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正會於五月七日及十四日分兩梯次發贈 1500 個基本食物籃賑濟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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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團結和諧崇正會，心手相連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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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室發音】         關 懷 ˙ 驗 證 

很抱歉！由於每天追著東京奧運的轉播，推遲了和大家在文字「相見」的日子。好在很多作者
(特別是可愛的青少年)斷斷續續傳來文章，抒發了心聲，讓《客家親》園地不寂寞。 

本期 24 頁、近 5 萬字，但是插入的圖片很多(難以取捨)，增加排版的困難(也會增加經費)，
調整很多次(鍵盤因此委屈罷工、白髮不覺抱怨掉落…)，總算隨著今天探進書房的金色陽光和回暖
的溫度而宣告完工啦!(冬天想走，春天還會遠嗎？) 

特別感謝葉莉煒，她坦率、真誠的文字，在我疲於編審中感覺到文字的溫暖和明亮；還有惠右
玲，她總有點子發動大家忙乎去(自己卻不多寫――可惜啦)，就像這次要大家來「如果」一樣，希
望共鳴相挺，用行動答覆。(雖然人生苦短，哪有恁多巴西時間來回頭「如果」；但是疫情氾濫、宅
居無聊，你就「如果」疫下，給她面子嘛…)。 

我們的散文植基於事實，雖然不免「實中寫虛」，但內容還是「實在」的。小說的技巧雖然虛
擬虛構，但是「虛中寫實」，內容是「真實」的(在現實中可以發生或存在，與「事實」有別)。 

我常說的「關懷社會」，要從「關心自己」入手，由小而大、從近到遠，逐漸拓展到對他人、
家庭、團體、社會國家…的關懷。在 covid19 蔓延全球的今天，我們特別感受真切。本期的報導與
文章，除了呼應這個特殊的「流行」趨勢以外，也反映了作者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生活經驗與現代脈
博的互動紀錄。疫情流行的世界充滿不確定感，但肯定的是，社會的關懷不斷驗證「生命共同體」、
「同體共生」的真實。歡迎更多關懷又寫實的文章，用《客家親》的園地驗證。 

謝謝！再加一次抱歉 1(宇光) 

【 重 要 紀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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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活動中心提供場地、崇正會支持宣導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站，經巴西華
僑緊急援助志工小組和巴西華人協會努力向聖保羅市衛生單位爭取，得到市衛生局的
支持和許可，於今天上午 8時在客家活動中心正式成立開打；嗣後每周一在地面樓集
賢廳繼續運作，方便僑胞，反應良好。 
鍾建仁會長帶領慈善組同仁在客家大樓舉辦簡易儀式後，開始第一梯次捐贈 900 個基
本食物籃給三個弱勢需要賑濟的單位。 
舉辦慶祝母親節我愛媽媽 Zoom 視訊聯誼活動，有鄉親 120 多人參加，節目豐富，穿插
摸彩，人人有獎皆大歡喜，讓疫情下的鄉親度過一個特別的母親節。 
崇正會慈善組第二梯次捐贈 600 個基本食物籃給 9個不同單位。 
在客家大樓一樓舉辦每月團購活動，適逢端午佳節，推出客家特色肉粽，鄉親訂購踴
躍，賣出將近一千個肉粽。 
在客家中心舉辦慶祝父親節感恩餐會，預計 120 人，採用 6人的圓桌，以便聯誼溝通。
與會者需要至少打過一劑疫苗，由大樓消毒液通道入場；餐飲門口前量體溫正常才可
進入，全程仍要戴口罩並保持防疫距離；切勿握手擁抱，謹遵防疫新生活，確保人人
健康安全。將邀請鄉親葉倫群醫生說明疫情後的生活、徐豐章鄉親解說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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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母親節聯誼活動實錄             曹林盛 

崇正會二十多年來持續不斷，每年都會舉辦「我愛媽媽‧媽媽愛我」的母親節專題活動。  

去年因為 Covid-19 疫情，活動停辦；雖然今年的疫情還沒有被完全控制，但是一年多過去後，

大家透過視訊互動的方式開始普遍化，所以崇正會及客家活動中心，打算今年以線上聯誼的方式，

舉辦 2021「我愛媽媽」慶祝的活動。 

不過大型的視頻活動，不論主辦單位及參與者，都要有一定的上網技術，尤其是主辦單位。崇

正會理事陳宗瑜夫婦都是電腦資訊的本科生，所以鍾會長邀請他們扛起整個活動的技術策劃、支援

及操作；陳理事夫人漆韶婷得知崇正會及客家中心的視頻活動構想後，義不容辭地就把這個任務承

担起來。  

活動的構想有了技術上的支持後，即可以落實，但是主辦單位又要考慮：如何引導年長及不諳

視頻操作的鄕親們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      *      * 

五月九號星期天是母親節，每個家庭或在星

期六，或在星期天，或接連兩天都有可能兩代甚

至三代同堂；於是崇正會的葉常務理事莉煒女士，

及監事張春香女士，一個個地跟愛心園丶合唱團、

顧問團、理監事群的成員聯絡，於了解那幾位較

年長者不諳視頻操作後，立

即跟進和他們較年輕的家庭

成員們商量，希望在活動的

時段，懂視頻上網的年輕晚

輩們，能夠跟他們的父母長

輩們共同參與，齊聚共慶「我

愛媽媽、媽媽愛我」。 

           * 

經過慎重的調查丶硏究

及理監事們的商討後，大家

終於確認活動的可行性，於

是決定於五月九日下午三時

至四時三十分，舉行崇正會

及客家中心「我愛媽媽、媽

媽愛我」的線上聯誼活動。  

這個活動落實後，熱情的葉常務理事莉煒，

立即聯絡遠方的鄉親們，及在台灣客家廣播及電

視台的演藝人員，邀請他們透過錄制一分鐘左右

的視頻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在巴西，不少年輕的鄉親子弟，平常有見於

自己的父母是如何期待每月一次的愛心園活動， 

可想崇正會的愛心園活動是如何受自己父母們

的愛戴，或許是為了感謝崇正會，及在愛心園義

務工作的理監事們，所以在葉女士的聯络號召下， 

他們都踴躍地提供獎品供活動抽獎助興。 

另外在每次母親節的活動，崇正會及客家中

心都會贈送母親們一份伴手禮，今年由陳副會長

宗沐先生負責禮品的內容，包裝及分發的工作。

因為疫情，大家都冀求健康平安， 所以今年的

伴手禮有個非常恰當的稱謂：「平安袋」(上圖↑)。 

「平安袋」於活動後的五月十及十一日，在

客家大樓一樓統籌包装分發。除了陳副會長本人

外，協助人員還有鍾會長建仁夫婦，李副會長榮

居，常務理事恵右玲，葉莉煒及理事宋秋麗、林

裕煌夫婦、范玉英夫婦等。「平安袋」中的粢粑

餅、豆苗菜、麻油和蜂蜜分別由崇正總會、崇正

會的兩位副會長李榮居，陳宗沐及石媽媽(劉和

榮女士)提供。 

 隨著活動日期的迫近， 節目主持人秘書長

楊國斌(左下圖)，常務理事葉莉煒女士，

客家媳婦陳美說女士及技術總監漆韶

婷女士，亦密鑼緊鼓，私下在線上頻繁

操練，相互磨合，務求於活動當天在鏡

頭切換、 音頻及視頻各方面的控制無

誤。雖然如此，當天仍然出現主持人們

或參加的鄉親們，斷綫及缺網的情形，

不過這不是主辦單位的疏忽，而是本地

網路不穩，不知巴西要到那一年才會引

進東方大國，全球最先進的 5G 通訊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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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活動開始前十多分鐘，觀眾們已紛

至沓來，在三時五分楊秘書長宣佈活動

開始時，已有大概一百多位，其中還有

好幾位是國外的鄉親朋友們在線。 

楊秘書國斌於活動開始時表示：「雖然

因為疫情我們不能在現場見面，不過能

夠一起在线上亦是緣份，大家要珍惜這

次的活動。」同時他感謝客家活動中心

借出場地給政府，為鄉親打疫苗。然後

他邀請鍾會長建仁致詞。 

        (右圖：會長鍾建仁伉儷 →) 

鍾會長感謝現場鄉親們的參與，亦感謝

駐聖保羅經文處馮光中處長伉儷，以及

崇正會歷任會長、各地鄉親、台灣的影

藝人員的支持。感於疫情，鄉親之間缺少互動，但彼此關懷之心卻愈來愈近，所以他發起這次的活

動，希望子女能夠幫媽媽們參加這個活動，透過線上的見面，感謝媽媽們養育子女之恩。因為疫情，

不少人失業，他感謝鄉親們贊助崇正會的慈善活動。於上星期已發放了第一批基本食物籃，下星期

還會發放第二批。他又表示，崇正會沒有收會費，最近沒有活動，所以財力較為拮据；但既然是母

親節，崇正會還是為媽媽們準備了平安袋，但只能是針對愛心園、婦女組、合唱團及理監事的媽媽

們，希望大家諒解。最後鍾會長伉儷祝福所有客家鄉親及母親們母親節快樂，大家平安，身體健康。
* 

(上圖↑)接下來是巴西客家活動中心主任

委員張永西伉儷致詞，他表示大家在這個非常時

期，還可以在視頻上互動，這個感覺非常非常好，

這個活動也非常棒! 

在向天下的母親們祝福後，張會長有一個建

議：巴西客家緣樓今年二月中旬開工興建至今，

目前正在進行基礎施工，預計明年年底完工落成

啟用，給母親節最好的禮物就是買股送股份加入

客家緣樓股東行列，送股給辛苦一辈子的媽媽，

可以買五股十股或更多。今年的母親節張會長買

了 85 股送老婆，應該是很棒的選擇。做為老公

的、身為子女的也可以一起合著買，也是一種幸

福組合，重要的是媽媽們可以實質領受到子女的

孝心、老公的體貼。 

巴西客家緣樓(右下圖文)就如客家大樓，是

華人世界的創舉、時常被人稱讚羨慕，也是我們

居住在巴西客家人的榮耀。因為有好媽媽辛勞養

育子女，才有優秀子女的養成，幸福成功美滿的

家庭就在巴西各個角落。我們要真心的謝謝多年

以來一直的支持，這兩棟令人感動的建築，也多

虧管理委員會們在籌建過程的奉獻精神，把他們

的智慧、商場豐富經驗，都無條件釋放。

他感謝管理委員這個團隊，因此能在

購置土地及工程發包得到令人滿意的

成果。將來客家緣樓造價將會是市價

的一半不到（每平方公尺建築費用在

五千元以上），這麼好的投資又保質機

會，千萬不要錯過，等待大家的加入。 

接下來是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馮光中處長伉儷的視訊致詞：

「各位鄉親好友們大家好，母親節是

感恩的日子，也是團聚的日子，感謝每

位母親對家庭無怨無悔的付出及對社

會默默的貢獻，每位母親都是偉大的，她会守護

著家園，始終都是盡心盡力的照顧著家人，教養

子女，母親是每個家庭的重要支柱，為人子女者

應及時行孝，用具體的行動來表達對母親無限的

感恩和愛意。在母親節這一天，我與內人誠摯地

祝福所有的母親們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母親節

快樂!」 

巴西客家緣樓已於 2 月 15 日開工興建 

安生樂活 客家緣樓福地旺 

天承地載 開工興建大吉祥 
吉日良辰、福地大吉，工程進展順利。 

‧AV. Morumbi 5800.SP. 歡迎蒞臨參觀‧ 

‧完工啟用前，繼續接受認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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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長黃政修詹玉霞伉儷以照片送上祝福↓ 

 
↓名譽會長廖仁煌惠右玲伉儷向母親們送上祝福↓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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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心園園友涂宋如平代表母親

們致詞，她除了祝福母親們外，還指出

一年多來大家都沒有出門見面，所以

現在能藉網络聯络，要感謝崇正會理

監事創作這個機會。 

↑副會長陳宗沐孫媛紅伉儷登山祝褔↑ 

     《客家親》的主編，也是崇正會的顧問鄧幸光老師偕師母張靜枝透過視頻對大家說：↓ 

    「我愛媽媽、媽媽愛我」，是我們崇正會傳

續 25 年的母親節活動，我們崇正會是巴西客家

鄉親的大家庭，因為有非常能幹的阿姆操持家

務、顧前看後、料理內外，所以崇正會才能夠團

結和諧、分工合作，完成很多讓人稱讚的好事和

大事。感謝崇正會的阿姆，希望日日都是快樂的

「母親節」。Covid19 蔓延全球、嚴峻危害巴西的

一年多，我們過得特別辛苦，大家一路艱苦挺挨

過來，更體會到「健康」從來沒有這麼重要過！

我深切、沉痛的呼籲：健康是人生的存款，快樂

是生活的利息。照顧好自己的生命，又有存款又

有利息，生活的世界就會屬於你。祝福大家 健康平安、財源滾滾！  

     繼之，崇正會的曹監事長林盛及張安娜伉儷，除了向大家問安外，曹夫人還向其已故的母親

表達感恩思念之情。 ↓ 

↑ 監事長曹林盛及張安娜伉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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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常務理事葉莉煒女士、理事林裕煌趙國鳳伉儷、合唱團指揮老師宋永樑及簡謹伉儷、婦

女組的陳美說…先後透過視頻，送上給媽媽們的祝福。 

接下來由范理事玉英透過視頻示範客家水粄的製作，過程中配唱云：「為子女走尋甘露，為子

女教養艱赴，妳不驚風霜冷露，就驚子女來受苦，最偉大阿姆介一雙手」，范理事藉此感謝偉大的

母親給她的教養，亦敬祝全世界的母親快樂。 

在范理事製作水粄的示範後，由葉莉煒及陳美說兩位女士主持第一階段的抽獎。 

接下來是鄉親們的祝賀視頻，片頭是愛心園最有福氣的長輩，一百歲的游明對和九十四歲的夫

人游林玉；接下來依序是張永西曾素霞伉儷、鍾健仁李淑媛伉儷及家人、愛心園涂宋如平女士及家

人、鄭昌增和鄭永煒家人、李連平家人、Ana 和 Erika Cheng 、愛心園的鄭鍾美榮、顧問陳添來

邱金彩、婦女姐邱金彩之子及家庭、何月霞、理事范玉英家人、劉素媛與女兒及孫女、愛心園的李

靜香和王年宗、彭恩妹、梁李春梅、黃偉倫 (崇正會紓困基金的發起人) 夫婦、彭徐昭英及孫女

們、梁彭秀梅、林羅貴珍(林媽媽還用口琴為大家演奏貝多芬的<快樂頌>)、謝晴美的兩位孫女、羅

菊妹與女兒們、陳葉鳳香與家人、客家媳婦 Yvonne、婦女组的何森冷、鄉親范嘉琳的女兒、理事封

淑貞之孫女王依彤、鄉親劉崇榮、監事張春香和她的孫子及家人(下圖↓)… 

 

最後是客家中心經理魏志雲的母親魏錢瑞

蘭――魏媽媽於視頻錄製後不久，竟染疾離我們

而去，令人唏噓！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鄉親們之子女在外，

不能回巴西，也只能透過視頻，祝福他們的父母

及天下的母親們。計有：張曾素霞在美國的女兒

張譯心、在義大利的黃雅萍(母親葉菊妹)、林月

姬在挪威的女兒 Leila 謝。 

然後是在台灣的鄉親們及曾來過巴西的電

視主持人羅茵茵和其他藝人的視頻： 

首先播出的是鍾會長的父母鍾東和鍾林秀

文伉儷，然後是愛心園的謝紀子、綾子和晴美三

姐妹、鍾會長夫人李淑媛在台的親戚。 

繼之是客語資深歌手及客家電視台主持人

羅茵茵，她說去年本來要來巴西，但因疫情取消

行程，不過日後還有機會，大家要保重身體。 

然後客家籍音樂創作家葉佳修，因疫情關係

他在國外無法回台湾，祝大家母親快樂。 

來自苗栗的客家電視台廣播台主持人陳明

珠：聽說巴西疫情嚴重，大家都受到影響，我們

在台灣的客家人非常関心在巴西的鄕親們，在這

個特別的日子母親節，祝福所有的母親。 

臺灣客家資深歌手羅時豐表示：很高興和榮

幸有這個機會能夠在這裡跟大家祝福，知道巴西

情況嚴峻，希望所有朋友能夠安全度過疫情。 

客家電視台廣播台主持人王羽馨：祝福母親

節幸福快樂平安。 

台灣「作客他鄉」主持人鍾大翰祝福巴西客

屬崇正會的鄉親們幸福平安。 

最後是客家流行歌曲創作家吉娜(楊淑喻)

帶來對母親們的祝福。 

接下來是一段由鍾會長及鄉親李瑞香女士

兩家子女們制作的短片：「和媽媽的牽絆」。 

這個動人的短片播出之後，又回到抽獎的時

段，獎品精美繁多(獎品及提供者芳名記載於後)。 

抽獎後，主持楊國斌介紹於活動後將要送給

母親們的「平安袋」，叮嚀母親們領取「平安袋」

的日期及時段。 

節目進入尾聲，鍾會長應邀總結，他首先感

謝所有的工作人員，尤其是籌備小組、技術總監

漆韶婷、活動組、秘書組、張春香、理監事們、

提供獎品的朋友們、在台湾的鄉親朋友們、提供

視頻及參與的鄉親朋友們。鍾會長特別指出這個

活動於編輯後，會上傳至油管(YouTube)，希望

年輕人能夠把這個節目傳到電視螢光幕上與父

母們重溫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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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一天後，「我愛媽媽線上聯誼會」已可在油管(YouTube)觀看，連接如下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phjhw1KTU 

【附 誌】 抽獎的獎品及提供者芳名錄 ( 恕略職銜，排名不分先後 ) 

‧洋菓子蛋糕-陳宗沐先生 

‧咖啡機-張永西、黃政修、廖仁煌、黃濟焜、童正光等伉儷 

‧置衣籃及女用披巾-彭明琦女士、蔡欣婷女士 

‧廚房踏布及愛心抱枕-惠右玲女士及徐光毅先生 

‧防疫口罩及女用圍巾-李冠儒先生及鄭永煒先生 

‧We Coffee 下午茶-葉莉煒女士 

‧防水背包-范嘉琳女士 

‧蜂膠防疫組-漆韶婷女士 

‧鍋具一組-張春香女士 

‧日本清酒-葉思嫻女士 

‧智利紅酒-莊育福先生 

筆者這篇活動實錄，盡量還原崇正會這場空前難逢的內容節奏，以及事前和幕後的操作花絮；

對於所有參與者、獎品提供者，筆者如有遺漏，或名字記錄錯誤，或言錄有誤，請大家包涵見諒，

一切以活動的視頻實錄為準。(2021 年 5月 12 日巴西聖保羅) 

↓ 幕 前 幕 後•現 身 說 法 ↓ 

↑幕前幕後的推手，技術總監漆韶婷↑ ↑活動策畫暨司儀，常務理事葉莉煒↑ 

˙葉莉煒           為 什 麼 妳 喜 歡 忙 這 些 

幾年前媽媽去世後，在我最喜歡的節日「母
親節」，好像再沒像往常般的期待了！一想到母
親節就會眼濕了。 

疫情持續了一年多，上個月的死亡率升高，
高到我心中非常不安，但在四月三日接到鍾會長
的電話，他提出想辦一個 Zoom 的母親節，因為
有 Simone 在技術面上的支持，而我又是活動組
的人，所以我就高興的接下此任務。 

接下來由國斌組織了網路會議室，大家經過
討論後分配工作，就開始為五月九日的母親節行
動了。 

我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找抽獎禮物的贊助者，
想不到的是一開口大家都非常高興的答應，而且
他們都是咱們客家二代了，有幾位幾乎是忙於事
業而很少來客家會，但是他們的父母都是咱們愛
心園的長輩，可見咱們的長輩都非常讚賞大家為
愛心園的付出！哈哈！ 

再下來就是打電話給台灣客家電視台的好
朋友們，希望他們向客家演藝人員要幾句祝福的
言語，來替這個節目增添熱鬧。想不到在台灣的
他們，因為來過巴西受過大家的熱情款待，所以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我就接到他們與其他演藝人
員的回應。客家人的團結力量真的不可忽視！真
的是非常感謝他們。 

想到遠方的妹妹們，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
都不能回到巴西來探親。於是經過大家討論後，
決定說服他們，錄製一片向遠在巴西的媽媽們，

道一聲母親節快樂！剛開始大家都沒有很確認
會完成，但是經過努力後，終於完成了，她們說
在錄製中雖然出現了很多 NG，但是在這一次錄
製中，她們自己享受到跟孩子之間的一個溝通，
因為在她們努力的教孩子們用中文來表達時，中
間有鬧出了很多的笑話，雖然不簡單但是非常的
溫馨！之後她們也謝謝我們客家會，給她們這個
機會，向媽媽表達他們的愛意。在播出時，我特
別的注意，張永西名譽會長夫婦，當他們夫妻兩
人看到遠在美國的女兒及孫子時，那份驚喜表情，
我就知道這一切值得了！ 

當會長問我是否可以擔任抽獎活動這部份
的工作時，我心中掙扎了一天；因為我對麥克風
特別敏感，無法自然表達。但是想一想自己活了
半輩子，而且因為疫情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還順
利的活著，為什麼不趁此機會，嘗試鼓起勇氣來
試一試呢？所以就很勇敢地接下了這一件任務。
這看似簡單但是對自己是一個大挑戰的工作，每
天和我的另一位搭檔美説姐，兩個都過半百的女
人，天天為了活動詞語，就像做功課一樣，練了
又練、改了又改，彷彿回到年輕讀書時做功課般
的認真。這一份感覺，讓我們兩位從疫情中的緊
張心情跳脫了出來，從討論中我們是又笑又緊張。
時間過得很快，日子終於到了！孩子們知道我非
常的緊張，所以他們一早就默默的開始準備豐富
的母親節午餐給我，讓我一心去準備「拿麥克風」。
他們希望我能美美的展現在螢幕上（當然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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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段在家躲疫情的時間，體重上升不少，哈
哈―）非常感謝家人的支持！從這次的活動中，
我真的是佩服演藝人員的專業態度和能量。 

因為是第一次辦缐上 zoom 的活動，我們幾
位承辦人員，都怕上線人數不多。我在心中不知
求老天保佑了幾百次，終於圓滿落幕。雖然是短
短的一個小時，但是對於我是我人生的一大步
――我終於對麥克風不再有恐懼感了！感謝老
天爺！感謝大家的支持！或許我們做得不是很
完美，但是我們大家都盡心了。我也很感謝理監
事大家同事間的幫忙，幾乎大家都有進入來捧場。
隔天到客家會去分發禮物，看到了幾位 80 歲以
上的長輩，兩夫婦一起來，而伯伯用著拐杖看著
寬大的場地，說出了一句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話，

伯伯說：我好懷念愛心園上課的時光喔！可見他
們老人家是多麼多麼的孤獨，而我們這次活動也
讓他們有機會出來走一走，拿給他們喜歡吃的麻
糬餅，這一刻感覺這一個多月來的辛勞辛苦，都
不算什麼了。而他們要走的時候，他太太居然還
叫了我一聲：「葉小姐，我們先走囉，謝謝你們
了！辛苦了！」我不曉得他們居然還能唸出我的
姓！還能記得我，心中真的真的非常安慰。孩子
們都問我為什麼妳喜歡忙這些事情呢？其實這
就是我的答案吧！因為有一天我也會老，也需要
麻煩別人替我們服務，而我們能給別人一份快樂，
為什麼不去做呢！我很感恩，再一次祝大家母親
節快樂！ 

˙陳美說                    可以繼續學習的新功課 

大家好！我是陳美說。 

這次我愛媽媽 ZOOM 的視訊活動，我覺得辦

得很好。 

看到大家為了這次的活動開了好多次會議，

特別是看到莉煒這麼用心，我很感動。當她找我

一起主持活動時，我就一口答應下來了。我雖不

會也沒有經驗，她說沒關係，這是給我們一個新

功課、新學習的機會。我們兩個做了好多次的討

論，怎樣才能把抽獎活動做到活潑生動又溫馨？

一次又一次的對話，直到我們倆滿意為止。好像

回到以前上課時候一樣的認真，讓我們忘了仍在

緊張的疫情中，有說有笑的日子過得很快。 

誰知視訊當天，我的電腦用到一半的時候斷

線了。等我再上線時，我的麥克風又打不開，聲

音傳不出去(因為幕後工作者沒幫我打開，我沒

有辦法出聲音)。還好莉煒一個人把抽獎活動做

得很好，再次謝謝她，我沒幫上忙還差點搞砸了！

真是抱歉萬分！ 

當天晚上，我的心裏還很難過，心情很不好。

老公、孩子看我心情不好，都不敢跟我講話，怕

再惹我生氣。心想，如果我的電腦不要斷線，我

和莉煒一定可以讓抽獎活動更精彩、活潑、溫馨！

哈哈哈――因為是第一次辦視訊活動，有一點瑕

疵是難免的。第二天到㑹館分發禮物，大家也安

慰我說沒事的，辦得很好，也沒有人怪我。心想，

如果下次有機會和莉煒合作，我一定準備更周全，

零失誤…。祝大家平安喜樂！

【專題報導 1】廖世秉 

在客家活動中心設立「僑胞接種疫苗專點站」 
為了確保僑胞接種疫苗權益及更方便和安

全舒適的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經巴西華僑緊

急援助志工小組和巴西華人協會努力向聖保羅

市衛生單位爭取，得到市衛生局的支持和許可，

於3月16日上午8時在客家活動中心正式開打，

僑胞反應熱烈。 

首先，出席貴賓為病患，醫護人員和人民祈

福，祈願大家健康平安，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華僑緊急援助志工小組支黃秀莉（Eiko 

Chih）組長也是世華巴西分會名譽會長和大家一

起祈禱後，請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醫師小組的到來，

為僑胞做接種疫苗的工作，謝謝他們的辛勞。她

勉勵志工團隊指出工作愈是困難，我們更加努力

克服，情勢愈嚴峻，愈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向前邁

進，期望大家好好保重身體。 

客家活動中心主任委員張永西表示，很高興

客家活動中心有這個機會為僑胞服務，設立疫苗

接種站，將配合協助當地衛生局所規定的防疫措

施，祈望大家身體健康。 

衛生站管理經理Elaine Maria Buono表示，

今天正式在這裡施打疫苗，祝福一切順利，醫護

人員將努力協助，希望僑胞們持續配合政府，做

好防疫工作。 

疫苗接種第一批，首先由 75 歲以上的僑胞

開始，志工組組員親切為大家服務填寫資料，僑

胞們依序的在醫護人員細心的施打下，直至下午

5 點才順利完成。 

往後每個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按

照每個年齡層依序接種疫苗，地點為聖保羅客家

活動中心 (Rua Sao Joaguim 460 號，Liberdade，

SP)，歡迎僑胞前往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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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2】廖世秉 

崇正會捐助基本食物籃賑濟弱勢族群 
巴西客屬崇正總會於 5 月 7 日及 14 日，在

客家活動中心地面樓舉行援助基本食物籃給弱
勢族群捐贈儀式，共捐贈 1500 個食物籃給 12 個
單位慈善機構，儀式簡單隆重。透過此善舉，發
揮客家鄉親們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仁愛精神。 

第一梯次贈送了900個食物籃給弱勢群體。
四月份聖保羅市政府發佈緊急防疫措施計畫，使
各地幾乎籠罩在風聲鶴唳的疫情慘狀中，而導致
百業蕭條，造成社會底層族群三餐不繼、生活艱
困。崇正會慈善小組，再次發動救援活動援助弱
勢族群，獲得客家鄉親熱烈的響應，踴躍捐款，
購買 1500 個基本食物籃。第一梯次於 5 月 7 日
在客家活動中心捐贈給 Missão Salvar de 
Apiaí (Vale do Ribeira) , Instituto Sonhe 
(Cracolândia ) , Comunidade Capão Redondo 
(zona sul de SP) 等三個慈善機構，每個機構
獲得捐贈 300 個食物籃。 

Comunidade Capão Redondo 的 牧 師 
Sérgio感謝客家鄉親們的愛心，在許多貧困族群
生活最艱困之際，你們此時此刻捐贈他們最需要
的物資，上帝祝福你們。 

第二梯次於 14日捐贈 600 個食物籃給 Abap 

Assoc. Benef. Apolo 等九個慈善機構。 
鍾建仁會長致詞時表示，崇正會從第 23 屆

理監事會就開始積極從事慈善工作，因為這次疫
情關係，導致我們有不一樣的想法；去年是我們
第一次做救濟工作，今年是第二次慈善救濟。感
謝理監事、名譽會長、顧問們及客家鄉親大力支
持參與，慈善組用心的籌畫，還有客家活動中心
提供場地來分發食物籃，使慈善工作更有意義。
從各受贈單位代表的說明中，讓我們客家鄉親更
加了解巴西弱勢族群的情況。希望有更好的數據，
好好分配食物籃給真正急需要的人，使我們更加
發心來發動慈善救濟工作。這次同樣地也分贈10
個食物籃給我們客家中心的員工，因為他們工作
日減少，薪資也受影響。但願一同來共體時艱。 

受贈單位代表相繼致謝詞，一致肯定讚譽客
家鄉親們的仁心善舉。由於這波疫情非常嚴峻，
一般商業無法營業，造成我們關懷的弱勢族群，
很多人沒有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你們的急時雪
中送炭，溫暖了我們這一群社會底層民眾的心，
使他們更加有力量堅持生活下去，你們這份愛人
如己的精神，令我們心中非常感動。 

                 我 們 回 台 灣        Juliana 
在2017年七月時，我爸爸買了六張飛機票，讓

我們在台灣度過美好的暑假，當時我十歲弟弟九歲。
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開心，因為我們可以
出國旅行，而且是個很遙遠的地方『台灣』，在巴西
上學時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朋友和老師。 

過了兩個月，爸爸媽媽決定移民到台灣，我
又把這件新消息告訴朋友和老師，大家都嚇了一
跳，但老師很開心説；台灣應該是個很好的國家。
上學的最後一天，老師安排一場驚喜的歡送
Party！ 

美好的一天到了，12個行旅箱，6個後背包，
一隻藍色小狗和一個粉紅色的貓咪玩具，是阿姨
Deise 在我們登機前一天送的。到達台灣時，我
的外公、外婆和一對夫妻在飛機場接我們，坐上
車就回家了，把行李放下後，那對夫妻就帶我們
去火鍋店用餐。 

一到火鍋店，看到很多食物，有熱食、甜點、
肉類、蔬菜和飲料，各種想得到的東西都有，當
時就愛上臺灣。這種生活持續不久，爸爸就接到
一通電話，是學校打來的，説可以上學了。當天
爸爸和那一對夫妻（伯公、伯婆）帶我們去參觀
學校跟考試，還好我有在巴西聖儒中文學校習過
中文，讓我的國文考得不錯，就這樣我排到四年
級而弟弟三年級。 

一月初時，媽媽因工作所以需要回巴西，我
跟弟弟、爸爸、爺爺、奶奶一起在台灣生活。沒
有媽媽的陪伴，課業又難，爸爸又沒有辦法在課
業上幫忙我們，讓我好想放棄。還好當時有伯公
每天下午幫我解決課業問題，爸爸也請了家教，

這樣我的成績也慢慢的提升了。 
一年後老師稱讚我們，還說我們比台灣學生

厲害。聽到這句話，我深深的覺得我的努力都值
得了。 

現在已經過了三年，我已經習慣國中生活，
學校課業還是很難，所以我會上補習班。每天從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到下午四點四十五分在學校
上課，晚上五點半到九點是在補習班。雖然這樣
的生活有點累，但是我愛住台灣，因為有很多美
食、便利商店，還可以逛夜市；週末爸爸還讓我
們自己去公園騎腳踏車和打球，累了後我們會去
飲料店買手搖飲，一人拿一杯，開心的走回家！
生活在台灣真幸福！ 

提 升 免 疫 力 
在同一輛巴士上，有人會被病毒傳染，有人

平安無事，這是身體的免疫力。同樣的封城隔離，

有人一年吃喝不愁，有人一星期就拮据，這是財

務的免疫力。一樣的災難，有人積極向上，有人

怨天尤人，甚至仇視他人，這是心理的免疫力。

同樣待在家裡，有人在讀書，學技能，運動，直

播開會；也有人睡覺，看電視，玩遊戲，這是價

值的免疫力。這場天災，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對所有人的身體、閱歷、認知、人性、良知、勇

氣、思想、靈魂、價值觀等，都是一場嚴峻的篩

選。要戰勝意外與不幸，最重要的是提升所有免

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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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懷陳聰敏的悠悠思路 
崇正會顧問陳聰敏鄉親，於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在巴夷

亞往生。本刊第 72 期在<緬懷陳聰敏鄉親>一文追懷： 

「陳聰敏鄉親與夫人林幸昭女士婚後即移民巴西，伉儷同心攜手，

四十多年來勤勞節儉、堅韌不屈的成家立業，多次突破困境而奮鬥不

懈，終能創新轉型成就移民的企業典範。嗣由聖保羅發展到佛達雷薩

和巴夷亞，轉換空間創業，造福回饋更多更廣。更以家庭企業之實力，

積極參與慈善公益活動，熱情接待前往當地之鄉親與僑胞。林幸昭夫人因此榮膺全球華商婦女華冠

獎，陳聰敏鄉親則榮任崇正會顧問和巴西台商會副會

長，不遺餘力一同奉獻。 

陳林幸昭夫人，強忍喪夫之慟，感於先生住院治療

期間，醫護人員極為辛勞。但是醫療器材的短缺，使他

們常常處在高風險的環境中工作。先生不幸往生後，他

們一家繼續發揚『慈悲喜捨、與人為善』之心志，督促

兒子陳潔明利用自己的工廠，趕製口罩及醫護鞋送給東

北部醫護人員。當地市議會，感佩並表彰他們的愛心貢

獻，將其工廠前面的馬路以陳聰敏的名字來命名。」 

現在道路已經通車啟用，陳家祖孫三代共同參與通

車儀式。如圖為陳聰敏家屬與巴西與有關人員合攝於路

名下(左一為陳林幸昭夫人)。 

↓ 轉載有關報導，以誌懷思 ↓ 

感念巴西臺商陳聰敏 巴夷亞州政府以其名為路名 
―《共享月刊》取材自僑務委員會的新聞報導 2021-7-20 ― 

曾榮獲華冠獎，現任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副會長陳林幸昭的夫婿，陳聰敏日前

因染新冠肺炎不幸過世。陳聰敏伉儷在巴夷亞州開拖鞋工廠，一直以來對當地弱勢團體很慷慨大方，

經常贊助日常生活必需品，援助食物予弱勢群族。當地政府機關，感念陳聰敏的恩德，決定以陳聰

敏的名字做為路名，在工廠前道路設置路牌，現在道路通車啟用，陳家祖孫三代共同參與通車儀式，

莊嚴儀式深覺感動，臺裔入巴西主流社會，受到巴西人尊敬愛戴，是臺裔之光。 

陳聰敏是臺灣客家鄉親，自與林幸昭結婚後即移民巴西，伉儷攜手同心，四十多年來勤儉持家，

堅韌不屈的成家立業，多次突破困境，創新轉型成就移民的企業典範，從聖保羅發展到巴夷亞洲，

轉換創業空間，造福回饋更多更廣，更積極參與慈善公益活動，多次熱情接待前往當地僑胞，也經

常贊助聖保羅中華會館承辦的慶祝雙十國慶聯歡大會。成箱的拖鞋，贈送給與會的僑胞朋友，林幸

昭因此榮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華冠獎殊榮，陳聰敏則榮任客屬崇正會顧問職及巴西臺商

會副會長。陳聰敏不幸染上新冠肺炎過世，林幸昭強忍悲痛，督促兒子陳潔明，趕製口罩贈與東北

部醫護人員及當地市議會，因此當地政府感佩他們的愛心，將其工廠前道路，以陳聰敏的名字來命

名，身為臺灣人也同感驕傲。（新聞來源：僑務委員會） 

國家為名多元為美 
― 原載新加坡《新明日報》，作者： 李永樂 2021-8-9 ― 

巴西東部面向大西洋的巴夷亞州，在冠病疫

情中誕生了第一條華人名字的路，以紀念 2020

年離世的台籍商人陳聰敏(路名叫 RUA CHEN 

TSONG MIIN)，目的是肯定與紀念這位陳先生為

當地社會做出諸多貢獻。 

我和陳聰敏有一面之緣，那是 2018 年的 10

月，我應以臺灣為基地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之邀，到臺北參加兩年一度的華冠獎頒獎禮，

這個獎項是表彰不分國籍、有特出成就的華人女

企業家。那年巴西的台籍企業家林幸昭是獲獎者

之一，她就是陳先生的夫人。頒獎禮是在晚上，

當天的午餐，我和他們夫妻同桌。獲獎的林幸昭

是主角，陳先生是她的堅強後盾，始終帶著親切

的微笑，很少發言。 

陳聰敏出生臺灣，是客家人，移民巴西四十

余載，成家立業，多次突破困境，創新轉型成為

傑出的移民典範，從聖保羅發展到巴夷亞州開設

鞋廠他對當地弱勢群體慷慨大方，不但經常贊助

日常生活用品，也創造就業機會。陳先生移居巴

西落地生根，他和家人早已融入異國他鄉，因此，

回饋當地對他來說理所當然。然而，他和太太畢

竟是出生臺灣，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自是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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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化。愛國認同和文化身份彼此並無本質上

的矛盾。 

「移民」是人類的社會行為之一，自古有之，

全球化時代更加的明顯，就以本屆奧運賽場上，

勇奪 100 米蝶泳冠軍的加拿大籍華裔少女麥克

尼爾為例，她是誕生後即被加國夫婦領養的中國

嬰兒，這回勇奪奧運金牌，她是加拿大人，為加

拿大爭光，名正言順，祖籍國民眾理應為她喝彩，

更無須懊惱“走寶”，這才符合奧運精神。 

奧運是以國家為名的體壇最高盛會，各國健

兒不分種族，都在為自己的國家拼搏。你可以看

見多國隊裡，各種膚色的健兒都有。許多西方國

家的選手，也有不少東方臉孔，領獎臺上，播放

冠軍得主的國歌，人人露出崇敬、激動和自豪的

神情，充分體現對栽培她的國家的愛戴，自然流

露愛國意識。奧運精神體現多元之美，匯成一道

亮麗的風景。 

話說回來，文化的認同與欣賞，與國家觀念

和意識，沒有重疊交叉的必然。熱愛一種文化與

討厭一個政權，皆不足為奇，也不相悖。始皇雄

心萬丈，終究有始無終，漢唐數百年盛世，最後

也遭覆滅，唯有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文化像

大海，橫跨大陸和大洲，它不以國土為邊界，然

而，國際秩序建立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基礎上，這

是不爭的事實，必須獲得尊重，在更有智慧的國

際新秩序誕生之前，這套行之有年的老辦法，雖

有諸多弊端與不足，至少發揮一定的作用，在兩

次世界大戰前後，確保以國家為名的維穩態勢，

基本上得以持續。 

今天恰逢新加坡 56 歲生日，我們祖輩來自

不同的原鄉，他們不分種族和文化，有緣在這小

紅點成就以國家為名的築夢、立業與安家，多元

文化典範，堪稱佳話。 

【獨白疫下】葉莉煒      怎麼剛剛懂事就老了？ 
在疫情蔓延下，大家可能做了很多以前沒有

時間去做或去思考或是整理的事。 

這段期間我也享受了跟孩子獨處的時光，也

吃到孩子做了很多好吃的美食，也看了很多的片

子，也把常年沒有動的文件照片拿出來整理…。

這段日子竟然一年多了，對於常在東方和巴西飛

來飛去的我們，是一段不簡單的時段。但是每當

靜下來的時候，就會想起我們最親的人――雙親。

想回去又礙於疫情關係影響的事業，還有孩子的

健康安全問題；但是又想起父親這段時間，肯定

跟很多朋友的父母一樣，得了輕微的失憶症或是

看了很多關於疫情新聞報導後，有了輕微的憂鬱

症症狀。在巴西的我們在和朋友互通電話中，有

朋友說和父母親通視訊中，看到他們的眼眶中都

含有淚水。我們這批 60 年代的女兒們，很多都

是擔心在遠方漸漸老去的親人。以前生老病死好

像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現在會擔心會怕！最不

希望的就是因為疫情而走的親人，因為會等不及

我們就孤單的走。以前回台灣的路，那心情就像

是回娘家一樣，快樂的回到台灣看望父母，買買

好吃又好用的東西，帶回來給這邊的孩子…。而

現在有很多朋友說，父母親都漸漸老去而且甚至

去世了，我們每每通話中，都會談起自己遠在台

灣家中的情形，言語中都有許多掛念及許多不忍。

而且最近都會夢見己去世的媽媽，夢中會和她聊

天，一直和她說早知道就不去武漢了，會有比較

多的時間陪她；可是一醒來才知道自己又在做後

悔夢了…… 

身在海外的我們，都必須經歷這過程。我們

自己年紀也漸漸變老，又經過這不知要到什麼時

候才會恢復正常的疫情下，有朋友私下都準備了

身後文件，及寫了該交代的話。相信大家都在這

段時間內，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情及想法，但是最

理不清的還是親情。 

在這可怕的疫情下，它在強迫孩子們長大，

去面對很多突如其來的意外，而幸運的是有我們

陪著他們面對這一切。 

大家不知道道是否和我一樣，居家隔離太久

了，心中常出現一些這樣的情緒反應？ 

這些心情又不好意思，說給家中巴西長大的

孩子們聼，他們也體會不出我的心中想法，我只

能寫下然後傳給你們這羣 50/60 年代的好友看

看了！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加油！怎麼剛剛懂事

就老了？聽了這句話心中一陣騷動，就像說出自

己的人生！ 

* 

在我那單純的 15 歲那年，隨著父母離開臺

灣來到地球的另一端「巴西」。因為爸爸是牙醫，

從小日子過得不錯。當時每天傍晚下課後就直奔

家裏，但是還是不忘在路邊吃一碗小吃；因為在

家等待我的，不是英文家教就是數學家教。而因

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所以只感覺壓力好大。當知

道要出國時，心中好高興喔！ 

從一個只知讀書的環境，直接跳入一個自由

又放鬆的南美洲，真是天地之差！而且為了在異

鄉生活，家中開了一間禮品店（Bazar)，每天和

爸爸一起顧店，一邊做小生意一邊學葡文，日子

過得非常安穩，但是完全把學業放鬆了。 

今天回想自己 55 年的人生，從出國巴西然

後 22 歲那年在巴拉圭僑頭結婚，然後 27 歲回聖

保羅開進口公司，29歲又回台灣定居 5 年，之後

又回聖保羅，2015 又去武漢投資，2019 年底回

到巴西至今…今年我要走入 56 歲了，靜靜回想

一下，自己的人生好像多采多姿，也過的匆匆忙

忙，就像歌詞中那句：怎麼剛剛懂事自己就老了？ 

* 

「如果」再讓我回頭走一回，我會選擇如何

過呢？就像老公說的，人生沒有後悔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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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所以就只能把過去 55 年的日子，當作一篇

作業交給孩子們看，告訴他們我的錯別字，警惕

他們在人生旅途中，少錯多珍惜好日子！而自己

也開始懂事的，好好的過之後的好日。三不五時

就會接到兒子的訊息，他會問候我問我好不好，

尤其在我生病時，更是每天問我有好點嗎？而且

只要我想吃什麼外賣，只要寫訊息告知他，他一

定馬上會滿足我，從不小氣囉嗦。 

因為兒子看不懂中文，只能用葡文寫訊息；

但是遇到困難的單字時，我就乾脆用語音通話。

在這用文字溝通中，感覺自己和他就像是和外人

似的很客氣；但是他好像比住在家中時更會關心

我了。 

想當初兒子提出要出去自己住時，引起家中

一陣冷戰期，在我的心中總覺得他還小，如果出

去住肯定會像巴西人一樣太自由，會學一些壞習

慣，所以一直不答應，但我終究還是戰輸了。 

他給了我一付他家的鑰匙，我也利用要帶傭

人去打掃的藉口，到他家中去檢查一下。讓我出

乎意料的是，他在家中是一位天天被傭人抗議房

間亂的人，居然自己住後整理的很好，而且每一

次去他家，他又加添了不少新家具。我開玩笑的

告訴老公，兒子已經把家當都準備好，可以娶老

婆了！ 

每當和當時勸我放手給孩子自由飛的朋友

通電話時，她就會問我會不會後悔？她也笑我是

一位外表看起來好像很現代的人，想不到內心思

想是如此的封閉。其實可能自己從小被父母保護

的好，剛好又受了一些東方文化思想薰陶；也可

能是自己的母親心態作祟，總把已經 27 歲的兒

子當成還是當年需要我們保護的小孩一樣。經過

他離家快三年的時間，一路的改變與成長，他越

來越懂得關心父母的態度下，我終於明白所謂的

「適當的放手」，也是一種愛孩子的表現。而且

咱的老祖宗有說：「兒孫自有兒孫福」。那麼我就

好好的、慢慢的、改變自己的思維，來等著享受

就所謂的兒孫福吧！ 

     歡 迎 來 「如果」         右 玲 

大家閉關在家何不激盪腦力？我提議發起以「如果」為題的短文寫作活動。 
大家可以抒發心情，發揮空間很大，而且可以集結成《客家親》的作品。文字不拘長短，但不是造
句，中葡文都可以接受。如果大家接受我的提議，就趕快發揮創意吧！海闊天空，歡迎來寫作「如
果」、閱讀《如果》。( 打旗桿的先上，我就起跑啦……) 

˙惠右玲 
如果果這個時候我中了一百萬巴幣，有用嗎？有
錢的人不就是買名牌炫富嗎？現在也沒有社交
生活，會有人看你嗎？何況自己也不是那塊料！
不然吃高檔美食，可是疫情當道，命比錢還貴重，
算了吧！買間高級公寓住，嗯，錢又不夠！全部
拿去投資客家緣樓…。可惜這只是個夢想。 

˙張 湘 
如果我是一個醫生，就會幫助那些遇到困難的人，
我會盡全力去做。幫他們治療身體的疾病，讓他
們獲得新生；讓他們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美滿。
尤其是現在新冠病毒席捲全球之際，希望我能找
到治療的方法，來拯救全人類；還我世界安康、
経濟繁榮，大家生活安定、平安健康快樂！如果
我是總統、如果我是郭台銘、如果我是陳時中、
如果我中大樂透⋯太多太多的如果！這些都是疫
情中閒閒沒事做，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希望大家
也發揮想像力，也可增加《客家親》有趣的內容。 

˙葉莉煒 
天天在家看巴西及台灣的新聞報導，都是疫情和
政治人物的口水戰，看得都累了！ 
抬頭看看天空，溫暖的陽光帶著稍微冷泠的風，
心理就想著：「如果」大家都打到 2 劑疫苗了，
那麼我們就可在客家一樓大廳，辦一埸好吃又好
玩的父親節！有巴西出名的 Picanha 有名產的
各或品牌的 Queijo 和品嚐南美各國好喝的
Vinho，大家好朋友盡情享受美食，也可好好的
說說這一年多的心情，這也是我多年来欠客家理
監事們的一埸父親節禮物，當然以上所想的是在
「如果」的奢望下。 

˙鄭俊青 
関了一年多了，看看漸漸長大的肚子和日見鬆弛
的肌肉，不禁感嘆萬分。如果沒有疫情，我們可
以辦一個熱熱鬧鬧的 festa junina，大家像往
年一樣快快樂樂的一起跳 quadrilha 、吃
pipoca、喝 quentão ，其樂無窮。真懷念。 

         巴西電視廣播 70 週年有感            傅旭輝 

1950 年的 9 月 18 日，聖保羅的 Tupi 電視

台正式開播，為巴西電視廣播事業打出先鋒。四

個月後（1951-0120）Tupi 里約電視台也相繼開

播。因此每年的 9 月 18 日被定為巴西的國家電

視日（Dia Nacional da televisão）。而巴西家

喻戶曉的里約環球電視台（TV Globo RJ）則是

在 1965 年 4 月 26 日開播的。 

說到電視機的發明，最早提出構想並付諸行

動的是一位名叫貝爾德（John Logie Baird）的

蘇格蘭工程師。他於 1926 年在倫敦的英國科學

院向科學家們展示了首台機械式電視機，被視為

是電視機的鼻祖。瑞典電機工程師 Ernst 

Alexanderson放棄機械模式的電視機，研究發展

出不需靠電纜傳輸的視訊傳播，於 1928 年（另

有其他資料來源顯示 1930 年）1月 13 日在紐約

Proctos 劇院公開展示他的電視機。此為日後電

視廣播和電視機製造的萌芽。經各路人馬的研究

改進，加上 1933 年美國人茲沃里金（Ph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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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Farnsworth）研製成功可供電視攝像用

的電子式陰極射線管(CRT)，呈現出現代電視機

的 雛 形 ―― 電 子 電 視 。 德 國 德 律 風 根

(Telefunken)電器製造廠於 1934 開始正式生產

電視機，這才使電視機的推廣走向大眾化，不再

是以往只有少數上層階級才享受得起的玩意。 

晚近的彩色電視系統主要有：1. NTSC-美國國

家電視標準委員會制定。(彩色信號副載波頻率

f=3.579545MHz) 2.SECAM-Sequentiel Couleur a 

Memoire法國。(彩色信號副載波頻率f=4.437MHz) 

3. PAL-Phase Alternation Line英國。(彩色信號

副載波頻率f=4.43361875MHz)。這三種彩色方式之

原理大部分相同，所不同者僅在視頻頻帶內傳送色

信號的方法而已。亞洲地區除台灣/日本/菲律賓是

採用美制NTSC系統外，其他國家地區大都採用PAL

系統。歐洲國家採用SECAM 和 PAL系統，其中PAL

又可細分多個系統，巴西採用的是 PAL–M 電視系

統，不同於鄰居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的PAL–N系

統。因此早期從國外帶入巴西的錄放影機為配合本

地彩色電視機，因系統差異還得花錢請人更改電視

機色信號的部分電路，其原因在此。 

隨著科技的快速和高度發展，傳統類比電視

已被數位電視所取代。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從

電子管、電晶體電視迅速發展到集成電路電視，

到如今的數位化智能化，立體化，電視機的發展

歷程象徵著顯示技術發展的一個個里程碑。在基

本的 6MHz 頻道中，可傳遞 1080 條水平線條，簡

稱高畫質電視（HDTV），是傳統電視 525 條水平

線的 2 倍以上，而更高解像度的超高畫質電視

(UHD 或俗稱 4K) 傳遞 2160 條水平線條，不但解

像度顯著提高，畫面寬高比也往寬向擴充。顯示

技術帶來的視覺感受越來越清晰、真實和沉浸，

使畫面更能表現出真實感。 

數位電視不僅可以收看電視，還可以同時利

用現有的電視頻道上網、進行資料傳輸等多項應

用。目前全球數位電視共有三大主流系統，分別

為歐規的 DVB-T、美規的 ATSC 與日規的 ISDB-T

三大系統。除了韓國、墨西哥採用美規 ATSC，與

日本採用日規的 ISDB-T 之外，其它國家幾乎都

採用歐規的 DVB-T。歐規 DVB-T 與美規 ATSC 最

大的不同是 DVB-T 可以在行動中收看電視，即便

在車行速度達 130 公里時，也可以清楚的收看數

位電視，而美規 ATSC 則缺乏這項功能。 

數位電視其影像、音樂都採取全數位化系統，

使影像/聲音在記錄、放映、保存，都大大的提高

它的傳真度，也就是大幅減少了失真度。 

值此巴西電視廣播 70 週年之際，淺談電視

廣播的點點滴滴，並回顧曾經涉足有關電視的學

習和參與。從工業學校電子科實習工廠接觸的真

空管黑白電視機起，到通過中國電視公司（台灣）

儲備電視工程人員甄選，還有任職彩色電視機製

造廠（Admiral Overseas Corporation-AOC）工

程部的線路設計與改善工作項目，直到後來移居

巴西從事過的電視修理工作…似乎已經跟電視

結下不解之緣。只是隨時間的推移，欲跟上科技

進展的腳步，還得特別加把勁才能避免遭受時代

淘汰的命運。 

附註： 

1.早期台灣無線電視廣播開播日期：台視 

1962/10/10 ， 中 視  1969/10/31 ， 華 視 

1971/10/31。 

2. 1958 年，天津無線電子廠製造出了中國第一

台黑白電視機，取名「北京」，被人譽為：「華夏

第一屏」。同一年，電視台開始試播。 

↓ 2021 年‧客家緣樓營建進度 摘記 ↓ 
2-15 

5-27 

 

6-16 

8-18 

 

客家緣樓開工大吉。 

由於天時地利人和，無論整地、推土、挖土、地下樓層奠基工程、各項配套設

施安裝…，進展都極為順利。 

主角建築工具，吊車（起重機）組裝完成，客家緣樓就要拔地而起。 

工程很順利，相信很快就會有上樑典禮，再來就是竣工典禮了。 

以下就選幾張照片印證，祝福客家緣樓順利圓滿成功。 
  

擁抱大地――忙碌的整地、運土陣仗↑ 俯瞰客家緣樓，歡欣迎接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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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 SE ...         CELINE LU 

葡文 Português 英文 English 

A covid deixou em mim um medo inerente - algum 
dia, de alguma forma, haverá um outro vírus que 
causasse uma próxima catástrofe global? O que 
aconteceria SE o próximo vírus nos transformasse em 
zumbis? 

Um apocalipse zumbi! SE isso ocorrer, o que 
poderia acontecer? Onde seria o melhor lugar para se 
esconder? Quanto tempo as pessoas sobreviveriam? 
Quem sobreviveria? Eu sobreviveria? 

A força psicológica e as habilidades físicas e 
estratégicas que não possuo, fariam de mim uma vítima 
do apocalipse zumbi. Como todos nós vimos nos filmes, 
tanto falta de comida como falta de visão de um inimigo 
podem trazer à tona o pior lado de muitas pessoas. 

Com isso, eu sei que não sou forte ou qualificada o 
suficiente para lutar junto ou contra os outros pela 
sobrevivência. Assim, por ser fisicamente fraca e não 
saber lutar, não sobreviveria a um apocalipse zumbi. 
Com essas características, eu não teria tanta vontade de 
viver e provavelmente iria preferir morrer logo de início 
a sofrer. 

Devido ao apocalipse zumbi, as coisas com os 
quais me importo não existiriam mais. Por exemplo: 
falta de solidariedade, impotência em reverter a 
situação, sofrimento, agressão, além do lado bom da 
vida, como fórmula 1, livros, shows e videogames. 
Tudo isso provavelmente seriam destruídos ou deixados 
para trás conforme as pessoas fossem tentando 
encontrar abrigos ou fugas. 

Com isso, não acho que valeria a pena viver e eu 
também teria medo de mim mesma. Desajeitada e 
facilmente distraída, essas características fazem de mim 
tudo o que a maioria das pessoas não podem ser, durante 
um apocalipse. Conseqüentemente, os zumbis poderiam 
se aproveitar disso e terem muitas oportunidades para 
me matar, me esfaquear ou mesmo me comer. 

Muitos se superestimam, sendo que na verdade, 
não são capazes de sobreviver sem luz elétrica, água 
encanada, internet, carro, e outras fragilidades trazidas 
pela modernidade. Eu, sem força física, sem habilidades 
e desajeitada, eu não sobreviveria. 

Seria extremamente difícil e desconfortável 
sobreviver a um apocalipse zumbi sem as forças mentais 
e físicas que a maioria não possui. Desde que se passou 
a época dos sapiens coletores, nossos ancestrais que 
ainda não conheciam a agricultura e viviam nômades, 
vagando de um lugar para outro, tornamo-nos indefesos 
contra a natureza. Não sabendo matar, atirar lanças, 
fazer fogueira com gravetos, estaria totalmente indefesa 
e acredito que não sobreviveria a um apocalipse zumbi, 
e sem vontade de continuar vivendo. 

É importante que as pessoas repensem no que 
realmente é importante após a pandemia, como 
valorizar tudo o que a modernidade nos trouxe de bom 
e de conforto nesse mundo. 

Covid left me with an inherent fear - will 
someday, somehow, be another virus that 
would cause the next global catastroph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next virus turns us 
into zombies? 

 A zombie apocalypse!  IF this 
occurred, what could happen? Where would 
be the best place to hide?  How long would 
people survive?  Who would survive?  
Would I survive?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strength 
and strategic skills I don't possess would make 
me a victim of the zombie apocalypse.  As 
we've all seen in the movies, both lack of food 
and an enemy's lack of open mindedness can 
bring out the worst side of many people. 

Consequently, I know I'm not strong or 
qualified enough to fight with or against 
others for survival. Thus, due to being 
physically weak and not knowing how to 
fight, I wouldn't survive a zombie apocalypse. 
Additionally, I would not have the desire to 
live and would probably prefer dying than to 
suffer.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zombie 
apocalypse, the things I care about would no 
longer exist.  For instance, formula 1, books, 
concerts, and video games. All of these would 
most likely be destroyed or left behind as 
people tried to find shelter or escape. 

In addition, I would be afraid of myself.  
Clumsy and easily distracted, these traits 
make me everything most people can't be 
during an apocalypse. Hence, zombies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nd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kill me, stab me or even eat 
me. 

 It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uncomfortable to survive a zombie 
apocalypse without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strengths most lack.  Since the days of 
collecting sapiens have passed, our ancestors 
who did not yet know agriculture and who 
lived as nomads, wander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have become defenseless against 
nature.  Not knowing how to kill, throw 
spears, make a fire with sticks, I would be 
totally defenseless and I believe I would not 
survive a zombie apocalypse, and unwilling to 
continue living. 

 It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rethink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after the pandemic, 
how to value everything that evolution has 
brought to us, and the comfort we have in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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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新冠肺炎經驗談       淑 媛 
Minha experiência com COVID19 

Bom dia a todos, muita paz  
Gostaria de compartilhar com todos a minha recente 

experiencia com Covid . 
Nao sei dizer onde fui infectada , apesar do uso de 

mascaras ,higienização das mãos e distanciamento social . 
Gracas a Deus tive sintomas leves e ja estou bem . Começou 

com minha garganta um pouco inflamada , um pouco de 
calafrios , dor lombar . E depois evoluiu para uma forte coriza . 

Em nenhum momento tive febre , mas tive uma tosse leve . 
No meu íntimo sabia que não se tratava de uma gripe 

normal . Então , já no quinto dia , achei melhor fazer o teste de 
PCR. 

Fui direto ao pronto atendimento do hospital Samaritano e 
pelo meu relato, o médico autorizou o teste . Na consulta, não 
estava com febre e minha oxigenação também estava normal . 

A recomendação do médico foi de ficar atenta aos sintomas 
e caso tivesse piora , teria de retornar ao hospital e ser então 
medicada . 

Dois dias depois tive a confirmação : Positivo para COVID. 
Com essa confirmação , fiquei isolada em casa .Mas, como 

estava bem , continuei cozinhando normalmente e sempre com 
o uso da máscara .Só fiquei num quarto separado do meu 
marido . 

Todos os dias media minha temperatura corporal e a taxa de 
oxigenação do sangue . Sempre normal , sem febre. 

Continuei me alimentando bem , tomando própolis , chá de 
gengibre com limão e mel , e tomando bastante água. 

Só sentia que meu corpo estava ainda um pouco cansado e 
tinha mais sono . 

Confesso que todas as noites ,antes de dormir ,orava pedindo 
a Deus pela minha plena recuperação e que eu não tivesse 
contagiado outras pessoas .Tinha receios de que os sintomas 
pudessem piorar a cada dia . Mas , graças a Deus não tive piora . 

Tomei por conta própria  e por recomendação de vários 
amigos , Ivermectina*, por 3 dias seguidos . Não sei afirmar se 
isso também ajudou para que a minha carga viral não tivesse 
subido . 

Após alguns dias , meu marido foi fazer teste mesmo sem 
sintomas e o resultado foi Negativo . 

Posso dizer que cada organismo responde de uma forma 
diferente aos sintomas , mas é muito importante que cuidemos 
da nossa saúde todos os dias . Normalmente , tomo própolis e 
vitamina D3 , além da vitamina de frutas com iogurte natural . 

Quando já estava no meu 12 dia , voltei ao hospital para 
refazer o teste . Mas, o médico disse que não haveria 
necessidade, pois meus sintomas estavam normais e pela OMS 
( Organização Mundial de Saúde ) são necessários 10 dias de 
isolamento social ,caso não tenha evolução dos sintomas . 
Então , fui liberada da quarentena e  só então tirei o uso de 
máscara dentro de casa . 

Vamos continuar nos cuidando , usando máscaras , 
respeitando o distanciamento social e aguardar a vacinação. 

Sim, só a vacina vai vencer esse vírus . 
Desejo muita saúde a todos. 
 
*Ivermectina é medicamento normalmente usado para 

infecções causadas por alguns parasitas 

各位鄉親們：大家好！平安！ 

我願意分享最近染疫確診新冠肺

炎的經驗過程。 

首先表示，我每天外出定使用口

罩，及保持社交間隔距離，即使如此但

始終無法查知何處被感染。 

非常感謝主的恩典保守，病狀屬輕

微，現在已經恢復不礙事。症狀初期，

喉嚨微發炎不適、體温忽冷忽熱冒冷

汗、脊椎不適腰酸背痛、直流鼻水微咳

嗽但没有發燒。理智上判斷這絕不是一

般感冒，第四天回家後外子載我赴醫院

Samaritano 做 PCR 測 試 ， pronto 

socorro 值班醫師檢測憑斷，雖無發

燒、血氧供給正常，因具有之前症狀，

符合刷健保卡做 PCR 測試條件，並吩咐

檢測後症狀輕微也無需住院，但若症狀

趨嚴重則需返回醫院服用藥物。二天

後，果不其然收到 email 檢測結果証實

「陽性反應」。 

檢測証實後，只好每天居家隔離。

由於無特殊狀況，在家皆使用口罩，仍

正常負責每日備餐，只是和夫婿分房隔

離避免感染。期間體温血氧正常、無發

燒症狀，要求每天餐飲正常，每日不停

服用蜂交、飲用薑茶配蜂蜜檸檬和多喝

水，只是感覺想睏睡、渾身乏力而已。 

我承認每夜晚就寐之前，很誠摯地

向上帝禱告祈福，能儘快恢復避免症狀

趨愈發嚴重，也禱告祈求希望不會感染

其他接觸過的明友；感謝主的保守看顧

至今的平安無憂事。 

期間感謝教會及朋友們關懷的叮

嚀和指導，所以想把此次的經驗過程和

大家分享和参考：  

連續服用了三天的 Ivermectina。

雖無法絕對確認是因此藥品的結果，但

是長時休息和服用藥物，讓我恢復很快

病情受到控制，之前的症狀已不再復

發。隨之外子也做同測檢，感謝主的恩

賜，結果呈「陰性反應」。 

雖說或許說不定每人體質因人而

異，遭受是否被染疫程度不同，但是我

們全家每天服用維他命 D3 以及蜂膠，

當到了第十二天已經自我感覺正常，回

去醫院要求復測；但醫師說依我的實況

不需要再復測，依國際衛生組織 OMS 條

列規則，只需要隔離十天若病情不再呈

現，就可以不需要再居家隔離。但是我

們大家外出，務必繼續保持使用口罩和

保持社交距離。盼望大家能夠早期接受

施打疫苗後，才能減輕病毒的氾濫。 

感謝大家的關懷，祝福大家 平安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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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QUE VOCÊ FARIA PELA JUSTIÇA SOCIAL?  Celine Lu 
Enquanto a humanidade ainda se cambaleava 

em meio à catástrofe mundial causada pela covid-
19, víamos pela TV o assassinato do negro George 
Floyd nos EUA por um policial branco. Tempos 
depois, o cidadão negro João Alberto foi espancado 
até a morte por seguranças brancos no Brasil. 

Apesar dos riscos de contaminação pela covid-19 
e a indicação de não aglomeração pelas 
autoridades para evitar contágios, o povo, 
indignado, foi às ruas, gerando protestos e motins. 
E as principais avenidas do país foram, então, 
estampadas com 3 letras: BLACK LIVES MATTER – 
BLM, trazendo para 2020 mais um desafio: a justiça 
social. 

Justiça social é o ato de lutar por relações éticas 
entre indivíduos na sociedade. É a idéia de que 
todas as pessoas, independente de raça, cor e 
classe social, merecem direitos, oportunidades e 
tratamentos iguais. 

BLM surgiu em 2013, em resposta ao assassinato 
de Trayvon Martin em 2012, um rapaz de 17 anos 
que se encontrava a caminho de casa quando o 
policial George Zimmerman puxou o gatilho e foi 
posteriormente absolvido. O movimento que se 
iniciou com hashtags contra a brutalidade policial 
perante um rapaz negro, tem como objetivo realizar 
protestos e reuniões comunitárias visando 
igualdade aos olhos da Justiça e perante as 
instituições. 

Dr. Finn Coleman da UNM explica que existem 
mal-entendidos acerca do significado do BLM, este 
movimento se extende não apenas à comunidade 
negra, mas a todas as pessoas. Ou seja, é um 
movimento contra a supremacia dos privilegiados, 
para que todos sejam tratados com igualdade. 

Um ministro americano,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afirmou certa vez: "O progresso humano não 
é automático nem inevitável ... Cada passo em 
direção ao objetivo da justiça requer sacrifício, 
sofrimento e luta; os esforços incansáveis e a 
preocupação apaixonada de indivíduos dedicados" 
(AZ Quotes). Com isso, a justiça só pode ser 
adquirida através de sacrifícios pelo bem de outros.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i preso várias vezes e até 
sobreviveu a uma tentativa de assassinato em 1958 
por publicar um livro sobre liberdade e justiça 
chamado Stride Towards Freedom.  No entanto, 
isso não o impediu de se sacrificar, pois continuou 
a liderar vários eventos em prol da justiça social, 
como o protesto "Marcha Contra o Medo", em 
1966. Como resultado de sua ação, ele foi 
apedrejado por brancos (Boney, Jeffrey). Em busca 
de justiça social, pessoas sacrificaram seu conforto 
de ficar em casa assim como seu direito de se 
sentirem seguros, mesmo que isso possa levar à 
prisão ou à lesão (Lucero, Marissa). A parábola do 
Bom Samaritano em Lucas 10 afirma como o 
suposto inimigo de um viajante o ajudou, depois de 

ser roubado e espancado. Apesar de saber que 
seria julgado pela sociedade e sua reputação 
arruinada, o samaritano o ajudou. 

Em 2018, estudos feitos pelo Even Hiring Lab 
indicaram que nove entre dez pessoas estariam 
dispostos a ganhar menos dinheiro com a finalidade 
de fazer um trabalho siginificativo, ou seja, 
sacrificariam dinheiro por carreiras significativas 
(Wise, Erin). Provérbios 21:26: "O dia todo ele 
anseia e deseja, mas o justo dá e não retém" (Bíblia 
Sagrada).  Isso demonstra que, assim como o 
Senhor dá abundantemente, devemos dar também 
aos outros e não nos submeter aos prazeres 
terrenos, ou seja, bens materiais. Mesmo não 
tendo uma vida grandiosa e confortável, muitos 
acreditam que viver materialmente não é uma 
necessidade e pode ser sacrificado pela justiça. 
Trabalhar pela justiça social e participar de 
organizações sem fins lucrativos não oferecem 
dinheiro, mas representam paixão. 

“A Chip of Glass Ruby”, escrito por Nardine 
Gordimer, é sobre uma mulher muçulmana africana 
chamada Zanip Bamjee, moradora de uma 
comunidade pobre. Ela é dedicada à família e aos 
filhos. No entanto, ela também acredita que algo 
deve ser feito para proteger a minoria em seu país, 
a África do Sul, contra o governo autoritário. Ela 
cedia a sua casa diariamente para que estranhos 
possam discutir sobre a minoria africana e 
distribuía panfletos mesmo correndo o risco de 
apedrejamentos e morte. O título da obra sugere 
que uma peça sem valor (lasca de vidro) pode ser 
muito valioso (rubi). Provérbios 31:10 diz que 
“condenam-se o vinho e as bebidas fortes — Faze 
justiça aos pobres e aos necessitados — Uma 
mulher virtuosa é mais valiosa que rubis”. Qualquer 
pessoa por mais insignificante que pareça ser, pode 
fazer toda a diferença. 

Todo propósito requer sacrifícios. Outro exemplo, 
“The Question of South Africa” afirma que mais de 
100.000 estudantes negros boicotaram como 
método de protesto para enfatizar que sua 
educação era propositalmente inferior à dos 
brancos.  Isso ocorreu com frequência e, como 
resultado, 80 alunos morreram. Da mesma forma, 
Jesus se sacrificou na cruz em Mateus 27 para dar 
ao povo de Deus uma segunda chance e para 
perdoá-los também.  Embora Jesus soubesse que 
seria ridicularizado e teria que morrer, ele ainda se 
sacrificou (e seu corpo) para alcançar a justiça e 
permitir que as pessoas vivessem. João 15:13 diz: 
“Ninguém tem maior amor do que este: que 
alguém dá a sua vida pelos seus amigos” (Bíblia 
Sagrada). 

Em conclusão, existem inúmeros sacrifícios que 
foram feitos pela justiça social.  Embora estes 
sacrifícios possam ser dolorosos ou difíceis, 
sacrificar dinheiro, conforto e a nós mesmos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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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para alcançar a igualdade.  Ao abrir mão 
deles, palavras e atos emergem para que as pessoas 
possam ter as mesmas oportunidades. Participar de 
eventos e ser voluntário é importante para 
conquistar justiça e influenciar outros a fazerem o 
mesmo.  Enfim, nos sacrificarmos e nos 
arriscarmos mesmo sabendo das consequências, 
podemos impactar a sociedade para mudanças pela 
nossa determinação. BLM teve com certeza outros 
nomes no passado, mas é certo que a busca pela 
justiça social nunca deixou de fazer parte da história 
da humanidade. 

E para todos que conseguiram ler até aqui – visto 
que um leitor me disse que adormeceu na terceira 
linha - quero acrescentar esperança, cuja existência 

faz valer os sacrifícios. 
˙Obras Citadas: 

Birt, Jamie. “Working in Social Justice: Por que 
90% das pessoas sacrificariam dinheiro por um 
significado (com exemplos de planos de carreira)” 
Binghamton University, 12 de novembro de 2020. 

Boney, Jeffrey L. “What Will You Sacrifice for 
Justice?” Forward Times, 12 de janeiro de 2017. 

Lucero, Marissa. “Significado por trás do 
Movimento: as vidas negras são importantes” UNM 
Newsroom, 26 de junho de 2020.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AZQuotes. Wind and 
Fly Ltd, 13 de janeiro de 2021. 

A Bíblia Sagrada: Contendo o Antigo e o Novo 
Testamentos.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2010. 

          O SONHO AMERICANO       CELINE LU 
De acordo com a Investopedia, o sonho 

americano é a crença de que qualquer um, 
independente de onde nasceu ou a que classe 
pertence, pode obter a sua versão própria de 
sucesso numa sociedade cuja mobilidade é possível 
para todos. Portanto, o sonho americano não é 
apenas para os americanos e as pessoas precisam 
de certos privilégios para conquistá-lo. Em outras 
palavras, não apenas a diligência é importante, mas 
também ter as oportunidades corretas e conexões 
para se conquistar o que se deseja. O meu sonho 
americano é tornar-me uma pessoa independente 
e em alguém em que outras pessoas possam 
admirar. 

Para começar, acredito que o sonho americano é 
corrompido pelo seu método falho de se medir o 
sucesso – sendo por demais materialista e egoísta. 
Este princípio gera imensa sensação de pressão e 
ansiedade, considerando como fracasso qualquer 
pessoa que esteja abaixo do nível estabelecido. O 
sonho americano faz com que a maioria se esqueça 
de que todas as pessoas têm limitações e situações 
diferenciadas. O que funciona para mim pode não 
funcionar para outros, pessoas diferentes em 
classes sociais diferentes são fatores relevantes que 
muitos negligenciam quando vêem outros 
tentando conquistar o seu sonho americano. Além 
disso, o termo psicológico “teoria da comparação 
social” diz que a felicidade de um indivíduo 
depende de quem ele se compara. Sendo assim, 
para alcançar a minha meta, devo priorizar a mim 
mesma, ao invés de concepções típicas do sonho 
americano, como apenas fama e dinheiro. Com 
certeza o meu trabalho árduo é o que irá me ajudar 
a conquistar o meu sonho americano, mas é 
essencial lembrar que estudando numa escola de 
renome e pais com estabilidade financeira me 
deram uma vantagem. 

O sonho americano não pode ser atingido por 
todas as pessoas. Em razão das pessoas terem 
metas diferenciadas, sacrificar outros em prol de 
benefício próprio é, às vezes, necessário. Com isso, 
os mais incapacitados ou com menos privilégio 

financeiro, não conseguem perseguir o seu sonho 
americano facilmente. Por exemplo, na obra Of 
Mice & Men, Lennie era autista e muitas vezes, por 
não entender as consequências de seus atos, não 
conseguia realizar o seu sonho de comprar um 
rancho para cuidar de seus coelhos. Em Letter to 
My Son, Steinbeck afirma que: não é o que Lincoln 
realmente quis dizer com “governo do povo” mas o 
que o país tem considerado como “povo” durante a 
sua história, que não significa a sua mãe ou a sua 
avó, nem você e eu.  

Consequentemente, o sonho americano inclui 
apenas aqueles que entendem o seu significado 
correto, fazendo com que os demais se tornem 
párias da sociedade e tenham mais dificuldades 
para encontrar oportunidades. Apesar das pessoas 
terem que trabalhar arduamente para se 
conquistar o que desejam, o sonho americano 
pertence àqueles que se enquadram em seus 
requisitos, levando outros ao fracasso. Além disso, 
ao longo da história mundial, o sonho americano 
(inconscientemente) tem feito da raça branca, o seu 
padrão. Por exemplo, em Of Mice & Men, Crook é o 
único negro no rancho, passando por 
discriminações e despercebidamente por outros 
trabalhadores. Steinback diz que: famílias que se 
consideram brancas, estavam nas ruas. Crianças, 
criadas para serem brancas, têm berços. E eu estava 
triste por estas pessoas. Isso demonstra como o 
privilégio branco é um fator relevante do sonho 
americano. 

Em conclusão, apesar do sonho americano exigir 
trabalho árduo e encoraja as pessoas a alcançarem 
o seu melhor, é extremamente corrompido e 
injusto. O sonho americano é inatingível para 
aqueles sem as oportunidades corretas e conexões. 
Com isso, ao invés de se comparar com as pessoas 
ao seu redor e em seu meio ambiente, um sonho 
americano com metas pessoais seria mais realista. 
Portanto, para alcançar meu sonho americano de 
liberdade e independência, devo priorizar a mim 
mesma. No entanto, o que tenho à minha 
disposição, também é esse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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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影《畢業生》慨談南京大屠殺           曹林盛 

「半祼美女的黑絲襪半褪，腿肚微彎，從那呈三角形的腿間，透視著遠景雙手插著口袋呆立的

男朋友，將他如糕點般嚥進了她胯下，勾勒出情慾游標的指向……」 

* 

成長於六十年代香港的少年，對世界的認知，

很多時候是透過西方的電影，而那個時候我們以

為的這個所謂「世界」及「西方亅，今天回想一

下，兩者都不外就是指美國而已。 

所有不是由華人主演的的「外國片」，於首

輪下檔後，快則半年，慢則一、兩年後，就會被

院缐安排在下午五點半的所謂「工餘場」上映。 

在香港看電影的價錢，是以座位離銀幕的遠

近而定；與看真人表演的歌劇相反，看電影的座

位，是越在後排的票價越貴。 

以那時候，一個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資為七元

左右（港幤，下同）的標準，工餘場的票價相對

是便宜的，「前座」即最前的幾排座位才兩、三毛

錢而已！ 

通常猛片的工餘場，會被重覆安排在好幾個

星期五及六上演，於不再爆滿後，才會把它改放

在其他天上映。 

快要畢業放牛班號稱「色魔」(Simon) 的學

長，於星期五下課後，跟我們這群小毛頭學弟（中

一）唸出本文首段，某部電影的劇情介紹。 

他說這部電影，今天已是第三個星期在工餘

場上映；這是非常重要的訊息，因為通常我們結

伴看電影，是大家凑錢，然後學長們每四、五人

只買三、四人的票，另一、兩位無票的同學於進

場的門一開，便跟大哥們雜混進院。 

進院後，個子小的幾個便擠坐在一起，當查

票的要來時，大個頭的學長們便去洗手間轉一轉，

把坐位讓給無票的學弟或同學們。等到開映後，

就不會再査票，沒有座位的同學們也可以去找一

個空位坐下。 

猛片工餘場的頭一兩天，電影院通常會增派

進場時的驗票員，以後通常就只有一位驗票員，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去看這部電影，對我們的「行

動」會方便一些。 

被邀請挾帶進場的同學們，都是經濟比我們

更拮据的學子，如果他們沒有學長們的「扶貧行

動」，那麼在他們少青年的成長期，都不會有機

會接觸到異域的文化風情，雖然那些都是被包裝

過，虛擬的電影資訊。 

希望我的讀者群中，不會有那些不知民間艱

苦的質問：怎麼才兩、三毛錢也拿不出來？又或

者：沒錢還看甚麼電影，為什麼不去訂閲幾本國

外雜誌？ 

糟老雖然不是「扶貧行動」的受惠者或策劃

者，但算是支助者；所以一定要在這裡嚴肅及鄭

重地聲明：學長們的扶貧行動，雖然出發點是正

確的，但是做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直接損害了

電影院老板們的商業權益。 

如果老板們或是他事業的繼承人們，讀到這

裡還未有打算追究我們…其實電影院怎麼會不

察覺我們的作為呢？只是包容我們而已！所以

我們要真誠地向他們致謝！ 

當糟老在高班快要來巴西時，看電影的扶貧

行動已改為集資購票，經濟差的同學不用出錢，

但是大家都是憑票入場。再後來因為電視的普及，

這個行動就逐漸稀微了。 

記得那天從電影院出來，我們都在罵這是一

部甚麼的狗血電影，除了主題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能聽得入耳外，怎麼會有人同時跟老婆

及岳母亂搞關係？ 
* 

到巴西後，某電視台經常有電視劇的劇情，

走《畢業生》的套路，即半子或準女婿跟岳母或

準岳母發生關係，又或者女兒跟她的後父上床 

(走另一部極具爭議性的電影「Lolita」1962 的

套路，其導演是同樣具爭議性的 Stanley 

Kubrick!)；這些電視劇的劇情是非常簡單的，

亂倫的誘因不外是雙方對性的相互垂涎，然後搞

七捻三！ 

那麼怪事來啦：在糟老的腦袋中，四十多年

前那部狗血電影《畢業生》的境界，對比巴西的

電視劇，怎麼就似乎高尚得多呢？ 

《畢業生》就是沒有被有女兒的父親們口誅

筆伐，難怪美國除了軍隊及貨幣可以稱霸全球外，

還可以透過好來塢，在整一、二代人的腦袋灌輸

她的意識，甚至不合常情的倫理及價值觀。 
* 

十二月十三日是南京大屠殺的紀念日，就算

沒有新冠疫情，南京大屠殺至今，仍然不如每年

八月份初，日本為原子彈在日本核爆「翻冤」那

麼引人注意。 

糟老從網路上感覺到，有不少網民同情日本

是核爆的受害者，而對日本在南京令人髪指的暴

行，從懷疑到否認的比比皆是。 

為什麼呢？因為這群網民認為日本有很强

的道歉文化：日本輸往歐美的汽車有問題，日本

公司的總裁們會出來鞠躬道歉；核電廠洩漏，也

一樣！二戰時日本對美國造成的損害，日軍甚至

可以跪地道歉。有如此「濃厚懺罪及道歉」文化

的民族，如果真的有在南京「搞事」，焉有不道歉

之理？ 

那群糟老不知他們真實目的及背景的網民

們，舖天蓋地的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否認及洗脫，

讓糟老有理由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後輩

年輕人們是否會人云亦云地，對南京大屠殺的真

實性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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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以歐美為師，在東亞

則自以為師，終於在 1937 年自誇三個月即可吞

併我中華――即在世界眼中的「東亞病夫」。 

南京大屠殺是當年日本侵略者滅我中華意

志的策略，而非偶發事件――透過對我們南京同

胞們的姦、殺、斬、刺、辱、埋，剁丶割，來殲

滅我們扺抗日本侵略的意志。 

網民們所稱的日本道歉文化，糟老總是感覺

到有點是由下對上，由弱對強的討饒手段，所以

裡面能會有多少的「真誠懺意」？ 

在網上的軍國主義者們，連侵略中國的史實

都可以含糊其辭，在他們的眼中，所有對南京大

屠殺反思及道歉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賣國賊；

所以要他們懺悔？難矣！ 

美國只一部電影《畢業生》，就影響了不少

人對倫理認知的紊亂；而今天的中國雖然已不是

八十三年前的東亞病夫，但是在輿論、話語權丶

中華文化的推廣即所謂軟實力發展這一領域，可

以說是幾乎一片空白，全面落後。 

國外的年輕人只知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

暴行，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卻只「略有所聞」；在

現今社會，英國可以在她以前的殖民地香港，以

英文為官方語言；而中國在自己的蒙古區域教授

國文，竟然授人以侵犯人權的把柄？ 

武漢封城，為全球作出新冠抗疫的典範及時

間，於理：應該是我們考慮要求全球，或一些較

有財力的先進國家，補償我們的貢獻――而不是

反過來要求！ 

只要中國在甚麼區域發現新的疫情，網上即

會傳出以英語講解，附有葡文字幕（針對巴西的

網域？!），大肆宣掦中國疫情失控的視頻；而對

中國的綠化工程，扶窮工程、探月工程，中科院

連續八年蟬聯 Nature Index 第一，科硏成果最

碩實的機構之類的消息，世人又有多少能知曉？ 

* 

這篇文章寫於 2020 年十二月十三日前後。八十多年前中國人的命賤如早芥，現在嫦娥，已帶

月球土壤回歸，在 2021 年二月下旬，「天問」或有可能順利從火星回家，中國硏發的新冠疫苗，至

脫稿時並沒有安全不可靠的報導⋯⋯ 

很明顯地，我們的中華民族，是在復興之路穏步邁進，小有的成功過份宣揚，肯定會引人妒忌，

賣瓜自誇更會淪為笑柄。不過如果有值得我們自豪的成就，一定要公之於世，讓炎黃子孫們，能夠

引以為豪。中國不必排斥甚麼如「聖誕」之類的「洋人節日」，而是應該把我們的傳統節目，如弘

揚尊師重道美德的孔子誕祭，及端午、中秋、七巧及春節等發揚全球。更重要的是：當別人有意顛

倒黑白，惡意中傷汚辱我們的時候，我們能夠有一個靈活的輿論機制，替我們正視聴，抵外侮，揚

國威！ 
                                          ( 於 2020 年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前後 ) 

                  天邊㇐顆星                  宇 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的某一個晚上，我在一

條從烏坵回航的軍艦甲板上，倚著涼得正好的砲

架，仰望繁星和台灣海峽的點點漁火閃爍輝映，

無限遐思如同飛濺上來的浪花，逐漸濕潤了心田。 

我是七月就服役期滿的預官，由於退伍令還

沒有送到外島，所以必須趕搭半個月一趟的補給

船先回嘉義的團本部報到查詢。我原期待輪調島

上的一個多月可以像畢業旅行一樣寫意，沒想到

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太大，竟無奈得像觸礁未沉的

孤舟一樣漂泊汪洋。想到烏坵島上讀海的歲月，

雖然每天也蒐集了日升月落的外在美景，但是更

多內心的抑鬱卻像拍打船身的海濤，前浪碎了後

浪又到，始終無法讓自己寧靜下來。 

艦，乘風破浪而行，黑暗像海水不斷被劃開

又彌合，我根本不知所在的位置。海浪，有時溫

柔，有時粗暴，有時平靜得好像沒有情緒。夜，

比台灣海峽更深更長也更涼，飛魚閃起鱗光翻閱

海面的皺紋，偶而會傳來其他船艦的燈語，訴說

關懷互報平安。 

艦，像拉鍊頭緩緩拉開黑暗的海面，白色的

浪花以我回憶的速度，一路退後消隱…。海天一

色的黑、一味的寂，時間像海水一樣無邊無盡，

所有的風景都想睡了，除了我的情緒還在追捕夜

空閃爍失眠的星星。我愣愣的仰望最亮眼的一角

天際，正移植黃仲則「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

月看多時」的詩句來寫景時，突然聽到有歌聲隨

風陣陣飄來。循聲望去，一位水兵正哼著歌朝我

走來。他穿著黑夜特別醒目的白色制服，熟練的

攀上砲手的位置，然後低下頭來說﹕ 

｢每一趟夜航到這裡，總是有人愛看曉星一

顆一顆沉落？！｣ 

我不懂他是在發問或是招呼，所以就沒有回

答。老實說，我當時並不喜歡有人打擾。 

｢澎湖就要到了，有人來接你嗎？｣他不以為

忤的繼續說，這下我肯定他是在發問了。 

「我不到澎湖。」我懶洋洋的，不想多話。 

可是我們還是慢慢聊了起來，當最後一顆晨

星要隱沒時，他就撇下我自顧自又唱了起來‧ 

天邊一顆星，星兒亮晶晶；星兒教我想起，想起

妳那明媚的眼睛。 

天邊一顆星，星兒亮晶晶；星兒教我懷念，懷念

妳那水似的柔情。 

我心中只有一顆星星，我心中只有妳的柔情；但

願天邊星兒長明，但願柔情長慰我心。 

天邊一顆星，星兒亮晶晶；星兒教我相思，夜夜

相思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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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她明媚的眼睛，懷念她水似的柔情…星

兒教我相思…這樣的歌詞真的很貼近我當時在

孤獨落寞中熱切期待的感覺，特別是押｢ㄧㄥ｣韻

的鼻音節奏，只要閉起嘴哼出來就可以自在抒情

了。他一句一句的教，我一句一句的學。他在澎

湖靠岸時下船，果然有一顆亮晶晶的「星兒」接

他。我則繼續溫習著他教的這首<天邊一顆星>，

一遍一遍的哼唱，也一點一滴的釋放了心中的鬱

卒。下午到高雄上岸時，我已滿懷期望的興奮，

然後就獻唱給接了好幾天才接到我的她――我

私密的天空中唯一亮晶晶的星兒。 

多少年後，我因公出差到澎湖馬公，朋友請

我們上午十點的時候去吃最新鮮的海鮮，不早不

午，要嚐嚐特別從漁船上挑選出來的上品。餐館

開在臨海的街角，是很普通的二樓建築。我們直

登二樓，大剌剌圍坐在靠窗的圓桌旁，喝茶吃花

生聊天看碼頭來來往往的漁船。這個餐館不大，

只有五十多個位置，卻是觀光客到馬公吃海鮮最

有名的地方，常常要先訂座。朋友說是因為新鮮

和風味不同的緣故，特別是顧客喜歡的時鮮，都

會想辦法找來。說著說著，有一條船慢慢靠岸了，

朋友說﹕「我們的海鮮到了！」 

我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從船上下來，迅

捷的走向餐館。沒多久，他就提著兩個裝有海鮮

的塑膠桶到樓上，才一照面，竟與我不約而同的

驚呼起來﹕「天邊一顆星！」 

這才想起，原來當初我們都不曾交換過名子。 

他是我朋友的內弟，自己有一條漁船；餐館是

他太太經營的，當年在岸邊接他的｢星兒｣，已經下

凡為他家中的一盞明燈了。這頓生猛的海鮮大宴，

直吃到下午三點，讓我大開眼界，什麼斑節蝦、活

跳蝦、海膽沙西米、石蚵沙西米、油炸蚵捲、沙蟹、

紅蟳粥、野生石斑魚、珍珠貝、九孔…都是他早上

特別出海弄來的。他告訴我辨識九孔的方法，我因

此留下幾個九孔作紀念。第二天，他陪我到機場，

還特意買了澎湖文石和珊瑚別針囑我送給當年學

唱時心中惦著的那顆｢星兒」。 

翌年，我又去了一趟澎湖。他親自駕船帶我

遊了吉貝、七美、望安、將軍澳…等離島，對這

些島礁的多采多姿，充滿神秘、幻想的海洋和岩

石、沙灘，獨特的自然景觀、歷史人文以及產業

生態，我留下美好的海上明珠印象。 

五十四年來，經過無數次的然後然後…之後，

天上的那顆星，並沒有因為我移民到天涯海角的

巴西而更遠；心中的這顆星，則因為同甘共苦而

更相偎相惜了。雖然學歌的情懷和後續的緣分仍

清晰如昨，但遺憾的是不知怎麼卻忘了完整的歌

詞，甚至越是想記得就越是模糊而沒有把握；就

好像有時寫出一個極其簡單平常的字，卻越看越

不像，終致信心動搖非查字典證實不可。前幾天

到公園晨舞時，妻突然問我記不記得曾教她一首

唯一的歌？我立刻答以<天邊一顆星>。她高興的

哼了起來，我們邊走邊唱，可惜連善記歌詞的她

也記不完整了，真是老來健忘啊！最近每天都會

浮上心頭想個幾遍，也上網路搜索了好多次，就

是湊不出完整的歌詞來。世間的人雖然不一定是

天上的星宿下凡，但總會有情所獨鍾的星星。我

每天早起，首先就會東望那顆堅持到黑夜走盡才

休息的曉星，真盼她把歌詞貼在天邊，讓我每天

閱讀，每天憶起澎湖灣的有心人。 

終於，我這小小的心願感動了在警察廣播電

台服務的徐翠真小姐，她費盡苦心才從塵封的舊

歌檔案中抄到了歌詞。於是，這完整的《天邊一

顆星》就像再也不沉的星光，又牽引著我遠遠的

思念起來。  
˙後記：由於搜索引擎很方便，我已下載了好

幾個版本的《天邊一顆星》；早餐時不時播放，

老妻的廚藝就更有聲有味而故事歷久彌新了。 

 漫思憶往話水仙   許啟泰 

一夕之間，家裏的洋水仙案頭怒放，金黃盞托，清麗可人。 

大千早年以畫水仙聞名，人稱「張水仙」；其後甚少涉筆，

改畫牡丹芍藥。畢竟南美寓居，家累甚重，這種「不是人間富貴

妝」的孤芳，書空自賞，難易青蚨。 

畫家吳炫三，三十多年前來巴，在南美最著名的聖保羅藝術

博物館(MASP)展出。但他筆下的原民、蠻荒、抽象，識者寥寥。

他很感慨的向我談起，有一次臺灣南部某土豪，央浼引介，一見

面，第一句話居然是「嘸牡丹不」。 

北宋山水大家，畫院待詔李唐，靖康南渡，流落臨安，以賣

畫維生，乏人聞問。淒涼之餘，不禁感嘆唏噓，「雲裏煙村雨後

灘，看之如易做之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而同為出身杭州(臨安)的來臺花卉畫家高逸鴻，民四五十年

代，在臺北以畫牡丹而聞名。富貴中人，捧金求畫，戶限為穿，

連蔣經國都投門拜藝。但久而厭之，因棄色相，改繪墨牡丹；然

盛名在外，求之依然，亦一趣事也。 

今疫中無聊，忽見案頭水仙竟成清供。漫思憶往，隨筆蕪文，諸友或不以拉雜見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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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大――伊瓜蘇瀑布    曾榮振 

人們只要提到南美，會想到那是地球的另一

端；如果再說到去伊瓜蘇瀑布，很多人大概會以

為那一定是個非常神祕的地方。 

屈指算來，我在 2003、2012、2015 年去過

伊瓜蘇瀑布，親眼體驗萬水奔騰、聲吼如雷，彷

彿銀河墜入人間奇景般的震撼。 

大部分的人去過美、加交界的尼加拉瀑布，

對那種磅礴氣勢總是印象深刻。誰知一山還比一

山高，若把伊瓜蘇和尼加拉比，可說是大巫見小

巫了。 

位在巴西西南角的伊瓜蘇市 (Foz do 

Iquaçu，隸屬 Paraná州)，對外交通便捷，從聖

保羅出發飛行 1 小時 40 分，自里約熱内盧航程

二小時；30 萬住民多為歐洲白人後裔，是座小而

美的觀光小鎮。生活富裕以外，街廓優美、綠意

盎然，景致極為迷人。 

發源於巴西高原的伊瓜蘇河，流經南部五個

州，匯集 30 餘條大小支流，綿延二千公里，成

為滔滔大河；洶湧穿越熱帶雨林，來到瀑布前方，

因地勢平緩突遭阻滯，流速慢了下來，形成寬三

公里、深二公尺的淺水湖面。當湖水流向斷崖時，

激起強勁急流，突然墜入峽谷，順著弧形峭壁傾

瀉而下，這就是地球七大奇觀之一的伊瓜蘇瀑布。 

搭機抵達伊瓜蘇瀑布上空，飛機會盤旋二周，

從空中俯瞰會給人一種錯覺，就像原本流得好好

的伊瓜蘇河突然陷落下去，整條河水跟著河床一

起沉到地球的另一深淵。此際，乘客一陣騷動，

驚喜連連，完全被眼前奇景震懾住。只見飛機忽

左忽右傾斜不止，低空減速飛行，抵達瀑布核心

上空，整個視野為白色水氣所籠罩，感受難得一

見的世間奇景，懾人心魄，令人飄飄欲仙。 

觀賞瀑布，除了阿根廷那邊外，最好從巴西

方向往河的對岸看，這樣看到的是全景。時間夠

的話，最好兩邊都去看，一定有極其不同的模樣。 

以伊瓜蘇河為界，巴西對岸為阿根廷和巴拉

圭，瀑布正好跨越三個國家。因有八成瀑布位在

阿根廷邊境內，除了瀑布核心區外，其餘後緣較

小的瀑布成排横著一字排開背向阿根廷，須從巴

西方向隔河遠看，才有不同凡響感受。當然，最

有看頭的地方，是在阿根廷步道頂端的展望台，

這裡距離瀑布核心最近，濃重水霧籠罩四周，震

耳欲聾，磅礴氣勢嘆為觀止。有人這樣形容它：

「好像我離開了人間，窺了一眼天堂。」此情此

景，無論何人看了，都會感到欣喜莫名。 

從巴西這邊看，沿著賞景步道前行，瀑布的

全貌像一幅全景畫，盡收眼底。隔著峽谷般的河

遠看阿根廷那邊，瀑布成 L 形，寬約 3320 公尺，

高低落差 79 公尺。有的直接傾瀉而下，有的二

層或三層，變化萬千，向上往下看都是一覽無遺，

壯觀到了極點。由下游往上走需要二小時，沿途

遍布展望台，抵達頂端瀑布核心，水量最大最猛，

也是整個瀑布最深的地方，叫做「魔鬼喉」，伊

瓜蘇河是從這裡開始變成大瀑布的。在 275 條大

小不一的瀑布群中，獨樹一幟，光是這裡的流量

每秒達七千噸，相當於一個尼加拉瀑布，著實驚

人的數字。 

在瀑布核心下方(三層瀑布中的第一層位

置)，架設一條長 50 公尺的觀景橋，最前端為展

望台，是人們最靠近核心的眺望空間，水霧像雨

點般不斷潑灑下來，滾滾洪流自腳下狂奔而去；

臨橋站立，水聲咆哮，彷彿要把人吞噬，真有命

在旦夕的恐懼感。 

此刻，遊客一片沉寂，時間彷彿凍結，人人

屏住呼吸，早已不知身在何處。如雷的怒濤，遮

天的水霧，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無以名狀的驚

嘆，感覺如夢似幻，似迷似醉。「這太壯觀，太

雄偉了！我旅行世界各地，只為見識這一幕。」

内心的震撼無與倫比。 

最驚險的是穿上救生背心，在瀑布下游搭乘

十人座的橡皮快艇，溯河而上。驚濤駭浪中，有如

巨洪的小舟高速沖向瀑布底部，來回數趟，身邊怒

濤狂吼，前後顛簸、左右擺動，心神震顫之餘，不

由敬畏莫名。快艇萬一操作失當而翻覆，那就没得

活命了，稱得上是「已有一死覺悟」的玩法。 

唉，從四面八方瀉下的瀑布群，萬馬奔騰、

驚心動魄，難以想像的光景出現眼前――那是一

種「壯觀」、「絕美」、「磅礴」等字眼，筆墨

不足以形容，真是地球上最令人驚奇的地方。 
    ( 作者曾榮振律師於 2003、2005、2012、2015 年

曾四度遊歷巴西，滯留 134 天。) 

             疫情期間的訂婚儀式          葉莉瑋 
我的人生目標中，已走到了三個孩子成家立

業的階段。月姬舅媽常稱讚說我把孩子們都教的

很好，她說如果我三個孩子都和中國人結婚的話，

她會在《美洲華報》登一篇文章祝福獎勵我。 

其實在國外生活的我們都知道，根本無法去

左右孩子們擇偶的選擇。但是心中還是有一絲的

希望，所以只能偷偷的拜託老天爺了。哈哈！小

女兒憶憶回台讀書，認識了生於南大河卅的莊達

鴻 Gustavo 莊，她高興的告訴我們，説她終於遇

到了一位達到爸媽心目中的好男孩。因為他一是

台灣人，二是高爾夫球專業人才（可以陪爸爸打

球），三是住巴西又會說英文。 說真的，一開始

他就已經有 50 分以上了！後來又和他相處一段

時間，感覺 Gustavo 人單純、人品也好； 最重

要的是他的父親 Antônio, 他在憶憶和 Gustavo 

戀愛期間，Antônio 的表現就像當初我公公喜歡

和疼我的様子，這更讓Gustavo 加分許多！2020

的九月某一日，Gustavo 打電話來，說他父親因

為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所以心中念著孩子們的婚

姻。當時我們心中有一點的為難，因為疫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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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家都不敢出門聚會，而這將是我家的第一

場訂婚儀式。我本身在巴西又是大家庭，我又是

愛熱鬧的人，我心中的喜事是肯定要熱熱鬧鬧、

高高興興的辦。但是當我們站在 Antônio 的立場

為他想之後，我們夫妻不二話，就訂了隔天去

Porto Alegre 的飛機，一方面去看望他夫婦倆，

一方面去討論如何來辦這場訂婚儀式。到達

Porto Alegre 時，Antônio 雖然身體很虛弱，但

還是硬撐著很高興地和我們聊天，還 勉強的吃

了幾囗的 picanha。晚上吃完飯後去參觀他的房

子，看到他家中的照片，大部份是他帶著Gustavo

去比賽打球的照片，可知他和孩子的感情是多麼

的深、多麼的好！這更讓我夫婦𠉴確認，我們可

以把寶貝女兒交給這個家庭。 

回到聖保羅後，把訂婚日子訂在憶憶生日的

同一天。雖然孩子們生長於國外，但是他們都同

意用東方習俗來舉辦訂婚的儀式。我開始上

Google 看資料，想不到咱們中國文化的廣大，光

訂婚的儀式就分北部、南部還有分客家式的。在

巴西完全依循是有難度的，我們只能盡力而為了。

還好喜餅禮盒有聖明洲，而餐廳就聼朝美指定的

西湖，還好老闆 Paulo 在菜單上幫忙許多，照像

方面就由王本禎老闆本人上場，他是咱們僑界的

老前輩，所以他也幫忙佈置場地，順便指導我們

許多訂婚儀式要注意的細節，真是感謝及感動。 

終於到了訂婚的日子，因為疫情關係，我們

只是在包廂擺了兩桌。媒人是請黃政修會長伉儷

擔任；男方主婚人由 Gustavo 姑丈及姑姑擔任，

而女方就請金安姑丈及金鳯姑姑。大家都戴上口

罩，真的是另類的訂婚儀式！在儀式中 Gustavo 

的阿姨很認真的和我親家及親家母用視訊連線，

親家公在另一邊看著訂婚儀式在舉行，他也很感

動及非常高興。親家夫婦𠉴在手機的另一邊高興

的流下了眼涙，而新人倆也是同樣的心情。其實

那天參與的人，因為在疫情下，心中難免有些恐

懼，但是大家還是帶著滿滿的祝福來參加。儀式

中最可愛的是：王本禎提到在未吃完喜酒前，新

郎男方那邊必須靜靜的帶著喜餅及禮物離開；而

男方的表哥老婆是巴西人，大家怕她不習慣會脫

口而出說再見，所以一開始就吩附大家要注意這

個小節。结果是一切圓滿，完成了這個訂婚儀式。 

在寫這篇文章的前一星期，我親家公在見證

了大兒子 Gustavo (鴻達)的訂婚和小兒子

Fernando 的結婚典禮後，已上天堂了。雖然和

他相處時間不多，但是週邊的親友都常提起，他

們去 Porto Alegre 打球時都住過 Antônio 家，

而他都把大家招待的很好。我們非常高興有幸和

他結為親家，為了完成他的心願，我們經歷了一

個不同的訂婚儀式，希望他在天上能當一位快樂

的天使。

           外公外婆家的烏龜       儀 君 

       這幾天我跟文教中心借了一本書《我家有個烏龜園》，是說作者小時候在一個舊家看可愛的

烏龜生活，是她爸爸從研究所帶到舊家，在一個庭院裡。不只作者和爸爸，還有跟她兄弟一起看

烏龜。 

       看到這本書，我想到外公外婆住在巴西家的時候，他們也有養烏龜，我有跟牠們玩很

多。抓烏龜去喝水、抓烏龜去吃菜、摸摸烏龜殼…，這是我最愛的喜好。 

       我青少年的那幾年，外公外婆有一次決定去外國旅遊，他們把烏龜放到我們家。以前我

住的家很大，也有草地可以讓烏龜生活的地方。我當時超高興可以天天看烏龜，媽媽當時超緊

張，怕照顧不好烏龜。 

       一共有四隻烏龜：三隻母的、一隻公的。外婆給牠們的名字是：「小 nenê」、「大乖」、

「小乖」和「小帥哥」。媽媽天天餵牠們：紅蘿蔔、青菜、木瓜、水。牠們也會吃草。有時候媽

媽也會給牠們洗澡，超可愛！洗過澡，把烏龜放到地上曬太陽。我也有看到「小乖」生蛋。牠的

蛋像桌球形狀一樣。我和媽媽覺得

烏龜要生蛋的時候真聰明。牠怎麼

會知道是要用腳挖土和用口裡含我

們放盆子的水放到土上？牠們不一

定有看到烏龜媽媽生蛋，或是烏龜

媽媽教烏龜孩子。最後「小乖」生

的蛋沒有生出小烏龜，隔一天就被

小鳥吃掉了，真可惜。我們對養烏

龜很沒經驗，特別是烏龜蛋。 

      在外公外婆旅遊時，我有看

到很多他們的烏龜生活。我超滿

意。除了在我以前家看，也有在外

公外婆巴西家看烏龜天天悠閒的散

步、曬太陽。外公外婆這幾年打算回去台灣住，等於把烏龜送給別人。我的家人常常去他們鄉下

家好好照顧，特別在這疫情期間沒地方去，外公外婆非常喜歡。 



． 客家親 73 期 ． 

四海之內皆兄弟 24 天下客人一家親 

百歲大老游明對伉儷於母親節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幸福↑ 

 
客家活動中心(於 T樓集賢廳)設立「僑胞接種疫苗專點站」(右 2 張永西主委)↑ 

 
慈善賑濟疫災――鍾會長伉儷及主要幹部與受贈單位代表合照 ↑ 

 
客家緣樓 7 月 16 日施工現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