所以在喝過幾次豆漿後, 全然放棄我們中年人要多喝豆漿的想法.  因為要喝好豆漿, 很難啊~  
唉唉~   
 
去年的某一天早上, 剛回到台北沒幾天, 時差厲害, 和大牛出去散步, 認識附近的環境.  晃到台
北市立工農對面, 找了一家早餐店, 坐下來喝豆漿吃三明治.  出乎意料之外, 那個豆漿, 真是好
喝極了.  吃得出來是新鮮做的, 又香又濃, 完全不是一般的豆漿. 真是好快樂~  和大牛說好, 下
次要再來光顧這個好豆漿.  耶~   
 
過了好一陣子, 再要去喝豆漿, 居然找不到那家店了.  不死心的在晚間散步時, 仍然逛到台北工
農對面, 是有早餐店, 可是很確定,  不是我們吃到的那一家.  你知道那失落感, 真是很難彌補

再回台北….. 



 324 

          

的…. 唉~   
 
今天一早, 跟昨天一樣, 又是四點多起床.  年紀越大, 時差的調整, 更難.  在家摸索了兩小時, 
大牛說那開車去逛逛吧~  大牛有次回台北, 一早六點走出門, 走到不行的找不到早餐店開門, 累
得要命再走很遠回家.  所以, 經過慘痛經驗後, 告訴我剛回台北時差, 一定要開車出去找早餐.  
順便給國外回台的朋友一個 information: 台北早上七點以前, 晚上十點以後, 是無人管的國家.  
停車紅線, 吃個早飯, 還有可能.  因為開罰單的先生, 都下班在家.  當然這只是一個未證實的馬
路傳聞, 要是你居然在以上所說的時段, 被開罰單, 千萬不要怪我才好.  呃~ 說到哪裡去了…. 
總之, 我們開開開的又開到台北市立工農, 那個鐵定不是的早餐店, 門禁深鎖, 還沒做生意呢~  
咦~  怪了~  隔著巷口, 居然有開門做生意的早餐店.  看那位置擺設, 就是我們吃過的那一家豆
漿店呀!!! 趕快二話不說的把車停在紅線路旁, 去吃看看.  耶~   
 
OK. 同學們, 台北市立工農正對面, Hi-Life 隔兩家, 巷子口的早餐店, 就是我說的那一家.  那個
一早才剛煮好的豆漿, 真是好喝極了.  相信我!! 去試試看!!  店名好像是叫“麥味登”.  老板說, 
早上五點應該是可以在他們店裡吃到早餐的啦~  三明治也蠻多選擇, 很不錯的~耶~   
 
今天真是個好的開始. 耶~   

    老板娘不好意思面對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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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車路上看到的木棉花.       

 

 

 

 

 

 
 
 
 
 
 
 
 
 
 
 
 
 
 
 

 

 

 

Saturday March 31 2007 10:45 AM 



 326 

          

 

 

 

來去卡哇夷 - 隨便大概說說 
 

小強當我們結婚時的花童, 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現在他要當新郎了, 對象是個金髮美女, 來自
波蘭的後裔的美國人.  我還記得他小時候那紅咚咚的臉蛋, 在我們新房, 像機關槍的“舅媽舅媽”
的說個沒完.  小強從小在外地讀書, 一直是要自己獨立長大, 如今他真的長大成人, 要成家, 要
立業了.  我們從主角的位置, 退居配角, 現在他成了重要的角色.  年輕人不再像我們要傳統的婚
宴席開幾桌, 人家他們要去哈哇夷, 要去個人煙稀少、空氣新鮮、原始風味的海邊, 互相交換著對
彼此的誓言. 
 
就這樣, 從收到一個塑膠透明保特瓶, 裡面裝了海灘的沙子、兩三個貝殼、兩三朵花和一個小紙條
開始, 我們體驗著現代孩子的處理婚姻的方式.  打開保特瓶, 拉著線, 拿出塞在裡面的紙條.  喔
~  沒有什麼多話, 只是告訴我們婚禮的地點, 詳情在哪裡?  像尋找下一個線索似的, 要在電腦
上, 某個網頁, 尋找怎麼去到那個人間仙境, 參加盛宴…. 
 
Kaua’i 被翻成可愛島.  看地圖, 這島在歐胡島的西邊, 還真沒去過…. 
 
夏威夷是二十年前, 我們兩人自己自助的玩過一趟.  租了車, 跑了一圈整個島, 喝了新鮮椰子汁, 
沒花幾個小時就逛完島一圈.  也坐了遊覽車, 和一群不認識的人, 一起參加了一個 Luau.  年輕
時, 去看歐胡島, 覺得太商業化, 非常不喜歡.  所以, 一直沒想過再去一次. 這次, 為了小強, 我
們舊地重遊, 隱約喚起對過去的回憶. 
 
眾親戚、婆婆媽媽, 在經過數星期的網上作業, 討論、研究、商量後, 分成四梯次(指我們黃皮膚
這邊, 代表男方的親戚), 各從美西、台灣, 紛紛在三月十一日到達可愛島.  可愛島只是從檀香山
機場, 轉個三十分鐘不到的飛機, 喝杯 fruit punch, 就到的地方.  我們這四人組是從台北飛的第
二梯次, 經過美國千篇一律的機場租車過程, 我們挑了個木瓜色的雪芙蘭.  後幾天證實, 是很棒
的選擇.  因為可以一眼就在停車場上, 找到我們的車子; 團體跟車, 也很容易識別. 

再去洛杉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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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車和我們四人組 
可愛島只有一條幾乎環島的公路(幾乎的意思是西北角有一段沒連上), 道路不多不少只有一來一
往兩線, 速限也不准超過五十英哩.  沒連上的那地區, 是山區, 我懷疑侏羅紀公園就是在那山區
拍的.  其他沿線, 都大約可以看到海岸沙灘, 店家也斷斷續續的集中在這五十六號公路旁, 所以
要迷路還真難~  反正一個島就巴掌大, 不會搞丟的. 

  

 

 

我當然第一個注意到此島, 一共有八個高爾夫球場.  愛游泳的人, 在此地玩浮潛、浪板、帆船,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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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在話下; 還有 ATV 的大輪車逛逛, 我們因為太晚預約, 沒訂上.  愛爬山的, 也是有好幾個好
去處觀景.  可惜, 這些都要點運動細胞和體能, 我們這些有點年紀的都市觀光客, 只好分開兩輛
車, 把島上的景點, 依我們熟悉遊覽車的方式, 開車逛過一遍. 
 
原本要預約一家 Luau 叫 Smith’s 的, 聲稱他們辦的是當地 好的 Luau, 可惜太滿沒訂成.  Luau
通常就是吃吃喝喝的大型派對, buffet style 的夏威夷食物, 還加上傳統的夏威夷表演舞蹈, 玩火等
等.  我們以前去的, 相當有水準.  大巴士載著我們, 到靠近海灘的場所, 一排又一排的食物, 任
由人取, 其中有烤乳豬等等的傳統待客食物.  台上大型表演很精彩, 主持人善盡其事, 讓參加者
都很有參與感, 所以至今仍有美好的記憶.  總之, 後來我們訂了在 Princeville 飯店的 Luau, 就在
我們住的地方十來分鐘的地方.  
 
這 luau算是尚可.  棒的是, 我們坐電梯, 從飯店門口, 往下降九層樓, 來到沙灘泳池旁, 恰是夕
陽西下, 落日在海上時, 那景色真是美呆了.  表演道地, 食物尚可, 只是我一直無法了解, 夏威夷
人怎麼會愛吃芋頭做的糊兮兮的 poi, 這當每日主食, 真會吃怕人的.  還虧我這麼愛吃芋頭的人, 
都嚥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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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觀了 Wailua Park 山谷內的三條小鼻涕(小瀑布).  去了 Kilauea Lighthouse, 看到那對面住
滿海鳥的小島.  去到 Spouting Horn Park 去看海浪鑽到岩石洞內假弄錢塘江潮. 逛到 Hanalei 
Valley Lookout 看到過去濕地漸漸變成種芋頭田的變化.  這些當地的土語, 我們打趣的翻起中文
來: Wailua (歪路啊), Weke(台語損壞了), Aku(台語阿舅)等等.  也注意到原來這幾個字都有加一個
標點的: Hawai’i, Kaua’i, Kapa’a, etc. etc. 

  Hanalei 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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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臭一下, 有個房地產仲介說可愛島半 acre 的地(只有地喔~)要價三百萬.  你相信嗎? 
 
 
 
 
 
 
 
 
 
 
 
 

Wednesday April 04 2007 08: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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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去卡哇夷 - 關於婚禮 
 

此行主要任務是充當男方代表成員. 在遊山玩水時, 也沒敢忘了這大事.... 
 

3/11/07 
 

我們從西邊機場開車, 往北邊走到小強事先幫我們預訂在 Hanalei 的, 國語所謂 “民宿”英文翻成
Villa 的地方.  我一路和五姊憂心忡忡在討論著, 到底是不是該自己帶浴巾來此地.  等到房東整
理好, 我們進去一看, 真的很棒.  八個房間, 加上頂樓大通鋪, 儘夠我們浩浩蕩蕩的一行人.   
 
這個房子二樓, 有個很大的廚房和起坐間, 外面洋台, 還有小圓桌和一套沙發, 可以讓我們夜半開
講, 真是很不錯, 很有居家的味道.  而且是很大的居家環境.  後院草木扶疏, 屋旁不遠, 還有一
條小河流過, 真的很美.  唯事後發現, 原來較原始的地方, 都還是長蚊子的, 而且不客氣的對著
我們打野食.  即便在很高級的餐廳內, 桌下也被蚊子大大的侵略著, 這真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可
是同住一屋, 早上大家手拿一杯咖啡, 或吃著熱騰騰的泡麵, 或是小輩幫我們切洗的水果, 大家聚
在一起吃著聊著, 真是比住旅館更溫馨更完美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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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驚人的是, 新娘居然在波多黎各, 被扒走護照, 還在努力的想辦法, 在婚禮前一天晚上, 拿到護
照, 搭上飛機, 趕到可愛島.  那個 rehearsal, 新娘是可以省去了.  結果是在洛杉磯, 以差半小時
(還是十分鐘?)的驚魂轉機, 趕到可愛島.  據說, 飛機公布要修理兩小時, 有個金髮美女, 忽然放
聲大哭, 告訴修飛機的, 她必須趕到洛城轉機到可愛島, 不然結不成婚.  所有乘客也聲援的要航
空公司, 努力以 短的時間修好飛機, 讓人家結成婚, 也算好事一樁.  於是飛機縮短一半修護時
間, 一個小時內就叫乘客上機了. 
 

3/12/07 
 

大家忙著把這島逛完, 回到“人民公舍”內, 三姑六婆堅持洋婆子嫁到中原郎家, 亦要依中國人的
禮儀, 拜見公婆與眾長輩.  眾人七嘴八舌興奮的討論著過程, 我們自忖來到外地, 沒啥必須準備
的; 但是五姊堅持要搓湯圓, 買回來是粟粉, 沒有糯米粉, 我看看覺得太困難, 就去睡覺了.  只
剩下三女一男, 和黏乎乎的粟粉奮戰.  第二天一早, 看到那紅粉粉的湯圓, 心裡暗地希望這好味
道, 只有新人吃就好, 我們假裝一下, 應應景吧~  可憐那幾個搓湯圓的, 搞到半夜三更才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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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7 
 
女方家人住在另一棟“宿舍”.  一早逛過來, 喝茶打招呼, 認識一下親家家人.  送走親家一大缸子
的人, 我們看看時間還很多, 就又上路去觀光了. 
 
晚上是在 Princeville 飯店的一樓餐廳, 由男方主婚人, 請女方眾人吃的晚餐.  此飯店是昨晚看完
表演後, 我們印象頗好, 所以四姊夫就同址的訂了今天的晚宴.  果然菜色不差, 服務也好, 眾人
吃得津津有味.  男、女方家人, 同聚一桌, 雞同鴨講, 也快樂一晚的為著明天的婚禮大典升溫. 
 
回家後, 小強帶著準新娘過來, 拜見公婆. 四姊、四姊夫坐中間, 強妹帶著準嫂子, 一一給我們這
幾個舅舅、阿姨端湯圓.  每個人碗中, 不多不少, 兩顆紅紅的湯圓.  聽說我吃的是第三代的成品.  
咬了一口, 當然沒有糯米湯圓的味道, 卻倒是有波霸的口感, 還不錯吃呢~  吃完自己的兩個, 要
去撈大牛碗裡的, 這傢伙居然也吃光了.  眾人吃完後, 準新娘端著 tray, 來收碗.  每個長輩, 依
禮數的包個紅包, 壓在碗下, 忽然有點感動這中國人的禮數, 這樣的細緻, 讓新嫁娘客氣婉約的認
識將過門的家人, 也同時長輩表示疼愛的以紅包回禮.  真是個好禮俗, 不能免的. 
 

3/14/07 
 
據說 3/14 是新郎新娘第一次約會的日子.  於是, 他們每年都慶祝這一天.  所以, 婚禮也訂在這
天. 
 
我們按時的出現在 Hanalei Resorts 大門, 高爾夫球車帶我們下到底下的海灘.  哇咧~  真是無巧
不成書~  前晚, 我們吃 luau 的 Princeville 飯店, 就在隔壁.  換句話說, 我們就在 luau 場地的隔
壁沙灘上, 舉行婚禮.  穿著夏威夷襯衫的牧師、彈著吉他的樂師、穿著 tuxedo 的新郎, 和踩著一
腳沙的我們, 歡迎著美麗的新娘前來.  聽著新人用中、英文交換著對對方的海誓山盟, 眼睛又感
動得濕了.  簡單的儀式, 卻仍傳出相愛的訊息. 
 
禮成後, 飯店的職員用高球車, 一車車的帶我們上去飯店餐廳吃晚餐.  氣氛很好, 原來台北人不
知道敲碗敲碟的要新娘新郎親嘴, 所以一玩上癮, 就屢屢讓新人忙個沒完. 當然 忙的是腳上的
蚊子, 真是給它氣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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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的, 眾人千里迢迢的來到可愛島, 共襄盛舉的幫忙完成了小強的終身大事.  祝小強和強嫂
帶著眾人的祝福, 長長久久, 百年好合, 琴瑟合鳴, 恩恩愛愛, 永浴愛河以及早生貴子. 
 
好啦~ 小強婚結了. 下次該哪一位? 
 
 
 
 
 
 
 
 
 
 
 
 
 
 
 
 
 
 
 

Wednesday April 04 2007 09: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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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去卡哇夷 - 山水花草  
 

用美麗的海灘與美麗的花草來結尾~ 
 
海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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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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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水果: 椰子、木瓜、香蕉, 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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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04 2007 10: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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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去卡哇夷 - 外一章 
 

 

King of the Road.... 
 
Kaua'i 這個地方屬海洋性氣候.  我們去時, 天常常陰陰的, 高興起來, 就來場陣雨.  有時半夜下
大雨, 第二天沒雲可掛天上, 太陽就露臉了.  真是莫測高深, 很不穩定.  所以, 婚禮那天明明是
很討人厭的預測下雨的, 可是, 因為半夜把雨下光了, 居然大快人心的白天沒下一滴雨. 
 
在 Kaua'i, 常常在路上看到一兩隻雞在路上走著.  隻隻都是瘦瘦的, 公雞帶著母雞, 不怕生人的
四處逛著, 也不知是誰養的雞, 蠻 annoy 人的.  這些四處奔跑的雞, 味道應該與台灣的土雞一樣
好吃.  有時開車怕碾到他們, 還要閃躲一下.  我們 villa 後院也看到幾隻公雞, 夜半那幾隻公雞, 
就被人恨得牙癢癢的.  半夜三更好像約好的, 輪流叫到天亮. 
 
五姊和人聊起來, 才知道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十多年前, 有次大颶風(hurricane)(就是台灣的颱風), 
把雞舍的雞, 大搬家的吹到可愛島的各處.  事後, 沒人把它們抓回家認領.  這些雞就當吉普賽雞, 
四處招搖逛逛的在島上流浪著.... 
 
我們很喜歡機場附近的 Hilton 的 gift shop.  覺得他們賣的東西, 又特別又不貴.  他們有個玻璃櫃
子, 鎖著好多從俄羅斯進口的好看的雞.  我實在很想把他們都帶回家, 但是 後還是只選了一隻.  
要是有人去可愛島, 拜託幫我去希爾頓, 把他們擺的雞尾巴很大一把, 顏色 鮮艷的那隻 King of 
the Road, 買回來.  我一直很後悔只帶走了一隻尾巴中等大的小公雞.... 
 

Thursday April 05 2007 07:00 PM 



 341 

          

拜訪山溪地球場 
 

近一直在下雨.... 
 
三月末, 老弟剛從機場接我們回台北家的路上, 就開始打手機給他的好同事小魏, 幫我們訂球場
打球的事.  在台灣, 好是有公司行號買的團體會員的球票來湊數, 可以有些大大的折扣省點錢, 
不然非會員的球費, 真是驚死人的貴~  哪能快樂的打球唷~ 
 

安排好了一直期待 4/10 要去山溪地打球, 老天爺很不幫忙, 4/10 當天, 大珠小珠落'地'盤的下雨下

個沒完, 實在很失望很失望…  第二天, 十一日居然大大的放晴, 真是諷刺~  四姊夫說: 老天爺
太忙, 晚了一天聽到我們的祈禱.... 
 
於是, 只好再硬著頭皮, 打電話給小魏, 請他替我再找一組球票.  希望下次老天爺幫幫忙, 讓我
們有機會打到球. 
 
掛上電話, 沒隔五分鐘, 小魏打電話回來說: 李姊~  明天有一組球票, 你要不要?  趕快四處找
大牛, 問時間可以不可以.  就這樣十號打不成, 就改十二號了.  當然臨去的前一晚半夜, 頻頻起
來檢查, 老天有沒有趁我睡覺時, 偷偷下雨.... 
 
山溪地在關西.  有四個球場相連在一起: 山溪地、老爺、立益和旭陽.  有機會, 另外三個也要來
試試看. 

  四人組 
山溪地的特色是, 每一個球洞, 種一種不同的樹在兩側.  所以一洞全種修剪的榕樹; 下一洞,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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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站滿大王椰子; 再下一洞, 是松樹;, 再來又是柏樹;, 再下一洞, 又是不同的椰子樹;, 另一洞又
是不同的柏樹等等.  很有趣也很特別.  草地保養普通.  果嶺出奇的慢, 草也長得不多, 很難打.  
而且果嶺的設計, 高低起伏, 頗有名人賽那個球場的味道. 

    遠處一排樹是另一球道 

 我照的老夫老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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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洞後休息吃, 飯餐廳看出來的景色. 

餐廳窗外之景     

山溪地另一個特色是沒有球車讓人坐.  桿妹把四套球具放在一個球具車上, 跟著我們走完十八洞.  
我們當然跟著自己的球, 也散步完十八洞.  還真的有點累呢~  > " < (2007 年五月, 已經改成有
球車坐了). 

 累得東倒西歪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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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會再回來的~ 
 
 
 
 
 
 
 
 
 
 
 
 
 
 
 
 
 
 
 
 
 
 
 
 
 

Sunday April 15 2007 1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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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氣的旅遊情報 
 

根據旅遊情報, 我們逛了一次新竹. 
 
清大已經失去年輕時的媚力.  我印象中清大很新很大很美, 但今日去看已經有遲暮的味道~  

   
城隍廟和新竹市逛了一圈, 參觀了一個琉璃展覽.  星期假日, 適逢法輪功大遊行, 四處碰見, 蠻
掃興. 

     新竹市城

門 
我們找到旅遊情報介紹的新大同吃魚丸麵, 湯頭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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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半天青草湖, 怎麼找也沒找到, 一路的野狗逛街~  後來不得已問路人, 才知青草湖上源建壩
沒成功, 下游就漸漸乾涸廢棄了.  一看, 居然在河床上建了幾幢大樓呢~  過去青草湖景觀, 宣
布消跡~   
 
想去有名的光復饅頭店找山東大饅頭, 星期日沒開門…… 
************************************************************************************ 
又一日, 我們想去逛桃園.  根據情報, 有我想見的蓮花池可看. 
 
路過南崁, 見到廣告很大的中悅帝寶, 就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旁不遠.  我們去逛了桃園很大的台
茂購物中心.  台灣的高樓大廈處處可見, 幾乎已經沒有太大鄉村都市的區別. 
 
頗令人失望的, 賞蓮的觀光計畫沒維護, 生意欠佳的狀況下, 處處可見廢棄的蓮花池.  開了半天
車, 闖進一個專種向日葵的向陽農場, 規模頗大.  吃了點東西後就回家去了.  不見蓮花, 頗敗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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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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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的海芋季 
 

我那兩個好友之一, 身體違和, 我們曉以大義, 都說她是因為懶惰, 不運動的結果. 硬是說好假日
要挖她出來走走路. 

   

 

結果搞什麼嘛~ e-mail來來去去幾次後, 後的結論是: 我開車帶她們出去玩, 而不是走路.  地點
看在我地方不熟的份上, 選了陽明山. 
 
然後美小姐就開始轟炸我的信箱, 把相關的網路資訊塞給我. 去玩什麼啦~  去吃什麼啦~  怎麼
開車啦~  真是頭痛... 
 
到陽明山, 我只知道一條上山的路.  萬一有狀況, 就沒戲唱了.  感覺壓力很大, 只好千拜託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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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只差沒跪下; 加上美小姐的承諾, 要學打高爾夫球, 才獲得我們家的大牛的肯首, 跟我們三個
非老嫗一起出門.  他原先很堅持不跟車, 我獨自開車出門, 要我獨立起來.  後來熬不過我們的拜
託才肯首. 
 
於是, 4/1/07, 我們邊吃著爾小姐準備的水果, 一邊搖搖晃晃開著車, 往士林方向開去. 
 
林官邸玫瑰花正在大開放.  大牛只對那官邸有興趣, 探看了一陣子.  很久以前, 我對玫瑰花很有
興趣, 所以蠻有找了一陣資料, 現在留下洛城家中的三、四十株玫瑰不管, 所以對這官邸的玫瑰花, 
也沒啥興趣了.  玫瑰花是很值得種的植物, 只要通風, 陽光足夠, 每年定時施肥, 除個蚜蟲, 就常
常有好花可看可聞.  又是常年生植物, 很經濟實惠.  種得好與不好的差別就在選種了.  玫瑰花
品種很多, 有得研究的. 
 
兩個小姐好像也沒多大興緻.  官邸內擺了一排小小花店, 我們一眼看到各種小小盆的仙人掌在賣.  
建國花市賣一盆$25, 此人居然只賣$20,  而且還送小包肥料.  聽他說話氣質不太一樣, 才知道他
在大學教植物系.  忍不住買了三盆.  長長長花的, 叫大麥町.  肥肥一片葉子狀的, 聽說開花會
開在葉緣一排. 
 
果然才開到仰德大道, 就被趕出來.  又是花季期間管制, 這仰德大道還真麻煩.  還好把大牛帶來, 
這下子也不知要開到哪裡, 左轉右轉的指揮我半天, 又從上次上山的小路爬到陽明山上.  可能是
假日又是花季, 人還真不是普通的多.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到竹子湖看海芋.  這花季從 3/23 一直到 4/16.  車子擠擠攘攘的上山.  我們
先到常青廬把民生問題先搞定.  這家的野菜還好啦~  我們以前吃過一家叫吉園葡(或葡園吉?)很
不錯.  而且後者在海芋園附近, 比較方便.  
 
竹子湖內一片片的海芋園, 四周山形環繞著.  海芋好像就是馬蹄蘭吧~  有的店把它噴成七彩的
顏色, 不然整個海芋園是白色的.  有的田蠻濕的, 就有工作人員站在田裡幫忙客人摘海芋花. 這
海芋花只能插花吧?  其他不知還有啥經濟價值?  發現一個不錯的網站, 介紹海芋. 
 
http://www.latour.com.tw/cgi/flower/FLviewCA.asp?irfnbr=713 
 
我們三個非老嫗, 對這採一支十元的海芋, 也不太有興趣, 所以走馬看花的就逛完了.  三、四點後, 
山上的雲氣就開始降下來, 漸漸變得霧濛濛, 我們就開拔離開了.  一路上, 和手持一束束海芋的
車陣、行人擠著,慢慢從仰德大道下山, 結束這一天的一日遊. 
 
半路上又拐入菁山路, 找到沿路一些典雅的小憩的咖啡西餐店.  各個別出心裁的裝潢, 聽說有的
還有音樂欣賞呢~  就這樣, 我這一日司機也總算交差了事了.  Monday April 16 2007 0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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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天親人的豆豆 
 

 

 

豆豆來了.  我們以 大的愛心, 迎接他的到來. 
 
說要養隻小狗, 從去年說到今年.  年初決定要養隻小貴賓, 但遲緩沒有積極去找; 一來是因為前
半年還在忙著很多事, 必須台北洛杉磯的飛來飛去, 二來是讀了兩本狗書後, 覺得要給狗狗一個
至少四個月都陪著他的童年, 不讓他有慌張、不知為何送他到陌生地方的懲罰.  所以, 本來計劃
六月安定些後, 再來找狗狗. 
 
算算日子, 要是六月要養狗狗, 現在也該探聽一下, 誰家有狗嬰兒, 可以預約.  聯絡了很一陣子
的那家貴賓狗店, 一直不太親切的溝通著.  所以, 決定該打電話過去談談了. 
 
嗄~  六月沒有小狗出生.  奶油色現在有一隻~  嗄~  公的~  要去看看嗎?  有點阿 Q 的想: 好
吧~ 去看看.  不買沒關係的. 
 
原來給我的地址是個住家公寓.  在門口等了半小時, 這個帥帥的年輕人總算回家來了.  手提腳
踢的五、六個裝著狗的籠子.  一邊開門讓我們進去那個 shabby home.  一進門. 哇咧~  我的媽呀
~  十幾、二十個狗籠子, 重重疊疊的在客廳擺著, 一時真是百狗齊鳴, 吵個不停.  還有幾隻較受
優待, 沒關在籠內的, 就在我們腳邊褲管旁, 用他們髒兮兮的腳掌, 搭著、擦著、蹭著, 要我們摸
頭摸手.  
 
年輕人手忙腳亂的擦狗尿捏狗屎, 忙了一陣, 才開始和我們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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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一個有洞洞的紙盒, 裡面有兩隻很小的狗狗.  一隻是哥哥, 略帶杏色.  一隻是弟弟, 是偏奶
油色一些.  哥哥身量有弟弟一倍半大, 想必吃飯時, 小弟弟都沒吃到啥.  兩隻都很忙的在瞎混著
擠來擠去.  我把他們抱出來, 真是兩隻垃圾桶找出來的小狗狗, 全身髒兮兮的.  四隻腳丫子都黃
黃的, 想必走過不少泡尿的路.  嗄~  什麼~  小狗帶回家都不可以洗澡, 至少要適應一星期才行
泡水.  這....這....這..... 
 
這年輕人真是知道人性.  我一看到小狗狗, 管它過去的堅持(還沒去前, 我還告訴大牛千萬不要
現在買喔~), 二話不說, 就付訂金簽合約了.  大牛說要不要再回家想一想的話, 都當做沒聽見. 
 
因為第二天要打球, 所以約好第三天才去帶小狗回家. 
 
豆豆是因為他很小很小, 兩個黑眼珠, 像兩顆豆子, 所以大牛叫他豆豆, 因為目光如豆嘛.  我們
懷著又帶一個兒子的心情, 帶他回家.  從前一晚就開始, 一陣狂買覺得他應該會需要的東西.  明
仁還交待我, 豆豆的生活費支出, 算他的.  我可以真心感受到他對豆豆的用心~  唉~ 
 
豆豆是那隻弟弟.  身量比較像媽媽, 骨架小.  我覺得他超像一隻迷你型的小綿羊, 身上裝滿髒兮
兮的土色的羊毛.  可能是同情弱者吧~  可能是他的奶油色的毛衣吧~  總之, 我們馬上愛上他
的. 
 
起初覺得豆豆很臭.  慢慢的, 覺得他有狗香味.  當然, 我睡覺時, 還夢見幫他洗澡, 把他弄得很
乾淨漂亮. 
 
豆豆起先不會站在光滑的拋光石英石地板上, 像溜冰場似的滑來滑去.  可是他是聰明的小狗, 沒
有兩下子, 就跑起步來.  睡醒後, 我們馬上提著他去尿在尿布上, 才讓他四處走動.  他也懂事, 
一尿在尿片上, 馬上哀怨的叫我們抱他出來.   
 
豆豆愛跟著人走路.  熟了後, 抱他看他, 他會把他那滷鴨蛋大小的腦袋, 貼在人家的胸前撒嬌裝
可愛.   
 
豆豆也愛咬大人的腳趾頭.  奔著跑著咬著, 然後我們一煞車停下來, 他就鑽到我們的褲管內, 又
咬又爬的玩著. 
 
豆豆也愛坐在人身上, 咬我們的手指頭.  哎唷~ 仔細一看, 他只有四顆犬牙..... 
 
我們像照顧 baby 一樣的, 關在家裡兩天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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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他的吃食, 一直煩惱怎麼泡軟狗飼料, 好餵他.  坦白說, 他胃口不是太好, 吃得又慢又少. 
 
第二天下午, 他開始愛睡覺, 不太愛起來玩.  整個下午睡很得很長時間. 
 
我們吃過晚飯後, 去樓下不遠的一家狗醫院, 和醫生聊了聊.  醫生人很好, 我們決定第二天帶豆
豆去讓他檢查一下. 
 
可是, 才回到家, 見到睡醒的豆豆, 在流鼻涕.  我們馬上打電話, 請醫生別下班, 火速的抱豆豆去
給醫生看.  一量肛溫, 39.5 度, 發燒.  醫生建議用他的鼻涕唾液做個測驗.  我們在等結果時, 想
東想西的, 心真是揪在一起的難熬.  很不幸, 檢驗的結果, 醫生說豆豆感染犬溫熱.  他建議我們
把豆豆還掉, 因為他這樣的小狗, 大概是活不成的.  我跟大牛真是心情掉到谷底的難過. 
 
回家後, 決定連夜趕快把豆豆還給狗主.  因為第二天, 我們又要打球, 豆豆在家, 沒人照顧, 可能
不行.  萬一很不舒服, 又沒人看管, 會很糟糕.  說真的, 那段去狗賣主家的路上, 真是很難過的
一段路, 腦子空空的, 不知道歡歡喜喜的抱了狗回家, 怎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居然, 我們在他家站了半小時, 打電話進去, 那年輕人不接.  直到大牛電話上說要報案了, 他才
打電話出來, 說他馬上開門.  門開後, 我們情緒繃到極點, 對那先生真是火大極了, 連珠砲的轟
他. 
 
帶豆豆回家, 就要我們餵他一天三次藥, 說那是鎮靜小狗, 讓他到新環境, 比較不緊張害怕亂叫.  
我覺得他事先已知道他的狗不健康, 我們要還他狗, 他不開門.  顯然預知我們的來意, 儘管我們
電話上並未告知. 
 
我們生氣這人的不誠懇, 生氣他讓我們愛了兩天的豆豆, 卻留不住他.  更慘的是, 這次的經驗後, 
大牛決定不再養狗了.....  
 

可憐的是豆豆.  大牛請他好好照顧豆豆.  後得知豆豆在狗醫院.  大牛還對他說若豆豆治
好了, 我們還是要養他的.  我們只能希望豆豆命大, 希望他捱過這關, 從此幸福快樂的和我們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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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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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慵懶的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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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豆豆的小小短影片: 
豆豆像綿羊: 
豆豆愛黏人: 
豆豆抓到人: 
鬱悶的豆豆: 
想躲起來的豆豆: 
愛玩的豆豆: 
http://blog.sina.com.tw/pinkleslie/search.php?pbgid=23151&stype=m&title=20070401 

Friday April 27 2007 09: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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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雜感一樁 
 

話要從打高爾夫球說起.... 
 
自從 4/23 去打完球回家沒事, 一直到晚上, 右膝有痛的感覺開始, 才真的是嚇了一跳.  這是打這
些次球都沒發生過的事. 
 
因為我的左膝這兩年比較弱, 右膝常常要當前鋒的踏出第一步; 像走路, 像上樓梯, 像下樓梯, 像
蹲唯有東方人才有的蹲式馬桶.  可能是這樣的過勞之下, 右膝決定提醒腦袋, 它也是有地位有聲
望的, 所以就痛起來了. 
 
不知死活的大腦, 還硬是在第二天, 叫兩隻腳到台大, 從辛亥路校門口, 走到羅斯福路校門口, 去
吃大福利排骨麵.  回到家, 覺得又累又痛到不行, 才慌忙去看中醫.  針炙推拿, 弄了兩次, 痛到
受不了後, 我才發現, 原來膝蓋是真的要好好照顧的.  吃 Move Free, 吃鈣片, 都是十件事中的一
件事而已.  運動、休息、腳部腿部按摩, 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於是, 我再去看西醫, 拿了些資料, 也約好一個星期的復健, 天天去做各五分鐘的電療及超音波治
療.  西醫的好處是, 比較沒有中醫療法的痛楚.  看了看手冊, 知道一些保養的運動和方法, 才放
心.  
 
復健是很無趣的事. 好在第二天, 我發現在診療室, 有一排皇冠雜誌和一些小說. 每次去, 我就翻
它兩本書再回家. 
 
三毛的書有陣子非常流行.  我記得我把她的書都看過了.  昨天找到一本她定居台北後出的書, 
以來函回函的方式, 探討一些她心中的人生觀, 和指引問她問題的這些人一點該走的路.  這些人
包括家暴、賭債、外遇、生病的受害者.  三毛說得非常好(意譯): 她說人要有向上的心.  在遇到
困難, 要自己愛自己的激發自己克服問題, 引領自己走出困境的心.  一陣子後, 她又縱容自己下
陷, 不努力一下.  但是, 再來, 還是一點一滴的再努力一次又一次, 總有可以讓心情較有走出來
的可能. 
 
看著她的生平的經歷, 從小她也是生活情感都有不同於平常人的困頓; 休學、未婚夫猝死及至後
來, 她的丈夫潛水死亡.  旅遊 59 國, 一路走來, 心中的感受, 一定比我們這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
非老嫗更深刻.  又在幫忙這些人生路上有問題的人, 自己的心情一定也受影響.  我想對她後來
選擇自我了斷的心境, 我大概可以體會了解. 
 
但是, 我多希望她再像她自己說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領自己的心境, 尋找心情的烏托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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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來就是很苦的.  就像復健的醫生跟我說: 你現在的膝蓋, 以後只有更壞, 不會更好.  當時我
蠻惱怒的說: 醫生, 你這樣說多悲觀, 讓病人心情多不好啊~  這 EQ 不高的醫生還繼續說: 人本
來就這樣, 一生下來就要等死啦~ 
 
但是, 人生也有美好的一面.  怎麼走都要走一遭, 就要努力的培養好心情, 好好的走一趟吧~  
對三毛來說, 或許她覺得夠了, 這麼聰明的她, 什麼都懂了.  人生沒什麼好留戀了.  可是, 明天
還有太陽要升起, 明天還有美麗的花要開, 明天還有很多事要發生, 還有更多的感受要體驗..... 我
想, 應該值得再等一天吧~  三毛是民國 32年生, 死時是 48歲.  要是她還活著, 也有六十多歲了.  
光陰似箭, 是不是她忘了時間是過得很快的, 不管傷心或快樂...  
 
所以, 我決定還是要打球, 走不動, 我扶拐杖走, 再不行, 我坐車參觀總行吧~  所以, 姊夫, 我們
就下星期四打球吧~ 
 
 
 
 
 
 
 
 
 
 
 
 
 
 
 
 
 
 
 
 
 
 
 
 

Saturday May 05 2007 12: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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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來到昔日海邊 
 

海浪依舊吻著海面~ 
 
小時候我們對兒子的第一個願望是: 不要跟老媽一樣的怕水.  所以, 從小就常帶他們到海邊逛.  
老大一看到海水從沙灘上追過來, 就趕緊抱著我的腰, 把腳縮起來.  老二更是昏了頭, 逃不過海
水的追逐, 跌在沙灘上, 沙子跟著海水, 流到耳朵內.  基本上, 兩個小人都哭了. 
 
後來, 游泳訓練班混了幾年, 變成游泳健將, 打水球, 像游魚一樣的滑溜. 
 
Huntington Beach 是我們小時候常常去的海邊.  不但游泳衝浪外, 連直排輪、腳踏車, 也在那裡練
了很多次.  大牛買過掛腳踏車的架子, 把一家四口的腳踏車, 都架上去, 一路擔心哪輛掉下來, 
照成連環車禍的, 一路擔心的駛到海邊.  海岸步道真長, 我們四人一人一部腳踏車的一路騎了很
久.  那真是很棒的時光~ 
 
我對海邊的 大留念是 frozen banana.  Huntington Beach 的 frozen banana 棒~  不像 Redondo 
Beach 的, 一條條做好等人來買.  HB 的是一條條凍香蕉, 拿出來後, 當場伸進溫熱的巧克力內, 
再拿出來, 沾上一層你可以指定要的碎花生或碎杏仁.  那真是人間美味, 我告訴你.   
 
除了熱狗、frozen banana, 我們通常會去 BJ's 吃那厚厚的重重的重口味的 pizza.  BJ's 漸漸開了幾
家分店, Beach Blvd. 路上看到一家, Brea Mall 也有一家.  BJ’s 會放磅秤在桌上好放那剛烤好的
pizza, 我們也可看到我們拿走一片 pizza 時, 磅秤少了多少重量, 而那些增肥的重量, 都吞到自己
的肚子內. 
 
沙灘上, 你可以做愛游泳的人愛做的任何事, 衝向大海, 躺在沙上, 烤肉, 玩球, 放風箏.  我是很
潔癖的人, 很難忍受沙子留在我腳趾間的感覺, 也怕沒消毒的眾人用過(連魚都在裡面大小便)的
水.  所以, 我是很少在海邊玩水的......  好啦~ 好啦~ 你說得對!  我怕水!!  不會游泳啦!!  那
又怎樣!   
 
總之, 這幾年兒子回家, 都自己和朋友去海邊, 我們已經脫離他們的海邊 companionship 的關係, 
所以我已經忘了去海邊的感覺......  今天舊地重遊, 我決定下次兒子回來去海邊, 我一定要死皮賴
臉的跟著他們再去海邊一起玩. 
 

回到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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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Monica 及 NewPort Beach 甚至其他海邊, 都沒有 Huntington Beach 的規模.  我必須誇獎他
們維護得真好.  救生員不到一百公尺一個的照顧著愛玩水的大眾.  連種在沙灘旁的棕櫚樹, 也
一棵一個自動噴水頭的配給澆水.  餐廳娛樂設施處處都有, 垃圾廁所都處理得清潔方便.  真的
是很棒的地方.   
 
想去走走嗎?  打個電話過來吧~ 
 
P.S. 1.  救生員的小屋前, 都有一灘很高的沙堆,  知情的, 這沙堆是不是好在緊急狀況下, 可以
不爬梯子的, 快速跳入水中的意思? 
 
P.S. 2. 在 Pier 上那照片, 有一排海鳥排隊飛過, 你看到了嗎? 

   

 

   



 361 

          

  

   

  

 BJ’s Pizza 
 

 

Monday May 28 2007 12: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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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的畢業典禮 - 前提 
 

早在去年六月, 識途老馬的老友就通知我, 要參加 Princeton 的畢業典禮, 就要一年前開始訂旅館.  
我實在是存著半信半疑的上網去找飯店.  哇咧~  才六月, 要預約一年後的房間, Marriott 居然已
經滿了, 沒房間了.  只好回頭去找第二志願的 Holiday Inn.  一個一百元左右一晚的房間, 畢業典
禮期間, 漲成$249.  這旅館是較近校區之一的旅館, 只好忍氣吞聲的給它訂下......  一年後的今
天, 希望旅館沒忘了我們的預約, 讓我們遠來的客人露宿才好. 
 
二日一早坐 JetBlue 的飛機從 Long Beach 機場出發到 JFK 機場.  我們喜歡這樣飛到 JFK, 是因為
從我們家附近有飛機直飛到紐約的 JFK, 不必到擁擠的洛杉磯國際機場擠飛機, 或是坐兩班飛機
到 Newark 機場(怪道, 這機場就是不直飛洛杉磯~).  而且長堤機場的早餐好好吃.  那個煎得略脆
卻不油膩的 hash brown 口感特好, 綿綿的馬鈴薯, 我可以把那一大份都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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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JFK 機場, 我們再坐 air train 到 Jamaica Station 轉 Long Island Rail Road 的火車到紐約的 Penn 
Station, 然後再轉 NJ Transit 火車到新澤西州的 Princeton Junction.  一興會到車站載我們到旅館.  
不過這一趟火車坐下來也要一、兩個小時, 加上飛機飛五個多小時, 紐約又早洛杉磯三小時, 我們
坐早上十點多的飛機從洛杉磯到 Princetion, 都也要晚上十點、十一點了, 一天就這樣晃掉了.   
 
一興還是笑嘻嘻的.  雖然我一直希望他是很 square-minded, 很穩紮穩打的人.  他卻走他自己的
不同的路線, 像走高空繩索的, 讓人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小時候, 他就立志將來長大要當農夫種
馬鈴薯.  偏偏他走的路, 很傳統的照著一般人走的方式, 上了大學.  順利的路, 讓他驕氣十足, 
說話很自以為是.  可是, 四年下來, 每次見面, 都覺得他又長大一些, 穩健一些, 成熟一些.  還
是橫衝直撞, 活潑好動.  但是, 談吐中, 少了急燥與霸氣, 也肯聽人講話, 改變不少.  而且超健
談, 跟誰都可以聊得很好, 特別是朋友的爸媽, 特別能聊. 
 
這麼一個浪漫的人.  表面是個硬邦邦的大人, 心裡感情很深.  他很愛他的弟弟, 從小就很照顧他.  
把弟弟交給他, 我是一點都不擔心.  房間內幾個玩偶, 都有來路.  這樣大的人, 可是心裡牽掛過
的感情, 都捨不得丟掉.  連代表爸爸、媽媽、弟弟和他自己的幾個玩偶, 怕我扔掉, 先藏在他的行
李箱中. 
 
反正, 他有他的一套; 我要一張嘴說教, 他的陽光般的笑容就隱然不見(過去會頂頂我幾句, 近來
都只默默聽我說他了).  大牛頻頻說"關心則亂", 提醒我少講點.  大學內, 他花太多時間在課外
活動上, 尤其舞蹈.  據他說, 這學期, 他為了五次的公演, 常常一天編跳六、七個小時的舞.  所以
才有人給他 offer, 說要是紐約工作不順利, 請他去 Dallas 做 dancer.  起碼在專業工作上, 他認為
他要在財務方面賺錢工作.  而且他越來越喜歡投資顧問的領域, 我盼望他工作兩三年後, 能夠感
覺再念點書的必要, 到時, 他將更知道自己要往哪方面走. 
 
所以今天我們千里迢迢, 就是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  Thank God!  他畢業了.  連他自己都有點
如履薄冰的擔心害怕是否安然過關的..... 
 
 
 
 
 
 
 
 

 

Monday June 11 2007 09: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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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的畢業典禮 - Baccalaureate  
 

要我們家長飛老遠過來, 當然要慎重的辦個三天兩夜的活動.  所以, 這畢業典禮是分三天進行活
動的. 
 
六月三號早上舉行的是 Baccalaureate 的 service.  這個典禮是學校以宗教儀式要慶祝與祈福給這
些將要畢業的準畢業生.  讓他們出了校門後, 順利平安.  這是 Princeton 的傳統之一, 在他們的
小教堂內舉行.   
 
準畢業生排隊坐進教堂內時, 有三個人在教堂內, 揮著很長的旗桿.  我不太清楚是什麼東西, 不
過感覺上很像Harry Potter書內, 在學堂中飛來飛去的幾個有學識的鬼魂, 很有趣味.  因為教堂不
大, 只夠準畢業生入席, 我們家長被安置在教堂外, 看著一個大銀幕, 讓我們知道教堂內發生何事.  
不巧的天氣因為 Florida 颶風吹上來的氣流, 所以下著小雨.  家長紛紛打起傘來.  有人去 U-store
買代表 Princeton 的橘黑兩色傘來擋雨.  我們後來也去買了一把, 當我的高爾夫球傘. 
 
同時, 請一位演講者來給這些年輕人一些小小的鼓勵與 advice.  去年請到 Bill Clinton, 今年是他
們比較文學的教授, 聽說他是比較文學的始祖(Fred Fleming? 大牛把資料丟了).  此君言語生動, 
幽默風趣, 真是很棒的演說家. 
 
然後也表揚幾個學生的優秀表現. 
 
大約是兩個鐘點就結束了.  
 
今天其他的時間, 大家約是紛紛齊聚的喝啤酒開派對.  下午還有一個學生的活動, 好像叫 Step 
Sing.  是準畢業生聚在一起唱學校的歌.  我們因為跑去紐約, 所以沒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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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1 2007 10: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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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的畢業典禮 - Class Day 
 

早上走到 Princeton 校園, 有聚會過的地方, 杯盤狼藉外, 還有啤酒潑灑在地上, 難聞發酵的味道.  
恐怕每年的這個六月初, 自Alumni reunion 後, 加上畢業典禮, 校園的元氣, 要好一陣子才能恢復.  
所以, 天氣陰雨, 下下雨, 洗刷一下, 也不是不好的事. 
 
是的.  今天又下雨了.  而且, 不是昨天的毛毛雨, 而是真槍實彈的一顆顆大大地降下來..... 
 
今天主要的活動是 Class Day.  一興給我的說法是: Class Day, 就是每個人穿上 2007 年畢業的
Class Jacket, 參加這個活動.  他們今年的夾克, 做的是黑色外衣, 滾一條直的橘色條子在旁邊, 
還有個內袋, 可以裝啤酒, 所以叫 beer jacket.  很糟糕的是一興把他的 class jacket 弄丟了.  所以, 
他在今天的場合, 沒得穿合適的衣服.  他說他一直在 e-mail, 要再買一件, 也沒下落.  我也忘了
找個模特兒, 照一張相做紀念.  聽一興說, 他們五年會領一次新的 class jacket.  然後不知幾年後, 
會拿到 class suits.  總之, 這五年內的任何 alumni 活動, 我們一興只好穿國王的新衣, 去參加囉~ 
 
我們準時出現在露天的場地集合.  學校發給我們一人一件橘色的雨衣穿.  今天這活動, 是學生
表達他們四年的感念.  也發幾個獎, 給他們認定感謝的人或老師. 

     

聽他們學生有趣的致詞, 真真是笑破肚皮.  在大學內, 能夠頑皮搗蛋, 是很快樂的回憶.   
 
有個念語文的同學演講做白日夢的說: 他希望去找工作面談時, 老板問他會不會背那首法文詩的
哪一段, 然後他說會.  於是很有自信很流利的背出來時, 老板對他說: "OK, you are hired.  Here's 
a million".  真實的社會, 是不會這麼理想的.  言下之意, 也表示了並不是所有 Princetonians, 都
可以在畢業前找到工作.  畢業就是失業的惶恐與不知所措的心情, 表現在他們的話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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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ay 結束後, 發給我們每人一個便當.  我們因為早上趕時間沒吃早飯(以為學校會提供), 所
以餓虎撲羊的把東西解決掉.   
 
晚上還有 prom night (畢業舞會).  一興一直等我們等到十點才去, 因為他很想看我們跳我們年代
的舞.  可惜我們又忙著去了趟紐約, 趕不回來參加, 所以也沒照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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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1 2007 11: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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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的畢業典禮 - Commencement 
 

六月五號是大日子.  前兩天的準備蘊釀, 成就今天的儀式.  今天才是正式的畢業典禮.... 
 
一早, 我這個急驚風, 就希望我們家的慢郎中快一點.  昨晚旅館都好像客滿, 車子也多.  我們開
著車進去校園, 車頭接車尾的排著長隊, 然後大家坐 shuttle 巴士, 進去會場. 
 
老美都愛露天辦這個畢業典禮.  也不叫畢業典禮, 而是叫Commencement exercise, 算是進入社會
的開始吧.  今天人口茂盛的坐滿Princeton的Front Campus.  出人意表的, 畢業典禮這天, 太陽露
了臉, 微風吹拂著, 不冷不熱, 真是個絕好天氣. 

   

一興的朋友, Katie, 是個武漢出生, 加拿大長大的女生.  跟我們坐在一起, 看起來是個很不錯的
女孩. 
 
聽說用拉丁文致詞的人, 被 prep 很久, 演講的人, 自己是完全不知自己在念什麼.  而且每個畢業
生手上, 有個 cheat-cheat sheet, 告訴他們什麼時候要配合的笑, 要有默契的拍手, 其實沒有人知道
台上在念什麼經.   
 
Princeton 的學生, 一向傳統的不敢走出學校的大門.  因為聽說未畢業, 就走出大門, 會畢不了業.  
很多孩子, 雖然不迷信, 也不想觸自己的霉頭的前提之下, 四年內只有畢業這天, 是理直氣壯的走
出大門的.  所以踏出校門口的那步, 其實是很歷史性的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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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在典禮完, 領到畢業證書, 才鬆了一口氣, 知道自己確實畢了業.  唉~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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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帶著老師們和家長的祝福, 這群學生就這樣畢業了.  他們校長說得好: 要看到他們的表現, 
是要在 25 年後.  Princeton equip 給他們的潛移默化與方法, 我相信是會慢慢的顯現在他們的人
生路上的. 
 

 

會後, 我們去一興後兩年吃飯的 Colonial Club 吃飯.  他們在大三後, 可以在學校的幾個好餐廳包
飯.  伙食比宿舍的 cafeteria 更好外, 還得與教授同儕, 在此聯誼, 建立自己的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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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照片中有一頁顯現加興(Peter)的名字, 他念物理念出興趣, 居然得了個獎金五百元呢~  

 
 

 

 

 

 

 

 

 

 

 

 

 

Tuesday June 12 2007 12: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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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父母之四 
 

是的~  我又來了.  現代父母已經快忘了寫到第幾次了, 只好大概算是續集第四吧~ 
 
出發去東部前, 電話上告訴一興: 一興~  我們這次去參加畢業典禮是客人, 你是主人.  所以你
要事先安排好三天的 schedule, 招待我們.  一興哼哼唧唧的說好, 我才放心的放下電話.  天啊~  
我怎麼這麼天真~  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去到 Princeton, 沒有一次是輕鬆去, 輕鬆回的......  
唉~ 
 
因為他一畢業後, 九月才要上班.  中間雖然脫節三個月, 一身四年累積起來的家當, 也必須找個
地方 settle down 才能解決.  所以, 五月底他找到一個在 Manhattan 的公寓, 六月起租.   
 
我們六月二號到他的學校, 第二天 Baccalaureate 一完, 就開車去紐約看他的住所, 順便帶了三大
箱行李過來.  公寓地點尚可, 蠻老的建築, 需要一些清理.  什麼~  除了冰箱和一個爐頭, 什麼
傢俱都沒有?!!  我的頭皮頓時發麻起來.  從New Jersey買東西來回一趟紐約來回要近三小時, 說
遠不遠, 說近也實在不太很近, 尤其紐約車水馬龍, 常常無故塞車, 更是浪費時間. 
 
因為四號當天早上有 Class Day, 晚上有 Prom night, 怕他若跟我們去紐約, 來不及回學校參加
Prom night.  只好 Class Day 完後, 把他這個壯丁給放棄, 我們兩個老人家去前一晚在高速公路瞄
到, 較靠近紐約路邊有一家的 Ikea.  下了高速公路, 只在此山中的也找了半小時才找到.  一陣狂
買後, 兩個人費盡吃奶力氣, 才把床墊床架及一些傢俱, 給硬塞進車內.  我還警告大牛, 不能緊
急煞車, 不然停在床板旁我那快骨質疏鬆的非老嫗脖子, 一定被切斷.  兩個人被一箱箱的盒子及
床墊, 給擠得彎著頭, 很不舒服的開車到曼哈頓. 
 
晃了一小時, 到了公寓門前, 兩人真是快掉下眼淚.  東西要搬到三樓, 沒電梯的狀態下, 真真是
折騰人嘛~  又費盡吃奶力氣的把東西給拉扯下車, 很努力吃力的合力扛到三樓去.  事後想想, 
我還真是有點本錢(哈~), 居然腎上腺加上幾塊帶脂肪的小肌肉, 還可以跟大牛扛重東西.  這樣邊
扛邊哀叫的把一些簡單的傢俱材料給搬到公寓內了.  呼~ 
 
Ikea 的傢俱, 你也知道, 就是便宜了人工, 自己一盒盒的帶回家, 按圖索驥的拼裝成店裡應該是長
那樣的傢俱.  >”<  五號畢業典禮一完, 我們又像上班一樣的開車進曼哈頓, 拼裝 Ikea 的傢俱.  
拼好一個五斗櫃、一個床架、一個餐桌、一個書桌、兩個木椅和一個電腦椅.  大牛去樓下抽煙, 又
洽妥斜對角的店, 扛一台小冷氣機, 到家裡安裝. 
 
接著, 陸續採購一些家用品, 又清理妥當(木板地我跪著用抹布擦過三遍), 總算把個小家, 簡單的
給弄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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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放下不管, 讓他自己去處理這一切, 也是可以的.  可是做人父母, 總是希望幫他早早弄安定
一切, 讓他不用再操心, 然後可以有個好的開始.  若是不愛他, 是不用這樣辛苦的.  希望他體會
得到我們的苦心, 好好的在他人生路上, 有個好的展新的開始, 努力以赴的盡他所能才好.   
 
天下父母心, 沒有不愛自己的小孩的.  我忽然想到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話, 循環
轉動的世界, 就是這樣按規矩的走著. 
 
一興~  恭喜你了.  人生路上, 你已經學踏步很多年了, 現在開始走向更絢麗更精彩的階段.  祝
福你: 心想事成, 平安快樂.  爸爸媽媽永遠愛你, 永遠在你身邊~ 
 

公寓初貌 Phase I - 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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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組織中 Phase II - Organizing 

  清宿舍 

Ikea 買傢俱    

搬家到紐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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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裝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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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 Phase III - New 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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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illy~   

Tuesday June 12 2007 10: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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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走一遭之留影 
 

相機在手上, 無聊時就拍幾張相片.  
 
Princeton大學路上, 亂拍幾張照片, 沒有刻意去尋找景點.  這是給1958看的, 因為她說校園好看, 
她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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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趟紐約行, 坐在車上看著外頭高大的建築, 幢幢都有它的特色.   
 
81 年第一次到紐約, 很討厭這城市.  剛到美國, 怕黑人, 怕下雪, 怕不安全的地鐵.  所以印象很
壞.  這些年下來, 再看紐約, 紐約變成很浪漫的城市, 餐廳到處都是, 夜半還是人來人往, 不似有
安全之慮.  我愛它的一些百老匯的秀.  也愛這樣熱鬧的人們.  黃昏時, 牽狗散步的人走來走去
的, 熱鬧得真是像極了台北, 只是人種不同罷了.  交通混亂, 隨處亂停車, 但是跟台北一樣, 都情
有可原.  總之, 我覺得以後我會常常去紐約的. 



 384 

          

    

    

 

 

 

 

 

 

 

 

 

 

 
 

 

 

 

 

Tuesday June 12 2007 11: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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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興達人本一家 
 

Calling 1056, 2056~ 
 
大牛要去內湖兜兜, 我也跟著去.  啊~ 好睏~  飯後坐著不動, 就會想昏昏欲睡....  
 
南港一路開過去, 新的建設一直在蓋一直在開發.  內湖已經發展到不行~  道路兩旁高樓雲立.  
又貴又新, 只能用看的.  
 
我過去知道的內湖, 是靠著坐 101 公車, 從圓山晃到宗列祠, 到北安國中, 大直國中, 到西湖工商, 
到內湖國小, 到復興劇校, 到再興中學, 再延續到金龍寺的.  別問我路名是啥~  我只會這樣坐
公車.  現在大興土木之後, 那條路線再也找不到了.   
 
忽然間看到地圖上達人中學的記號.  興奮的告訴大牛, 請他把車轉到內湖路的方向, 居然就找到
達人中學了. 
 
1056, 2056, 你相信嗎?  內湖這樣的擴展, 路面至少四線道以上.  可是, 我們再興中學的那條內
湖路, 居然這麼可愛的還是一條來一條去的兩線道.  一彎過來後, 先看到那過去充滿布袋蓮的那
個髒兮兮的湖.  現在整治成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沿湖傍著公園蓋了好多棟美輪美奐的公寓.  往
前再走一點, 看到那個天天早上, 學生吊嗓子吵我們起床的的復興劇校.  哇~  居然現在改名叫
做台灣戲曲學院.  再彎一下路, 就到了達人中學門口.   
 
哇~  那個校門, 完全改了樣.  可是那個教室大樓, 還略有原樣, 雖然好像多了一層樓.  我們是
仁班, 所以在中間那間.  進大門後, 過去我們有個圓環.  對了~  還有個鐵樹.  鐵樹開花, 表示
我們高中聯考可以考得好.  不開花, 我們就完了.  那年, 那鐵樹大大地開花…..  我們幾乎全部
都變成小綠綠的成員.   
 
我真想再走進去校園多一些, 但是門房盯著我.  我只好客氣的請他讓我進去, 拍一下我們山上那
個圓圓的宿舍.  初三那年, 我們住在那裡, 喜怒哀樂的相處在一起.  門房告訴我, 他們宿舍現在
不用山上這棟了, 都住到對街的有十字的建築物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times gone?  Where did they go..... 腦子響起一條歌的某部分歌詞.  唉~  
時不我予~  時不我予~ 

唉~  再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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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20 2007 05: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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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不是我的錯啦~ 
 

昨晚大牛對著黃曆, 忽然在算大家幾兩重.  我看到了, 覺得蠻好玩, 很久沒玩這無聊的遊戲.  便
坐下來跟著玩.   
 
忽然想算兩個兒子有幾兩重.  可是, 早就忘了他們舊曆的時間.  舊曆日期還好查, 出生的時辰, 
我依稀記得一個在黃昏, 一個在近凌晨時分, 可是真的給它忘到乾乾淨淨.  偏偏沒這時辰就是算
不出幾兩重. 
 
回來台北前, 我明明好像把他們的出生紙帶回來, 叫大牛放在他那行李箱中.  而且出生紙上面會
有出生的時辰.  可是(開始冒冷汗), 我把那裝出生紙的牛皮紙袋放哪兒去啦???!!!  這一來命也不
算了, 兩個人翻箱倒櫃, 從六月十號回家後, 東西擺哪兒開始找起.  那幾個被擠在陽台角的旅行
箱, 被翻了兩次, 也沒結果.  檔案夾、抽屜幾乎全部翻過(反正我們家很小, 很容易搜過一遍), 也
沒結果.  糟啦~  會不會我根本忘了帶回來.  可是大牛說不對, 他有看到.  而且回到台北, 他還
放在我的電腦上, 讓我收起來.*** 
 
找東西, 我向來很心虛.  就怕東西是被我不知塞哪兒去了, 然後忘得好像沒發生過一般.  上次就
是找過一次什麼的(哇~ 連找過啥我又忘了~), 事後, 知道是我健忘, 自己做過的事, 全然沒印象, 
所以才會全面'大掃蕩'了一次.  這回, 難不成又是我???  又是我???  心裡真是很痛苦~  我怎麼
這麼健忘!!!  我才五十耶~  那以後怎麼辦~  前兩天, 正在生氣自己每次寫在冰箱上紙條, 記了
半天要採買的居家用品, 但是每次去買時, 就會發現忘了帶那紙條; 每次都買了些重覆以為沒有
的東西, 每次也都沒買那記過 N 次要買的東西~     
 
昨晚, 後大牛說搞不好他拿去放在保險箱了.  既然是 後一個沒翻爛的地方, 我們就把希望都
放在那兒了.  結果, 今天保險箱翻爛了, 居然半張紙也沒有.  哭喪著臉回家, 大牛說: 那~ 再找
一遍.  於是, 開了冷氣, 把行李箱再給它拿出來摔一遍..... 每個夾袋, 明知已找過, 還是再打開, 
希望奇蹟出現似的蹦出那牛皮紙袋.  檔案夾也一張紙一張紙, 很笨的希望它夾在信用卡帳單內出
現.  當然我是已經智窮力竭, 沒個主意了.  那廂, 大牛也翻遍了.  
 
大牛把行李箱搬回原位時, 突然走回書房.  忽然, 對我喊了一聲說" 李玉玲(他只有在親戚面前才
叫我台灣話的玉玲)~ 找到了!!!"   
 
原來這傢伙, 怕行李托運搞丟行李, 連同那牛皮紙袋也被遺失, 所以再臨走前, 把那牛皮紙袋拿出, 
放進他的隨身公事包的一個口袋中, 他竟然忘記了.  那個隨身包包, 他已經背來背去的走了兩星

期, 全然沒發現.  剛才關行李箱拉鍊, 忽然電燈泡閃過腦際, 想起來在他包包的夾層口袋.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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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他忘記了耶~  啊~  謝謝老天爺~  我今天也有出頭日了~   

 

*** 居然還賴到我頭上, 栽贓說是我又塞忘了.  
 

 

 

 

 

 

 

 

 

 

 

 

 

 

 

 

 

 

 

 

 

 

 

 

 

 

 

 

 

 

 

 

Tuesday June 26 2007 02: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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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my Golfer 123 
 

以上場三十次的水準, 說出我這 novice 的一點小心得....  打高爾夫球只是追著小白球趕路嗎?  
非也~ 非也~ 
 
從去年十月, 開始找教練學打高爾夫球起迄今, 也有九個月的時間.   
 
我學球的 timing 蠻好的, 十月後秋高氣爽, 上場打球, 不會因為天熱而怯步.  教練教了一課後, 
就勤練.  那時一星期都有去練球場打個兩、三次; 這樣的讓教練教了四次, 再加上頻練, 教練就
叫我下場去試試.  這並不是我真的有打球的天份, 而是下場的擊球經驗, 也是佔學習的重大部份. 
 
真正下場是去年的 十二月五日.  打三十場下來, 感受蠻多的.  常常在打球後, 和四姊、四姊夫聊
天, 談不完的高球話題.  四姊夫打球很多年, 是我們這一群兄弟姊妹的良師益友, 常常給我們很
多好的意見, 也是我開光導師.  我的高球第一課, 真的是他教的. 
 
打了這幾個月下來, 昨天打完球後, 在洋荳子喝咖啡時, 他告訴我高球的學習, 與第一堂和他上課
說的, 仍是那重點: 打高爾夫球, 除了打球外, 還練修養.   
 
回想這幾個月的打球過程, 那些因打不到球的惱怒與言語, 都是在這些閱人無數的桿弟桿妹們眼
中, 一演再演; 所以他們的態度, 或許不是那麼熱絡, 也實在是因為看太多眾生百態了~  這些事
小, 而自己的個性品德, 也一一在別人眼中演過; 想想真是背上要出一身汗呢~  這一番的猴相, 
也就算了, 打球對自己的耐性與個性的磨練, 對各種壓力的承擔, 那才是重要的.  能夠沉得住氣, 
能夠承受桿弟的冷眼, 自己打壞球而別人打得好的壓力(包括影響球友的進度的壓力)等等, 這都
是要在自己的心裡煎熬, 再羽化出自己的情緒, 而脫胎換骨的修鍊成功的.  我做到多少?  還早
得很呢~ 
 
大牛過去參加球隊, 做總幹事, 做得很好, 我也幫他出月刊.  但是那期間, 他沒辦法專心打球.  
每次打球就是他在收錢, 聯絡.  有時間才揮一桿, 完全失去打球的目地.  反觀別人, 打球常常有
大爺心態, 甚至打不好摔桿、怒罵的情事(喔~  我們那老虎打球, 也是摔桿、吐口水、罵桿弟與忽
略球友), 都變成他的明鏡. 
 
感謝那些陪我學步的兄弟姊妹; 感謝一路陪我、教我的大牛(起初有時打不到球, 還要接受我的臭
臉; 看我臉臭臭, 還要說笑話讓我僵硬的笑).  我忽然覺得很戰戰兢兢的對這些包容我的人, 很感
激.  除了道謝外, 還要更虛心努力的學習, 這樣才不辜負別人的善意, 也才跟得上別人前進的腳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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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 我也看了書, 也看了雜誌.  覺得初學者對那些 pro 級的建議, 並沒辦法全然吸收接受.  
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  在我踏出初學者的框框之前, 我只能要求自己把球打出去, 並
不能學習做這種把球打出後, 還要它倒旋回來一點的特技.  因此, 我列下了三十場球場揮桿的重
點筆記, 給自己、也給初學者一個參考的地方:  記得這是給初學者看的, 其他人不宜.  
 

1. 打球要靠腰的旋轉, 不能靠手用力揮打, 切記.  手是不能用力的, 完全靠手畫弧, 撞擊
球面, 送球出去的. 

2. 重心要放穩下半身, 通常重心轉右腳上桿(重心不可超出右腳範圍), 轉腰, 移重心到左腳
揮出球. 

3. 頭要釘住放地上置球的位置,  眼光不要追著打出去的球. 
4. 兩手儘可能放鬆, 感覺用左手持桿, 右手只是幫忙, 不可用力.  左手要伸直上桿, 右手

略貼身體為軸. 
5. 開球用球上的直線瞄準前進方向, 再按那球線站好平行位置擊球. 
6. 開球上桿要夠, 不能掉桿, 用腰先轉, 手跟上; 下桿動作要完全做完. 
7. 球落右斜坡, 可用鐵桿; 不可轉腰, 球桿可握短些, 揮桿就可打出.  球落左斜坡, 球桿

要放長些拿, 也是不轉腰揮出. 
8. 球落長草區, 可用鐵桿揮出.  長草若非常高, 可上桿高些揮出. 
9. 草地若是不平, 要把球放靠近高的那腳上方, 但重心放在低的那腳揮桿. 
10. 打球方向前若有樹林, 無法打高飛出, 可以打滾地球.  方法是球靠右腳前揮球. 
11. 揮木桿, 球置左腳內緣前, 鐵桿與短桿球置於兩腳中. 
12. 打 approach 短桿, 曲腕, 重心七分在左腳.  上桿重心不轉右腳, 下桿動作要完成推出動

作, 不必下桿到左肩上, 但完成揮桿動作, 要把右膝靠到左膝才算完成. 
13. 打沙坑桿, 要略攤開球桿面, 上桿要夠, 對準球後方沙地, 揮出三倍平常距離的力道, 下

桿要完成, 球才會直. 
14. 果嶺上推桿, 也是用球線對準方向後, 雙腳站與球線平行的位置; 上身微曲, 左眼剛好

在球上.  推桿要用頭手呈三角不動的轉動推出. 
 

高談論調容易, 基本上, 我也沒完全做到, 仍然在學習以上的準則當中. 
 
事實上, 高球的技巧無限, 可以精準, 可以粗曠.  我只是初學者, 以上重點要是都做到, 可望破
百. 
 
 
 
 
 

Thursday June 28 2007 12: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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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球場的一美景 
 

忘了是第幾洞的短洞, 轉過彎下坡, 突然的出現一個美麗的池塘, 裡面種著蓮花.  當然這池塘也
是這洞的一個大障礙, 池裡不知堆著多少不幸打下水的球. 

  
 

 

 
 

 

 

Monday July 0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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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靠鄰居 
 

For Ruth and George.. 
 
今天知道我們洛杉磯鄰居, George, 要賣他們家的房子.   感慨人生的緣起緣滅..... 
 
認識 George 和他太太 Ruth 是 1986 年搬過去當他們的鄰居的時候.   
 
那年, 他們剛 65 歲退休, 正在享受黃金年華, 四處開著 RV 旅行, 把個美國玩透透.  不時的用他
爽朗大聲的聲音, 過來笑著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的行程.  "Leslie, 開自己的 RV 出去玩是很過癮
的, 你只要事先找好地點 park, 瓦斯、水一接上, 就好像把家搬去 camp site, 又方便又舒服....." , "
喔~  我告訴你, 我們哪裡都去過了~  短程兩三天, 開著 RV, 晚上就在車外搭個桌子, 聊天喝著
咖啡, 哎~ 人生不過如此呀~"  "Las Vegas, 更是像去附近公園玩一般, 我們一星期一定去一次呀
~" 
 
然後, 又是出國, 去歐洲賞花~  "Leslie, 你一定要趁春天去, 沒有旺季的人潮壓力, 花又開得正
好....."  我只能苦笑.  我們哪趟出門把兩個小朋友留在家?  哪趟出門不必等他們放暑假?  哪趟
出門不是為了讓他們去看祖母或外公外婆?  歐洲?  忽然想起 Glen Campbell 的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所以認識他們後, 我就立了個小小的願望: 等我將來'長大'些, 我也要像 George 一樣的暢遊人生~ 
 
George 的太太也是個很熱情的人.  夫妻倆你一言我一語, 說得我對自己又上班、又帶小孩、又學
琴、又煮飯, 還半夜讀小說, 充分把握每分每秒高效率的忙碌生活, 頓時很覺疲乏~ 
 
George 夫婦有三個小孩.  周末都會回家來看看.  復活節, 他們就在後院埋復活蛋給孫兒女尋找; 
國殤日, 勞工節就在後院烤肉, 笑聲、肉香不時的飄過來我們這邊.  讓我們蠻羨慕的.  國定假日, 
George 家門口一定掛著美國國旗.  我們後院只是讓我們拔拔草, 跳跳繩, 兩個兒子小時候騎三輪
車, 大一點打打球(然後弄倒花盆, 被我罵).  我們偶而烤肉, 但在刷那噴過強力清潔劑的烤肉架
時, 心裡覺得亂麻煩, 痛下決心下次不玩這個了.  
 
感恩節和聖誕節, George家門前, 更是車水馬龍的熱鬧.  Ruth是個很會做菜的傳統美式主婦.  佳
節團圓, 從早到晚, 煮個沒完.  當然, 黃昏一到, 一長排車子, 停在路邊, 人潮湧入他家, 嬉笑聲
不斷傳來.  我們一家四口的聖誕節, 相形之下, 就遜色多了.  但是Ruth不知從哪年聖誕開始, 只
要她有做聖誕餅乾一定做一盤給我們.  不是我吹牛, 那一盤餅乾真是好吃.  有做加果醬的, 有巧
克力 chips, 有花生醬的, 有脆餅, 有 chewy 的, 又好看又好吃.  我常常忍不住, 不管它高卡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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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各式的餅都, 先吃一塊才放心, 不會向隅. 
 
除了聖誕餅, Ruth 教我 好的 chocolate chip 餅的 recipe.  那配料真的百吃不厭.  兒子們小時候, 
我常仿她做餅給兒子當點心吃.  又教我一個蘋果蛋糕的做法.  前後只要三十分鐘就可吃.  剛烤
出來, 真是好吃到咬到舌頭.  那蛋糕是因為某天, 他倆飯後忽然想吃蛋糕, 就創造出這快速蘋果
蛋糕出來. 
 
每年感恩節一過, George 家是我們這條街第一家把聖誕燈裝起來的.  聖誕樹打扮好, 對著窗口, 
讓路過的人, 感受那溫馨的氣氛.  一月一到, 樹和燈馬上不見了.  我們大牛後來也仿傚他的時間
表行動.  但我們一直沒掛過聖誕燈在前院, 因為大牛又怕高, 電燈的東西又不太會弄. 
 
George 閒著就在後院重些蔬果.  我們常常被他敲門, 送我們一袋袋的檸檬或雪豆、四季豆.  剛
從架上採下來, 又鮮又嫩. 
 
每次家裡有狀況, 大牛都剛好不在家處理.  有次晚上, 熱水器一直流水出來, 流過車庫到車道上.  
我只好去找 George.  他說熱水器壞了, 要找人換個新的, 於是他幫我把開關關緊不再流水.  又
有次廚房水管忽然壞了, 水一直噴出來, 也是 George 來幫我找地方關水.  也搞得他一身濕透了.  
我們出遠門, 也會告訴他一下.  他會幫我們看一下房子. 
 
去年十二月中才回到家, 他一見到我們, 就趕快把做好的聖誕餅拿來給我們, 說以為我們不回家, 
但還是凍了一盤餅在冰箱等我們.  真是讓我們受寵若驚, 感動不已. 
 
一月時, 是我 後一次和Ruth說到話.  我告訴他們我們的近況.  和他倆又聊了聊.  他們也老了.  
都八十多歲了.  Ruth也動過癌症手術.  George 除了裝了pacer外, 這兩年也有糖尿病.  RV也早
賣了.  現在泰半都在家裡, 沒出門了.   
 
三月回去沒聯絡.  五月回去某天, 正在後院修剪雜樹, 聽到 George 的咳嗽聲.  隔著圍牆和他大
聲的打招呼, 說著說著, 他忽然說 Ruth 二月去世了.  是那天忽然心臟病發, bypass 沒做成功, 就
走了.  我聽了好難過.  所以, 原來這陣子, 他就一個人寂寞的生活著.  大牛說, 美國是老年人的
地獄.  現在想起來, 這話實在也不為過.  要離開去看一興畢業典禮時, 一大早要趕飛機的我們, 
臨走時, 我放了一封信在他的信箱, 要他好好照顧自己.  不知道下一趟回洛杉磯, 他是否安然無
恙~ 
 
今天, 知道我們洛杉磯鄰居, George, 要賣他們家的房子.  親愛的鄰居, George, God bless you.  
希望你一切安好. 
 

Tuesday July 24 2007 12: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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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會 
 

- Harry Potter 的第五集 電影與書的討論 
 

是的~  我們又要在這裡再討論一下哈利波特的電影和書的分野.  我那也愛看書的遠親戚對我說, 
哈利波特的書沒啥水準, 不屑去看; 讓我傷心很久.  因為, 我愛看故事書. 很多標榜是寫給小朋
友看的, 其實還是以大人的心情, 裝可愛的說出故事, 結果娛樂了大人, 小朋友卻只是普通快樂而
已.  電影也是一樣. 很多狄斯奈做的卡通影片, 其實大人看了, 真真是太快樂了.  像 Ice Age 2 
The Meltdown, 就是一部很幽默有趣的大人愛看的卡通影片.  執著於大人、小孩的窠臼觀念, 就
會錯失很多 G 級或 PG 級的好電影. 切記之~ 
 
首先要提的是台灣把書名翻成“鳳凰會的密令”.  這個“密令”可能是根據書名“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中的 Order 來的.  但是這個“Order”,  實在沒有密令的意義, 在書裡面,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實在應該是“鳳凰會”三個字就足以表達, 在整個故事中, 鳳凰會沒有密令, 它
只是一個組織的名稱而已. 
 
已經拍電影拍到第五集了, 整個電影的架構與劇情, 越來越有整體性, 讓觀眾更能完整的知道故
事的一貫與發展.  對編劇與導演, 很感敬佩. 第三集是到目前為止, 較失敗的一部.  其他, 還算
表明了哈利波特每一集故事的精髓, 讓觀眾可以投入. 
 
兒子們覺得他們選擇角色很成功, 每個角色都找到恰當的人物來代言, 非常有創意.  
Hermione(妙麗)在此集, 非常漂亮.  一興說她演過一些不佳的電影, 我們對他說這女生很老的說
法, 雖然沒去查證, 卻很不以為然.  (她其實只有十八歲).   Ron 小時滿臉雀斑, 很可愛; 現在長
大, 真的不太好看.  Harry 則一付 nerdy 相, 但是 Harry 該長怎樣, 已經被這演員, 把我們的腦袋, 
根深柢固的想像成那般,  很難改變… Snape 是個很成功的角色, 真是演活那髮根帶油, 滿肚子怨
氣的 Snape.  但這集的電影, 卻發現他好像長胖了些, 與書中的瘦角色, 略微失真.  像梅林的
Dumbledore, 真是無法不說他像個很傳奇的巫師.  Professor McGonagall 也是很傳神的人選.  這
集重要的角色, Dolores Umbridge, 兒子們說挑得好, 演活那討人厭的角色.  可是, 我覺得與書中
大青蛙眼、高顴骨、矮個子的樣子, 還是有出入.  金妮也不夠亮眼…. 更甭提 Cho Chang(張秋), 上
集張秋很清麗, 這集長大了, 有點醜. 這樣說了半天, 好像角色的挑選, 還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吧
~ 
 
至於劇情, 第五集是個很大塊頭的書, 台灣翻譯都要編成兩本來賣, 可以想見內容的可觀性.  這
麼多的內容, 要在兩個小時又十分鐘的電影中, 交待清楚, 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所以, 可以想見
這電影演來步驟的快速.  萬一中途出去上個洗手間, 或買個爆米花, 回到位子上, 可能會夢 XX
的, 不知劇情發展的步調.  很多細節也不能一一花時間表演清楚, 還是要看過書, 才能欣賞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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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影中沒辦法花時間交代的小關節.  就好像以下的部分是書上有電影沒說(清楚)的, 我摘要
的說了幾點: 
 

因為我英文版的第五集在美國家中, 很多名稱只好根據中文翻譯, 英文拼法, 實在因為年紀之故, 
記不得了. 
 

1. 首先 Black的家中媽媽照片的叫罵沒演到.  天狼星家中的背景交待, 其實很重要.  好與
不好的後代淵源, 後來黑白兩派的重要角色, 都在 Black 家族產生.   

2. Black家的佣人Kreacher(怪角)被Black給火爆辭退, 以至於怪角投效天狼星的堂妹貝拉, 

製造了天狼星赴魔法部救哈利, 引誘哈利去救天狼星的計謀.  這也是天狼星其實若處理

不同, 會命不該絕的重要因素. 

3. 魔法部長本來是要故意用更改時間地點, 聽審哈利私用魔法的案子.  可惜沒成功. 

4. 飛七(學校養了一隻貓的管理員)與 Umbridge 的契合.  飛七很喜歡這位新上司, 她說要

管理學校的方法, 他都很贊成配合. 

5. Snape 教Harry閉心法, 其實他都先把自己的思緒取出, 放在pensive中, 再教哈利.  最

後一次, 他有事出門, 忘了收回思緒.  Harry 從 pensive把 Snape的過去, 讀了一遍.  

才驚覺原來 Harry的父親, 並非自己想像中的偉大, 在學校其實很頑皮也愛捉弄人.  也

因此 Snape惱怒不再教他閉心術. 

6. Harry與 Cho的愛情過程, 起初蠻用心經營, 後來是因為不夠成熟的處理, 不了了之. 

7. D. A. 的成立, 其實蠻驚險有趣.  可惜創立的過程, 沒提及太多. 

8. Quidditch球賽一點都沒提及.  其中, Ron 新加入, 如何被 Draco嘲弄. 哈利為何被迫退

出球隊, 也就沒有再說到了. 

9. 海格為何出門找尋巨人幫鳳凰會, 巧妙的找到胞弟.  如何為了兄弟之情, 艱苦的把弟弟

帶到學校外. 

10. Weasley先生受傷的醫院內, 躺著兩位過去很棒的巫師, 是 Neville的發瘋了的父母. 

11. 人馬教占星術的原由, 造成了人馬與巫師們的結怨. 

12. DA最後被校方發現, 其實是 Cho的好友洩密的.  如何被追尋, 電影演的和書上寫的有出

入. 

13. 考試少說了很多重點.  天文學考試中, 麥教授受重傷, 學生目賭海格拒捕逃走. 

14. 故事一開始, 起先 dementor攻擊哈利和他表哥, 其實是 Umbridge下的命令. 

15. 哈利一行人在魔法部的戰鬥, 起先有很多扇門要闖進去, 各個關卡, 沒有在電影中演出.  

我覺得那段是很棒的經歷, 可能是要費資太多, 所以刪減.  不過最後一關的很多

prophecy, 是真的很花心力演出的 setting.  很棒.  不過 Harry的 prophecy, 只有他自

己聽到.  後來他轉述給 Dumbledore 與他的好友的. 

16. 最後一場 Dumbledore與 Voldemort的一場激戰, 電影演得很簡單但壯觀.  我覺得那已經

夠好的了.  細節當然還是要看書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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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把書與電影, 有印象的, 稍微做比較.  其實這中間, 同儕中, 小團體的挑釁與鬥爭, 很可惜
沒有演出, 讓各個角色去發揮.  而這個同學間的戰爭, 才會在第六集有爆發性的交待.  Draco 如
何成為一個黑魔法的使者, 是很精彩的敘述.  我很期待第六集的到來.  第六集也將提出
Voldemort 的過去.  Rowling 是很細膩的人, 七本書中, 把大小故事人物, 澈頭澈尾說明白說清楚, 
真是高竿~ 
 
 
 
 
 
 
 
 
 
 
 
 
 
 
 
 
 
 
 
 
 
 
 
 
 
 
 
 
 
 
 

Tuesday August 07 2007 05:51 PM 



 397 

          

多變的雲 
 

聖帕颱風來之前幾天的天氣超奇怪~ 
 
雲層好黑好厚, 好像快掉到我們頭頂上.   
 
送一興去機場坐飛機後, 回家的路上, 大雨像小石子般的落在我們的車上.  大家都害怕的慢慢在
高速公路上, 循著前面車子的車燈走著.   
 
可是到圓山, 又只是陰天, 地上居然是乾的.  真是奇怪~   
 
要到靠近我們家的忠孝東路上, 天上的雲又很黑的圍聚過來.  令人想起 Harry Potter 中的
dementors 出現時的陰冷情景, 一顆心, 頓時窒息的在胸膛內砰砰的害怕著撞著.  急忙的躲進安
全的家中..... 

 

      

Saturday August 18 2007 11: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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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日本人 

 
我對日本人的印象是毀譽參半的. 
 
不去計較歷史過去. 日本人在我的腦中, 簡單的分成三派: 一個是勞碌命的, 印象是那種勤奮工
作、循規蹈矩的日本人.  另一派是日劇中新式的, 無厘頭的日本人.  還有一派是暴力瘋狂族.  先
在此聲明, 此乃本人主觀的意見, 若有雷同, 存屬巧合, 本人一概不負責任. 
 
勞碌命族: 
老一派給人的印象, 永遠是愛乾淨的.  舉個例來說: 就像日劇中常常看到的日本溫將先生, 戴著
白手套, 一有空擦擦洗洗的整理車.  就像我們的遊覽車司機, 開車一定帶白色手套, 怪道的是他
們的手套, 永遠弄不髒, 永遠潔白乾淨.  聽說他們也被要求要戴帽子, 尤其若那天路上會被也開
遊覽車勞祿命的老板看到, 一定會戴.  車上保持很整潔, 垃圾袋天天換新, 整齊的疊好在每個座
位後的網袋內.  那天上車, 驚見一片車窗掛了一大片鳥大便, 我們容忍度高的台灣人, 見了, 就
改坐別的位子, 不去看它; 到後來, 不得已, 沒別的位子坐的人, 只好隱忍的坐在鳥大便車窗旁邊
的座位, 沿途看著鳥糞幫襯的窗外風景.  直到某休息站, 司機先生下車走走, 吃驚的看到, 馬上
拿著竹竿, 掛著毛巾, 把那一坨給擦乾淨.  天啊~  那條抹布, 也是乾乾淨淨, 沒半點黑印.  抹
布不是都該有斑斑點點的黑印嗎?  有的不都後來變成灰黑色的?  擦了髒東西, 怎麼揉搓洗刷, 
都再也去不掉嘛~  但是, 沒錯, 我們那司機先生的抹布, 真的很乾淨. 
 
Miki 在我們司機先生飛車趕路時, 也照了些照片, 畫質真好, 一點也看不出是從車窗內照出去的.  
只能感謝司機先生, 玻璃擦得實在很乾淨.  
 
路上看到的私家車、小貨車, 我真的也看到帶白手套的.  這應該是種精神上的整潔, 我想. 
 
當然, 以白手套來論定這一種有潔癖的民性, 是很幼稚的.  但是, 日本沿途真的都很乾淨.  餐
廳、店面、洗手間, 大致上都很令人滿意. 
 
電視上看到的友善禮貌的招呼生意的勞碌命族, 真的在旅行中見到; 電視上見到的勤快樸實的工
作的人們, 真的在沿路看到. 
 
他們這群勞碌命的一族, 真的很樸實的工作著.  去北海道的好處, 就是見到很多的勞碌一族的人
物.  沿路住家房子、玻璃窗都很乾淨, 或許在這裡外在的誘惑不多, 所以只好認真工作.  
 
無厘頭族: 
我必須承認這一族, 全是我從日劇中的憑空想像.  韓劇雖然說的語言很難了解, 但是語言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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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 卻和我們中國人很相近.  日本劇情, 就常讓我很挫折、很傷心、很覺莫名其妙.  他們說話
表達的意思, 跟我們的思考邏輯, 真的差太遠.  比方說, 明明可以一路演來, 變成好的結局的嘛~  
可是, 他們卻把它演成悲劇的分手, 還強說愁的說了很無厘頭的理由, 真的很讓人費思量.  有時
他們做事的想法, 讓人真的摸不著頭緒.  比方說, 為什麼當男主角鬱悶, 就有女主角或女配角陪
他睡一夜.  我一下子, 想不起來哪幾個連續劇可以做參考, 但是看多了日劇的同好, 一定跟我一
樣的想法, 他們真的很無厘頭. 
 
暴力瘋狂族: 
你若聯想到南京大屠殺, 就不應該了.  我可是先有話在先, 不談歷史的.  (但是, 你若想到南京
大屠殺, 也該腦子閃過瘋狂的萬歲轟炸機的瘋狂行為).  我對這族的印象, 是從新聞去形成的.  
那年真理教, 放沙林毒氣於東京地鐵的大災難, 讓人覺得很不可理喻.  有時, 日本怪人傷人、自殘
的冷酷, 實在有夠讓人冒冷汗的.  簡單的, 就是過去的切腹自殺.  哎唷~  那有多痛啊~  還
要叫別人幫他斬頭, ouch~  不知道當年他們怎麼延續這嚴峻的心態下來的. 
 
當然, 還有很多族我沒提到...   
 
總之, 日本人是很奇特的民族.  我在這裡略微提一下, 是為了替以下的北海道之旅, 暖身一番, 
讓大家心中, 先把日本精神回味回味…. 
 
 
 
 
 
 
 
 
 
 
 
 
 
 
 
 
 
 

Friday August 10 2007 08: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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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前言 
 

我們決定去北海道, 實在是用刪除法得來的. 
 
南部的小黑蚊, 嚇到我們.  一興只要被蚊子咬, 馬上起大顆的水泡; 所以不去中南部, 是為了一
興.  亞洲以外太遠; 東南亞, 很便宜, 但是我們都很怕熱, 所以不列入考慮.  韓國餐蒜頭味太臭, 
我們家只一興愛吃辣; 大陸也熱, 上次北京行印象普通, 所以不去.  後, 只有日本可以考慮.  
要涼快的天氣、要旅途乾淨、要吃得好, 貴了一點, 也只好因為邊際效用高, 決定走一趟. 
 
大的 OK 因素, 是去北京認識的小小黃妹 – Miki. 我們一直保持聯絡, 常常在網路上聊著.  

那天, 說到出去旅遊, 兩個人心熱絡起來, 選了條件適合的北海道, 就開始鼓吹家人, 想再一起去
玩玩.  Miki 也很熱心, 和雄獅旅行社渥旋著, 後就成行了. 
 
北海道偏北, 其實是日本算較荒涼的地方.  它少有大城市的繁華; 少有的意思是多少還是有.  
路過札幌, 就見到小東京的架勢.  旭川應該也是如此這般.  但是四周高山環繞, 中間丘陵盆地, 
這樣的地理環境, 居然因為農作物的裝扮, 變成了以線條、顏色取勝的旅遊聖地.  自然造化之美, 
真是天然混成, 美不勝收. 
 
再加上緯度偏高(與東北幾乎一般高), 所以夏天是避暑勝地, 冬天是至佳的滑雪、觀賞冰雕的好地
方.  我們是七月二十八日出發, 要欣賞汪洋如海薰衣草原, 是有點晚; 佳的時間造訪, 應該是
七月初到七月中吧~  但是當地天氣涼爽, 一落地機場, 就暑氣全消, 真是涼爽宜人的好天氣. 
 
北海道的土壤是咖啡黑色的, 加上天氣涼爽, 病蟲害少, 種農作物真是得天獨厚的優.  薰衣草、小
麥、大麥、玉蜀黍、水果、青菜、花卉等等的給它種下去, 都長得很好.  大規模的種在蜿蜒的丘
陵地上, 一條條一片片的呈現各種美麗的顏色, 紅的、紫的、綠的、金黃的、黃的、粉的、白的, 煞
是好看.....   
 
是的!  這就是我們此行的主要觀景點之一: 欣賞那大自然, 農作物在丘陵盆地上, 因光線氣候, 
顯現的美麗的彩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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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August 10 2007 10: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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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一基 
 

我們出發要搭的飛機是清早五點鐘起飛的~ 
 
這對我們似乎一直不痛不癢的, 直到出發前一天, 才感覺到五點飛的飛機, 就是說兩點要出發去
機場.  那~  那還睡個屁啊~  很痛苦的開始嘛~  
 
好在Miki幫我們搞了一部接送小巴.  他們誤以為是十一個人要搭, 結果, 我們一家四人分別攤平
在這三、四十人的巴士, 半夜兩點多晃到機場.   
 
我們一切順利的到機場, 見到蠻有趣的女導遊.  坐飛機到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  就這樣開始我
們為期五天的旅遊. 
 
第一天的行程是先去北方馬之公園, 坐了一趟馬車.  其實蠻無聊的.  不過開始養眼, 培養情緒, 
放眼過去都是綠色的小森林, 樹木直聳高大.  北國的氣象漸漸出現. 
 
中午吃烤肉.  羊肉蠻好, 不太有羶味. 
 
下午去參觀 Kirin 啤酒場.  廠方贈送每人一杯好喝冰鎮的啤酒, 配上米果和烤過的 cheese.  還可
續杯.  其實他們做的蘋果汁也很好喝.  我在品酒微醺之餘, 完全忘了照相, 只照了工廠附近的花
草.  哈~ 
 
然後, 我們便飛奔在夕張的旅館.  晚上又是包肥餐.  愛吃多少是多少.  棒的是吃到有名的夕
張產的哈蜜瓜, 瓜肉香甜肥厚多汁, 非常好吃. 
 
夕張曾經因為一部日劇, 引來觀光人潮.  但是現在人煙稀少, 很荒涼.  旅館提供溫泉.  但是我
不愛泡, 這趟旅遊下來, 沒浸到水過.  好啦~  好啦~  我就是有先天障礙的無法在眾人面前光著
身體跑來跑去.  >”< 
 
一夜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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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18 2007 11: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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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睨 
 

這輩子恐怕一天中看到 多的花是在今天... 
 
我在前面說過, 因為特殊的丘陵盆地, 在各種農作物的顏色添加之下, 大自然的美景, 就在北海道
這個地方產生.   
 
我們今天就是專程來拜訪北海道風景明信片上的彩虹花園.... 
 
今天行程相當滿.  因為第五天我們要搭早上十一點的飛機回台灣, 只好把第五天的行程, 安插在
前面四天內. 
 
一早, 我們離開哈密瓜產地, 夕張, 驅車往富良野 Flower Land(Hulaur larndo 日音 ).  我們被安
排先 DIY 做一個薰衣草小枕頭.  不蓋你, 那幾個日本婆, 一邊教我們, 一邊說幾個簡單的國語與

台語字, 像澳-ㄍㄟ-來(折過來), 像細細尬尬(四四方方), 真是帶團經驗豐富.  然後我們去

坐農耕隊的車, 環繞花田一圈, 消耗了些底片後, 再去吃一筒薰衣草霜淇淋.  淡淡的薰衣草味, 
不太怎麼特別.  瞎拼些紀念品後, 就開車往餐廳去了.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你無法想像, 在薰衣
草田, 穿梭在紫色的花海照相外, 空氣中飄著甜甜的薰衣草香味, 那種真實感, 很令人滿足.  真
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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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有一種南瓜、地瓜做成像芋圓的東西, 日本人加牛奶煮成鹹鹹的湯, 顏色很漂亮, 但很難吃, 
我覺得.  我們五天全部吃包肥~  唉~ 
 

然後去到拓真館.  是前田真三遍遊日本, 落地北海道, 買下一所小學, 做為他攝影的展示處與住
處.  為什麼是北海道?  當然是迷上這美麗的色彩與線條囉~  我買了一張 DVD, 有他的攝影與
搭配的音樂.  因為導遊說她買了, 在家一邊拖地, 可以一邊欣賞, 讓我覺得當我拖地, 必須也要
有這張 DVD 配合的緣故. 

     
拓真館後面, 種了兩排白樺樹步道, 蠻有意思, 逛完一圈約十分鐘吧~  館後也有薰衣草田, 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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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氣傳來, 忍不住又照了幾張照片.  

 

  

 

美瑛之丘也是個很棒的景點.  主要是站在高崗上, 四處望去, 地形起伏, 顏色味道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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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巴士送我們到這個美瑛小鎮, 讓我們騎單車.  我對自己的體能, 其實不太有信心, 所以一路
上蠻擔心自己騎不了一小時的單車.  但事實上卻發現蠻容易的.  哈~   
 
這美瑛小鎮真的被導遊說對了.  觀光季節除了店家開門, 一般家庭住戶門窗均鎖緊的關在家中, 
街上空似鬼域, 讓我們單車幫, 四處亂闖.  我們兒子自己去逛大街, 兩老就騎著腳踏車, 幫美玲
四處尋找她要我們買的牙膏跟胃藥.  這兩個怪東西, 還居然鮮少有店在賣.  我們逛了半天, 才買
到一條牙膏, 兩盒藥.  後剩下不多時間, 便趕忙去找導遊提到的咖啡店, 叫北工房(kohe ).  
其實味道普通也還好啦~  我對日本人的咖啡文化, 一直沒太大信心. 

  

接著去的地方是富田農場.  見識到大片大片的花田.  我們來的時間已是七月底, 可以看到薰衣
草已經收割了一些, 不然紫色的花海, 會更波濤洶湧的呈現在畫面上. 
 
我想我們到富田農場, 已經看膩了薰衣草了和各色的花田了.  印象中, 薰衣草至少有三種種類.  
看到的花, 是有不同花型和顏色的.  那種不同層次的大片大片的紫色, 是沒辦法從我的傻瓜相機
拍出分別的, 真是很可惜.  不過在下面的照片中, 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看出端詳來. 
 
導遊小姐一路買玉米吃.  她說北海道的玉米很好吃, 尤其是剛從田裡新鮮採下, 去蒸的玉蜀黍, 
好吃到不行.  又是純天然製造, 沒有化學肥料輔助.  我們有樣學樣的去買了來吃, 那玉米顆顆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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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剔透, 多汁外, 咬下去甜蜜蜜, 好似糖水煮過, 真的是好吃, 怪不得導遊每次來北海道, 沿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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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厭了花後, 天色已晚, 我們直奔旅館.  今晚的旅館是 Arufua Tomamu.  是個很大很棒的休閒旅
館.  好在哪裡?  且待明日再做說明.  晚安~  
 
 
 
 
 
 
 
 
 
 
 
 
 
 
 
 
 
 
 
 
 
 

Sunday August 19  2007 11: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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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睨之尾 
 

Arufua Tomamu 真是個旅遊的好地方.   
 
抵達飯店時被這飯店的規劃給嚇到了.  雙塔的房間, 聳入雲端.  哇~  到餐廳吃飯, 要坐巴士, 
不然要走 20 分鐘.  Miki 告訴我這個網頁可以略做參考.  
http://blog.xuite.net.tw/blue.joe/joe/12203931 
 
時間沒接上, 所以我們一行人走路去餐廳.  其實餐廳很多家, 但是雄獅送我們去的那家真棒.  有
現蒸的螃蟹.  其他料理也算高級.  但吃了幾餐包肥好料理, 已經是見山不是山了.  我們像鼴鼠
的走著長長的玻璃管道去到餐廳.  這採光很好的走道, 非常方便, 到了冬天, 望見外面白茫茫的
雪一定美極了.  走在玻璃走道內, 真的走了二十來分鐘才到餐廳. 
 
飯店外圍有高爾夫球場, 很漂亮.  有個熱氣球, 供人娛樂.  可是我們是明天才坐熱氣球, 所以不
是在這旅館坐.  靠山的地方, 都修建了纜車, 好在冬天, 上山滑雪.  北海道依山的滑雪道, 處處
可見.  我們洛杉磯的幾處小小滑雪道與之相比, 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飯店人來人往, 十分忙碌.  這真的是很棒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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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20 2007 04: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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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散 
 

北海道的白色戀人傳聞已久.....  近因為餅乾有效日期圖改, 新聞轟轟烈烈的炒著~  上網一看, 
奇貨可居, 白色戀人餅乾, 因為生產線喊暫停, 網友居然飆價在賣.   

  
  包裝在餅乾上的小花 

我們今天觀賞的重點在白色戀人工廠和小樽運河. 
 
想不到日本人會這麼喜歡歐洲的東西, 把個古董城堡給拆下, 搬到日本北海道, 還原, 做為觀光景
點, 變成白色戀人工廠的前貌.  前門是有點狄斯奈的小小世界的味道.  時間到了, 道具廚師樂團, 
跟著貓咪出來, 吹吹打打的討好著小朋友.  花園中的假小豬、假狗, 也又動又叫的熱鬧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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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參觀買的門票是一塊白色戀人巧克力夾心餅乾.  要跟著地上的貓咪腳印, 繞著走.  歐洲的
精緻的磁器, 沿路在櫃子裡擺著, 漂亮嗎?  當然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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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 
逛著逛著到了二樓, 就看到玻璃窗下, 機械化製作的工廠傳送帶, 高效率的轉著.  很難想像這裡
供應著全國的白色戀人產品.  在看過此地的生產線後, 才發現後來幾天撞見的禮品店, 到處都充
斥著白色戀人餅乾, 真是恐怖.  我們同行的陳先生說, 回家在機場買就好了, 不用現在就買.  但
是, 我發現在這裡的餅乾, 店家會細心的在包裝紙上, 貼上一朵很可愛的假花做裝飾, 是其他禮品
店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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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白色夾心巧克力餅比較好吃.  他們一定是故意要讓我們有比較, 襯托出白色巧克力的特殊
味道, 才故意也做黑色巧克力夾心餅的.  我還買了一圈的年輪蛋糕.  現在也是有很多爭議, 說這
蛋糕有黃金葡萄球菌.  但是, 那蛋糕真的是好吃.  下次誰去北海道, 拜託幫我帶兩盒回來, 香草
色和巧克力色兩種都要.  那年輪蛋糕  (baumkuchen - tree cake)(是用個鐵管烤出來的).  但是, 石
屋製果這家工廠, 把它"乾淨化"的做成香草年輪蛋糕和顏色完全相反的巧克力年輪蛋糕.  那一層
層的年輪又細又清楚, 真是不容易.  入口鬆軟好吃, 不甜不膩, 可惜只買了一盒, 吞吃下肚, 也沒
有照相存證. 
 

  可口的年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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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還展列了過去數十年收藏的玩具.  但是, 有幾個我們還見過外, 到底日本幼童文化, 和我們
小時的玩具文化, 還是略有出入.  所以, 我們就走馬看花的逛了一遍, 就出去了. 

  

接著, 出發往小樽運河參觀.  沒落的運河被填了一半當馬路.  過去的無法處理的倉庫, 變成古
色古香的各個小店.  北一硝子館(專賣玻璃製品), 小樽音樂盒堂是主要的逛點.  與加拿大溫哥華
的Gastown的鐘同型的歐風蒸氣鐘, 就在小樽音樂盒堂門口站著.  還有很不錯的咖啡蛋糕店.  我
們去了一家買一個泡芙送一杯咖啡的烘焙店.  哇~  那咖啡難喝到不行, 真是天下沒有不要錢的
午餐!!!  當然是要逛逛六花亭, 買買他家的草莓夾心巧克力, 和一些看起來不錯的餅乾.   我這
裡附的連結不用讀日文, 看看圖片中好吃的點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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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水公園是我們要去今晚的太子飯店路經之處.  導遊早就叫我們把這兩天的空水罐留下來, 去那
公園取用那天然湧出的礦泉水.  坦白說, 我們還是持著少許的保留態度, 那泉水水源處, 清水一
直湧出, 似乎是蠻乾淨的好水.  但是後來沒喝完, 就也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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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經過代表北海道富士山的羊蹄山, 真有驚豔之美.  那羊蹄山照片容後再報.  一路趕著就到
了旅館 - Niseko Higashiyama Prince Hotel.  跟昨晚的旅館一樣, 養著高爾夫球場, 熱氣球, 跟滑
雪纜車和跑道.  聽說這飯店要賣, 有意者可以跟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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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還是包肥式.  說真的, 我們天天吃各式的好料理, 烤肉, 生魚片螃蟹海鮮現做甜不辣湯麵, 
真是吃得嘴巴都刁了.  但直到到了這飯店才吃到好吃的麵包和蛋糕.  日本旅館很少西式麵包做
得這麼道地, 我啃了好幾片有核桃葡萄乾的麵包, 真是美味.   
 
晚上十點, 戒嚴令解除, 飯店允許客人穿著kemono和拖鞋四處溜搭.  我因為不泡溫泉, 所以四處
走動著.  看到禮品店已經關門, 只好 window shopping.  這才發現禮品店有好多很可愛的玻璃玩
偶和動物.  都很精緻小巧, 顏色也很好看可愛.  比白天小樽運河那一帶的玻璃製品精細許多, 可
惜明早十一點開門時, 我們已經搭遊覽車跑掉了.  下次有人去那兒玩, 別忘了幫我買那幾隻小鴨
子和小老鼠.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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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蛋糕的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Baumkuchen_BMK.jpg&variant=zh-tw 
小樽運河 
http://kanko.pref.hokkaido.jp/kankodb/foreign/c1/tos_07.htm 
六花亭 
http://www.rokkatei.co.jp/top.html 
草莓夾心巧克力 
http://www.wretch.cc/blog/vicky77&article_id=1826578 
 
 
 
 
 
 
 
 
 
 
 
 
 
 
 
 
 
 
 
 
 
 
 
 
 
 
 

Thursday August 23 2007 09: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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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細 
 

哎~  七早八早起來準備好, 導遊一通電話, 告訴我們熱氣球活動, 因為風大取消, 失去了觀賞北
海道富士山之稱, 美麗的羊蹄山的機會.  我們只好悻悻然的下樓, 慢慢吃多半小時的早餐. 
 
先去昭和新山, 看了一眼因為火山活動新生出來的一個小丘陵, 稱做昭和新山.  仍然是個活火山.  
好笑的是, 這沒有經濟作用的丘陵小山, 是私人擁有的, 屬於郵務士出身的山松正夫***.  當然
他又捐了出來, 以當時昭和為名, 來給這山取名.   

上面咖啡色的部分是山松正夫的. 
 
昭和新山對門就是熊牧場.  我對臭氣沖天的動物向來沒太多興趣.  但是根據導遊說, 這些討食
物的熊, 自我訓練到會跟人拜拜、揮手、招手、甚至躺著要食物, 讓我覺得蠻稀奇的想去見識一下.  
果然有絕藝在身, 有的熊懶到躺著擺手吸引注意力.  餅乾丟過去, 身體不動, 嘴巴神準的接到餅
乾吃.  更妙的是, 有的熊還一手左右擺手招呼人, 另一隻手前後的做出"來"的動作, 一個腦袋兩
個指令, 真不簡單.  後來我也訓練大牛這項技倆.  該地真不宜久留, 實在太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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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該吃中飯了.  我們在靠洞爺湖的一家飯店吃中飯.  餐廳面對洞爺湖, 風景真是美麗.  有人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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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來比較洞爺湖, 但我覺得各有千秋風華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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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呢~ 

飯後, 驅車去導遊幫我們找到的果園採櫻桃吃.  日本櫻桃小小的, 長得很可愛, 肉脆脆甜甜酸酸
的.  當然我還是比較喜歡吃我們加州的 bin cherry 或是又黃又帶羞紅色的 Ranier(?) cherry, 肉多
又甜又香; 前者濃郁甜度高, 後者較清淡些.  Bin cherry 的冰淇淋非常好吃.  九月回去一定要去
吞兩大球才行.  導遊教我們吃櫻桃, 要一次拿一把櫻桃梗, 五、六個一起塞進嘴裡, 一起嚼後,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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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子彈般的把吃剩的果核噴出嘴巴, 亂吐一番, 才算完成一次進食.  我們各選了一棵櫻桃樹, 
找了梯子, 吃了半天, 也吃不完一棵樹的櫻桃, 就投降的走出果園了.  嗄~  櫻桃摘下來有沒有
洗洗再吃?  別問這種傻問題了, 會被笑的.  櫻桃在餐桌上, 只有幾顆時, 會覺得真漂亮又好吃.  
現在給你一棵樹, 讓你塞到飽, 你會覺得櫻桃也不過這樣罷了.   

 

     
接下來就要去北海道神宮.  趕在人家五點關門前去拍拍手拜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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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車到札幌, 去舊道廳洗手後, 我們走馬看花的逛了逛在兩條大街中間的大通公園.  去地下街吃
了碗拉麵後, 又去逛百貨公司, 看 Wii 賣多少錢.  後來還是決定以後再買, 札幌賣的是中國製的.  
天黑後, 我們上去那小家碧玉的電視台塔, 算到此一遊.  這塔台夜景, 與我們 101 的 89 層的夜景, 
真是小巫見大巫的幼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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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公園 Vs. 電視塔    

  

    

今晚的三色螃蟹(帝王、長腳和毛蟹)大餐, 是這次旅行的重頭戲.  而且啤酒、清酒、各種飲料、
烤肉吃到飽.  其實每天的自助餐, 都有特色, 但今晚應算是臨別晚餐, 所以還算蠻豐富的.  可惜
店家發現我們這十一人組, 不但會吃、會喝, 一直不斷的點菜; 到後來, 有點對我們青黃不接的裝
傻的不上菜, 蠻掃興~  所以, 住進飯店後, 我們又陪兒子去鬧區吃拉麵, 才算滿足.  札幌的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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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東京和各個都市的鬧區一樣燈紅酒綠.  晚上住的是札幌的 Renaissance Hotel.  飯店內的裝潢, 
天花板的畫, 很有文藝復興的味道, 頗有意思.   
 
到此, 北海道就算參觀完畢.  明日一早, 就要趕搭十一點的飛機回台北.  回家後驗血, 膽固醇居
然回升到兩百多!  都是這幾天亂吃亂喝, 又沒運動的結果.  真慘.   
 
***山松正夫 
http://www.usuzan.com/usuzan_hantai/mimatu.htm 
 
 
 
 
 
 
 
 
 
 
 
 
 
 
 
 
 
 
 
 
 
 
 
 
 
 
 

 

Monday August 27 2007 10: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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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拉思荳 
 

不~  我還沒交待完這趟的旅遊咧~ 
 
我們的導遊姓蘇, 年紀約三十好幾, 漂漂亮亮的, 蠻專業.   
 
一路上她說了很多話, 我覺得必須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讓大家也回家想想: 
 

1. 為什麼一群牛吃草, 頭都向一個方向, 尾巴也都向著另一個方向? 
 
2. 為什麼沿路上的花田或農作物的田, 都會散散的種著一棵樹? 
 
3. 日本人愛戴白手套.  聽過白手套傳說嗎? 
 
4. 日本人愛吃烤肉.  為什麼叫烤肉為成吉思汗? 
 
5. 聽過日本人說成吉思汗是日本人嗎? 

6. 我們導遊說: 有次, 她的團, 有個人在札幌晚上出去散步, 但沒留意自己住哪間旅館, 
又沒錢.  後來發生什麼事? 

 

想想後, 過兩天再跟大家解釋.   
 
倒是, 這趟旅行, 忘了把我的相機的日期, 改成台灣時間, 所以因為是美國時間, 比實際的慢一天. 
 
這是沿路的小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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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要介紹小小黃妹 - Miki.   
 
因為沒有她的促成, 這次北海道之旅不會真的發生. 
 
去年我們在北京之旅認識.  雖然沒怎麼說話, 但我們被分配同桌吃飯, 所以就這樣認識了.  她老
公與妮妮這次還是每飯必喝可口可樂, 實在有趣. 
 
北京回來, 我們在網路上斷續的聊著.  Miki 是個很有個性的女生.  我每每驚訝她的創舉.  也覺
得她的生活很有趣味, 越是挖掘, 越覺得她個人的豐富.  她對生活中的點滴, 很仔細的研究著.  
我非常喜歡觀看她的感言, 很真實外, 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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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i 給我的印象很深的是在採購紀念品方面, 她真是像吃了興奮劑的經營著這趟買賣.  一旁打
72 桿高球的老公, 拖著女兒妮妮, 無精打采的跺在精神抖擻的 Miki 身後.  很有趣吧~ 
 
Miki照的相讓我驚豔.  所以在取得她同意後, 我把它放在這裡給大家欣賞.   她也寫了關於 這趟
行的日誌,旅 可以去瞧瞧.  希望明年再一起辦另一個北XX之旅吧~ 
 

 

 
 
 
 
 
 
 
 
 
 
 

 

Wednesday August 29 2007 12: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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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後話 
 

OK.  把導遊講的故事說完後, 北海道之旅就真的結束了.   
 
很高興有兩個兒子陪我們出遊.  再下次的全家旅行, 隨著他們長大, 有自己的行程, 不知要多久
以後的事了. 
 
話先說在先, 導遊說的言辭, 沒個準頭, 僅做參考, 千萬別放在心上. 
 

1.  為什麼一群牛吃草, 頭都向一個方向, 尾巴也都向著另一個方向? 
 動物的良能, 讓沒有利牙尖爪打架的牛群, 牛頭向著風, 只要上風側有個風吹草動, 風中傳

來虎獅的腥風味兒的, 他們就可以四腳一跨, 群體奔馳, 逃之夭夭. 
 又一說法是, 風吹草會彎腰.  牛也會懶惰得頭向著上風側, 嘴巴一張, 風兒把草弄彎, 就

撥到嘴巴裡去, 它們只要閉著眼, 咀嚼就好了. 
 

問題是, 
 虎獅會笨到只會從上風處攻擊牛嗎?  他們當然也會從下風側上來咬牛啊~ 
 我們也看到一群羊吃草.  人家羊吃草, 羊頭四處擺, 各個方向都有, 誰管你那麼多啊~   那
羊就不怕被吞吃下肚嗎? 

 
2. 為什麼沿路上的花田或農作物的田, 都會散散的種著一棵樹? 

 一說是, 大片的花田、農作物田, 都可能是好幾個不同的地主擁有.  種棵樹在界線上, 可以
清楚些大麻的地到此, 王大的田到那棵樹. 

 一說是大片的農田, 工作不可能一早就可做完, 下午回家休息.  所以種棵樹, 帶便當吃中
飯或點心, 才不會被太陽曬昏頭呀~ 

 
問題是, 

 兩點連成一線.  只種棵樹夠把界線搞清楚嗎? 
 種樹吃便當, 這道理, 會不會太牽強?  就不怕下大雨喔~  不過下雨可能不必出來工作吧~ 

 
3. 日本人愛戴白手套.  聽過白手套傳說嗎? 

 那是大清年代, 清廷由李鴻章主持著北洋軍艦.  好大喜功的中國人, 讓小日本來參觀學習
北洋軍艦的壯大.  那名年輕的日本軍官(名字我忘了), 戴著白手套, 眼睛睜大大的觀摩著
這鑑隊.  看到船上的砲台, 忍不住手伸出去摸了一下.  哇咧~  砲口又是生銹, 又髒, 根
本沒人打理保養.  所以, 這名軍官回去後, 就跟上級報告說: 可以打中國.  就這樣打得中
國慘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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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人愛吃烤肉.  為什麼叫燒烤B-B-Q 為成吉思汗? 

 很簡單, 就因為過去成吉斯汗東來打過日本.  日本人怕昏了, 恨到牙癢癢的.  所以就把燒
烤的道具, 當作是成吉思汗的頭盔, 拿來烤肉; 就是燒成吉思汗的肉, 吃他的腦袋瓜的意
思. 

 
5. 聽過日本人說成吉思汗是日本人嗎? 

 好勝心強的日本人有一套很離譜的說辭.  他們ㄠ 到成吉思汗居然變成日本人.  故事大約
是這樣說的: 
古時後(忘了年代所以只好說古時候), 有個王族的庶子(啊~ 又忘了人名), 因為不能繼承
王位, 又恐有爭權之實, 所以就被放逐了出去.  (故事好像是這樣說的, 當時我正和周公
老婆爭議, 說她白頭髮染了色, 她說她的是全自然黑的.  我說她騙人, 她拼命搖頭, 我拼
命點頭....) 

 
話說這被放逐的可憐蟲, 的確是想擁有天下江山.  暗中籌措了半天, 結果還是被他的親
信給出賣了.  所以, 當然就被放逐到天涯海角去, 離他們的王室越遠越好.   
 
這衰老頭痛下思痛, 臥薪嘗膽(呃~ 此處是借用成語一下), 努力網羅天下有志之士, 養之
以待有需之日.  誓必有朝一日, 要衣錦榮歸, 成為一代霸主.  就這樣想東征回日本去. 
 
可惜青龍白虎, 人各有命.  山大王、老皇帝, 並不是人人想當就可當的.  東征的天時, 就
給挫了敗.  兩次都巧遇颱風, 幾乎全軍覆沒.  所以, 才有此說: 其實成吉思汗是日本人, 
想家之故, 所以要打回日本去. 

 
好啦~  Miki 要笑我在編故事.  我顯然在飯飽打盹之時, 對導遊熱心的介紹, 有點當催眠曲用, 
沒怎麼專心聽.  所以故事有點掛一漏萬, 自己吹牛胡謅的多.  真是對不起諸君各位. 
 
所以, 再送大家一個思考題, 以表達我對大家聽我吹牛的耐性.  不過先說明在先, 此題也是跟周
公婆吵架點頭聽到的.... 
 
5.1  日本人學習我們的文化.  也一樣的左服右衽.  但是不服輸的日本人堅不認為右衽是學我們
的.  他們的講法是: 

     右衽是想當然爾的順應生活方便而來的.  要是不是右衽, 改成左衽, 那拔出配戴在左腰
的劍時, 若太用力, 一個不小心, 不是把衣服都扯開了嗎?  那能看嗎?  >"<   所以, 當
然要右衽才方便.  因此, 不是學中國人穿衣服的. 

 
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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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沒有左拐子?  劍掛右腰的左拐子就沒問題嗎? 
 
6.  我們導遊說: 有次, 她的團, 有個人在札幌晚上出去散步, 但沒留意自己住哪間旅館, 又沒錢.  

後來發生什麼事? 
   基本上, 那個呆人從此被導遊拿來當例子, 做為我們出門要看一下旅館名字的範例.   

 
事情是這樣的: 後一晚睡札幌, 當然要夜遊, 出來把握時光; 不然, 第二天坐飛機回到
台北家, 又要上班上學, 洗衣做飯.   
 
那名呆人錯誤一, 就是把細心聰明的老婆留在飯店內禁足, 自己出門逍遙快樂.  錯誤二就
是粗心大意, 沒有拿張飯店的名片.  錯誤三是忘了帶眼鏡, 回頭看一眼, 自己住在哪一間
飯店. 
 
好啦~  就這樣瀟灑的出門夜遊去了.  酒飽飯足, 錢也用盡, 該回去睡覺, 這才發覺, 慘了
~  怎麼這回家的路長得不像呀~  坐計程車吧~  咿咿呀呀, 比手畫腳半天, 沒人知道他在
描述哪家旅館.  司機先生 後只好摸鼻子認倒楣, 把他載到警察局去了.  警察先生也不
能逮捕他, 因為他又沒做錯啥事...  他也怕被留下, 趕快溜之大吉.  天涯茫茫, 居然就沒留
我之地嗎?  呆人悲痛的想著.... 
 
天已經亮了.... 
 
這邊廂, 團隊已經要上車出發了, 呆人婆很擔心害怕的跟導遊實話說, 她老公一夜未歸.  
導遊心下一驚, 但隨即想(我自己揣摩的), 管他的~  我有一堆人等我帶回家, 我自己老
公、兒子在等我的白色戀人餅和私藏行李中的五粒水蜜桃.  我怎麼能丟下飛機跟大家, 只
為了等他? 
 
但是再想想, 這混蛋, 札幌也不過來過這一趟, 認識的也不過是電視台和大通公園.  該不
會還在那邊吧.....  於是, 在決定放棄他的當時, 導遊還是請遊覽車司機繞過大通公園一帶, 
而且放慢車速. 
 
才開車通過大通公園一分鐘的時光, 看到一個衣衫不整, 披頭散髮的先生, 死命的拍打著

遊覽車的門*.  這時, 歡聲雷動, 比那黃色絲巾掛滿樹的故事, 更讓人振奮. 

 
哈哈~  故事到此全部說完.  請再次期待下次旅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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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第一天見面, 就會教我們認識我們五天一直在坐的遊覽車顏色和車號. 

 
 
 
 
 
 
 
 
 
 
 
 
 
 
 
 
 
 

 

 

 

 

 
 

 

 

 

 

 

 

 

 

 

 

Wednesday August 29 2007 06: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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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之旅 - 寒天凍地 
 

欲罷不能, 再加一集清涼北海道~ 
 
是 1139 去年過年時去玩的照片.  和我們夏天的北海道一相比較, 真是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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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07 01: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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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結束了 
 

八月中才送一興去機場, 已經是超感慨.  昨日又送加興去機場, 真是聚少離多, 終又剩大牛和
我兩個人.... 
 
行李丟進去 check-in 後, 三人去買咖啡飲料消磨一點時間. 
 
談著談著, 我一直囑咐加興要養成好習慣, 比方說把隨身帶的手機、鑰匙和錢包, 放在書桌抽屜, 
不要亂丟桌上或床上, 要找的話, 就容易, 不會找不到.  少完電動, 動作快點, 不要老是慢吞吞的; 
時間到了, 該睡就睡, 該吃就吃; 要運動, 不要老是睡懶覺; 花那麼多錢去念書, 不要翹課; 要好
好念書, 好要科科拿 A; etc. etc.....   
 
大牛說: 加興, 其實你只要做到努力(endeavor), 智慧(wisdom)和平常心(呃~ 我只想到用 take it 
easy 這幾個字) 就很棒了.  做任何事要努力, 不要懶惰;   做事要用頭腦, 不要傻勁的努力, 要
有方法; 然後用平常心去對待, 就是努力的結果, 不是預期的美好, 也沒關係, 不要在意. 
 
大牛說得真好, 把我零零落落的叮嚀, 都變得很聒噪.  沒錯, 雖然我一再要求他們做到我認為對
的生活方式, 但是真心底下, 我希望的是他們平安、順利和健康.  只要他們生活態度對, 人生方向
對, 其實他們都會自己照顧好自己的.  有時覺得大牛是個老練的人生導師, 孩子們能聽懂他的指
示與說明, 實在是大幸.  這場家庭會議開得很值得. 
 
當然, 分別的時刻難熬, 眼淚一直在眼眶打滾.  年紀越大, 越來越捨不得與自己的骨肉分開的.  
淚眼模糊下, 與高瘦的他臨別擁抱, 腦中下意識的在他耳邊說: 要記得媽媽的交待.  我那幽默的
兒子說: 嗯~  會啦~  錢包和鑰匙要放在抽屜裡.  我趕忙接著說: 還有手機.  兒子回頭看我一
眼, 和我對笑了一下, 大踏步往他的前程而去..... 
 
 
 
 
 
 
 
 
 
 

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07 01: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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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雲十四日 
 

一趟洛杉磯來回兩星期, 零星的記著.... 
 
其一 
認識了一隻很感情用事的小鸚鵡(parakeet). 
 
小小的一隻, 兩粒比黑芝痲大些的小眼睛, 會讓人有錯認它為麻雀的可能.  乾淨的羽毛雜著亮綠
色的線條, 是不是鸚鵡都要帶著綠羽毛, 才算鸚鵡?   
 
起先是參觀著阿福新搬家的房子, 那隻鳥籠在一角, 很不起眼.  忽然看到它的籠子門居然是開的, 
有點驚訝.  籠子上有個一式的鐵絲架, 放著一隻拳頭大的布偶小熊.  忽然看到那小可人的小鸚
鵡, 慢慢的沿著籠子門出來, 像空中飛人爬柱子般的到籠子外, 往上攀爬到架上去, 碰碰那隻小熊.  
沒多久, 又慢慢原路跺回自己的籠內.  原來..... 那小熊是它的女朋友.  你相信嗎? 
 
當然不相信!  阿福就拿起那小熊布偶, 那一瞬間, 小鸚鵡忽然緊張的伸長脖子, 盯著看小熊被帶
到哪裡去.  阿福一手小熊, 一手小鸚鵡的拿給我看.  阿福把兩手靠近, 小鸚鵡一靠近小熊, 它居
然馬上把它的小額頭, 緊緊的靠在小熊嘴巴上, 還不時的用小嘴巴, 理著小熊的嘴, 好像在親它似
的.  真不可思議~  阿福說它還會咬自己吃的穀子, 攀爬去架上, 餵小熊吃呢~  真是異國情侶, 
多情的小鸚鵡~ 
 
小鸚鵡是阿福二姊的寵物.  比我們年紀大幾歲的二姊, 曾一個人在 Las Vegas 開過琉璃店, 漂亮
有特殊風味的她, 已經去杭州學雕刻, 真是活到老, 學到老.  是個藝術的追求者.  聽說那小鸚鵡
會說很多話, 都是她調教的. 
 
其二 
為了整理出來兩間房間給同事住, 把兒子們的房間完全清除乾淨.  踩在空空的房間內, 心裡想的
人生走過的痕跡.  阿亮雖然說: 凡走過, 必留下痕跡.  但是, 就像潮水漲退, 沙灘上畫的字, 還
是被還原歸零.  整理後的房間, 過去生活的種種, 就被抹去, 看不出來了.  心情沉重重的 
 
是因為七月底, 小偷觀看我們這房子無人居住, 異想天開的到後院, 想撬開窗戶進來看看.  警鈴
大作後, 嚇跑了.  但也讓我們深感空屋的不便.  房子還是要有人住才好.  一個單身的同事帶著
寡居的媽就這樣來到我家.  或許過些時候我們該回家了, 再考慮怎麼和兒子們靠近些的住著. 

回去洛杉磯又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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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是帶傢俱來的.  所以客廳廚房都要留點空間, 讓別人使用.  這才發覺事情其實是很大條的, 
因為幾乎要整理一次家, 形同搬一次家一般.  我起初很挫折的對大牛抱怨著.  他一向整理東西
的不二法則, 就是扔掉不要.  我常常要去檢查他扔棄的東西, 再回收一些回來.  這次整理, 起初
我還是存著過濾的心理, 到後來, 東西實在太多, 只好全數扔掉不要.  那心情也是爽快, 也是不
捨.  扔掉一些, 就是捨棄一些過去我們一家的歷史記憶.  住二十年的房子, 本以為沒什麼東西, 
居然也扔掉了二十幾袋垃圾袋的東西.  還請人搬走一車大件不要的傢俱.  這....還只清理了一半
的家~ 
 

整理當中, 想著人身不帶來, 死不帶去這幾字; 再怎麼花時間、感情下去的事物, 臨了, 無法永

遠在身邊.  人生這一趟, 不如輕鬆自在些, 不要執意於一些身外之物.  有形的是這般, 心中的, 
更是一樣.  太鑽牛角尖的在意, 實在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可能是年紀, 我自己覺得我對不可期的未來, 比起十年前的我, 較不害怕.  人生就是這樣無奈, 
任你如何厲害, 無法跳脫這結果一定的如來佛的手掌心.  當然要好好把握, 但是順性、順其自
然、不要強求吧. 
 
其三 
看到身材大了一號的Henry、他太太和懷孕的 Judy.  心情很愉快的聽他們說笑著.  人生真是充
滿希望,  看他們就知道.  Henry 更發好脾氣笑臉滿面.  這和新婚一年多的太太一定有關係.  
Phyphy 也說想要明年懷孕了.  我替表哥表嫂高興.  Judy 懷孕後更漂亮了, 閃著快當媽媽的光
輝, 好看到我忍不住一直看著她.  表嫂要是身體好, 一定會吱吱喳喳的要她注意這注意那的.   
 
提到他們那失散在 Irvine的弟弟, Jack.  我們笑得好大聲.  因為他們說我的Sparticus 故事是溫
馨版的黃金鼠故事, Jack 養的黃金鼠是恐怖殘暴版本.  可能一次養太多隻黃金鼠, 亂倫, 子咬父, 
互殘的畫面, 在他家的籠子壯烈的演著.  後只剩一隻, 被主人拋棄掃地出門了.  也因為環境衛
生之故, 事後, 四個 roommates 紛紛搬家, 離開那被 abused 的房子, 給房東頭痛著..... 
 
回台北, 我要讓表哥表嫂知道: 他的孩子們, 在美國很要好的相處著.  過去可以一、兩個月吵架
不說話, 讓大人氣昏頭的小朋友, 都長大了.  父母對他們的關愛教育成功!  一百分! 
 
其四 
去看琪琪與她兒子Byran.  Byran 長大了, 是個好脾氣好個性的孩子.  中文說得不錯呢~  與小
時滿口英文亂叫的他不同了.  大兒子也在家.  我覺得她們家少了男主人, 卻處處透露著快樂的
溫馨的氣息.  我替他們高興.  雖然對Byran而言, 長大意味著還有很多事要學, 但是琪琪的留意
小心, 我覺得 Byran 會很好的長大成一個好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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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著兩隻小狗.  一黑一白的活潑快樂的亂鑽著.  我跟他們玩得不亦樂乎.  小狗真是老天 偉大
的創作!! 
 
其五 
開刀後一天, 我還打電話去問候, 知道一切都好才放心的.  想不到, 那天才聽到, 居然出人意表
的走了.  跟 Jennifer 的親近關係, 是因為Alison.  很奇怪, Alison 好像我的久遠至親, 一見面, 
防衛系統失效, 什麼話都可以跟她聊, 而且很自在輕鬆, 好像自家姊妹一般.  Jennifer 就是這樣
關係的姊姊.  所以, 蠻難過她要面臨這樣的結果.   
 
人生就是這樣的無法自編自演.  人就要順應變化, 走好自己的腳步.  什麼話多說無益, 該只有時
間才能治療這心情..... 
 
末了 
坐飛機回來, 千古不變的風景, 在機窗外陳列著.  機下的萬朵白雲似規則, 似混亂的排列著.  在

公園散步時, 想著自己的渺小.  想著蕭麗紅**桂花巷中說的大地包容一切的話語.  坐在華航接

送巴士, 望著窗外, 雨後飄在天空的, 襯著太陽, 亮晶晶的, 幾朵低低的, 白白的, 綿綿的浮雲.  
我們就是那一朵朵不同形狀, 不同命運的雲吧.  可能被太陽晒到蒸發, 可能變成黑雲, 掉下來成
小雨或大雨, 可能是冰雹、白雪, 可能一直杵在天上, 可能是白色, 可能是紅色, 粉色....   
 
人生如雲~  Let it be....... 
 
於回台北後時差的半夜    
 

**蕭麗紅的桂花巷已讀過十數遍~  她的冷金箋、千江有水千江月, 都是我很愛的書.  可惜她的

故事多是分手的故事.....  
 
附上幾張機上照的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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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曉的一片嫣紅~ 

 

 

 

 

 

 

 

 
 

 
 
 
 
 
 
 

 

 

 

 

 

 

 

Monday September 24 2007 05: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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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在旭陽 
 

又是老太婆的裹腳布, 越寫越多, 所以只好又當一篇報告處理囉~ 
 
今天大牛要聽 Charles Schwab 的 online seminar, 所以六點就起床了.   
 
又是大聲刷牙, 又是大聲咳嗽, 大聲打噴嚏, 吵鬧了半天, 我也只好起來.  這陣子, 睡眠品質不佳, 
常常翻來覆去, 就是沒辦法熟睡..  啜著咖啡, 坐在書桌前, 才發現原來美國慢台灣一天, 所以美
國十六號, 是我們這兒的明天.  我們起床起早了一天.  當場真想給他一個爆栗頭!!   
 
既然起這樣早, 沒特別的事, 我們就臨時起義, 去關西的旭陽打高球.  網上高球氣象報告說 70%
下雨, 陰時多雨.  一路開車, 就想當作是郊遊吧~  沒想到, 天氣超好.  雲被風吹到山邊, 藍天
盡現, 連太陽也出來湊熱鬧.  竹風蘭雨(新竹風宜蘭雨), 今天總算見識到秋天後的新竹風.  但是, 
打起球來好涼快啊~  沒怎麼流汗, 吹著大自然的風, 曬著淺淺暖暖的太陽, 很愉快的走完了十八
洞.  今天真是撿到的幸運~ 
 
旭陽的室內設備很氣派.  服務人員也很不錯的. 
 
球打到一半, 人陷在山谷中, 路旁無數高大的樹, 合唱著風之歌, 很可以與松濤相較勁, 可惜我那
T200 拍錄下的風濤聲卻變了調, 只能說大自然的美麗, 是無法用道具複製的. 
 
兩個角度看 Club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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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處顏色深淺不一的雲 

小草開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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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遇見的生桑椹.  
 
 
 
 
 
 
 
 
 
 
 
 
 
 
 
 
 
 
 
 
 
 
 
 
 

Tuesday October 16 2007 04: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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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小白球 
 

想要颳風下雨、春夏秋冬, 都可運動嗎?  那就一起來打這種小白球吧~ 
 
初中住在民權東路的台電宿舍時, 我們那棟公寓的地下樓空著, 爸和鄰居好朋友王股長, 一起買
了個乒乓球桌, 天天下班後, 就在那裡練習起來.   
 
我老弟體育細胞特好, 國中時, 騙老媽去補習, 直到報紙刊登他參加國中組網球單打, 得到冠軍, 
我媽才知上當受騙.  我老弟當時當然也常跑到地下室去打小白球.  
 
我因為好奇, 常常跟在老弟身後, 也去混了一陣子.  他也好心的教我打了幾下. 
 
我 愛看爸和王股長打乒乓球.  以前我們是21分制, 發五球換一次人.  現在比賽都改成11分制, 
兩球換一次發球.  爸他們從練球就好看.  我老爸高高瘦瘦的身材, 穿著短褲, 露出兩截白兮兮沒
幾根腿毛的小腿, 我一直覺得他很酷~  長球、抽球、拉球等等, 看得我也好高興. 
 
在美國, 兩個小孩長大一點時, 我們也考慮買張乒乓球桌, 放在車庫內, 可是一直沒有去辦.   
 
再接觸到乒乓球, 是搬到現在住的這公寓大樓, 地下樓停車的地方, 特別圍了一個房間, 擺了一個
乒乓球球桌, 和幾個不知好的還壞的運動器材和幾張不成套的椅子.   
 
那是加興去年被我拖回台北學中文, 大牛為了給他一點娛樂, 也分散他不情願在台北一整個暑假
的心情, 買了乒乓球拍, 找他去打球.  常常看到鄰居的小孩三、四個, 也在那裡排隊輪流打.  加
興是一點都不會, 所以跟別人打, 都被宰得很慘很尷尬, 尤其有的小孩才小學而已, 看得我們也很
心疼.   
 
可是, 孩子倒底是愛運動, 好動的, 為了讓他能夠 master 這個遊戲, 大牛去買了乒乓球的書, 親自
教他.  也順便讓他知道, 學東西要有方法; 真沒方法, 就要找書看.  就這樣, 常常看到他們父子
倆, 相約就下樓去地下室練習.  我們那個地下室, 沒有空調, 和停車場是一樣的溫度.  所以, 夏
天打球, 雖然是晚上, 熱度也沒減少多少.  兩個人打玩球上來, 背上都是濕透了一片, 灌水吃冰
棒, 說好痛快. 
 
漸漸的, 加興越來越進步.  也越來越有興趣打乒乓球.  跟鄰居小孩打, 也慢慢有起色. 只要一輸, 
就回來找他爸爸, 問抽球怎麼打, 為什麼我這樣打打不好.....  回到 Princeton 後, 還找到乒乓球
club, 去玩了一陣.  他告訴我們, 他們學校會打的, 是什麼什麼冠軍, 他一回去, 又變成 差的.  
一個很會打的 T.A., 還教過他打一陣, 後來功課一忙, 就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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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 他自願回來學中文外, 還雀雀欲試的一直向大牛挑釁.  經過大牛再加指點, 加興進步
更多, 把我們鄰居小孩都給打敗了.  當然, 一有空, 他還是約大牛往地下室去玩.   
 
八月中, 一興也回來了.  起初也是屢戰屢敗.  可是一興也是玩興很重的人, 兩兄弟就有空, 也往
地下室鑽, 常常被我怒氣沖沖, 去罵回家.  因為大樓規定, 十點後就不准打球, 他倆居然藐視王
法, 打到十一、二點.  一興回去美國前, 也打得有點樣子了.  他們的大舅媽還特別給他們訂做了
兩個好球拍.  喔~  我那外甥的乒乓球, 好像打到台北市冠軍的, 蠻有遺傳到我老弟的運動細胞.  
加興回學校前, 已經回美國的一興還特別打電話, 交待他把球拍帶回去. 
 
兒子們回美後, 大牛沒有人可以一起打乒乓球, 只好找我爛竽充數.  若是一天當中, 沒出去走動, 
晚上, 他也會約我去地下室打球.  我本來是很怕很討厭流汗的人, 勉為其難的打了一陣子後, 倒
覺得流了汗後很舒服.  有打有進步, 我雖然不是很會打, 贏幾球也是沒啥問題的. 
 
乒乓球是很棒的運動, 完全沒有天候的限制.  電視上的比賽, 看得我們嘆為觀止~  怎麼樣?  有
興趣嗎?  保證練練就會的.  If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Sunday October 21 2007 11:15 AM 



 454 

          

 

朋友是老的好 

 

鞋是老的好, 衣服是舊的舒服, 朋友是老的好交情~ 
 
老友的定義是: 從小一塊長大的朋友, 另一個意思是有了點年紀.... 
 
這兩人一個是三年初中加三年高中的交情; 一個是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的相處, 怎麼也甩不掉的
交情.  年輕時一起瘋狂, 一起做夢; 老了後, 一起吃飯、一起回憶、一起互揭瘡疤、互相取笑.  生
活中沒有她們, 還真像料理少了調味的無趣.  她們也是我年少的見證, 無人可以代替.... 
 
這會兒, 我們在朝天鍋吃飯.  按例美玲一定第一名到餐廳, 爾珍照樣遲到半小時以上, 我們倆吃
著小菜邊聊著.  爾珍上班忙碌, 公務繁瑣, 我們約的時間常讓她很難配合, 所以也見怪不怪了.   
 
爾珍和我一起受過再興的洗禮, 北一女剛好在同一班過三年, 所以高中走得很近.  她是溫柔體貼
的人, 身材一直是跟筆桿一樣的瘦, 對我很好, 高中常受她的照顧.  爾珍家的菜肉餛飩和烤麩, 是
我百吃不厭的菜.  周媽媽總是笑嘻嘻的跟我們有說有笑, 我總是很羨慕爾珍有這樣的媽媽.  高中
精彩的開始我們快樂愛笑的青少年期.  我還去過爾珍爸爸持份的雄雞餐廳打過一天工, 夢想是很
詩情畫意的工作, 但是才一天, 就被現實的無趣, 夢碎的辭職而去. 
 
我們常常去她家玩, 上了大學, 雖然沒在一起上學, 但是只要想開舞會, 我們一定腦筋轉到她家, 
所以還是常常玩在一塊.   
 
更有甚者, 她老哥過去是我很多年的筆友.  她老哥的文筆非常好, 又很詼諧, 常讀信笑得肚皮
痛.  記得北一女的游泳課, 周老哥也是我的教練之一, 帶著爾珍和她妹妹及我, 在仁愛游泳池混
了好一陣.  去金門當兵, 還送我一把金門有名的菜刀. 
 
美玲更不用提.  高中三年的相處外, 是結拜四金釵之一.  大學四年同窗, 是我青春期很重要的朋
友之一.  除了借我筆記, 連唯一一次需要做弊的小抄都幫我做好.  她媽媽的好菜我也記得.  我第
一次吃到好肥好大捲的潤餅是在她家.  (我們家都用一張皮, 她們家都用兩張皮).  難忘的是她
媽媽用扁魚炒菜包在潤餅內.  我第一次吃到那麼香的扁魚, 到目前自己或外面餐廳都做不出那麼
香的扁魚味. 
 
美玲和我大學中一起過了青春年少做夢的年紀, 很多心事煩惱, 都一起討論渡過.  現在回憶起來, 
也只有她知道我說的事情, vice versa.  是我人生中少不了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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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腦筋很好的人.  人家說"生意仔不易生", 她就是千中取一的難能可貴.  做事、理財都是一
等一的厲害呢~ 
 
那天, 朝天鍋吃完, 我們忽然提議去看周媽媽~  走著走著, 進門黑暗中見到一白髮男子來開
門.  哇~  那是我們的周老哥~  跟周爸爸真是好像好像.  周媽媽依然笑嘻嘻, 神采奕奕走出
來.  哇~  除了白了頭髮, 瘦了些, 仍然是印象中的周媽媽.  熱鬧的說著話, 彷彿走入時光隧道的
讓我回想起過去好多事.  回家的路上, 腳步跟著心情愉快的輕鬆起來. 
 
哎~  醇酒的回憶, 因為老友的友誼, 更增加那回想的濃郁芳香.  朋友是老的好,  這話真是不錯呀~ 
 

    
 

 

 

 

 

 

 
 
 
 
 
 
 

 

 

Friday November 09 2007 09: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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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生日 

 

我起先是這樣想的, 又老了一歲, 有什麼好慶祝. 但是後來想想, 這天是自己的日子, 365 天中就
這天特別, 不珍惜它, 時間不等人的又溜走了~ 然後又要等一年才會再來, 一年一年的過去, 能
再過幾次生日呢?  於是, 就改變心意的小心謹慎的用著這一天... 
 
謝謝朋友的祝福. 謝謝大家沒忘掉我的小日子. 沒有朋友親人的肯定, 我的生命與存在, 就變得很
黯然失色.  
 
沒什麼特別慶祝, 只有去打了一場喜愛的球. 老天沒有讓我太驕傲的洞洞精彩, 但是 後一洞, 一
向是我 畏懼的一洞, 卻讓我打了一個 BIRDIE. 就這樣~ 不貪心的我已經很快樂很滿意了. 
 
謝謝好友和大牛買的蛋糕. 留圖做個紀念..... 

  

  

Sunday November 18 2007 05: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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踅了一趟蟹逅 

 

我很不服氣大牛比我多吃過一隻大閘蟹.  我到現在還沒吃過.  問題是進口大閘蟹的衛生問題, 
我只好放棄了.   
可是, 蠻久沒吃螃蟹了~  雖然剝螃蟹有點辛苦, 剝了半天, 才吃到一點肉~  但是, 還是覺得該復
習一下.  自己買來蒸, 又沒那本事.  (我怕活的海鮮).  剛好電視也介紹了螃蟹料理, 那套餐似乎
不錯.   
 
馬上上網查螃蟹套餐, 也馬上約兩個老友一起去品嚐一番.   
 
是在三民路國宅某一戶的一樓.  饕客不少.  我們點了處女蟳套餐.  因為要吃蟹黃, 就要吃處女
蟳, 要吃肉, 才點沙公或沙母.  兩者肉有何差別, 我沒吃, 所以沒得說出感言.   
 
坦白說, 這套餐還馬馬虎虎, 菜還不錯, 但是可能我fancy這螃蟹餐太過, 所以有點失望.  再加上
螃蟹黃也沒想像中那麼香, 那蟹肉也真是真可惡的難挖出來.  >"<  不禁讓我想起洛杉磯
Redondo Beach的蒸螃蟹來.  那螃蟹一上, 熱騰騰的, 運氣好, 一掀開蟹蓋, 發現蟹黃的話, 一匙
匙挖起來, 蠻香的.  然後, 把蟹身, 按廚房刀切痕跡一折, 四分之一的蟹身, 隨著蟹腳就拿起來
了.  一口咬下去, 滿口蟹肉, 好像在吃雞肉般的大口.  真是過癮極了.  (不像現在一樣的剝得很
辛苦, 才吃到一隻螞蟻大的肉).  吃完那 1/4 蟹身, 再小心的一隻隻的折斷蟹腿, 一條漂亮的粉紅
色蟹腿, 就跑出來了.  (不像現在咬了半天蟹腿, 一邊吸碎蟹肉, 還是感覺吃到螞蟻肉).  吃蟹螯, 
那就更壯觀了~  把蟹螯扶好, 拿起木槌子, 一棒棒的敲打下去, 再硬的蟹螯殼就裂開了, 剝開蟹
殼, 那粗粗的蟹螯肉就出現眼前.  張大口, 豪氣的把它整個塞進嘴巴, 那種滿足感, 實在是無與
倫比~  想到這裡, 我決定回洛杉磯, 一定要去Redondo Beach 好好的啃它一隻才行.  說真的, 
那一大隻吃下去, 實在是真的飽到不行的..... 
 
言歸正傳, 吃完這瘦巴巴的處女蟳, 有點喪氣.  我下次不來了.  不是這家有著有趣名字的店的螃
蟹料理不好, 而是對這螃蟹的 size, 有點失望罷了. 
 
回到家, 怎麼也洗不掉那腥味.  連店裡提供的德國進口的金屬石頭, 也洗不掉那味道.  忽然又想
起在Redondo Beach也是這樣, 那吃完後的味道, 久久不去.  連胃也不舒服, 晚餐也吃不下.  第
二天才回復正常.  這螃蟹太厲害了~ 

我點的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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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菜

味噌鱈魚(不太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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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處女蟳(賣相不錯) 

  

 小魚炒飯和味噌湯 洗手用的金屬石 

後, 一個小布丁和一杯咖啡, 給這套餐畫終止符. 
 
 
 
 
 
 

Sunday November 18 2007 07:15 PM 



 460 

          

不落人後吃微風 

 

其實我是懶得出門, 我寧可坐在電腦前玩zuma.  可是, 大牛每天一定要出去溜答溜答, 不然他說

會生病.  今天他興致好, 想去看看微風在台北車站的號稱 大食府的小吃街.  唉~  走吧~ 

 

周末的捷運還是很多人.  我們坐到台北車站.  一出來有點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至少我是這

樣.  總之, 大牛就帶我到台鐵車站, 也不知道怎麼走的.  台鐵賣車票的地方, 印象中就是我記得

的台北車站.  一進去, 中間一大堆火車時刻表, 當然現在已經改建過, 很多資訊都電腦化, 很方

便也很壯觀.  四周四角建築包著廣場, 很大.  往二樓一看, 新的紅色窗格透著裡面忙碌著穿梭的

人群.  這就是微風在台北車站的新商場, 全部是吃食的餐廳小店, 走一回整個四角形的二樓, 還

蠻花點時間的. 

 

二樓的一排是牛肉麵競技場, 各家的牛肉麵都在這裡吵得不可開交.  看圖片都還蠻好吃的樣

子.  所以大牛和我就點了一個乾拌牛肉麵, 一個蕃茄清燉牛肉麵套餐(套餐就是多一小碟小菜和

一杯梅子蒟蒻茶).  味道普通.  我們吃的那家叫九品牛羅鍋.    乾拌麵沒有我們洛杉磯山下

那家Boba Teahut 做的好吃.  唉~  又要記一筆, 回洛杉磯一定要記得再吃一次. 

 

另一邊是台灣小吃.  那就是一大堆小店, 賣很多你想得到的台灣小吃: 蚵仔麵線, 魯肉飯, 蝦捲, 

貢丸湯, 肉圓等等.   

 

另一邊是專賣甜品.  冰淇淋, 蛋糕, 甜甜圈, 麻署, 泡芙等等.  其中生意 好的是口福堂, 賣各種

日本麻薯、大福,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我們也去排了半天隊, 買幾個紅豆麻薯. 

 

另一邊是異國餐點.  還沒有完全開店.  賣的有咖哩泰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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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是不知要吃啥的狀況下, 可以到台北車站逛逛.  除了這微風二樓, 車站的地下街也很熱

鬧.  該有的店都有的.  連鎖店也都在這人來人往的地方開著, 不怕找不到想吃的東西.  台北實

在太方便了.  >"< 

  

 二樓一邊 甜品的那一邊 

 牛肉麵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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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乾拌麵後面蕃茄清燉麵

 
小南門的點心世界也參一腳 
 
 
 
 
 
 
 
 
 
 
 

Sunday November 18 2007 07: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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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遊 

 

台大無美女, 政大無節女, 輔大無.....??? 
 
過去常說的笑話, 忽然在腦裡半沉半浮的顯現. 
 
星期日閒閒在家, 被這不定時飄的雨悶得不知該做什麼.  大牛把我從電腦前拉起來, 說我們出去
找一個公車坐到終站, 再坐回家.  這提議有意思, 我 愛這種臨時起義的點子.   
 
我們家旁邊的生活機能超好.  公車也不少, 站牌就在對街, 平時公車呼嘯來轟隆去, 吵得不得
了.  大的罪魁禍首就是公車 299.  一班接一班, 像賽跑一樣的穿梭在這兩線道的路上.  所以, 
隨便一輛跳上去, 當然就是 299 囉~  299 從松山可以一直開到新莊.  總共可以坐在車上跟著狂飆
一小時.  兩個人興奮的盯著過去的街景. 
 
忽然他說, 我們去輔仁好了, 別去終點站了.  這輔仁還是有點小過去在我們心底的.  我小舅念過
輔大, 大牛前任女友也是輔仁的產品.   
 
我很年輕時可能來過一、二次, 但並沒啥特別的感受.  不知大牛那廂覺得是否變動頗多, 倒底他過
去比較常來.   
 
輔大感覺上土地變小了, 因為建築物增加很多.  但是, 我覺得校園給我們的感覺很好, 整理得很
乾淨.  還有長兩千公尺的步道, 可以繞著校園逛一圈.   
 
我們買了杯咖啡喝.  天氣變得真好, 暖暖的太陽, 微風吹著, 很舒服.  看到別人吃酥皮濃湯.  酥
皮居然是裝在紙杯上的.  不知怎麼烤出來的.  我們也買了一杯來分享.  熱乎乎, 酥皮又酥酥脆脆
的, 好香.  熱湯灌下肚子, 真是很棒的享受. 
 
出台北的感覺很奇怪.  三重、新莊都很熱鬧.  可是就覺得跟台北不一樣.  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市 
人, 總覺得還是住在台北市比較有安全感. 
 
逛完, 坐回程公車回家.  一靠近忠孝東路, 又開始陰雨起來.  出門去偷到點陽光, 覺得又打贏一
場仗般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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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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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酥皮玉米濃湯 

  

 

巧遇狗兒名叫肉鬆 
 

Monday November 26 2007 11: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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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us 

 

Bruce Willis and MichellePfeiffer..... 
 
這兩天又無法在十二點上床, 就是躺下來, 也是精神亢奮得無法闔上雙眼, 即使感覺上已略有倦
意.   
 
我就是無法理解大牛能夠十點多就上床, 而且馬上睡著.  更過份的是, 他可以比我早睡卻比我晚
起, 真羨慕他.  不知是否賀爾蒙作祟, 我若躺上床, 可以翻左翻右, 仰天呆望天花板一、兩小
時.....  當然也有好日子.  有時我睏到先跟大牛說晚安, 就馬上昏睡過去.  有時十一點上床, 眼睛
一閉, 也是睡得很香.  但是, 睡不著的晚上, 真是叫人難受.  東想西想的, 利用閉眼的時間, 清算
白天還有哪些事忘了做.  有時, 實在不行, 就起來看一小時電影, 然後再躺回去閉眼.  唉~ 
 
昨晚又是一個無眠的夜.  真正睡下, 也是一點半過後.  醒來是六點半, 又睡不著, 便起來看看電
視, 一邊順手整理一些電器的保證書(要搬家了嘛~). 
 
回台北看 多的是復習了多年前的老電影, 反正都差不多忘了劇情.  今早看到 The story of 
us.  Bruce Willis 從電視影集的Moonlighting就一直很吸引人.  他的微皺眉頭深思的表情, 就是有
那種迷人的氣質, 無法排拒.  從影多年, 不管是動作片, 文藝片等等, 他的魅力難擋, 演技就是讓
我很(算是盲目的)崇拜.  是我很欣賞的演員.  對 Michelle Pfeiffer, 我就沒有那麼大的同意.  但是, 
在這電影裡, 她演那個步步為營細心多感的媽媽, 演得很不錯.  我印象中, 當年我看了那電影的
結尾, 感動到不行的哭得一塌糊塗.  今早, 電影就從他們夫妻開始吵鬧看起, 想等著看到 後的
很扣人心弦的那一幕對白. 
 
這電影有很多場與各個角色的對口.  與婚姻資詢, 父母, 朋友等等, 再看一遍, 覺得幕幕都很精彩
有趣.  角色的選擇, 台詞都很不錯.  我很感動的是 Michelle 的好朋友, 散步時, 突然蹲下來哭著說, 
她們每年都一起過聖誕、聚餐和很多活動, 若 Michelle 她們離婚, 他們的團聚怎麼辦?  男女主角中
的矛盾、愛戀與困擾, 都在這些朋友雙方間的熱烈討論中表現.   
 
後, 心境的轉移, 體諒到對方的立場, 才造就了 Michelle Pfeiffer 對著 Bruce Willis 後一場很棒

很精彩的結論.   
 
是嘛~  歷史不是一天建築堆砌起來的, 婚姻中包含太多, 苦與樂的心境都要分享與調適, 才能繼
續走下去.  現在計較的缺點, 本來就是他(她)的本質, 本質是不會變的, 也是當初吸引彼此的原因, 
但是, 一路走來, 太多要努力經營才能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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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在 Michelle Pfeiffer 說她 後的堅持時, 我比幾年前看這電影更激動, 一邊心情起伏, 一邊
擦著流不完的淚.  這...這...這...., 演得實在太好了.  那哽咽的聲音也太亂假成真了.  哎, 太令人感
動了.  真是好感人啊~ 
 
你知道, 我看電影是很少流眼淚的, 頂多只是喉頭哽咽一點而已.  我是很理性的看電影的人, 不
像大牛看個忠臣愛君的場面也會流淚.  但是, 我有時會很瘋狂的哭得稀裡嘩啦, 像今天, 像
Nicolas Cage 的 Matchstick Men; 像 Notebook 內年輕的瘋狂的戀愛的場面; 甚至遠到古代的 An 
affair to remember 的結局, 都讓我不能停止的痛哭流涕, 而且是每次復習, 每次失控.  只能說:  演
得太好啦~  我服了你們~~  >"< 
 
 
 
 
 
 
 
 
 
 
 
 
 
 
 
 
 
 
 
 
 
 
 
 
 
 

Monday December 03 1007 11: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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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的小窩 

 

小小居賣了~ 
 
近只要出門, 沿路會看到房屋仲介的辦公室增加很多間.  更驚人的是,他們辦公室的前窗玻璃上, 

以往只有貼上幾張讓過路人瀏覽的出賣房屋資訊, 現在是貼得滿滿的一片紙牆.  投資客因為利率
上漲, 所以紛紛把房子丟出來賣, 市場上充斥著一堆房子. 
 
我們太子東宮中, 前陣子有房子要出賣, 仲介在周末會帶著客戶來看房子, 人來人往的.  這陣子, 
更是熱鬧滾滾的, 常常看到一些potential的鄰居來參觀房子.  但是想高價出售的賣主, 卻碰到一直
觀望的買主, 遲遲沒有成交, 房屋買賣成功的並不多. 
 
這些徵兆, 在在都顯示的賣方市場在走向軟性, 買方驅強的走勢.  房屋市場因為利率, 人為炒作, 
也有下滑的現象(讓我這沒啥經濟 sense 的人, 在自己的部落來吹吹牛一下). 
 
我們的小蝸牛殼, 算算日子, 到 12/7 就住進來兩年了.  這不到一千日的時間內, 我們不能包庇小
蝸牛殼, 說它完全完美.  當然有不完美的地方囉~  每個房子都有嘛~  (希望買主不要跑來看這日
記....) 屋齡驅 22 年, 地下停車場沒電梯, 停車位一年抽籤一次, 二樓靠松山路有點吵, 二樓排水
管比較危險容易阻塞....  但是, 這附近的生活機能超好.  吃喝玩樂, 交通方便到不行.  我們的小
窩很溫馨, 我們把它的舊貌打掉, 從頭開始的給它一點一點的裝潢起來.  它的新面貌, 完全符合
我們的需要, 而且像自己的孩子般, 我們覺得它很漂亮.  這是我們做得到的, 做不到的, 就像自己
的孩子有一些缺陷, 就調整自己的眼光, 適應它與人不同的缺憾. 
 
大牛吵著要賣房子也有一段時間了.  我是根據理智來否決他的想法.  賣了, 我們倆要蹲在哪裡
啊?  兩年內添購的一屋子的東西, 要丟到哪裡啊?  再說, 賣在高點, 要買也是高點, 只會讓自己
的荷包更羞澀難過而已.  但是時間的沉澱下, 考慮他的想法也是個想法~  賣屋後, 在還沒找到理
想的房子時, 是有點難過; 但是, 沒賣, 是沒機會再買新一點的.  我們反正有時間等房價下滑一
些, 觀望一陣再買.  所以, 一個月前, 想想, 就決定試試看找仲介把蝸牛殼賣掉.  
 
很多來看過的人, 很喜歡我們的小窩, 但是絕對沒有這位太太的鍾情.  她第一次來, 我看不出她
很喜歡這房子.  她只聊了聊, 說到她兩個兒子在紐約, 家在加拿大, 也是來回跑台灣.  父母在我
們家附近, 所以找房子也找這一帶來看.  過了幾天, 她帶了她弟弟第二次來看, 還是說買房子要
有緣份.  她老弟看完一直搖頭, 叫她不要買這家.  二樓吵, 沒停車位, 管道末端, 完全是我們小窩
不能遮掩的缺點.  這小姐什麼話也不說, 隔天請她的仲介來我家量浴室的大小, 她想加浴缸.  又
過了幾天, 她帶著年邁的父母, 第三次來看我們小窩, 父母回家也勸她不要買.  但是跟我們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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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要求我們連傢俱一起送她.  就這樣, 其他來看屋的人, 都因為期望市場會下跌, 看歸看, 沒有人
在這時候出價買房子.   
 
11/28 那天, 大牛告訴仲介授權賣屋一個月的契約到期了, 我們不賣了, 要準備回洛杉磯過聖
誕.  同一天, 買方提出 offer, 討價還價半天, 我們想我們雖然有個缺陷的小房子, 但是已經習慣
了, 認定了再醜的孩子還是自己的心肝寶貝, 再住下去也是可以的時候, 買方提出了我們無法抗
拒的合理價錢.  既然是想換屋, 那就賣了.  11/30 正式成交, 簽下賣屋契約. 
 
簽了約, 不到半個月就要回美國, 所以只好快快的打包, 把東西暫時搬寄放在我小叔的基隆空屋
內.  搬空後還沒回美國那幾天, 暫時住在大伯家.  下趟回台, 可能會找個地方先租一下, 再找房
子.  整理打包時, 哽咽的對大牛說, 這次是 後一次換屋吧~  搬家真的蠻辛苦的呢~  我可不想
以後再搬家了. 
 
12/10 那天, 搬掉東西後, 回去拖了一下地.  坦白說, 這房子真的很漂亮.  每個角落我都踏過走過, 
空間的利用還真的很有效益的.  這加拿大的小姐還真的蠻有眼光的, 我必須這麼說.  這孩子交給
她, 不嫌棄房子的缺點, 她應該也會和我們一樣很愛惜這屋子的. 
 
事情發生得太快, 腦子真的沒有機會緬懷過去兩年的日子.  但是那兩年, 真的很愜意很愉快, 就
在我們這小蝸牛殼過著.  就這樣, 和我們松山路的小窩分別了~ 
 
玻璃杯打包了, 大牛用紙杯端了兩杯水來, 說杯上要寫自己的名字.  我一看到他寫的, 忍不住笑
出來. 

  

 

從繁榮到落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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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順便一提, 我家的電話已經停話了.  手機號碼仍然有效就是了.  
 
 
 
 
 
 
 
 
 
 
 
 
 
 
 
 
 
 
 

Monday December 03 1007 12:03 PM 



 473 

          

快樂的四天聖誕 

 

一家團聚就是圓滿.... 
 
12/13, 我一人先悄悄的回到洛杉磯.  洗被子, 整理房間後, 實在沒有多大的興趣做Christmas 
shopping.  本來就不愛逛街, 又是自己一個人, 更不想去店裡人擠人.  因為孩子的房間讓給
Jason 和他的媽媽, 所以兩個孩子回來, 必須睡在我們主人房床旁的地上.  我鋪了兩層睡袋、 兩
層毯子、一床薄被, 再給他們安排蓋一床薄被和一個日本毯, 應該是夠暖和夠舒服的了.  雖然四
人住在一起略嫌擁擠, 但是感覺蠻新奇, 蠻溫馨.  我想只要我們能團聚在一起, 怎樣的不便, 都
可以很快樂的.   
 
整理好後, 一個人躲在自己的被子裡看小說, 打 Tetrixs, 一個人吃著簡單的沙拉當飯, 不跟人聯
絡.  很低調的過了六天.  接下來就開始忙了.... 
 
先是加興 12/19 從 JFK 飛回家.  我去到 Long Beach Airport 接他.  心裡三分之一的快樂充盈
著.  介紹他的新地板床後, 吱吱喳喳的告訴我這幾個月他發生的事.  接著, 第二天, 12/20是大牛
從台北飛回來, 我和加興一起擠了兩小時的 traffic jam 到 LAX去接他後, 又路上擠了一小時車
才回到家.  12/21, 我們三人一起開車到Ontario Airport 去接一興回家.  這傢伙下了班後, 趕著
從 JFK 搭跟回台北一樣貴的機票的飛機回來.  這時我的心已經完全的充滿快樂, 因為我們一家
四口已經都在一起了.  花了三天, 接三人, 三個機場. 
 
孩子們快樂的報告著近況, 我們也告訴他們我們的新動態.  孩子們出門後, 一直在長大更成
熟.  我們看了好心喜.  兩個人坐在客廳累了, 睡著了, 大牛和我看得目不轉睛, 覺得這樣也很快
樂幸福.   
 
聖誕這幾天, 陪著我們去練球場打球, 幫我們背著球具.  給他們吃什麼都說好吃.  兩個人偶而出
門和朋友聚聚, 泰半都笑嘻嘻的陪著我們到處走.  真好. 
 
我們自己編了家裡的傳統, 聖誕節會做這些事: 
1.  小時候, 每年的聖誕節前一個月, 我們都會擺一棵聖誕樹.  裝飾聖誕樹是家中每個人的
事.  拿出他們兩人從托兒所到高中一年年累積下來做的聖誕手工藝品, 四個人一邊欣賞, 一起裝
飾到聖誕樹上.  裡面有他們小手剪的圖案, 有他們的小照片, 核桃殼做的小老鼠頭或麋鹿等等, 
十分可愛.  這兩年因為回到家都很靠近聖誕節, 買樹的邊際效用不高, 所以才放棄這個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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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他們小學後, 我們便給他們一點錢, 強迫他們買聖誕禮物給我們.  每次拆他們送的禮物時, 
把他們誇獎得好像送我們珍貴的東西一般喜愛.  所以後來每年他們自動會找時間去買聖誕禮物, 
遮遮掩掩的進門, 然後要求我們倆出門, 好讓他們包裝禮物. 
 
3.  我們要他們把親友送的聖誕禮物, 都塞到聖誕樹下.  讓他們有空, 就去觀賞一下那堆五顏六
色包裝得很漂亮的禮物.  心裡充滿著拆禮物的期待. 
 
聖誕節那天早上, 大家快樂的唱著歌起床.  兩兄弟會互相催促對方起床, 因為吃完早飯, 就是拆
禮物的時候了.  那是聖誕節 快樂的 highlight 時光.  我們會把所有的禮物, 從樹下搬到
family room 的玻璃茶几上; 每個人發一頂聖誕帽, 等大牛把拔把錄影機架好.  這是我們劉家的
一年盛事, 要錄影存證哪個人送了我們啥禮物(呃~  這個存證的好處是, 若禮物相似太多用不到, 
有時第二年可以倒帶一下, 才不會把前一年這人送的禮物, 又送還給同一人.  >"<) 
 
我們會先萬歲的歡呼一下, 然後每次臨時動議, 要求誰主持當年的拆禮大典, 說場面話.  然後錄
影當中, 我們一個一個的拆禮物, 一次一次驚喜的對著錄影機, 謝謝送禮的人.  事後, 再回頭看
每年的紀錄, 感覺到孩子一年年的變化, 真的很有意思.   
 
5.  兩個兒子小時候大約都是收到玩具當禮物.  拆禮後, 他們會選一樣玩, 其他的收好, 因為過
去他們每年都是被規定一天只能玩一樣玩具, 所以聖誕的快樂一直延續了好幾天.  一興哥哥當領
袖, 都會眼睛盯著各個玩具, 後做了很不容易取捨的決定, 選了一樣自己 想先玩的, 然後自己
第二想玩的, 就叫天真浪漫的加興選那玩具.  然後, 兩人就快樂的一起玩起來. 
 
************************************************************************************ 
今年, 我們還是不減過去的興奮, 照舊的按傳統行事.  一興和他的女朋友Katie, 送我們倆一套同
式的很好看的手套與圍巾.  加興送大牛把拔一個很漂亮可愛 portable 的按摩器, 送我一本"I just 
got a puppy, what do I do?"的書, 好讓我準備好怎麼迎接小狗狗.  我們覺得他們送我們的東西, 
很有趣味, 很貼心, 很棒.  我們送一興一套高爾夫球具.  送加興幾件衣服和手套.  一興今年因
為開始賺錢了, 所以他送加興一副手套(這小子回家前, 還是丟了手套, 連他老哥都知道.  >"<)(結
果他哥哥幫他在家裡, 又找到一副過去冬天比賽鋼琴戴的手套.  所以現在加興有三副手套
了.   >"<)和一個電腦的遊戲. 
 
聖誕節的深夜, 我們三人送一興去機場回紐約.  他急著回去賺錢.  四天真是太快太短了.  一月
初, 加興也要回學校去了.  我真的很捨不得放手...... 
 
孩子們, 多謝你們帶給我們的快樂與富足.  人生路上, 有了你們, 讓我們人生好精彩好豐富.  請
好好往前走, 請好好照顧自己.  願一切好運順利都跟著你們才好. 
 



 475 

          

原來聖誕節給人的溫馨, 可以回味一年, 讓人好期待明年聖誕的到來...... 

    

東部返鄉的旅客們都累了~  

 唷~  把拔看得也累了~ 

Monday December 31 2007 03: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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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ㄟ衖鼓 
 
這"梨ㄟ 衖鼓"的英翻中, 起始來自大牛的三舅.  當年他來美兩、三次, 都住在我們家, 讓我們招待
著.  有次去到Redondo Beach, 他笑嘻嘻的說; Redondo Beach 原來翻成台語, 就是"梨ㄟ 衖鼓
", 意思就是"在打鼓".... 
 
先對 837 說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通知她, 就逕自去了Redondo Beach.  這真的不能怪我.  聖誕
節那天, 拆完禮物沒事做, 天氣超好, 四人忽然想去海邊走走, 又忽然想走走後吃飯問題也要考
慮,  那還考慮什麼, 當然是去Redondo Beach 吃螃蟹嘛~  就這樣, 我們就開著車滑下去了~ 
 
其實今年十二月回來, 覺得溫度有點凍.  天氣好是好, 太陽大歸大,但還蠻涼颼颼的, 吃螃蟹蠻寒
的, 心裡有點不妥的感覺.  但是, 自從上次在台北吃那鼻屎大的螃蟹肉, 很難有大塊吃肉大口喝
酒的快感; 那感覺就好像小北鼻想睡覺, 沒奶嘴吃的少了啥東東的不滿足的不爽.  所以, con 與
pro 的比較之下, 就決定口腹之慾, 還是蠻重要的啦~  >"< 
 
到了後, 誰哪管那麼多的逛海邊, 先殺到餐廳吃螃蟹要緊嘛~  點好餐, 四人圍著圍兜兜, 快樂的
等上菜.  唷~  這次韓國女waiter 上錯順序, 把我們的韓國辣魚湯和飯先上了來.  來了就吃囉
~  結果, 這才覺得對啊~  先吃個辣魚湯和飯墊底, 暖暖胃, 再吃螃蟹, 就不怕太寒了嘛~  原來
以前都吃錯順序了. 
 
喔~  那螃蟹一上來, 真是太棒了.  蟹黃蟹膏好香好甜, 吃完後, 拿起帶著四分之一身體的蟹腿, 
那身體的肉, 一入口真是好滿足喔~  一大口的熱乎乎香甜的蟹肉, 夾著蟹黃, 真是過癮到不
行.  吃完蟹肉, 肚子已經很滿意了, 再拿槌子敲腿和螯來慢慢品味, 這真是人間一大樂事的.  我
們一興手巧, 怎麼敲打, 那蟹腿肉拿出來都是完整的一大塊.  不過, 完不完整不重要, 敲出來的
蟹腿肉, 塞入嘴裡, 一樣吃得快樂.  反正肉多味美, 我的 高讚美詞就是肉多味美啦~  真是不虛
此行. 
 
吃完後去海邊踅了一趟, 應一應故事.  天氣涼, 沒有勇氣吃每次必買來吃的 frozen banana.  兩
個兒子還是吃了霜淇淋加巧克力 dip.  巧克力遇冷變硬, 脆脆薄薄的, 蠻好吃的. 
 
想不到聖誕節Redondo Beach 開放停車免費.  餐廳有營業, 所以我們乘興而來, 盡興而歸.  真
好. 
 
要去吃螃蟹, 千萬不要貪心一人吃一大隻.  點個蝦, 花枝或炸蚵, 就吃不下一大隻螃蟹了.  我們
四人吃了三隻, 算是吃得蠻多的了.  有一回去吃蟹, 我們一人點一隻, 吃到後來, 蟹也冷了, 也吃
不下, 覺得蠻腥的反胃.  辣魚湯更是吞不下一點點.  切記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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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ondo Beach 

等著吃魚的鵜鶘     

  等著吃蟹的劉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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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喔~ 

  忙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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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塊蟹腿肉 
 
 
 
 
 
 
 
 
 
 
 
 
 
 
 
 
 
 
 
 
 
 

Monday December 31 2007 02:1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