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109年
母親節特刊
我最愛的鋼鐵人

◎飛彈所／林秉毅特
稿
我的母親高美玲女
士，生於民國四十六
年，幼年因其雙親離
異，身為長女，小小
年紀即肩負起姊代母
職的責任，既要學習
烹飪又要操持家務，
這種艱困生活的磨
練，養成她獨立且堅毅不拔的
個性。求學時以考上師範美術
科為目標，卻遇到台北及花蓮
師範皆因故停招，之後雖備取
新竹師範，但當年重男輕女的
觀念甚盛，外公認為女孩子應
學習美容或裁縫，不需要高學
歷，幸好當時極力爭取繼續升
學，才有機會進入桃園市立中
壢高商求學，奠定日後求職工
作基石。
父親年輕時常去母親鄰居家
串門子，由此機緣相知相惜，
後於民國64年結縭。父親有8
位兄弟姊妹，婚後從照顧小家
庭變成照顧大家庭，責任加重
卻仍充分展現孝順公婆、操持
家務的傳統美德。因家中食指
浩繁，所以凡事都要靠自己，
父母胼手胝足勤儉持家，歷經
千辛萬苦，終於在我六個月大
時擁有自己的家，但因經濟狀
況欠佳，初期連餐桌都沒有，
不得不變賣嫁妝手飾來添購必
要的傢俱。父母白手起家，努
力經營完美的家庭，育有姐姐
跟我，姐姐已遠嫁彰化縣竹塘
鄉，任職歐豐行銷專案副理，
除平日工作外，假日還協助她
的公公務農，深受婆家長輩好
評；而我任職於本院飛彈火箭
研究所，耳濡目染之下，亦常
陪伴她協助里辦公處推行政
令，並參加社區各項活動。
為了照顧年幼子女，響應當
年客廳即工廠的社會型態，在
家接電子加工賺錢補貼家用，
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6小時以
上，兢兢業業地日夜勞心勞
力，就是為了讓孩子們有比較
好的生活環境。直到我上小學
之後，總算有機會開始上班，
從事專長的會計工作，下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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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原理想出一工具與做年
糕流程：母親將紅糖融化
後加入粿粹，父親再利用
自製工具來攪伴，5分鐘內即可完成Q彈的一大鍋年
糕，父親兩隻鍋鏟快速將熱騰騰的年糕分裝至大小不
同的容器，這段時間是最緊張的，因為冷卻後變硬就
難以分裝，當時寒假期間我們協助蘿蔔糕與年糕生
意，直到我大學畢業才結束。母親並沒有因為窮而終
止我們的學業，因為她認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含辛
茹苦把我們養大，期待我們自動自發把書讀好，母親
對於五個孩子關愛不缺、也無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
積極務實、樂觀奮鬥的態度值得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子女在母親教導下皆有正當的工作，目前大妹為彰
化市彰安國中退休數學教師，大弟任職中鼎公司，現
派駐馬來西亞工作，二妹為私人醫院藥劑師，三妹為
彰化市彰興國中退休數學教師，女婿分別為國中與高
中退休老師、媳為退休國小校長。現在母親與家人各
地旅遊，與家中子女與孫子女平時聚餐聊天，並於
line建立群組，以聯繫感情、互通訊息，母親也鼓勵
子孫接受良好教育，現已有三位擔任醫師。
母親給予我們生命、養育我們，無私無悔地犧牲奉
獻，堅強與勤奮，堪為子女表率。母親的鞭策是消除
我們前行的障礙，母親的嘮叨是愛的表現，當我們
在低潮時
才知是金
玉良言。
溫馨五月
天，謝謝
你，我親
愛的母親
。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家依舊勤勉操持家務，從不喊
苦喊累，姐姐跟我偶爾想幫忙
做一些簡單家務，但她總是要
我們以讀書為重，這是在成長
環境的鍛鍊之下，為我們展現
的刻苦耐勞精神。
民國85年因長期久坐導致腰
椎出現微恙，轉而學習人壽保
險規劃，希望藉由彈性的工作
時間來調養身心。小學時我曾
說過學校希求志工，當時因拚
經濟無暇擔任志工，為了一償
宿願，便開始投入她熱衷的志
工服務，初期擔任社區環保志
工，協助里長打掃社區環境整
潔；又擔任國小導護媽媽，每
日早起在重點路口導引小朋友
過馬路；還去擔任警察志工，
協助引導民眾報案及安撫被害
人情緒。
因脊椎病痛的關係，須不斷
吃藥止痛，從一開始的短暫疼
痛，到最後不良於行，民國98
年經林口長庚醫院陳文哲醫師
診斷評估，再不動刀恐需終生
坐輪椅，在家人柔性勸導之下
才勉予同意開刀。醫生在她的
腰椎放了八根骨釘與支架，經
調養復原之後，仍不忘參與志
工服務，轉為擔任國小圖書館
志工，協助圖書館書籍整理、
借閱及還書。還擔任鄰長協助
社區辦理各項活動，敦親睦
鄰、熱心公益，深獲鄰里讚
揚。
我們姐弟對其孝行也印象深
刻，記得外公長年寄居泰國工
作，晚年病逝於泰國，她隻身
飛往泰國陪伴外公走完人生，
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處理外公
後事。外婆輕微中風，同住的
二舅忙於經營早午餐店，她也
常會多準備飯菜去陪外婆吃飯
聊天。
感謝本院舉辦模範母親選拔
活動，讓我們重溫幼時酸甜苦
辣的點點滴滴，藉此機會跟敬
愛的母親表達「媽！謝謝您辛
苦養育我們，受您無私薰陶之
下，我與姐姐才有今日之成
就，這陣子照顧爸爸又讓您辛
苦了，感恩有妳，祝您母親節
快樂。」

◎資通所／鍾素麗特稿
我的母親林玉盞女士現年83歲，在家排行老三，是
出生在彰化縣北斗鄉的農家小孩，日據時代接受國小
教育，因家境清寒、經濟不好，外公外婆希望國小畢
業後賺錢貼補家用，當時國小畢業後考上初中，但家
裡繳不出學費，勉強讀了初中一年級就休學。經國小
老師的介紹、到國小幼稚園當助理，並且晚上學習算
盤和做衣服。經過一段時間認真工作賺錢，校長同情
無法升學，給予升為正式校工的機會，同時可以領
米、油、鹽生活補助，改善家裡生活。
母親在23歲與父親結婚搬到基隆，婚後生四女一
男，靠微薄薪水支撐家庭生計，因父親在基隆台電上
班，介紹母親考取台電雇員，但在生老三時因考慮請
保母費用，所以離職自己在家帶小孩，同時幫同事照
顧小孩當二年保母。因五位子女都很聽話，大的會照
顧小的，因此買一台織毛衣的機器在家打外銷毛衣，
至民國64年父親調到彰化台電服務，全家搬到彰化，
當時先租房子，白天小孩讀書，母親到鄰居的成衣店
做衣服貼補家用，經過一年買了房子，由於要繳貸
款、也為給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不讓子女擔憂學費，
母親開了早餐店，每天四點多起床至中午，下午做五
金代工與玩具手工，假日時我們協助母親的生意：洗
鍋碗與收錢。
為多賺點錢讓我們可以過年，在農曆過年前半個
月，母親的早餐店工作結束後會做蘿蔔糕，晚上與父
親做年糕，母親把打好的糯米漿放紗布袋，再用大石
頭壓在布袋上，瀝乾所有水份形成粿粹，以傳統蒸式
將紅糖加入粿粹揉壓均勻再放入蒸籠。但父親利用電

理工學院，於民國88年畢業後分發
至憲兵司令部擔任通信官，並於民
國91年經招考進入本院，曾先後於
◎系製中心／吳奇翰特稿
間不在家，因此經常獨自一人照顧 飛彈火箭研究所及系統製造中心工
我的母親吳劉春桃女士，於民國 著兩個小孩。母親是一位樸實無華 作，服務年資迄今18餘年，是一名
43年生於新北市五股的一個純樸的 的傳統女性，待小孩們就讀小學 科技軍官，深受母親教誨甚鉅。弟
茶農家中，共有1個姊姊及2個弟 後，就在家中的齒模代工廠學習假 弟於海洋大學輪機系畢業後，於國
弟，家裡種茶務農、生活樸實，自 牙製作，期能分擔家中工作及多掙 巨股份有限公司上班，目前擔任維
幼隨父母親在茶田裡耕種，由於當 點錢，能讓我與弟弟有個好的生活 修工程師。兩位兒子都各自有穩定
時家境清苦，又是家中的次女，需 環境及接受良好的教育。她的一生 且正當的職業，在軍中、社會、家
於家中照顧年幼的弟弟，因此沒機 為這個家無私奉獻，從來就沒想到 庭各個角落皆能堅守自己的工作崗
會可以接受初中教育，為了讓弟弟 她自己，煮好飯就請父親與小孩們 位，以自己所學服務人民、貢獻社
們能夠繼續念書及減輕家庭經濟的 先吃，也從未好好打扮自己買件漂 會及國家。
負擔，小學畢業後只有放棄繼續升 亮的衣服。母親除了照顧家庭及相
母親像生命的明燈，讓我們迷惘
學的機會，隻身於五股的織布工廠 夫教子外，並且盡心孝順公婆，任 時看清前進的方向。雖沒有接受
工作，挑起養家餬口的責任，因此 勞任怨，無私奉獻；平時與鄰里居 高等教育，但常訓勉我和弟弟：
培養了勤儉努力及刻苦耐勞的個 民相處融洽，並常利用空暇時間擔 「誠信務實，當個頂天立地的男子
性。
任環保隊員及國小志工，協助打掃 漢」，待人要誠懇和善，並且灌輸
民國64年母親經媒婆介紹，與父 居家周邊環境及守護小朋友的交通 我們要孝親至上、尊師重道，守法
親吳輝明先生結成連理，婚後育有 安全，熱心公益為社區服務，深獲 重紀，利用空暇時間充實自我，不
二子。父親常因為工作關係，長時 附近居民之好評，是傳統家庭之賢 要浪費寶貴的光陰。此外，也時時
教導我和弟弟「為善最樂」，凡事
妻良母。
母親像堅挺的大樹，從小到大為 助人為快樂之本。
兒女遮風擋雨。母親本人不重物質
在這溫馨的五月佳節，我很榮幸
享受，平時將所掙得的金錢，幾乎 藉著這次表揚的機會向偉大的母親
全數用於孩子的學業花費上，希望 表達最深的謝意：「母親，感謝您
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隨著孩子 養育我長大成人，沒有您就沒有
長大，秉持著愛國情操，鼓勵長子 我，謝謝您給我生命中美好的一
投入軍旅，既能保家衛國，也能有 切，爾後換我好好照顧您，祝您母
個穩定的志業，於是本人報考中正 親節快樂！」

母愛光輝溫暖我的一生

媽寶的始作俑者
◎電子所／鄭元斌
特稿
我這個媽寶，第
一次上幼稚園中
班，就讓她跟課了
一週，跟到被園長
罵別再來了，然後
那天送我獨自上娃
娃車前，掙扎到快
把她裙子扯破的豐
功偉業，至今還是
家族茶餘飯後磕瓜
子的最佳話題。而
我，仍是非常地享受跟無限度使用和依賴著
上帝派任到每個家庭、代替祂照顧每個人的
這位天使——媽媽。
民國三十五年，外公自家鄉福建，被派任
至高雄鳳山農業試研所任研究員，外婆在一
次眷探的旅程中，就因兩岸大時代的巨變，
忽然就在臺灣定居，沒有家當，真的就是完
完全全的白手起家，而母親就是生長於這個
六個孩子的公務員家庭的長女。當時的公務
員家庭的收入，大概就真的只夠勉強糊口，
身為長女，處處都得為其他弟妹著想。常聽
媽媽說著全家如何分享著一顆荷包蛋、發育
期因為食量大，早課時就忍不住把午餐便當
吃完的故事，讓我一直都很難想像，怎麼可
能有生活這麼清苦的事兒，但自小看到她和
外婆一直都非常地節儉和惜物，我相信就是
自小環境所造就的習慣。
高中畢業後，因家計因素，離家工作來分
擔父母的重擔，之後因為外公、爺爺同鄉之
故而結識了老爸——這個也是來自清苦公務
員家庭的窮小子，而展開人生的另一階段，
也製造了姐姐和我這兩個媽寶，哈。
自幼家父即為職業軍人，因軍旅任務繁
重，長期父親宛如過客角色，自有印象以
來，家母就一直母兼父職地照顧家庭，讓父
親能無掛慮地為國付出，也就是當今人戲稱
的「偽單親」。記得為了讓長期營區駐守的
父親稍解思念之苦，也讓孩子能有父親溫暖
的記憶，母親不時帶著年幼的我們到父親的
營區眷探，那怕每回都只是短暫的相聚，卻
是當時全家很美好的回憶。
兒時幾次突發傷病與奶奶意外需住院治
療，父親皆因公不在，而母親從不在我們面
前顯露焦慮與疲態，而是蠟蠋多頭燒，獨自
咬牙扛下所有重擔。
◎航空所／李為
杰特稿
「我愛紅娘，
紅娘愛我！為您搭起友誼的橋樑！！」
還記得這段沈春華與田文仲這對男女主持
人在開播啟幕後的經典對白嗎？詞句令人
耳熟能詳；這節目可是當時有線電視台時
代左鄰右舍必看的熱門節目。其實我家也
有一位紅娘，就是家母，她的綽號叫「艾
雅」（台語發音）。
艾雅出生在伸港鄉水尾村泉州厝，目測
個頭大小應歸屬「哈比人」，是位標準村
姑；在那個日本帝國統治的年代，一樣有
說不完的苦、道不盡的難！外婆連同艾
雅，有八位子女命運艱苦！所以身為三姊
的艾雅當然沒有上學的權利，是個文盲。
17歲到台中幫傭，20歲嫁入鄰鎮我家。
註：以下【】內文字為台語發音。
婆家雖然經濟較無壓力，但是嫁入大家
族後每日應對妯娌與婆媳百般要求，加上
五個小蘿蔔頭接連出生；家父服兵役三年
後所取得田地之佃農重擔，隨即轉落到艾
雅肩上，為改善家計，丈夫選擇到台南亞
航上班，1個月才回來1天過夜，隔日午後
即需返回工作崗位。艾雅在婆婆辭世與分
家後才有喘氣機會，得以開始自主生活，
她為了建構自己真正的家，農忙家務之

我愛紅娘

國中時，家父自軍中退役轉高職任教，母
親又扮演父親這位嚴師的得力助手。鄭老師
所帶的班，彷彿都免費附上另外一位專任輔
導老師——鄭師母，對於來自不同家庭背景
的學生，或需格外關照與輔導的，母親都不
吝提供關照與溫情，在其15年的執教生涯，
畢業學生至今都還是經常感謝父親的教導，
對於師母的關愛開導，也都感念不忘。
高中畢業後，受家父職業的影響，加上也
天真的認為，我也可以來幫父母分擔家計，
而決定投身軍旅，殊不知從倍受呵護的溫室
花朵，到離家投入軍校後，不間斷高壓力的
訓練和一私不苟的生活是多麼痛苦難耐，讓
我這媽寶很快就身心交瘁，想放棄理想，回
到現實，不斷地萌生退意，但母親一直就是
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柱。記得85年在陸軍官校
為期三個月沒有休假的入伍訓練，由於擔心
我是不是真的已被操得不成人形，而請她的
一位同學，當時任職官校的教師帶她進營區
探視我，而我在不知情的情況被叫進排長
室，一見到媽媽，我這已被鍛煉黝黑的軍人
臉龐，雙眼瞬間潰堤，我從不在長官面前
哭，但那三分鐘，淚水沒止過，當下我們也
沒有太多的交談，但這卻是我這輩子最溫暖
的三分鐘。軍校畢業後，在部隊服務的困難
與挑戰都沒少過，但每當在那短暫通話時
間，電話那頭聽到她溫暖的問候或收到她親
筆捎來的家書，就算早已哭成淚人兒，但心
情卻格外地安定、滿足，眼淚一擦，又有滿
滿的戰鬥力面對新的挑戰。
家母一直熱心公益、服務社區，也因此
擔任8年鄰長，期間並多次獲得績優鄰長表
揚。現已漸年邁，還是長期盡心力擔任環保
志工，尤其在病媒蚊防疫期間，常與老爸穿
梭巷弄間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
高中畢業後，我和姐姐皆長期離開高雄老
家求學、就業，媽媽一直都無私地鼓勵我們
向外展翅高飛，當她知道我有出國深造的機
會，那怕是要二年、四年不能見面，她還是
一直鼓勵我不要擔心她們，就大膽地朝自已
的夢想努力邁進，在我先後兩次完成學業返
國後，都驚覺歲月原來已一天天地在她與老
爸身上刻下不可逆的痕跡。古云：父母在、
不遠遊，我覺得心裡過意不去，但她卻只為
我感到驕傲，讓我至今天還是在當個無條件
享受母愛，而沒付出太多照顧責任的媽寶，
也是一直都有母親的言教身教才能成就姐姐
和我謙和待人與堅毅有恆的處事態度，也是
支持我達到現在學業、事業成就的最大支
柱。
我媽寶，我驕傲！

餘，各種古代打工都嘗試：塗紙、剝鳥
蛋、【撕】四季豆、削荸薺、坐月子洗
衣、採收四季豆、剝皇帝豆仁等，最跌破
眼鏡的是做媒人，完全無師自通，艾雅目
不識丁，無天賦異稟，先天不足後天欠牽
成，很難想像她是如何促成首對佳偶，當
時成功的剎那瞬間是如何心花怒放呢！
記憶中，大概是我小學二年級吧！同學
們常常羨慕我，可以吃到各式琳瑯滿目的
喜餅，有風吹餅、狀元糕（粉紅色的）、
豆沙餅、肉餅、鳳梨餅、【鐵盒餅】（就
是西點糕餅啦），其他五顏六色各式軟硬
糖更是不勝枚舉；因為我小學一直當班
長，當然要布施，只有男生有（不然會被
冠上男生愛女生），當然要好的同學有餅
吃，其他只給糖果。現在回想是否因此他
們才選我當班長，這麼長命（有一群還隨
我升到國中還同一班！）。
推敲緣由，艾雅在平日務農與打工時間
漫長接觸，面向生張熟魏，慢慢練就八面
玲瓏。另由於出身【海口人】，與生俱來
大嗓門好聲喉，可以連續邊做邊聊幾小時
不會累也不會渴！因此造就機緣這村牽到
那里，那鄉可以串到這鎮。她的轄區雖只
涵蓋大和美地區（和美鎮+伸港鄉+線西
鄉）；最遠嫁到台北，僅靠她頭腦記憶，
幕後小幫手其實就是我，CASE上門時常常

我的專屬真人書
◎督品處／謝宗霖特稿
「盡情體驗各種生活經
歷，並在當下嘗試做到最
好」，是身為教育者的母
親，給予我和弟弟的人生
哲理；我的母親李世香女
士，民國40年出生於屏東
縣內埔鄉的農村大家庭，
完成學業後即進入國中任
教，婚後育有兩子，93年
離開杏壇後迄今過著充實
的退休生活。
在我孩提時期，母親就
像是一本故事書，常與我
和弟弟分享小時候的生活
點滴；在那戰後嬰兒潮百
廢待舉、物資缺乏的年
代，農業仍是多數家庭的
經濟來源，因此，許多的
學齡兒童在農忙時期，是
必須要擱置學校的學習，
到田間幫忙農事，而母親
也不例外，但只要一有機
會，便會把握加緊努力，
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
初中及專科的學業，並取
得了教師資格；這樣艱難
的日子，母親總是有辦法
將那段歷程披上童話的外
衣，編織成一篇篇有趣的
故事，例如草屋避風雨、
柴燒洗澡水、田間釣蛙
趣、蝙蝠擾清夢、熬夜刻
鋼板……讓我和弟弟聽得
既驚奇又趣味，每晚都帶
著滿足的微笑進入夢鄉。
在學齡階段，母親成為
了無所不知的百科全書，
無論是課業難題或生活疑
難雜症，總有辦法一一克
服；當時母親為了要兼顧
職場與家庭，一早起床張
羅全家人的早餐後，便要
騎車到15公里遠的來義國
中上班，下班後除了要照
顧我和弟弟外，更要肩負
奶奶的生活照護，奶奶篤
信佛教、長年茹素，且

因患有糖尿病、
身體健康狀況不
佳，導致起居及
飲食必須注意調
理，在記憶中，
母親回到家就要
先幫奶奶準備齋
食，再趕緊洗鍋換鏟地烹
調全家人的晚餐，餐後仍
有家事及工作須處理，縱
使終日無暇，但身為教師
的母親彷彿三頭六臂般，
總是仍可在稍作歇息的空
檔精神抖擻地關心我和弟
弟的校園生活與課業，將
我們的疑問鉅細靡遺、有
條不紊地解釋，使我們可
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在青少年階段，母親變
成了充滿正能量的勵志
書，那時的我正值年少輕
狂、血氣方剛，而身為國
中教師的母親當然熟知這
些「叛逆期」的症頭，且
深諳身教與言教並重的道
理，母親除了維持平常入
孝出悌、克勤克儉、誠懇
待人的生活態度外，無微
不至的提醒與叮嚀，讓我
們的偏差行為得以修正，
並適時地支持與鼓勵，提
供無後顧之憂的學習環境
與豐富的生活體驗，讓我
們的求學之路更加寬廣，
投入自己有興趣的學科與
領域；在工作上，母親展
現了富有使命感及勇於接
受挑戰的精神，在來義國
中任教時，因該學區屬偏
僻的原住民部落，教育資
源短缺，但母親有教無
類，針對不同的學生家庭
狀況與學習能力因材施
教，甚至走訪每位學生家
庭來深入地了解學生的需
求，希望能提升其學習動
力；爾後又調任至位於屏
東市區的明正國中，轉換

是放學後，這時我就派上用場，依大人們
指示在小紙條，通常是日曆紙上寫下幾才
（歲）、職業幾個簡要參數，很納悶她不
識字日之下，是如何正確地從一疊不規則
紙條中分辨出趙錢孫李！？
【坐媒人轎】是艾雅最喜悅的時刻，除
了自己身分剎那間倍加尊榮外，亦是她展
現「功力深厚」表演的重頭戲上場；台式
婚禮大典，舉凡從文定籌備，男女雙方
【十二項/六禮】例如：芋仔葉蓮蕉花、
四色糖、木炭、帶路雞、大餅、黃金首
飾、聘金等等不勝枚舉，她都如數家珍，
依雙方風俗習慣斟酌規模，並指導交辦妥
當，事先還會親自依序盤點校閱【盤擔】
才准放行，一點都不馬虎！新娘上轎後，
媒人要撐「囍字竹米篩」護頂，若已有身
孕則必須改撐「黑雨傘」，意即保胎。從
迎娶開始到邁入夫家門檻、踩破紅瓦、跨
過炭火爐到進新房至新娘奉茶，艾雅都能
在關鍵時刻順口溜地報出應對之【四句
聯】，意即講些祝福好話帶來喜氣好兆
頭，幾十年來我一句也學不來！
檢視艾雅一生樂天知命，雖上蒼賜予逆
境，她卻能披荊斬棘轉化成快意人生；日
常中能有小確幸，她甘之如飴、珍惜感
恩，生活裡的艱困難關，她都能熬過，
吃苦當吃補！什麼！？您問我家5個兄弟

跑道後的母親工作變得更
加忙碌，職務也更加多
元，除了擔任班級導師
外，亦兼任組長、主任、
教評會委員、教師會監事
主席等職務，且每年均會
鼓勵與指導學生參加科學
展覽，從中激發學生的想
像力及創造力。
現在，我和弟弟都已成
家立業且為人父，母親則
退休多年，但她並未賦閒
在家，而是以積極的生活
態度從事社會服務與公益
活動，自93年起便至屏東
縣政府、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擔任志工，引導服務到
縣政府辦事及園區遊覽之
民眾，並與父親每年定期
捐款至家扶中心與兒少之
家，盡一已之力幫助弱
勢、失家的孩童；然對我
們而言，母親的角色反而
更加吃重，成為了珍貴的
養兒育女寶典與未來退休
生活的範本；年少時與母
親相處互動的過往就像書
中的雋永篇章，讓我在職
場應對與家庭經營上有了
依歸，即使遭遇困惑，母
親也能及時以客觀中立的
角度提供諮詢與輔導，同
時給予雙薪家庭的我們最
大的協助，讓我們可無後
顧之憂地專注在工作上。
未來我會持續將母親給
予的人生哲理傳遞給下一
代，畢竟，曾經經歷過，
就瞭解這一切是多麼的幸
福與美好！謝謝母親，祝
您母親節快樂！

姊妹的另一半有無艾雅的傑作？答案是
「否」，不過我這位小幫手長大後在其他
上門的媒婆們的眼中可是一塊瑰寶，艾雅
是不擔心我啦，因為我也有很多綽號，其
中最響亮的叫「航發劉德華」，不論老少
調侃稱謂，至今歷久不衰；當然在情傷空
窗期的我也給了面子去【對看】，那種相
親的感覺，嗯——啊——呀！結果是旁邊
的「伴娘」主動打電話給我，我們聊了1
個多小時，不要亂猜！不是我夫人。
這次清明節回老家掃墓，艾雅又去約
【對看】，這次是到星巴克喔！艾雅本名
叫林秀，目前獨居，今年91歲。推估綽號
由來應是其口頭禪「誒呀」逐漸口語【愛
仔】，艾雅與我相處近60年，是我互動最
久最親密的家人，艾雅是我的媽，我愛
她！我要守護她一輩子！

編輯&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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