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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女中北美校友會

○理事簡介

巫慈容 
校友會會長 
一九六三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經營美國百年茶公司 
 
臧蓓 
校友會創會會長，現任總幹事 
一九六六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任教網路大學及自營電腦職培補習班 
 
雷秀玲 
校友會副會長 
一九六四年屏女高中畢業 
從事多年中文教育工作 
 
傅月珠 
校友會副會長 
一九六七年屏女高中畢業 
從事多年經營成衣工廠及花農場 
 
吳凱林 
一九六七年屏女高中畢業 
從事多年房貸款專業 
 
徐小明 
一九六六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任職於陽明海運公司 
 
王秋丹 
一九七九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經營大中旅行社 
 
郭瑪琍 
校友會理事會監事 
一九六八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職石油公司審計 
 

 
林純珠 
一九六二年屏女高中畢業 
從事多年絲花進口公司 
 
郭美倫 
一九六六年屏女高中畢業 
 
鍾千惠 
校友會理事會監事 
一九五八年初中部畢業 
現任職華信 Evertrust 商業銀行 
 
陳珊珊 
一九七五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從事珠寶批發及零售事業 
 
許娟娟 
一九六六年屏女初中畢業 
現與先生共同從事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與
發展 
 
鍾玉美 
一九六七年屏女高中畢業 
 
龔珠燕 
一九六七年屏女高中畢業 
現與先生共同經營汽車零件批發 
 
王懿青 
校友會榮譽理事 
一九六四年屏女畢業 
現與先生經營「李汝熹建築師設計事務
所」 
 
陳裘莉 
校友會榮譽理事 
一九六一年屏女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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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里真 吳樹佾 周淑慧 紀桂蘭 張麗珠 陳菊妹 劉秀梅 鄭秀蘭** 

王秋丹 吳瓊珍 周惠貞 范明 張麗齡 陳雅慧 劉素芳 蕭紀富 

王惠真 呂淑明 周慧慈 范瑞燕 莊瑞玉 陳裘莉 潘乃香 蕭家苑 

王惠瑛 巫慈容 林玲峰 韋啟藍 許文翠 陳德香 潘秀英 賴雅美 

王順娟 巫靜蘭 林娟玉 孫荻琍 許娟娟 陳錦雀 潘素美 賴漢玉 

王蘊華 李子曼 林真珠 徐小明 連鶯嬌 陳韻竹 潘素霞 謝秀芳 

王懿青 李幼美 林純珠 徐小靜 郭肖兒 麥蘊莊 潘雪英 謝秋美 

王懿俊 李原典 林淑華 徐蜀瓊 郭美倫 傅月珠 蔡月清 謝素貞 

王懿美 李淑美 林清芳 徐嘉楣 郭淑雅 傅慧成 蔡正芬 謝璧漣 

王懿敏 李淑美 林都美 翁淑敏 郭瑪琍 黃秀敏 蔡正蘋 鍾千惠 

任慧超 李淑娥 林瑞媛 翁蘇淑芳 郭碧霞 黃素梅 蔡如珍 鍾玉美 

何小鶯 李惠美 林錦好 張乃安 陳文香 黃衡如 蔡沁香 鍾純香 

何長旭 李琳 邱琴綺 張大坤 陳月青 楊瑞珠 蔡明秀 鍾瑞華 

何國蓮 李靜菊 施素梅 張介眉 陳芳真 鄒家英 蔡惠珠 鍾碧鶯 

余鳳儀 沈玉花 柯秀琴 張君華 陳珊珊 雷秀玲 蔡榮珠 鍾劉秀鳳 

吳恆芳 卓培我 洪惠涓 張真蘭 陳郁芬 廖裕蘭 蔡靜江 羅可蘭 

吳淑貞 卓惠美 洪瑞珠 張瑞吟 陳素雀 臧蓓 蔡瓊雍 羅哈斯 

吳莉琳 周阿垂 紀初薌 張蓮珠 陳寅強 鄢仿蘭 蔡麗仙 羅郁美 

吳凱林 周訓媛 紀金月 張簡慶美 陳雪卿 劉月英 鄧麗麗 龔珠燕 

 

○會長的話                                                                                                          巫慈容 

各位親愛的校友姐妹們，大家好 ! 

『雙喜臨門』或許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願望， 能遇上『雙喜臨門』談何容易 ! 但校友會今年非常有

幸，竟然碰上了二喜 :  

第一喜 : 本會總幹事臧蓓( 1998 年創會會長) 被選為母校八十年校慶的傑出校友之一。 (曾經當選的傑

出校友在北美的有張昭昭及曾富美學姐) 。我們謹在此恭喜臧蓓，真替她高興，更要感謝她對校友會

的辛苦付出 與盡心盡力，熱心公益的她應是當之無愧的。 

第二喜 :  屏女北美校友會 創會至今有 十五年了(1998 年 至 2013 年)，可喜可賀也。本會自 1998 年創

會至今，由 33 名校友增加到 368 名。創會的召集人鍾千惠、臧蓓與本人當初的美夢終於開花結

果，值得欣慰。當然十五年來所有理事們的努力、堅持、打拼，更是功不可沒，在此謝謝大家 ! 

然而更重要的，如果沒有全體校友們的支持及鼓勵，也無法走過這十五個年頭，而且還要繼續走下

去，不是嗎 ?  大家加油吧 !! 

十五年過去了，想想這十五年來的點點滴滴，的確有很多值得回憶的往事 !  如果我們檢討一下，校

友會做的成績如何呢 ?  妳們是否會回一句簡單的話  :  『過得去，不予置評』， 而一笑置之呢 ?  無論

如何我個人是希望有人接下這會長的位置，我就可以哈哈大笑榮退了 !!  

 

 

 

 

    

 

 

 

 

會長  巫慈容 

永久會員名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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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女中北美校友會十五周年活動大事記               許娟娟整理 

 

年度 日期 事項活動 

1998 06-14-1998 湘園餐廳創會 召集人 鍾千惠, 會長臧蓓, 總幹事巫慈容  

 12-06-1998 校友會第一次活動，金曲卡拉 OK 

19981 10-09-1998 會長臧蓓返母校 

1999 01-30-1999 會賓樓舉行春節聯歡 午餐宴 

 05-16-1999 春季活動 Dana Point 海邊烤肉 

 10-16-1999 第一屆年會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2000 04-09-2000 一日遊 Carlsbad 花海賞花 及 La Jolla, Mission Bay 之旅  

 10-14-2000 一日遊 Sherman Library/Garden 及 Newport Beach 海邊遊 

2001 04-14-2001 第三屆年會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11-10-2001 一日遊 Palm Spring 棕櫚泉 Aerial Tramway 旋轉登山纜車 

2002 04- 14-2002 一日遊 Carlsbad 花海賞花及聖第牙哥 Hotel Del Coronado 

 10-27-2002 Rowland Heights Schabarum Regional Park 烤肉 

2003 05-10-2003 第五屆年會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10-26-2003 一日遊 Temecula - Pechanga Casino 賭場 及 Wilson Creek 

Winery 品酒 

2004 03-21-2004 一日遊 參觀 Santa Barbara 古教堂及年度蘭花展 

2005 04-16-2005 第七屆年會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會長 巫慈容  

2006 03-12-2006 一日遊 春遊 Getty Center, Lake Balboa 賞櫻 及 Ronald 

Reagan Library 雷根紀念館 

2007 07-16-2007 第九屆年會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2008 10-24-2008 返校慶祝屏女 76 周年校慶，並與台灣校友會共遊南台灣

海岸 墾丁、宜蘭礁溪 

2009 10-10-2009 第十一屆年會  在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舉行 

2010  從缺 

2011 04-10-2011 墨西哥七天六夜 遊輪之旅 

 09-17-2011 第十三屆年會，在 San Gabriel 御珍樓舉行 

2012 10-19-2012 母校八十年校慶，臧蓓榮獲傑出校友之一 

2013 10-26-2013 第十五屆年會，在 San Gabriel 御珍樓舉行 

 



 

  屏東女中 北美校友會 2013 年刊    

 

5 

 

 

    

    

    

    

    

    

    

    

    

    

    

    

    

    

    

    

    

    

    

    

    

財政報表由郭瑪琍整理 

年度財務報表  
 

   

    
Balance as of 8/30/2011 

  
 $   6,764.65  

    
Income 

   
Advertisement for year book 1,200.00  

  
Membership fees and donations 560.00  

 
1,760.00  

    
Expense 

   
2011 year book printing cost 1,150.00  

  
Postage & copy & office supplies 517.50  

  
Bank charge & misc. expenses 61.33  

  
Flowers to alumni 108.75  

  
Donation to Alma Mater (母校) 1,030.00  

  
Total 2,867.58  

 
(2,867.58) 

    
Activity 

   
2011 Year Party    
Receipts 3,710.00  

  
Costs 3,721.05  

  
Balance (11.05) 

 
(11.05) 

    
Ending Balance as of 9/30/2013 

  
 $   5,6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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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周年校慶傑出校友 (2013 年) 

陳秋花  臧蓓  戴桂英   鍾屏蘭  李燕

妹  鄭碧玉  吳美華  許江麗香 

 

臧蓓 獲選傑出校友傑出優良事蹟 

美國南方網路大學教授，屏東女中北美校友會創辦

會長，致力於北美地區校友連繫與發展，現已有北

美地區校友 360 餘人。 

 

六十周年傑出校友  

名畫家曾富美的畫曾

榮登 北美校友會

2003 年刊封面,  曾富

美 為慶祝本會十五

周年, 特捐出珍藏名

畫十五副做為年會抽

獎之用, 特此感謝 ! 

曾富美將在 2013 年

十一月 16 日- 27 日

之間在 “高雄文化中

心” 舉行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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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而 復 得 的 家 當 

一個很不尋常的經歷               王懿俊 

 

很早之前，四姐就說她的兒子寶寶七月底要來灣

區看媽媽，她也想來，問我要不要一起，大家好

聚聚。我當然一口答應，一直很久了，我們各住

東西岸，見次面不容易。在訂日子的時候，為了

和老友碰面，改了又改。四姐出門時，又一波三

折，寶寶一家結果沒能來，還好這卡媚兒之旅

（Carmel）算是成行了。 

 

星期一一大早，我們就帶了媽媽往南開，兩個半

鐘頭的車程就到了那美不勝收的鵝卵石高爾夫球

場（Pebble Beach Golf Course）.一路上雖然天氣陰

霾，氣溫倒也還和爽。鵝卵石高球場是北加州挺

有名的景點， 附近的 17 Mile景區，更是常年都

有絡繹不絕的遊客。一路上一直都有和老友電話

連絡，剛坐下不久他們就到了。我們坐在室外露

天陽臺的大圓桌，就在 18洞的底線。放眼望去是

太平洋碧綠的海水，緊貼著的是細心修飾過的草 

坪，連接著海岸線，古松矗立，風景盡收眼底。

接下來的三個鐘頭就美味佳餚，如珠妙語，四姐 

談她的跳舞經，加上三姐和四姐的孫子、孫女

經，老友夫婦跟我們介紹他們小女兒的“鐵女經” 

 

（Iron Women Triathlon Race），在大家時而大聲，

時而收歛的笑聲中好像一會兒就過去了。看媽媽

累了，三姐就提議先把媽媽送回旅館休息，我們

又一起開車到附近的西班牙灣（Spanish Bay）看

穿蘇格蘭裙子的人吹笛子。海風陣陣，我們都加

穿了外套，還披了毛線披肩，這樣涼快的夏天還

很少見。形式般的看了迎客松，照了相，晚上又

去三姐介紹的海鮮餐館，飽餐了一頓。回到旅館

已經十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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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開車後

門，只聽見四

姐的驚呼  : 

“哎呀！我的

箱子怎麽不見

了？”我們都

跑過去看，果

然，四姐的黑色手提箱子不在車後面了。轉身問

三姐  : “早一點送媽媽回來的時候，有沒有拿進去

放在房間裡了？” “沒有啊!”。這下可傻呆了，我

們開始想各種丟箱子的可能性，都是坐六望七的

人了，想盡了也沒法兒確定到底是什麼時候丟

的，壓根兒就沒去注意過。想來想去，既然車沒

被人打破玻璃，就可能是車門忘了鎖，不翹也能

打開，可是並沒有忘記鎖車門呀！再不，唯一的

可能就是我們吃完午飯，把車從停車場開到輪椅

接送的斜坡頂 上，搬媽媽的輪椅上車的時候，得

先把箱子拿下來，等輪椅放好，就關了門，匆匆

忙忙的去車右邊扶媽媽上車，然後從車前繞過去

開車，繼而揚長而去，而箱子留在街上的原地完

全給忘了。有了這點眉目，三姐馬上開始打電話

去鵝卵石高球場報遺失。找到了當晚值夜班的

人， 他問了詳細的情形，包括箱子大小、顏

色、牌子、形狀。最好玩的是，人家問到是什麽

樣的箱子的時候，三姐一急說, “就是那種 four 

wheel drive 的箱子！”（四個輪子都會轉的, Spinner 

Suitcase）讓我們這急得要命的人，都忍不住的笑

起來了。 

這之間最讓我們心焦無比的是，當我們想安慰四

姐的時候，問她箱子裏有些什麽重要東西，想想

萬一箱子找不回來，明天經過 Gilroy 可以去把東

西買回來，只見她一臉的難堪，勉為其難的說了

這麽一句“那裏面都是我最好的家當啊！”我們還

在想，也許我們倆個人合起來可以有足夠的錢，

怎麽也可以買回來吧！我們的好奇心更是放在她

所謂的最好的家當到底是什麽？話一出口，四姐

就說：“哎呀！那可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得回來的

喲！”我們就更覺得納悶兒了！一不做二不休，咱

們就來個打破砂鍋問到底吧！四姐這才告訴我

們，這些年來她很熱衷於跳舞，既悅心又健身，

而跳舞跳得開心的時候，是會汗流夾背的，不用

好的化妝品就可能會抹糊成個怪樣子。她那箱子

裏除了一些她最喜愛的夏裝，還有她前不久才化

了很多功夫去買來的防水化妝品，專給花式游泳

選手們精心設計的精用品。我和三姐聽得目瞪口

呆，這可是頭一回聽說，當晚可就更是難以成眠

了！心裡一面想著到底在哪兒丟的，怎麼丟的，

到底找不找得回來？四姐的寶貴家當就這麼丟

了，怎麼補給她呀？我們雖然沒有那麽怪罪自

己，倒真是覺得有責任的，畢竟是我們倆一起去

扶媽媽上車的呀！三姐後來告訴我說她最後一次

看錶是清晨三點鐘！我和四姐大概也都差不多一

夜都沒怎麽睡！ 

第二天一早，三姐就去前台準備找警方電話備案

了，心想，希望有人只想要那個新型的箱子，會

把裏面看來無用的東西扔在路邊不是沒有可能！

三姐還正在解釋要找警局的來龍去脈，殊不知，

前臺的小姐說: “你是在說這個嗎？”原來高球場的

保安，不僅是在儲藏室裏找到了路人送回的箱

子，下班後還順道送來我們住的旅館，哇！我們

幾人同時大聲驚叫了好幾秒鐘，差不多把隔鄰的

客人都吵醒了才靜下來！四姐當然是喜不勝收，

我們也都爭先恐後的想看看那重金難買的特級化

妝品和她最鍾愛的家當到底長什麽樣兒！慶幸的

是，丟了箱子，有驚無險。學到的是，下次一定

要左右看看，隨時警惕，不能靠記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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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個小插曲，待我們回到家講起來，三姐

夫笑著說，你們可以謝謝我！為什麽？“是我介紹

你們去那兒吃午飯的呀！”他講得沒錯，這樣失而

復得的事確是難得，恐怕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會有

這樣的結果，這舉世聞名的高球場，的確不同凡

響！ 

  

王懿俊八月初稿, 王懿青九月再稿 

王懿美校對 

 

 

 

 

 

 

 

 

母女的珍貴蜜月          臧蓓

  爸爸二○○六年因病過逝後，台北家中只有

孤零零八十六歲的媽媽，守在八德路四段一棟

住了四十年的四樓公寓裡。她總是唸著 :

「我一生最愛的人都走了 !」，因為唯一的

弟弟在四十二歲時，二十年前就因病過逝

了。當然媽媽絕對是愛我的，可是大概比不

上她一生最鍾愛的帥爸爸，及瀟洒倜儻的弟

弟吧！ 

    照顧母親成為我生活中最優先的事，可以

目前的狀況是 : 一邊是媽媽，生活在她大半

輩子最熟悉的台北市；一邊是我，住在美國

洛杉磯三十年，幾乎半輩子都從事自由業的

女兒。應該是女兒搬到台北陪媽媽住呢？還

是女兒把媽媽接到陌生的美國和子孫團聚

呢？這樣的問題在我心中一直打轉了幾

年……，就像是兩岸應該「獨立」？還是應

該「統一」一樣的難解。所以這些年我就在

無法找到妥善解決方法的情況下，只好維持

現狀，但多加強與住在台北的母親交流了。 

    回顧 2007 年四月，我安排了與媽媽同遊

上海的計劃，同時探訪在浙江平湖，經營原

木加工的表妹夫婦。在外灘、東方明珠、城

隍廟、新天地暢遊留影。平日舅舅住南部，

常來台北陪伴及幫忙媽媽，使我放心不少。 

    2007 年九月，媽媽摯愛的姪兒結婚，特來

美住了兩個月，這其間大家都享盡了天倫之

樂，媽媽個性直率逗趣極有戲劇性，常把孩

子們逗笑。 

   2008 年十月我回台停留一個月，同時與高

中校友會合回屏東參加母校 76 年度校慶。

在完美氣候的台北與豔陽高照的屏東渡過與

媽媽快樂的一個月假期。 



 

Ping Tung Girls’ High School Alumnae Association in Northern America 

 

    停留台北時，我找到一個最經濟簡單的娛

樂，就是早上和媽媽散步到中崙逛傳統市

場。菜色及商品種類繁多，價位較低。 

  我最喜歡的是她精心製作的 365 天都甜酸

度剛好的泡菜。媽媽的泡菜是累積數十年經

驗而來的極品，遠近馳名。親朋好友不論親

疏都是一吃難忘，每次囑咐：「甚麼也不要

送我，只要妳的泡菜。」 

    那幾年一星期有三天(星期二、五、日)是媽

媽牌友們固定相聚的日子，這些牌友大部分

是媽媽相識四十多年的空軍眷屬。牌局設在

一位年近九十歲，生活富裕的賈媽媽家。她

雇有傭人，每次收取每人幾百元臺幣抬費，

包括精美茶點及八菜一湯的晚餐。通常她家

有兩桌麻將八 、九個人。媽媽總是打扮的光

鮮漂亮，穿上搭配合宜的衣飾與老姐妹們話

家常，較量牌技，當然也少不了八卦一番。

因為媽媽嗜愛芭樂，每日必吃，還帶著去打

牌，她們給媽媽取個外號叫 :「芭樂小

姐」。如果有人有事缺席，當晚一定電話連

絡，報告錯過的牌經或八卦。 可惜如今館主

賈媽媽已過逝，部分牌友也是走的走，病的

病，令人無奈唏噓。 

    每一天的晚餐是我和媽媽最快樂的時光，

因為媽媽總是駕輕就熟的很快做幾樣家常可

口小菜讓我享用，媽媽的廚藝精湛，連不習

慣中菜的孩子們都念念不忘，多吃幾碗飯，

邊拍照留念邊說 : 「為什麼妳做的菜沒有外

婆好吃？」 他們說外婆的豆瓣魚、蛋炒飯，

牛肉麵等一點不輸名店。     

    那幾年我回台北，媽媽一定取消她的麻將

聚會。我們常去逛街。沅陵街、忠孝東路等

都是常去的地方。這時我才發現媽媽雖然有

長期的腰腿疾在復健中，可是走路的功夫不

輸我呢 ! 也許是她太興奮，忘了累吧 ! 她總

在興奮快樂的心情中與我共食及逛街。在她

嘴邊常說的一句

話就是 : 「妳要

是常在台北陪媽

媽多好啊 !」   

當我抽空去看看

老朋友或大學同學，她會守門等我，如果超

時一定會手機追蹤。朋友們說 : 「甚麼 ! 妳

都六十歲了還這麼擔心妳！」是的，買衣服

時，她也愛出主意，要我穿得時尚，又不失

端莊典雅。她總忘記我已經六十歲多了，店

員常說的一句話 : 「好幸福啊 ! 還有媽媽陪

著買衣服幫妳打扮。」 

     2009 年五月我回台一個月陪媽媽過母親

節，每年母親節世貿中心都有國際素食與有

機產品大展，那是我們兩的最愛，總是逛到

吃到腰痛腿酸提不動才回家。 記得有一次偶

而看到在國父紀念館對面舉辦的客家文化嘉

年華會，品嚐素的豬肚、豬血，各種水果

醋、水果酒及養生湯等新產品。    隨後並安

排與媽媽到北京旅遊，並探望姑媽表親等。

我們住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旅館，方便逛

街。有一天不知不覺竟然走到當年媽媽生我

的東門四街及附近我出生的協和醫院，雖然

她已記不清這六十年多年前她住的巷弄門

號，可是她真的很高興回到她一生中最珍貴

的時光隧道中。 

    2010 年三月我回台一個月，同時參加小學

畢業五十年重聚及帶媽媽看台北花博。為了

七月女兒結婚選禮服，我和媽媽又逛遍東區

才找到兩人都滿意的兩件禮服，雖然累，試

衣過程卻非常有趣。七月女兒結婚，媽媽風

塵僕僕獨自來美一個月。在女兒海邊的婚禮

舞會上，我們拉著媽媽瘋著跳舞，那一天是

每個人最珍貴的回憶吧!  美國國慶我們帶媽

媽躺在滿公園是人的草地看煙火吃爆米花， 

她說 : 「這真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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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三月回台一個月陪媽媽並參加百年

國慶。記得有一次我們慕名去逛五分埔，發

現那裡的衣服大部分是年輕辣妹的式樣，便

宜時髦但不準試穿。雖然這樣，媽媽還是逛

得興致漾然，還在電話裡告訴她的老友 : 

「我女兒帶我瘋到五分埔去了。」 

    2012, 2013 年孩子們也跟我回台一星期，

特別安排礁溪溫泉旅館度假。孩子走後我都

留在台北過年，讓我見識了過年前迪化年貨

大街及南門大市場的壯觀、熱鬧、豐盛，有

媽媽在旁指點，讓我學了很多台灣日益精緻

的美食文化，覺得好過癮啊！ 

 今年 2013 年八月我再次安排了大陸

九寨溝之旅及回台一個月。出乎意料的，媽

媽在浴室不慎滑落撞到肋骨，疼痛難熬，我

暗讣終於遇到一個角色替換的時機變成全日

照顧及服伺母親的乖乖女兒了。每天除了採

買做羹湯，還要料理家中大小事及去醫院拿

止痛藥。遇上她情緒低落時更要百般安慰。

所幸的是，我的歸期到時她也幾乎痊癒，讓

我可以安心的上飛機回美。這次的蜜月雖苦

中作樂反而覺得特別有意義。意外發現的一

件事是走在台北熱鬧的街頭，想到家中受苦

的媽媽，所有以前認為的享樂之事竟完全變

了味。 

    每次回味這幾年和年邁母親每年度蜜月的

情景及快樂，真希望這樣的美好日子可以長

長久久，可是她一年年老去，這可能嗎? 於

是計劃以後我會住更長時間陪她，並盡量改

善現況，祈禱她平安健康! (2012 年三月寫於

洛杉磯 完稿於 2013 年九月) 

 

 

 

心 路 歷 程 話 編 書         王懿敏 

 

2000 年四月十五日，我們在溫哥華為先父的突然離

世，悲傷地舉行了他的追隨禮拜。之後，家母遷居到

馬里蘭州與五妹懿俊同住了四年，兩千零五年春天，

家母從東岸搬到北加州的屋崙，定居在城市中心的中

國城，轉眼間又過了九年。家母喜好自己一個人住，

身體也算相當的健康！這十多年來，姐弟當中以三妹

懿青就近照顧得居多，五妹懿俊常來看媽媽，我也在

近三年來常住在屋崙陪伴她。 

 

在這十三年中，家母得到了美國的醫藥保險，又順利

地考到了美國的公民。家母在拉斯維加斯和馬里蘭州

渡過了她的八十大壽，又在屋崙渡過了她的八十五大

壽，姨舅，表姐妹都來相聚。眼看著家母的九十歲生

日快到了，我們想不出什麽好的方式來給她特別的慶

祝，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是，家母有她的主意，

“什麽都不要，只想要一樣。”她說。”要什麽？“ 我們

好奇的問。”我只想要爸爸的那本書！不是為我，而

是為紀念你們先父的百年冥

誕！“ 

 

家母比先父小十歲，他倆的生

日都是三月一日，巧的是家母

的生日是陰曆的三月一日，而

先父的是陽曆的三月一日.就

這樣我們有了目標和底限期！ 

 



 

Ping Tung Girls’ High School Alumnae Association in Northern America 

 

十多年前，三妹和我曾經跟先父談過多次，那是他唯

一想做完的事，自從空軍退休之後移民來到美洲，先

父始終將他一生的書信和軍中的重要文件保持得很

好，想留給後輩做為借鏡，現在回想起來，才比較可

以體會他當年的一片心意想要留給我們晚輩最珍貴的

墨寶。以前每次從加州去到溫哥華幾天實在也做不了

什麽，可是他的想法和期望我們是很清楚的。先父走

了之後，家母也曾經試過，始終也沒有什麽進展。一

直到了去年十月的十九號，從弟弟那兒取囘了先父的

勳章，為的是想籌備三月的大事，說來也怪，本來我

們還半信半疑的沒什麽把握，勳章的相框來了之後，

褂在客廳的牆上，看著看著精神就來了，工作就積極

地展開了。到二月的二十七號為止，我們僅有四個半

月的時間，一百三十個工作天想要完成先父一生的故

事集，真不敢相信是做得到的事！我們工作的步驟如

下： 

1  分類 - 將文件和書信按類別分爲九個不同的類別； 

2 辨識 –按時代先後將每件文稿都註上年代，並請      

 
 

家母幫忙解決不易辨別的字跡；   

3 選擇 –將可採用與不用的材料分開，這是決定本書

內涵的要訣，並訂好大綱； 

4 邀請 –姐妹弟大家都來幫忙中文打字，五妹、六妹

和我的二女婿幫忙最大；   

5 分工 – 家族譜和百年大事也是大家分工合作； 

6 翻譯 – 邀請了表弟和他的朋友幫忙做英文翻譯，他

們給了我們很多好的專業建議； 

7 校對 – 四妹超職業水平的校對本領令人刮目相看，

大家挑燈夜戰激增了手足情；  

8 相片 – 大家 Email 來寶貴的照片，由我的二女和女

婿精心慧眼的合作成了別緻的電腦排版；  

9 印刷 – 由三妹他們在屋崙熟悉的公司代理。 

無巧不巧，剛開始不久，十一月底家母摔倒了，換了

腿骨，住院和復健的期間四妹懿美，五妹和六妹都來

幫忙照顧，五妹的女兒欣彤還特別來幫家母做復健。

大姐和幼弟也有電話聯絡和寄來照片，隨著時日，家

母的身心都慢慢地好多了。 

 

三月一號終於到了，妹妹們都到齊了，我們帶著興奮

又緊張的情懷，同心思念著光輝燦爛的先父！回想我

們全家這麼多年在一起渡過的歡樂時光，無不感激父

母當年排除萬難、歷經艱苦、培養我們成人的一段豐

富的人生。願 神祝福您直到與父再相見的那一天！

懿敏 2013 年 2 月 28 日初稿     8 月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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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生活剪影 

臧蓓與校友范明六月在紐約與 

校友江陵燕、洪惠涓、洪惠珊 

郭美倫 (前排左三) 熱心合唱團 

卓惠美 (後排左四) 

與台灣校友 (摘自  Face Book) 

范明與姑媽  

英文老師 范春溪 



 

Ping Tung Girls’ High School Alumnae Association in Northern America 

 

 
 
 

含飴弄孫樂無窮 

許娟娟 外孫女 Hannah  1 y 

鍾千惠  眾 孫子女 

 Ria Nakahara  age  10 y  

 Reina Nakahara  7 y 

 Mirei Nakahara  5 y 

 Matthew K  Nakahara 2 y 

 Luke A. Nakahara   1 y 

 

林純珠  外孫女  Katie 5, Maddie 3 

傅月珠 孫子女  Konrad  4.5 y, Olivia  2 y 臧蓓 外孫女 Cora 7 m 

龔珠燕  眾孫子女 

Juliette Lin , Niall Hoffmann , Declan 

Hoffmann , Amber Lin , Beverley Lin 

徐小明 外孫 John-Ryan Hamlet 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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