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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碎語（戴明瑞） 

 

以前總聽說快樂的日子過得特別快，真的是這樣的嗎？從疫情

在去年三月爆發，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六個月，你覺得天天聊

奈，度日如年嗎？還是輕鬆自在，日日好日呢？其實，快樂的日子是過得長不是過得快，在等量的時間

裡，如果充滿了事件或活動（尤其是快樂的），你會覺得那段時間比實際的長。但如果日子過得規律平

淡（這並不一定不好），就像在這疫情期間，你是否有時候會覺得，去年三月的最後一個聚會，竟是恍

如昨日？ 

 

所以感覺才出了 Q2 季刊，怎麼 Q3一下子就到了？ 

 

謝謝多位校友賜稿，希望我們每一期都有生力軍加入，使我們季刊更多樣更有趣。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及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

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一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校友會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居家工作防疫感言 （會長 王相禮） 
 

幾家好友相約出門郊遊爬山，上下逍遙，好不快活！但時間一長就發現腿力不繼，缺水少糧，又渴又

累，氣都喘不上來！天快黑了，心想只要再堅持一會兒，馬上就有輕鬆下坡路可走，哪知一轉彎才發現

還得再越過前頭的這座山才有坦路，這時不打緊幾位小朋友卻走不動了撒賴，無論如何勸說都不肯邁步

向前，身心也已疲憊的父母只得苦口利誘，哄抱背著匍匐前進，連帶地也遲緩了大隊人馬的前行速度，

以致領路的隊長也不能確定何時大夥兒才能順利下山到點！ 

 

怎麼這個情景如此像目前大家都在努力對抗的新冠疫情？疫情對全人類造成的傷亡已經上下幾波高峰，

近二年了卻仍持續升高中。初期是佬先生、姥太太熬不住，現在竟然是幼兒與少青壯年在艱苦和病毒奮

戰，不知何時才能從這個困境中走出來？近幾年來的地球暖化與極端氣候變化在全球造成的無數損害與

衝擊也讓所有人瞠目結舌。我們這代人損壞地球，面對因此衍生出的所有問題責無旁貸，如何彌補這些

過錯可能是我們所有人餘生都須努力不懈的課題！ 

 

謹此祈福所有的校友們與家人，非常時期，注意防疫、健康喜樂！期待能早日有機會與大家共聚一堂話

家常！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http://www.ntuaagny.org/


母校消息 

 QS「2022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本校排名第 68 名 . . .  [mor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日前公布「亞洲大學排名」，本校排名第 20 . . .  [more] 

 這場沒有英雄，沒有硝煙的戰場，從第一線急診到內科 . . .  [more] 

 為什麼西洋芥末和東洋山葵會辣？. . .  [more] 

 心誠則靈，只要你相信，點石就能成金。根本沒有什麼秘笈。只有你 . . .  [more] 

 愛因斯坦曾說：「我經常在音樂中思考，我從小提琴獲得了生活中最大的樂趣」. . .  [more] 

 當朱老師說我們可以把自己當成藝術品打造時，我恍然大悟，這是我從來沒想過的 . . .  [more] 

 國立臺灣大學發布第二本社會責任報告書 . . .  [more] 

 只要放上一些黃瓜皮或切片，螞蟻就會完全避開這些區域? . . .  [more] 

 疫情澆不熄的熱忱—臺大山服數位營隊創造服務新模式 .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不同背景

領域的學習者，例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

的同學們，如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 
 

校友會鼓勵大家捐款回饋母校(Tax deductible)。請寄支票(payable to NTUADF)給葛賢芬校友

(Margaret Lai, 18 Manton Avenue,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再一起寄給在芝加哥的黃慶鍾醫師 

(NTUADF 財務負責人)。黃醫師會將捐款收據直接寄給您。除非特別指定用途,捐款將繼續給“低收入家

庭學生的助學永續基金“。目前對助學永續基金的捐款，離目標尚遠。希望校友們能慷慨解囊，多少不

拘，扶助清寒的學弟妹。 

校友會是免稅非營利組織。除了服務校友及鼓勵校友回饋母校之外，也做些社會慈善工作。歡迎校友的

捐款。支票(payable to NTUAA-GNY)請寄給葛賢芬校友，地址如上。您將從校友會直接收到捐款的收據。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4&sn=20921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4&sn=2092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5&sn=2093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6&sn=20937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7&sn=20945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7&sn=20946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7&sn=20951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8&sn=20957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88&sn=20959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0&sn=20985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http://www.ntureunion.tw/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98&sn=15126


天行健 地勢坤     (任珮鳳  數學-84）  

 

2019年初，才開始工作一年半的兒子告訴我他一個人要去走全長2665英里（4270公里）的太平

洋山脊小徑(Pacific Crest Trail)，一般人簡稱PCT。這一走就從加州的最南端，接連墨西哥邊界的

小鎮開始，穿過南加州的沙漠，走在Sierra山嶺，走出北加州，穿過奧瑞岡的森林，再走過華盛頓州

到加拿大才算結束。等於是從台灣最北端走到最南端來回12趟，而且因為是走山脊小徑，幾乎每天都

爬上爬下，全程走完，總共走的海拔高度加起來是上山坡489,418英尺，相當於149公里，等於上下了

38座玉山。 

 

我默然無語，這個獨跨太平洋山脈的健行他提了好幾次。我完全無法說服他打消這個計劃。我

不了解為什麼他不努力工作；又擔心他一個人走山幾千哩六個月的安全......大學畢業後就來美國求

學的我，後來變成一個單親帶大二個小孩，覺得自己也算是一個有能力的現代婦女，過關斬將的覺得

無愧上天所賦，沒想到真正的考驗卻從來沒有結束過，那就是怎麼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來接受了解這

個徹底個人主義的兒子。意識到我真正的不安是面對兒子選擇的不確定性。好吧，這年頭母子爭執總

是母親讓步，改變不了他的決定，我只能放手。至少得讓他知道這裡永遠是他的基地。 

 

五月中兒子開始了他的長征。 

39.58447,-120.61879；二個很普通，看起來不特別有趣的數字，但它們是兒子在山脊徒步旅

行時攜帶的一個小裝置所報告的緯度和經度。深山荒野裡沒有手機的訊號是常態，如果不想帶著沈重

的衞星電話，只能靠這類的小裝置來報位置。幾個星期靠著兒子傳來的坐標，配上谷歌及PCT網路上

補給站的地圖，慢慢地我対加州的一些小城市也可以朗朗上口。慢慢地我也了解這整個行程。 

 

全長2665英里的太平洋山脊小徑有六十二個補給站，每隔三五天的這些登山健行的人會進小镇

去洗個澡，添補食品，給自己及電器充電一下。有些補給站規模大一點，就變成親朋好友可以探訪這

些登山步道者的聚點。了解這個系統後，我也開始考慮要不要選個補給站去看兒子。 

 

做這個計劃不容易，因為這種跨月長程登山很難捉摸，尢其是六月中旬他開始爬整段行程最高

的山群。不僅山上都還是雪，鞋子得套上雪釘，走快走慢已經不只是自己的意志體能，還得看老天眼

色。要算出和他碰面的時間地點，誤差可以很大。都想放棄和他碰面的念頭，後來轉念一想，不是每

個人有這樣的機會，而且再麻煩也沒他辛苦吧？後來選擇了在海拔八千尺高的曼摩絲小鎮住上七天來

等他，等7天夠了吧? 

 

終於兒子短訊説7月7日下午五時會走到靠曼摩絲最近的補給站，然後他會坐公車出來和我碰

面。四點不到我就到那裡等他了。七月了，可是山頭上還是白雪覆頂，停車場還是停滿了來滑雪的遊

客的車，上下山的纜車開到四點半。五點時整個山頭便已經空空盪盪的。風也大了起來，即使還有夕

陽照著，已經蠻冷的，可是我心頭熱轟轟的，想到就快看到兒子了。 

 

五點半公車終於開出來了。我趕緊走到下車的地方，盯著每個下車的人，不一會全車都下光

了，可是還是沒看到兒子，不免有些失望，難道他沒搭上這輛車？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渾身黒黑髒

髒，像個墨西哥做粗活的小孩一直對著我笑，而且喊著「媽」。 



 

啊！是兒子！是兒子！我抱著他。心裡難過，幾個

月不見怎變成了這麼黑这麼瘦；另外也慚愧，怎麼沒認出

他來？！但更多的是感激，謝天謝地，接到了。看到他笑

的左耳到右耳的，知道他開心看到我，什麼也值了。周圍

的人也都看著我們笑。有個小姐還主動要幫我們拍照。很

顯然這邊的人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帶著兒子回到住的公寓，這個附有廚房的公寓就派

上用場了。這些登山客他們背在山裡吃的都是速食品，一

包包各式口味的真空包裝，打開加水就可以吃了。因為怕

食物招來野熊，每人一定要把食物放在密閉的鐵罐裡。對

他們而言，新鮮的炒蔬菜最可貴，看著兒子慢慢的吃著，

雖然餓，可是他連日加快腳步趕過來，累的連吃飯的力氣

都沒有。我告訴他溫布頓網球賽的球賽，費德爾和奈道又

碰上了，我們談到2008年他們對打五局冠軍賽的盛宴……

我心裡莫名奇妙的感動著，我的兒子不也就是那個不認

輸，一直追求挑戰的人嗎？ 

 

聽著兒子講著二個月下來在荒野自然中步行的心

得，他知道什麼時候要趕路，設目標，知道怎麼應付壓力

放輕鬆。聽著他説到如何夜行来避開在白天高溫熱浪下來

橫跨40英里的馬加比沙漠。進了山區後，因為雪多，為了

趕在太陽把雪融化，他得起早摸黒上路。可是下午下山時

路上全是融了的軟泥，小路變成小溪，登山步行的人就怕

的就是溼，很多時候花在把衣服帳篷弄乾。有時晚上太

累，忘了鬆解的鞋带第二天都涷住了... 呼吸的水氣全在

帳篷上形成薄冰，走了二個月，連一半的行程都還不到。

他體會到了這不只是肉體的挑戰，更是精神意志的戰爭。

這不是一二天的野外登露，也不是幾個星期的縱走，而是

將近半年的長征。 

 

聚了二天，兒子又要回原點繼續他的行程。我心裡

頭充滿不捨，可是我知道攔不住他，改變不了他的決心。

望著他頭也不回的消失在森林裡，心裡難過，可是這次沒有哭，因為我想起他說二個月下來，他對自

然的循環更敏銳了，每天晚上看著月亮升起，從新月到滿月...慢慢地他知道月亮會在什麼時候升

起，滿天繁星的夜晚，讓他深深的體會到自己是這大自然的一部分，他知道太陽會在那升起，看到春

天变成夏天，沙漠變草原... 我聽著聽著也不由得感動了，我想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我知道兒子已經有他自己的體會了。 

 

後記：回程给一個也在走太平洋山脊健行的美國人搭便車，車上閒聊，問他家人對他走這麼長

的登山健行有什麼看法？他想也不想，立即回我，「他們非常引我為榮，因為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

事。」我怔住了。是啊，這是一個多麼艱難的挑戰...... 我釋懷了。你看這大地有山有嶺有湖有河

也有沙漠，有樹有花有莿有草，這大地多寬闊沒有什麼不能容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如果我期許兒子自強不息，那做父母的我們，至少也能心胸開闊，接受他們自

我的追尋吧。 



  

I  Danced             (趙如芸  國貿-87)   

 
我在初中的特教班工作, 這些特教的孩子們帶給我無數的喜悅和成長, 這個 "舞" 只是工

作中危機處理的一個小故事.  藉這個機會, 紀念過世多年的父親. 他二十多年前木板雕刻

的"舞", 時時提醒我: 聆聽真心的節奏, 才能舞出生命每個精彩的瞬間!  

    
 

I glided into the round stage in the center of 

the room under dizzying colorful lights 

spurred on by loud cheering and applause 

with swift cha cha steps to begin my routine.   

It was the yearly ballroom showcase 

everyone had been waiting for, which was 

always filled with a unique flavor of fun and 

glamour. All the dancers had prepared a 

routine, and now it was time to present and 

shine.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I sweated and 

worked vigorously for 4 months, so by now I 

had memorized every nuanced step, while 

my dance instructor, Sasha’s words, like an 

audio tape, repeated non-stop in my head: 

“Think about how your 

heart and body needs 

to stay in the moment 

and respond to the 

moment, rather than 

just mechanically 

carrying out steps.  

When you move, 

you need to 

move with 

energy to build 

up speed.  

Keep in 

mind you 

need to have the whole picture/space in 

mind, and always think about how you use 

the space.” 

 

After I began, nervousness grabbed a hold of 

me.  The chandelier, cheers from the 

audience, and everything else all turned into 

a dizzying kaleidoscope in my head, and my 

head became independent of my body.  I 

knew all the techniques, but now it was hard 

to control my body -- hard to maintain a 

natural smile, move my tight legs, as if the 

routine imprinted in my mind could just 

evaporate from my head and fingertips.   

   

So I choked and flopped the lift. I was too 

stiff for Sasha to lift me up, and when I 

needed to split, there just wasn’t enough 

time.  So instead of gracefully sliding down 

to the floor with my legs stretched out, my 

knees were bent in awkward angles and my 

feet were placed as if I just tripped over on a 

sidewalk. I looked at Sasha.  Being a 

professional, his face, composed and 

dignified, has not changed a bit.  But I was 

totally deflated and defeated.  If only I could 

be a groundhog, going straight into a hole in 

the ground to hide. In the end, I bowed as 



quickly as I could, dragging my feet off the 

stage back to my seat at the well-decorated 

table, and continued to watch all the other 

performances.  My mind went blank and my 

fingers were icy cold.  The disappointment 

sank deep and las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ig break came a year and a half later, 

after the pandemic lockdown, on the sunny 

ice cream day in the last week of school.  

When Olivia, an autistic student in the self-

contained classroom where I worked as an 

instructional assistant, just finished her ice 

cream while sitting on the high bench with 

her classmates in the school yard.  Laughter 

and happy noise filled the air.  Olivia had a 

big grin as she turned around to climb down 

the bench.  Only a split second later she took 

off.  It happened so fast that no one saw it 

coming.  Then it was  as if time slowed 

down.  She ran in a curved line heading to 

the parking lot so fast that no one had time to 

respond.  How do we capture her?  If we run 

after her, she will run faster as if it were a 

game.  My instincts kicked in and I ran in the 

other direction of the circle, quickly closing 

her in.  As we met go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I was careful not to face her head 

on but stood by her side.  My face must have 

looked desperate, but at that moment I 

managed to pull off a most gentle voice to 

calm her down: "Did you like your ice 

cream?”  All of a sudden she stopped, slowly 

looked at me, hesitated a little, and said: 

“Yes.” I quietly crossed my arm with hers 

and, with the warm sunshine on our backs, 

we walked together back to the school 

building.  At that time I did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my liability and what a disaster it 

could have been.  But as I was looking back, 

I remembered Sasha’s words: “think about 

how you respond to the moment.”  I was 

aware the moment she started to take off, 

even though her back was facing me, and I 

jumped out before anyone else.  Sasha said I 

need to move with full energy, so I ran faster 

than I even thought I could.  And he 

reminded me to use my space. I kept the 

whole school yard in mind so I chose to run 

in the direction where I would meet her, 

instead of just chasing after her from the 

back.  Even though it looked like we were 

separate, we came together in a full circle.  

She called the tune.  She led; I danced.  

 

What I didn’t accomplish on the stage, I 

accomplished in a crowded noisy school yard 

on a hot summer day.  

No applause, no pretty 

clothes, and I didn’t 

get to do a bow.  But 

to this day, I am still 

smiling about my 

performance. 

  



 德碩推敲             (陳德碩  醫學-61） 

     

         

     唐代詩人賈島《題李凝幽居》 
 

閒居少鄰並  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  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  幽期不負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JCzDDVx0liP83iRW40ESV6PriwZ6p0p9LazDuAELdEPUXReEcLdeTuw0W96fBSW 

 

「僧推月下門」和「僧敲月下門」有何區別？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3946259 

 

德碩分析出來的結果 (2021) 

  

門未上鎖？ 推！  門已上鎖？ 敲！ 

僧是主人？ 推！  僧是客人？ 敲！ 

此僧免禮？ 推！  此僧有禮？ 敲！ 

門內無人？ 推！  門內有人？ 敲！ 

壯僧有力？ 推！  老僧無力？ 敲！ 

雷電交加？ 推！  惠風和暢？ 敲！ 

僧恨美聲？ 推！  僧愛美聲？ 敲！ 

     後有猛獸？ 推！           鳥語花香？ 敲！  

僧有三急？ 推！  僧無三急？ 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JCzDDVx0liP83iRW40ESV6PriwZ6p0p9LazDuAELdEPUXReEcLdeTuw0W96fBSW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3946259


陳某詩興勃發, 索性決定既不推也不敲！ 

何必局限於「推」或「敲」？ 

假如那月下門是一道月下拱門，就更無法推敲。 

雖然幾百年來爭論未停，從今以後可免推敲了！ 

請看新增版本共有七十六變： 

僧出月下門  僧入月下門  僧到月下門  僧過月下門 

僧查月下門  僧拆月下門  僧換月下門  僧洗月下門 

僧擦月下門  僧修月下門  僧漆月下門  僧封月下門 

僧鎖月下門  僧離月下門  僧踢月下門  僧撫月下門 

僧奔月下門  僧按月下門  僧劈月下門  僧磨月下門 

僧掩月下門  僧閉月下門  僧找月下門  僧尋月下門 

僧探月下門  僧覓月下門  僧登月下門  僧進月下門 

僧塗月下門  僧拉月下門  僧畫月下門  僧問月下門 

僧繪月下門  僧開月下門  僧守月下門  僧望月下門 

僧戲月下門  僧舞月下門  僧武月下門  僧拍月下門 

僧跳月下門  僧破月下門  僧飾月下門  僧錄月下門 

僧關月下門  僧趨月下門  僧題月下門  僧醉月下門 

僧思月下門  僧想月下門  僧憶月下門  僧裝月下門 

僧拜月下門  僧穿月下門  僧盼月下門  僧收月下門 

僧返月下門  僧往月下門  僧向月下門  僧藏月下門 

僧近月下門  僧來月下門  僧臨月下門  僧回月下門 

僧建月下門  僧跪月下門  僧禱月下門  僧歸月下門 

僧夢月下門  僧訪月下門  僧改月下門  僧堵月下門 

僧閒月下門  僧闖月下門  僧移月下門  僧倚月下門   

末句意境最為高超！  

         德碩去冠頓首  
 



A Blessing To Life    (張彬彬 電機-66） 

 (Modeled After Mother Teresa's Poem of "Life")  
 

 

Life is flesh, sanctify it. 

Life is spirit, believe it. 

 

Life is temporality, journey it. 

Life is eternity, embrace it. 

 

Life is limit, transcend it. 

Life is infinity, enter it. 

 

Life is reality, accept it. 

Life is surreality, dream it. 

 

Life is memory, cherish it. 

Life is ethereality, experience it. 

 

Life is suffering, endure it. 

Life is relieving, thank it. 

 

Life is chaos, overlook it. 

Life is tranquility, enjoy it.  

 

Life is earthiness, ignore it. 

Life is divinity, praise it. 

 

Life is repentance, pray for it. 

Life is forgiveness, revere it. 

 

Life is distress, weather it. 

Life is peace, bathe in it. 

 

Life is sorrow, tolerate it. 

Life is love, hug it. 

 

Life is parting, bless it. 

Life is homecoming, glorify it.

 



               生日快樂！  (陳淑慎 外文-74） 

 

 

來到紐約後才發現慶生不只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

一頓有豬腳麵線的晚餐，也不只是一個生日蛋糕

就可以打發的。我們中國人的慶生大都是家中長

輩或有了年歲親友的壽辰在家擺了酒菜，或是到

餐館大開宴席，飯後有壽桃點心，考究點的還讓

飯館掛上 “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的祝福燈

飾。 

 

在美國或說得明確些在我居住的紐約，慶生可不

是這麼一回事，也不叫做慶生了，是個很洋派的

名稱 “生日派對”，也就是 “Birthday 

Party”。以我的交往和人際關係還搆不上去參

加美國上流社會的生日派對，而是週末假日在公

園裡看到的生日派對。 

 

我住在曼哈頓北隅 Inwood地區，這兒的居民大

都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的拉丁裔移民。多明尼加共和國和目前慘遭地震

和颶風的海地共和國 (Republic of Haiti) 均

位於加勒比海北緣的島嶼上，能到美國來定居，

不管是合法或是非法，總是一條不歸路，竟日打

拼以廉價勞力換取一家溫飽，為的是未來能有較

好而且體面的生活。這些吃苦耐勞的父母最大的

心願也寄託在子女身上，而 “美國是小孩天

堂” 的習俗文化，也就是這些移民想仿效的，

同時也是讓未來的主人翁得到應有的歡樂和尊

重。 

 

來自中南美洲拉丁裔移民比起亞裔移民要樂天快

活多了，儘管他們賺不了多少錢，但是他們不像

亞裔家庭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他們為了排場，

也為了輸人不輸陣，家中小孩生日派對是極被重

視的，絕不可豁免。 

 

早在週末午後就已找好合適的草地，鋪排上應有

的道具，當然 “Happy Birthday” 的幾個大字

一定亮在最起眼的地方，各種顏色的氣球、彩紙

等也點綴得美輪美奐。一張長桌上面鋪了鮮豔的

塑膠桌布，早也準備好的生日禮物，大盒小盒地

排滿一桌。另備有一長桌，上面盡是一大盒一大

盒鋁箔的熱食，想必從餐館預訂外送來的，當然

大瓶小瓶的汽水飲料也是必備的。草地方圓百尺

內，大小不同規格的海灘椅圍成一圈，邀請了親

朋好友，老老少少歡聚一堂，熱鬧喜氣的拉丁音

樂開得震天價響的，讓人有情不自禁地要扭腰擺

臀的衝動。壽星若是個小女生，一定打扮得像小

新娘一般，粉紅紗質蓬蓬裙禮服，頭上還戴著閃

閃發光的后冠頭飾，臉上有時也塗塗抹抹，自恃

而驕地來回遊走全場。 

 

對這個小女生或這個家庭而言，生日派對除了藉

機跟親朋好友同歡做樂外，最重要的是亦步亦趨

地跟隨了美國的習俗文化，同時也發揚了拉丁民

族傳統的樂天知命精神，讓我們這些旁觀者也感

染了歡樂氣息，對著他們大聲祝賀：生日快樂！ 



Why Not? 有何不可     （符傳孝 醫科-72） 
 

This is an abstract. Full article, in both English and 中文, can be found at: 
English - 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08/why-not.html  

中文 - 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06/2.html  

 

I am referring to Dr. Wen-Hsien Wu’s chop : 『有何不可』 (“It’s all possible, Why Not?”) Let your thoughts 

run wild and fly freely. Dr. Wu graduated from Taita in 1958, 14 years my senior. It is chance that we met and 

worked as directo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Chinese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 (CAMS). After he retired from 

medicine, he turns to painting and enjoys another inspiring facet of life. After years of repeated attempts at 

different styles, he finally publishes a beautiful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So, by starting in a new direction, 

abandoning old routines/success, one can achieve new goals. It is all possible, so『Why Not』? 

 

Years ago, I connected two branches of a Norwegian 

spruce together. 30 years later, they grow into a big 

circle. Robins made a nest in it, and used this secured 

circle to raise their offspring in it every year. I 

superimposed Henri Matisse’s La Danse on top of the 

picture. This becomes a circle of life, joy and eternity. 

So, think of it that way, why not? 

 

In the winter, I made an old man go “Fishing in the 

Winter Snow Alone.” He seems to enjoy chatting with 

an old lady about “Many things, ancient and modern, 

just fading by with our smiles”  

 

The gentle breeze “Blows and form ripples in the pool of spring water.” Below the pool rainbow is a basket of 

gold, or so I believe. Let the waves wash away all the troubles. And let the imagination go free. "Why not?" 

 

The gigantic, sparkly, transparent bubbles by 

the pool are like a colorful life, brief and 

perfect. Live in the moment like “A flick of the 

finger.” Why not? 

 

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08/why-not.html
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06/2.html
https://camsociety.org/history
https://bookshop.org/books/the-creative-world-of-wen-hsien-wu-bilingual-edition-of-english-and-chinese-9781625030702/9781625030702


I like to watch the world upside down in the pool. The mirage before me is a "flower in the mirror, moon in the 

water". It really is “nothing when I turn my head, when I don’t turn my head, it’s but a dream.” 

 

Or perhaps like a pile of stones, regardless of how 

cruel the world is, to always keep their silence. 

 

It is easily another year again. It is now autumn. I think 

of Du Mu’s “stop and sit among a maple forest in the 

evening, where the frosted leaves are brighter than the 

spring flowers in February.” Liu Yuxi’s “The 

mountains are clear, the water is still, the night is 

frosty, the trees are red and bright yellow.” There is no 

need to drive and stop here, one just has to close their 

eyes under the cool blue sky and see all that here. 

Within a few days, it is "yellow leaves dancing in the 

autumn wind.” Yu Xuanjui’s “Red leaves accumulates 

at the doorway. Do not sweep away, anticipating for a 

friend’s appearance.” In the distance, a wise man sits 

and meditates silently on the roadside. He is 

accustomed to the eternal nature of rocks and realizes, 

“now I know the taste of sadness, and can only say, 

what a cold Autumn Day. 

 

 “My thinking of “Why Not?” refers to unrestricted 

thinking of our minds.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 

and to appreciate the fleeting beauty around us. 

 

"Why not?" is not to impose implausible reasons on 

people, such as “I punched you because I don’t like 

your skin color.” “In order to publish an incredible 

result, lets change the data.” “I like your work, so it 

is mine now” - - -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However, one 

may not be able to comprehend what the photographer 

wants to express by only looking at beautiful images. 

This is why I share my pictures with words, so you may 

let your imagination soar. This is what I like. “ It’s all 

possible, Why Not?” 

  



     淺談橋牌      （楊崇侯 化工-69） 

      

 

  

 

橋牌對年纪大一點的朋友並不陌生，但許多年輕的朋友卻不知它為何物，我想分享我打

橋牌的經驗，供大家參考，也許可引起一些人的興趣。 

 

橋牌有不同的計分法，盤式橋牌(rubber bridge), 及複式橋牌 （duplicate 

bridge）。複式橋牌在正式比赛中又有論對赛（pairs game）及四人隊赛 （Swiss team 

game）兩類。其中細節不在此文赘述，有 Google可查。論對賽一般打 24 付牌左右（18 

到 28 付牌），看有多少對參赛而定。三小時左右可打完，四人隊賽，就可從 24付牌到 

96 或 128 付牌 （世界杯）。 

 

大學時代， 在宿舍與室友常在晚餐後打四付牌，然後各自去讀書，來美讀研究所，在課

餘時參加校方橋牌社打牌，同時也加入 ACBL（American Contract Bridge League），

這是全國性的組織，以複式橋牌為主，全國各地有橋社，定期有各種正式比賽。贏隊排

在前幾名的，可得 ACBL 的點（Master Point，or  MP）. 點可累積，終生不會消失。點

（MP）有不同颜色，黑，銀，紅，金，白金依次表示等级，如普通牌社只可拿黑點，特

定全國大赛中才有可能拿到白金點。ACBL 依規定按會員所累積的點數，封各級“大師”

（master）,共有 16 級，每级對各色點的數量也有要求。 

 

畢業後做事頭兩年還參加公司内的橋牌社，下班後偶而打打牌，後來工作較忙，就此中

斷。到 2000 年，我在換工作時，有空檔，應朋友之邀重新開始在此地附近的橋牌社打

牌，偶而我也當槍手參加 Warner Lambert 隊，打新澤西公司間橋牌賽。侍機參與 ACBL

小區域性比賽， 或跨州區域性比賽，屢有斬獲。2008 年退休後，更有多的時間打牌，

參加各類大小比赛，獲得些獎盃，積分也隨之激增。目前我已升至第 10 級，“金級大師

“ (gold life master)，在 ACBL 140,000 名會員中大約在 93% 。 

 

我們附近華人有一群打牌的，成立“忘憂社”每月一次，輪流作東，借此聚會，已有 30

多年歷史。因 COV-19 疫情，現在只有暫停。但在 COV-19 疫情期間，橋社也暫停，我們

ACBL會員仍可上網打橋牌，不受影響，我另外也應邀參加 ABTU，原台大橋牌社（BTU）

社員的組織，一週數次的上網打牌，牌友在台，中，美東/西，加各地。大伙可由此保持

聯繫。附記：有些 ABTU 會員以前曾與台灣“精準制”國手練過牌。 

 

  



 

  

我個人打橋牌的心得如下： 

 

1. 橋牌是動腦筋的事，一切要根據邏輯及計算，有一説它可防止智力老化。 

2. 打牌時因要專注，暫忘雜事或不愉快之事物，常可舒緩心情。 

3. 打牌需要與搭檔配合，先要有自律，再了解對方。設身處地，有時你認為是搭檔的

錯，其實是自己的錯。 

4. 叫牌要衡量情況，可犧牲叫牌，以少輸避免對方大贏。該搶時搶，該停時停。 

5. 叫牌及打牌要根據不完全的資訊，作出決定，有時對，有時錯，有時要用心理戰，

這與人生許多事情是一樣的。長遠來說，只要依或然率算，對的機會多，即可。 

6. 學打牌不難，但要打的好不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牌打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的

不足。這是自我挑戰，生活不至於太單調。 

7. 在牌社可遇到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大多是有學養的，教授，醫生，法官，會計

師，老師，工程師等，閑聊中增長見識，我有一個搭檔以前是州議员，因此缘由，

我内人參與了女權運動。例如一對老夫婦牌友在打牌時，對我說他們開車遨遊美國

三個月，每到一站，就到附近橋牌社打牌，從在地牌友中了解當地特色，風土人

情，不亦樂乎。這些是打橋牌附帶的福利。 

8. 在此 COV-19疫情期間，我天天可打橋牌，再加上一週兩次高爾夫，疫情對我生活

幾乎無礙。現在有的橋社已開放，可去橋社會老朋友。打牌也使我退休生活過的有

生趣。 

 

打橋牌的名人，除了沈君山等 外，還有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 張忠謀，鄧小

平， Omar Sharif 等。有人 70歲才開始學打牌，牌友中 80，90 多歲的大有人在，有

一位 103歲的老先生，仍然腦筋清楚。我除了打橋牌外，也打高爾夫，這兩者有共通之

處。Omar Sharif said：“Bridge is like golf, you can never achieve 

perfection.” 

 

朋友們如有興趣，不妨也去嘗試一下，下列網站供參考： 

www.acbl.org 上有各種樣有關橋牌的免費資訊， 

www.bridgebase.com 是上網打牌的網站，也可免費練習。  
 

  

http://www.acbl.org/
http://www.bridgebase.com/


踏足杜拜 – 四大建設憾人心    (吳澄 土木-63、周曼麗) 

（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旅遊團報導） 
 

前言:杜拜的旅遊是參加賴同學組成的校友團在 2019-2020旅行的部分行程。 

   以下的景點遊記原載於世界周刊第 1942期, June 6-June12, 2021。 

自上世紀後期起，阿聯酋大公國將以石油贏得的財富致力於沙漠與海上

的建設，除了在國都阿布達比建了莊嚴華麗的清真寺，又在第一大城杜拜

林立高樓，期望成為歐亞非三洲的交通樞紐。 

目前在杜拜，高度超過 200米、50層樓以上的大廈有 73幢，是世界高

樓最密集的城市。去年底有機會去杜拜觀光，幾乎遊遍熱門景點，此文簡

介杜拜四項大型建設，供準備去旅行、尤其是想參訪杜拜世博 2021的讀者

參考。 

哈里發塔 一覽眾山小 

哈里發塔標高 828 米，共 163層，2010年後取代台北 101成

為世界第一高樓。此塔原名杜拜塔，建造時因資金困難，總統哈

里發用他的基金會出資紓困；為了感激，此樓就改名為哈里發塔。此塔是

由建築大師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主設，他也是上海金茂大廈

的設計師，如果不是由他主持，即使哈里發再有眼光也不一定會出資大力

支援。 

為了這項工程，史密斯開創了新建築概念，改用 Y-型，以水泥牆作核心

來支撐螺旋向上的翅型架構，以達到重量及外型均衡。 史密斯說，靈感得自該地區的一種花草 – 蜘

蛛百合，此樓確實像那植物般，有不尋常的支撐結構，在複雜的各層幾何面中透露出和諧美感。他的創

新引領不少追隨、模仿，在過去十年中，讓全世界的樓高大幅上升。 

我們當天一行 80多人搭了兩輛遊覽車，到了與樓連接的世界最大商

場的另一端；下車後，急行軍走了 20多分鐘到達樓底層，隨著隊伍排

隊，等了一個半小時才擠上升降機。 上升時電梯神速平穩，約一分鐘

就抵達 124 層，這個世界排行第三的升降機速度確實令人贊服。 

到了瞭望樓，發覺樓面築有內外兩層牆壁；內部主要是販賣紀念品的

商店；內外牆間的距離四尺左右，專為觀景用，排隊下樓、上衛生間等

也都在內層。 因為時間緊迫，所以一上去就衝向瞭望台、面對透明的

玻璃牆向外向下照相，領會一下「一覽眾山小」的感受。 在回程車中

看看所拍的遠景，突然幻想，如果能夠在黃昏時來而在海面上有落日，

會不會看到王維的「千里暮雲平」物境？ 

  



帆船酒店 嘗上等餐點 

這個在杜拜名氣很響的建築位於距陸地 280 米的人工

島上，以傳統的帆船來展示發現石油前捕魚的日子，又

以閃亮豪華的帆船外觀表示駛向未來。 結構後部以水泥牆作主力支

撐，彎曲的 V 型鋼架作為載重的梁桁架，大樓高 1053 呎，共 28 

層房間，每一間房的內部都包含兩層面，所以大樓實際上是 56 

層。 酒店內部金碧輝煌、極盡豪華，本來就其規劃為杜拜的地標建

築，平均每晚 2600 美元也一位難求。 

我們選擇了一天中午去吃自助餐，花 125 美元，雖然不便宜，但

既可以品嘗廚藝，又可以欣賞內部裝潢。 自助餐廳在二樓，設計寬

敞廣豪華，中央是放食物的橢圓形餐台，一邊是放像羊肉飯之類的

熟食，一邊是蔬菜水果沙拉之類的開胃食品；背面則是蟹蝦類海

鮮，側面排列很多甜品糕點。 食物種類不多，可是很美味、也很充

分。 烹調相當細膩，味道也很可口，當然每人口味不同，感覺不盡

相同。 

我們覺得這家飯店相當公道的，杜拜的食材本就昂貴，但是供應

的食品都是上等，也很新鮮。 

現在全球都遭受新冠疫情影響，所有走豪華路線的行業都遭受重

大損失，連在美國首屈一指的 Neiman Marcus 都準備宣布破產；帆

船飯店方面，發現 5 月 20日最低房價降至 1080 美元一晚，6 月

初也有一千出頭。目前石油價位低落到近乎零位，但願一切都能撐

下去。 萬一還有機會，希望能到這座人工島上走走，也許該到他們

的海底餐廳品嘗美食，不是為了座落在海底的噱頭，而是在昂貴的

價格下，這家飯店可能表現出真正的廚藝。  

  

棕櫚島  乘單軌電車 

這項被稱為世界第八奇觀的建設是在朱美拉區外的阿拉伯海

灣，填出一個棕櫚形的人工島；1 主幹 17 枝瓣，再加外圍有車輛可通行

的隧道，替繁華的市區增加了 1380 英畝的土地。 政府花了 120 億美元

在 17 枝葉島上蓋了 1500 幢面海的別墅，在主幹上建了單軌電車，蓋了

2500 戶公寓，也在全長 17公里的新月島上建了觀光旅館。 工程請了國際

填海專家、潛水員、振動壓縮專才，引用高科技，如 GPS 導航的各項設備

才得以完工。 

由於政府領導人堅持不用水泥、鋼筋，只用砂石填基穩固，難度增加許

多。 建成後此地區經濟固然受益，卻引起不少環保問題，包括流沙增加，

漁獲減少，珊瑚層被覆蓋，汙染增加。 



我們的遊覽是一個周五上午，遊人不多，行程很輕鬆，就是坐坐單軌

電車。電車在棕櫚形的主幹來回行駛，共有四站，單程差不多 15 分鐘

就到島的另一端。 

起站的大平台前有全島的平面模型，牆上還掛了由太空站照的棕櫚島

照片。列車管理自動化，行駛很平穩，從窗口兩側遙望，有時也可瞄到

遙遠的海面。 

對於喜歡安靜的旅遊者、或者對工程有興趣的遊客，這裡確是不錯的

景點。 只是只緣身在此「島」中，看不見建設的全貌，對這地的旅遊

就印象不深。 如果有時間能到彎月形的旅館飯廳俯看島的景觀，或在

外端海邊散步，既可細履平沙，又可感受外海波浪的高度，定會增加更

多旅遊的樂趣。  

 

奇蹟花園  品花海甜美 

這個大花園座落市郊，全園占地 7 萬 2000平方米，有超過 5000 萬朵花，含 70 種

類。 CNN 在 2017 年 8月還特別介紹這座世界最大自然的花園，因在沙漠中栽植花園不易，因此取名。 

此處用各種花朵植物裝飾成各式生物模樣，有如在美國新年的花車遊行，多彩多姿。不過這裡畢竟

與加州不同，每天一株花需要 6 升的水灌溉：一棵 15到 20尺高的樹，每年維持費近 2000美元。且那

麼多花的灌溉，每天還得在上午 8時前蒸發不大的時候完成，維持費用確是天價。 

我們的旅遊是在大年初一，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 進了花園大門才看清楚整個園像橢圓形的操

場，沿途欣賞各式花朵植物造型，看到了花堡，也看到一個約三層樓高的仰臥女巨人，全身包括垂下的

長髮上都裝飾了各種花朵植物根莖。 

之後乘車遊覽園區，看到各類巨型動物造

型，也看到飛機、汽車等造型，都被繁花綠

葉密密地打扮。 最後走向花園中的高壇俯

瞰全景，這座花園不像歐美，東方很多的庭

園那麼優雅，他們的設計看不出全境，頗有

「 數大就是美」 的概念。 可惜的是一直

到離開花園時，還沒有參透在錯雜紊亂中找

到的規律，這能夠算現代美？ 

早了五分鐘出園門，在蔭涼下等，無意的

看到一家老中小三代，像是來此創業的中年

人帶全家出來遊玩。 看到他欣慰又自豪的表情，其實這個表情表現在人潮中許多人臉上。如果這也是

原意所追求的，那麼這座花園的設計是成功的，它追求到花海的壯美，也得到人海中的甜美。  



Snow Hiking, Hiking Sand Dune,   

Climbing Uphill All the Way                             (李中英 歷史-76)   
 
 

[Poem] 

A HOME-BOUND TRIBUTE TO RETIREMENT 

 

In retirement, I have:  

Ultimate freedom & plenty alone time, 

to discover and be surprised, 

to learn and create, 

to feed the soul, mind, and body, 

without apology, without guilt, 

without pressure, without stress. 

 

How to feed the soul? Simple! 

Let your mind wander, 

waste your time wisely. 

 

I am most happy in my lonely pursuit of art appreciation. 

Art is anything I find mindfully beautiful: 

A thought-provoking podcast,  

A deeply-moving literary fiction, 

An artistic anime, painting, drawing, photograph, 

A moody melody that lingers in my ears,  

A mind-blowing movie that speaks to my heart. 

 

Occasionally I would make art, 

always in solitude,  

to the sound of music: 

Writing a story, 

Drawing a portrait, 

Painting an object, 

Playing my ukulele. 

No deadline pressure; 

No need to impress anyone. 

Pure pleasure. 

Just make it as perfect as possible. 

 

I sew a little more; sow a little more; exercise a little more;  

needlepoint a little more; and, cook a lot more. 

 

I never stop loving the cold hard sciences of  

human biology, medic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 reason and analyze the cold hard fact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 little better. 

 

I adore nature, my rural home. 

My closeness to green mountains and lakes, my pastures of plenty. 

Fresh air, deep woods, birds singing, plants growing - 

they've been there all along, 

gracefully waiting for our notice.  

 

I take my time. 

Doing small things carefully; 

Treading the earth lightly; 

Hoping not to leave behind any footprint. 
 

 

 

[A Note to Myself] 

My Recent Self-Directed Project 

 

After binging on several superb Asian dramas on Netflix (Notably: Korean: Boys 

Over Flowers, My Country; Japan: Rurouni Kenshin) and reading English novels 

by Asian writers (i.e., Pachinko by Min Jin Lee; Norwegian Wood by Haruki 

Murakami), I've rekindled my enthusiasm for my precious Asian root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I fall in love all over again with my weird but wonderful Asian culture. 

 

I am motivated to explore my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ir culture, their history, 

their people, which I knew so little about growing up in Taiwan in the 

60s.  Internet is such a rich resource for that purpose.  YouTube has everything 

that you could ask for in answering your quest or questions.  I am in the midst of 

"listening" to professor George Tsouris's lecture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he first 2 episodes (out of a total of 13 50-minutes long 

episodes) have made a huge impression on me for two reasons: 

 

(1) I became in awe of the Japanese history, cultural traditions, religions, myths 

transpired in ancient Japanese literature, as analyzed and explained competently 

by George.  As a side benefit, I understand modern Japan so much better (Aren't 

we all descendants of our ancestors?) 

 

(2) I love the way how George, a Westerner trained in the Western way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sects the Easter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Western lens. 

 

His proces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volves a lot of questioning, which is entirely 

new and interesting to me, as a reader and writer: 

 

Fascination =>  

Asking questions =>   

Inspiring creativity / imaginations: Compare, contrast, connect.  



  的化裝舞會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北美生活小品文第二集》文章 3.7 : 世界書局 2021 年六月出版）  
 

每年到了萬聖節前後，許多舞場都舉辦慶祝節日

的化裝舞會，主辦單位會把日期早早宣布，以便舞者

有充分時間準備行頭。 

早年我們想不出要穿什麼，那就扮成中國人吧！

畢竟老中在美國屬少數族裔，扮中國人也許可以嚇嚇

老美，我穿了一件紐約中國城買的藍色中國棉襖，老

婆穿了一件民初的鳳仙裝。和我們同車的老美猶太人

打扮成吸血鬼，樣子是有點嚇人。可惜沒有老美被中

國人的裝扮嚇著，以後我們就免了化裝。 

昨晚，我們去參加一個化裝舞會，著平常跳舞的

裝扮。同車的猶太人穿夏威夷襯衫，戴西部牛仔大草

帽，沒再扮吸血鬼。 

一進入會場，發現許多人盛裝而來，看到惡魔鬼

怪，手持塑膠刀斧的，重點是來賓比平時多三倍。我

稍稍研究了一下，發現來賓中有兩位是舞蹈老師，她

們各自帶來自己的「子弟兵」（學生），才使賓客爆

棚。 

舞池裡，老師已經開始上課，為了慶祝萬聖節，

上課的內容挑比較清爽的默朗格舞（Merengue），是

加勒比海的一種活潑舞蹈；與 Bachata，是源自多明

尼加共和國的舞蹈，既浪漫又熱情。 

上完課，社交舞會開始。幽暗的舞會進行到中

途，突然燈光大亮，原來一位老師為了大會準備了一

段表演，由她指導的含德市（Holmdel）舞蹈團演

出。此團團員清一色老中，男士們穿玄色襯衫、長

褲，打紅色領結；女士們穿紅色連身衣裙。五對男女

集體跳一支「臺灣吉魯巴」，動作整齊劃一，更妙的

是舞曲居然選用國語流行歌，讓現場的老美聽到異國

之音，耳目一新。 

美國有三種搖擺舞，吉魯巴是我們大學時代在臺

灣常跳的舞，類似美國的第一種搖擺舞，叫東岸搖擺

舞（East coast swing）。第二種叫西岸搖擺舞

（West coast swing），為加州人所發明，因博大精

深，被選為加州州舞。請注意，東岸搖擺舞並非新澤

西州州舞，因為方形舞（Square dance）才是。第三

種搖擺舞為卡羅來那沙格（Carolina shag），是北

卡州的州舞，會跳的人很少，我師父曾教過幾次，我

們還是學不會。 

舞蹈表演完畢，主辦人放進行曲，請賓客全裝繞

舞池遊行，數位裁判坐在舞池中間打分數，以評出那

位來賓的化裝最具創意。繞行數圈之後，總算產生得

獎名單。賓客向得獎人拍手致賀，我心想：為萬聖節

盛裝打扮，如能獲獎，自己的努力得到大夥肯定，心

裡一定很欣慰。 

我記得幾年前有次萬盛節，我回到師門參加舞

會，賓客全裝遊行剛剛完畢，有位老兄，因打扮得極

爲誇張，誤了時辰，此時突然現身等於無法參加比

賽，我們都替他惋惜。後來主持人給他頒個特別獎，

衆人才皆大歡喜。 

此時，含德市舞蹈團有對團員夫婦看來眼熟，一

問之下才知道他是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的總幹事。他

大學時和我同系，但小我五屆。我們曾在校友會活動

中見過，只是沒想到會在這種場合碰上，一時沒認出

來。幸好他們沒化裝，仍以真面目示人，否則極可能

彼此錯過。參加萬聖節化裝舞會碰上意想不到的人，

也是其中一大樂事。 

          

  Left：早年作者夫婦萬盛節舞會扮成中國人嚇嚇老美，沒成功。 

Middle：萬盛節化裝舞會賓客全裝繞場而行，裁判坐舞池中間評分。 

 Right：作者夫婦與一對含德市舞蹈團團員夫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