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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林偉賢 

 

2014 年， 文珊參加了實踐家主辦的《華人行銷聯盟》

(Chinese Marketing and Sales Alliance – CMSA)課程， 在

淑茵和 Ken 兩位老師的帶領下， 文珊把她經營多年部落

格裡的文章整理出《隨心所欲》和《與您分享》兩本書來

作為銷售產品。 據我瞭解， 文珊的專業是經營房地產的

管理和買賣， 難得她在寫作方面也有這麼大的興趣和豐

富的產量。  

 

《隨心所欲》和《與您分享》是文珊繼她 2010 年寫的

《看我三十六變》後新出的兩本書。 這兩本書，119 篇的

文章中， 文珊把她多年來在新加坡經營事業、 生活點

滴、 以及她對自我要求的心靈對話記錄下來。 其中也有

一些篇章談及她上實踐家教育課程的心得與感想， 很值

得學習。  

 

2014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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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文珊部落格”的誕生 

孩子都長大了， 我該做些什麼呢？ 曾經為人打工多年的

我從事過貿易公司、 航空公司、 防蟲害公司、 電腦程式

設計、 通訊架構研發、 國際學校代課、 駐外人員接帶、 

美國商會行政總監，又研習古董陶瓷鑒定，當過陪讀媽媽

（在家陪孩子讀書）， 織女（打毛線）， 珠母（做首飾) 

等。這次重新出發， 我選擇追隨興趣, 找回自己。 女兒

說：“Mommy, just follow your heart!” 

這幾年來我不斷地學習、 思索、並且積極地採取行動。 

實踐家教育集團的林偉賢老師教我們要針對專業來學習。 

所以我積極地從學習中尋找能配合我的電腦專業，適合我

個人能力、興趣、且能引導我採取行動的事業來追隨。  

目前我主要從事房地產的出租、管理和買賣，寫作則純粹

是個人的興趣。 長久以來， 我一直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

的部落格讓自己有一個抒發心情和分享的園地。 2011 年

7 月，我參加實踐家主辦的《富中之富 - 名家大講堂》課

程。 這次實踐家邀請來的每一位老師， 都是一級棒！他

（她）們精彩的講演激發出我內心那股強烈的“抒發”和

“分享”的欲望。於是就在這次學習回來, 

www.wendychow.asia -- “文珊的部落格”正式成立。 

 

我在部落格裡寫出了我個人的興趣、 事業、 家人、 朋

友， 以及對人生的感悟和對事情的看法等。在此與您分

享， 讓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成長, 共同邁進! 

http://lizhiyan.com/
http://www.wendychow.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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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隨心所欲” 的誕生  

今年我參加了實踐家舉辦的一門《華人营銷聯盟》(Chinese 

Marketing and Sales Alliance – CMSA) 課程。  

 

上第二堂課時，我就想找一項產品來練習銷售。賣什麼東

西好呢？T-Shirt? 古董？尋尋覓覓，毫無頭緒。 三月初， 

我突然有一個念頭： 為何不從我的部落格“搬”下一些文

章來出版兩本電子書呢？ 

  

念頭一定， 我就立刻著手動工，積極地整理、修稿、編

排、設計，以及學習用中文電腦的文字排版。文章從部落

格“搬”下來以後， 我把它們分為兩部分，分別訂名為

《隨心所欲 - Follow Your Heart》和 《與您分享 - 

Something Good》。這一本《隨心所欲 - Follow Your 

Heart》收集了 71 篇在我的部落格裡發表過的文章（請參

考 www.wendychow.asia）。 

 

寫作一直是我多年來的愛好和夢想，我很高興藉由這次參

加 CMSA行銷課程， 而激發出我出版電子書的念頭。希

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追隨個人心中的夢想，發揮我們的激

情並以行動來完成它。 

 

祝福您 心想事成！ 

 

文珊於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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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 友情與懷舊 

1。 Pat 的“小老三” 

Posted on August 14, 2011 by Wendy 

 

我很敬佩 Pat！她是我在北京時參加《古董陶瓷鉴定研习

班》的創始人以及第一任班長。 

 

我很羡慕 Pat!  她在北京參加了許多公益活動， 她經常把

時間和愛心貢獻給社會。2002 年她參加公益活動時， 一

個 2 個月大的小男孩無意中進入她的生命，來到她的家庭

裡。 Pat 當時已經有兩個成年的子女， 如今又來了個她口

中的“小老三”。她說自從小老三來了以後， 她已經放下

了手邊的一切， 包括古董收藏， 把所有的時間和愛心都

獻給了這個小兒子。 

 

早上我和她通了一通電話， 話筒那邊的她，聲音開朗， 

笑聲不斷。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找到那個讓我們願意一心一意為 

“她｜他｜它” 奉獻一生時間與愛心， 並且讓自己幸福與

快樂的 “小老三”。

http://wendychow.asia/pat%e7%9a%84%e2%80%9c%e5%b0%8f%e8%80%81%e4%b8%8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pat%e7%9a%84%e2%80%9c%e5%b0%8f%e8%80%81%e4%b8%8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lizhiyan.com/
http://lizhiy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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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姐妹情深 

Posted on September 16, 2011 by Wendy 

 

 
 

昨晚喝的酩酊大醉，哈哈！開玩笑的，不過喝了一杯紅酒

罷了。 

 

昨天， 我一大早空著肚子和 K 去做體檢，一直到下午兩

點才結束。 兩人饑腸轆轆地跑到 Paragon 地下一層的鼎泰

豐吃午餐，這麼晚了，居然還要排隊， 誰說新加坡經濟

不好？ 

 

餐後，K 回家，我就去和我的姐妹淘們談生意。我的幾個

好姐妹都是從事房地產的，我們經常在一起“交換情報”。

大家在這方面工作多年，每個人的成績都不錯。S 是我們

的美國房產專家， 她不但自己經常在美國置產，還曾在

美國當過仲介， 替人買賣房屋。 

 

三點左右，她來到 Paragon 和我碰面。和往常一樣，我們

一見面就開始聊房地產， 兩人暢談一番之後， 下午四

點，我們到 Takashimaya 五樓的禦寶南北喝了個下午茶。 

http://wendychow.asia/%e5%a7%90%e5%a6%b9%e6%83%85%e6%b7%b1
http://wendychow.asia/%e5%a7%90%e5%a6%b9%e6%83%85%e6%b7%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Peggy-and-Wendy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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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帶她去看我準備出租的房子，順便請她替我尋找

新房客。 

 

傍晚，我既然已經在城裡（烏節路一帶），索性邀請另一

位好姐妹 Olivia 出來晚餐， 她爽快地答應了。 

 

兩人來到 Takashimaya 樓上的一間高雅的西餐廳，Olivia

點了套餐，我肚子還挺飽的就只點了一道紅酒。（我心理

總覺得早上體檢完，要好好犒賞自己慶祝一番。）Olivia

和我是合作多年的老夥伴， 兩人默契十足。一頓晚餐下

來，我們倆又有了新的合作點子。離開餐廳時，一年難得

碰一次酒的我， 已經被那杯紅酒灌的滿臉通紅。 

 

回到家快十點了。才一進門，就聽到 K 嚷道： 

 

“噢！ 小四請等一下，她剛進門！”  

 

太棒了！原來是我大學的室友和好姐妹小四（在我大學寢

室的六姐妹裡，她排行老四。）下個月我要回臺北，她熱

心地幫我安排旅館。 兩人講完正事，又聊了起來， 非常

難得的是離開大學這麼多年，不論我搬到天涯海角，我們

還一直保持聯絡。 

 

臨睡前，我把今天和三位姐妹的交談回味了一番， 心裡

甜滋滋的。我很慶倖自己不但有兩位非常疼愛我的好姐

姐，還有幾位相知相惜， 如姐妹般的好朋友， 這份姐妹

深情，我一定會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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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朵水仙花 

Posted on September 20, 2011 by Wendy 

 

 
 

今晚約了一位朋友談合作事項， 最近我想做的事情太多

了，因而導致心思紊亂，無法專心， 我只好求救， 尋找

合作夥伴。即使如此， 我每天仍然早晚游泳、唱歌、看

韓劇和寫部落格。 

 

小時候，我認為我的細胞是圓的， 因為我是個非常開朗

樂觀的女孩。現在，我覺得我的細胞不但圓，而且非常活

潑， 它們讓我時時刻刻想 Do Something or Learn 

Something。個性使然，過動兒的我無法一輩子隻服務一

家公司， 也無法聽人擺佈。 

 

愛唱歌的我，曾經彈著吉他效法 Peter, Paul, and Mary， 

和同學一起在校園裡演唱。此時此刻，我一邊整理資料，

一邊跟著 Brothers Four 高唱著《Seven Daffodils》, 我把這

首歌翻譯如下:  
 

或許我沒有豪宅大廈，或許我沒有任何土地， 

 

甚至我連可以揉在手中的一元紙幣都沒有。 

 

http://wendychow.asia/%e4%b8%83%e6%9c%b5%e6%b0%b4%e4%bb%99%e8%8a%b1
http://wendychow.asia/%e4%b8%83%e6%9c%b5%e6%b0%b4%e4%bb%99%e8%8a%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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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可以帶你去群山圍繞的山坡, 觀賞清晨的美景， 

 

我會輕輕地吻你，並且為你獻上七朵漂亮的水仙花。 

 

或許我沒有任何財富, 為你買漂亮的東西， 

 

但是我能用月光來為你編織美麗的項鍊和戒指。 

 

我還可以帶你去群山圍繞的山坡, 觀賞清晨的美景， 

 

我會輕輕地吻你，並且為你獻上七朵漂亮的水仙花。 

 

哦，七朵金色的水仙花呀, 它們在陽光下開得如此燦爛耀眼！ 

 

當一天結束時，它們照亮著我們的歸路, 一直到夜晚來臨。 

 

那麼我會為你放上一段輕柔的音樂, 捧上一片烤香的麵包， 

 

然後用松枝為你做成枕頭, 讓你安然入眠。 
 

歌詞夠美吧！學生時代，有多少個夜晚，我們坐在外雙溪

畔的星光下自彈自唱 。。。。。嗯，下次同學會，看看

能否再次邀請 “Peter” ,  “Paul ” and ”Mary” 來重溫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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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跟著感覺走–請看她們的神情 

Posted on September 22, 2011 by Wendy 

 

剛從網路上看了一場 Brothers Four 早期的演唱會。當年這

場 演唱會當年是在 K 和我都曾待過的 UCLA校園裡演唱

的。 黑白畫面裡秀出四兄弟（Brothers Four）留著平整短

髮， 身著白上衣、 黑長褲， 抱著吉他演唱 。他們的歌聲

輕柔、和諧， 有著一股安撫人心的舒暢感。 

 

影片掃過一位瓜子臉、 杏眼、 柳眉的東方女孩， 她一手

托著下巴， 雙眼一眨一眨地稍微帶著倦意地盯著他們

看。 （另一段 Brother Four 演唱《Green Sleeves》 的影片

則照到她， 依然一手托著下巴， 開始打瞌睡了， 瞧她雙

眼忽睜忽合的畫面， 非常有趣！）接著，一位捲曲短

髮、 高鼻、 大眼的西方女郎， 她睜著大眼、 緊閉雙唇，

眼神專注，一眼未眨地往前看。（在 《Green Sleeves》的

影片中，她依然維持同樣的神情，緊閉雙唇，眼神專注，

一眼未眨， 時間似乎停駐在她的臉上了。）再接著看到

一對互相依靠的戀人，少女把頭靠到男友肩膀上靜靜地欣

賞。 （在《Green Sleeves》的影片中，這一對男女朋友也

紛紛垂下眼皮 ， 瞌睡蟲上身啦！） 

 

最後， 影片掃過一群群稚嫩臉龐的年輕男女， 他們一邊

專注地觀望舞臺上的演唱，一邊自己開口跟著大聲

唱。。。。。。這些畫面， 實在太 感人了！ 

 

看完這些影片，年輕、稚嫩的我不禁又回來了。

http://wendychow.asia/%e8%a1%8c%e5%8a%a8%e4%b8%8d%e5%a6%82%e5%bf%83%e5%8a%a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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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ry To Remember 

Posted on September 29, 2011 by Wendy 

Try to Remember By Julie Andrews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 

 

從小，我看過無數遍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愛唱、愛跳的我一下子就被 Julie Andrews 那幅

純淨、高亢、充滿頑皮與感性的聲音給迷住了。雖然。我

又接連看了幾部她所主演的影片如《Mary Poppins》, 

《Princess Diaries》 等，但是， 我最喜歡的還是《真善

美》以及那裡面的歌曲。女兒出生那一年，全美國女孩子

名字第一名的是 Jennifer， 但是，我希望寶貝女兒將來像 

Julie Andrews 一樣會唱歌，所以為她取名為 Julie。 如

今，她果然喜愛唱歌，經常在公眾場所做業餘演唱，也自

費出了好幾張 CD。 我喜歡唱歌，我更高興女兒也愛唱

歌， 唱歌令人開心，也是抒發情感最好的方法。 

 

小時候家境並不富裕，但是，我們三姐妹都非常愛唱歌， 

家裡經常是歌聲洋溢， 充滿歡樂。 姐姐們住在附近的同

學，三兩天就來我們家裡唱歌。有一回，鄰居的爺爺還派

他的孫子來問：“你們家裡是不是有誰要去參加市政府主

辦的歌唱比賽？” 哈哈！我到現在都常常想起， 上小學

前，二姐和我經常拿著兩副筷子當竹板，邊打、邊唱。 

有時候， 我們會在過年來訪的叔叔、伯伯們面前表演電

影《江山美人》裡的段子， 譬如一下這段《梅龍鎮出大

事》就是我們經常表演的： 
 

http://wendychow.asia/try-to-remember
http://wendychow.asia/try-to-remember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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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梅龍鎮，出了件大事情，讓我從頭說給諸位聽分明。 

鎮上有家龍鳳店，李鳳姑娘是賣酒的人，她花容貌美生得俊，年

方十八還沒定過親。 

 

有一天來了個年輕小夥，他說他叫朱德正，誰知就是當今皇帝下

凡塵 。。。。。，可憐她只剩一口氣，還在那兒，癡心妄想天

天等，等那個皇帝害人精。 

 

你們說傷心不傷心, 傷心~不傷心~。”   

 

姐妹倆像說書般，唱到結尾我們還故意把尾音拖得長長

的，然後雙雙鞠躬下臺， 實在太有趣了！ 

 

大學時，我們常常在夜晚， 在校園裡的月光下， 唱 這首

動聽的 《Try To Remember》，土風舞中也有這支舞曲，

因此，我們也經常在舞會最後以這一曲做結束，提醒舞友

們 Try To Remember 這美好的一晚。  

 

下個月，我就要回臺灣參加同學會。剛才聽到它，突然引

起了我對學生時代的好多回憶。。。。。。  

 

我相信任何人聽了 Julie Andrews 這首 《Try To 

Remember》 都會勾起無限甜美的的回憶， 在此與您分

享， 希望您也和我一樣喜歡它。 



  隨心所欲 
  

16 
Follow Your Heart 

6。 也是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Posted on October 6, 2011 by Wendy 

大學時，班上有這麼一位高高瘦瘦，長得像猴子似

的男生，姑且稱之為馮君。這位仁兄實在可惡，在大家剛

入大學，還沒熟悉彼此時，他就替班上十多位女生取了些

雅號（譬如：“木瓜”，“討債鬼”，“癩蛤蟆”，“肉

彈”。。。等等） 

 

上兩次同學會，他似乎有些收斂，不過也曾嘲笑我

們這些漂亮“老美眉”說：“你們現在是 ‘鳳凰不如雞’ 哈

哈！” 

 

哼！ 這傢伙真是太可惡了！ 今年的同學會，由於他被外

調非洲沒法參加，正好可以去非洲找他的同類 -- 猴子。 

 

 可是， 少了這麼一隻 壞猴子，  我似乎覺得同學會將不

會那麼好玩， 難道真的是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哈

哈！） 說穿了， 任何場面都需要有一些串場的“甘草型”

人物， 有了這些傢伙， 聚會場面才熱鬧。 前兩次的聚

會， 這位元馮君不斷地製造笑話， 笑得大家東倒西歪， 

阿冰和我都撲倒在沙發上， 真是太好笑了！ 

 

摘錄一段剛才和大學同學的 e-mail: 

 
On Oct 6, 2011, at 1:35 PM, xxx <xxxxxxx@yahoo.com.tw> 

wrote: 
 

 
 

http://wendychow.asia/%e4%b9%9f%e6%98%af%e2%80%9c%e7%94%b7%e4%ba%ba%e4%b8%8d%e5%9d%8f%ef%bc%8c%e5%a5%b3%e4%ba%ba%e4%b8%8d%e7%88%b1%ef%bc%9f%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mailto:horse0102@yahoo.com.tw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1291.gif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121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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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我是癩蛤蟆 

該死 

什麼鬼的 

只是形容詞 

我可一點也不覺得好笑 

我看你沒被缺德鬼取爛號 

幸災樂禍喔 

 

*** 
 

Sent from my iPhone: 

那只“猴子”也沒放過我， 叫我：木瓜! 可能是當時我太年
輕， 不懂得該如何和男生交往吧！ 哈哈！ 

 

*** 
 

今晚就要出發去臺灣參加百年國慶同學會， 我希望會不

虛此行， 帶回更多的歡笑和回憶與您分享， 好嗎？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b.clas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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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些年我们一同共度的时光 

Posted on October 15, 2011 by Wendy 

 

 

 

 

剛從臺灣回到新加坡， 我的腦筋還沒轉過來，似乎我的

“魂魄”還停留在與大學同學們的歡聚中。 

 

這次是我們畢業三十五年之後的第三次同學會。記得五年

前那一次，我在遊覽車上拿著麥克風， 領著同學們大聲

唱著大一班際賽時唱過的歌曲 --《回憶》，當時眼眶裡全

是淚水。第二次同學會是在三年前，我覺得和老同學的距

離又拉近了些， 不再感傷。 

 

這一次，我以十二萬分輕鬆的心情去參加， 帶回來的是

滿心的感恩和歡喜。 

 

我感恩的是我們這些兄弟姐妹， 曾經共同度過人生中最

精華的四年青春歲月， 如今仍能相聚在一起； 我歡喜的

是大多數的兄弟姐妹都過得充實、美滿。正如我曾寫過的

《各人頭上一片天》， 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都不一樣， 

但求各自圓滿。 

http://wendychow.asia/%e9%82%a3%e4%ba%9b%e5%b9%b4%e6%88%91%e4%bb%ac%e4%b8%80%e5%90%8c%e5%85%b1%e5%ba%a6%e7%9a%84%e6%97%b6%e5%85%89
http://wendychow.asia/%e9%82%a3%e4%ba%9b%e5%b9%b4%e6%88%91%e4%bb%ac%e4%b8%80%e5%90%8c%e5%85%b1%e5%ba%a6%e7%9a%84%e6%97%b6%e5%85%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bill.class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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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時，大學的室友和好姐妹小四送了我一句箴言：“人

生沒有一個圓。”    

 

可不是嗎？ 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高低潮迭

起。即使像我這麼“外表圓滿”的人， 不也受著坐骨神經

痛的折磨嗎？ 不過， 一點小病痛算什麼？ 我仍舊樂觀、 

積極，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過著我們自己選擇的圓

滿人生！ 

 

在此，我虔誠地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那片

天，健康快樂地生活！ 

 

   
 

望著王同學（左邊相片中的帥哥）傳來那些已經發黃了的

舊相片， 逝去的青春、美好又重現眼前。啊！那些年，

我們一起共度的時光，永遠是那麼美好， 那麼地令人懷

念 。。。。。 

 

我期待著下一次的到來！ 拜託，可千萬不要再是另一個

三十年哪！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wendy-paggy-ChaoSheng.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oochow22.jpg


  隨心所欲 
  

20 
Follow Your Heart 

8。 落筆鑄真情 

Posted on October 17, 2011 by Wendy 

 

 

“文心瑩澈清如水 

    珊語風雅馨若蘭” 

 

“文珊” 乃本姑娘的中文名字。 

 

手中接到老同學水南的詩句“文心瑩澈清如水，珊語風雅

馨若蘭”和贈語，心中有股說不出的感動 。。。。。。 

 

我平日喜歡寫寫唱唱，純粹是好玩，卻從沒想到會得到

“獎賞”。這次在同學會上，當水南把這幅贈語交到我手中

時，我很慚愧地說：“我只是隨便塗鴉，沒注重文法和格

式。” 

 

“真心就好！” 他回我。 

 

是的，我相信這點我做到了， 部落格原本就是讓個人抒

發自己情緒的一個管道，沒有任何格式， 不受拘泥， 任

人自由發揮。我只想表達我的心情和感想，心中想到什

麼，就寫什麼，意到筆隨， 我很感激老同學對我的認同

和鼓勵。 

 

誰能料到當初坐在我後面，那位長相可愛， 總是笑嘻嘻

的小男生（偶爾還會用筆在背後戳我一下，哈哈！），如

今他已經是位為人師表的大書法家了。 

http://wendychow.asia/%e8%90%bd%e7%ac%94%e9%93%b8%e7%9c%9f%e6%83%85
http://wendychow.asia/%e8%90%bd%e7%ac%94%e9%93%b8%e7%9c%9f%e6%83%8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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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同學會上，水南老弟風度翩翩地上臺致詞（這可不

像我印象中羞澀、靦腆的他），他看起來依然是那麼地年

輕，“可愛”， 可是班上男生中少數保養得宜的一位，可

見得練書法怡情養性，令人青春永駐哪！ 

 

陪伴在他身旁的夫人， 一副“經紀人”的架勢， 頻頻勸

說：“你們儘量向他求字，這樣他可以多加練習。” 瞧瞧

底下這幅字，可真不是蓋的， 少說也有三十年的功力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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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is is my song! 

Posted on October 19, 2011 by Wendy 

 《歌唱姻缘》 
(男) 那一條船兒沒有舵呀， 沒~有舵唷， 

那一個姑娘不唱歌呀， 不~唱歌唷， 

。。。。。。 

 (男) 你不會唱歌， 那裡去嫁情哥，你不會唱歌那裡去嫁情哥。 

 

(女) 那一隻鳥兒沒有窩呀， 沒有窩唷， 

那一個兒郎不唱歌呀， 不~唱歌唷， 

。。。。。。 

(男) 你不會唱歌那裡去娶老婆，你不會唱歌那裡去娶老婆。 

 

(合) 嗨~嗨~唷~嗨~嗨~唷，你不會唱歌， 一輩子不快活。 

 

奇怪不？老媽是雲南能歌善舞的白族人，既不會唱歌，也

不會跳舞，但是，她卻生了三個愛唱歌、 愛跳舞的女

孩。老爸非常愛唱歌，從小我們就是在老爸那充滿湖南鄉

音的歌聲中長大的。在我記憶中，他常常用他那高亢、清

亮， 帶著濃重湘音的歌聲， 唱著各式各樣的歌曲。 

 

這首《歌唱姻緣》裡的這句：你不會唱~歌~， 一~輩子~ 

不快活， 更是讓我印象深刻。大姐曾經在學校歌唱比賽

中得過獎，二姐唱得更好， 而我則是親友們口中那位總

是在後面“拉黃包車”的小老三。 

 

上初中時，同學劉永叔在班上唱了一首英文歌《This is 

my song》。 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同學居然會唱出如此好

聽的英文歌曲，立刻決定也要把這首歌學會。  

 

http://wendychow.asia/%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
http://wendychow.asia/%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cny102089x23x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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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裡， 我們三姐妹經常對著家裡那台鄰居淘汰的老舊

唱機，反復跟著那僅有的兩張黒膠唱片， 大唱英文歌

曲。姐姐們和我的同學也經常來家裡舉行歌唱大會。 當

時，鄰居爺爺還以為我們要去參加歌唱比賽呢！ 

 

這麼多年來，我仍然非常愛唱歌。我經常在游泳池裡抱著

個浮板，像只鵝似的，一邊踢水，一邊唱歌。我覺得唱歌

能抒發情緒， 又能增加快樂激素，您看，那麼多人愛去

KTV,  就知道唱歌是多麼地令人開心呀！ 

 

中午，一位好姐妹在她回臺灣之前，邀請了我們五位姐妹

一塊兒去 KBOX 唱歌。新歌、舊歌、中文歌、英文歌、

台語歌、廣東歌 等， 應有盡有。幾位“歌星”或坐，或臥

在 KBOX 裡的沙發床上，盡情高歌。 當我離開一會兒，

再度回到 KTV 房間時，只見眼前出現四位 “舞女”， 飛舞

著雙手，嘻嘻哈哈地正在大跳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笑聲、歌聲混在一起，大夥兒邊舞邊唱，開心極了！ 

 

這次大學同學會上，同學們輪番講話。我簡短地說了幾句

後就接著說：“還是讓我用唱的吧！” 不知道有多少同學

聽懂它。 大家難得一聚，開開心 心地唱歌多好！ 您不覺

得愛唱歌的人比較開朗， 比較快活嗎？ 

 

 獻上這首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This is my song》, 

他的歌聲不知道迷死了多少人。高中同學寶莉在成大讀書

的哥哥， 長得很像 Engelbert Humperdinck， 尤其是同樣

的留著一對鬢角，我們籃球隊裡好幾個女孩，還曾經 一

塊兒到寶莉家 去偷看過她的哥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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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魔鏡, 魔鏡, 我愛你! 

Posted on October 21, 2011 by Wendy 

 

 

這次大學同學相聚，幾位老同學聚餐， 由班代夫婦請

客。 餐會上，意外地出現了班上一位三十五年沒再見過

的老同學 -- 金文兄。 

 

金文的出現，讓我又喜又驚。喜的是多年未謀面的老同學

又再度重逢； 驚的是多年的歲月磨練，已經令他完全脫

胎換骨。 

 

印象中的他長得白白淨淨， 說話斯斯文文，戴著眼鏡，

滿口“對不起， 對不起”，是位非常稚嫩、羞澀的小男

生。如今眼前這位男士， 皮膚略黑，說話俐落爽朗， 依

然戴副眼鏡，滿口滔滔不絕說著什麼“ 韜光養晦”， 引經

據典的話語。 原來，在從事過黨工及民宿等行業後， 他

現任導遊行業，由於他的經歷豐富、 口才流利、 反應靈

敏，深受旅遊團體的喜愛。 

 

同學們，果然不只我一個，都非常訝意於他的“蛻變”。他

說：“你們還不夠饑渴。” 一言道盡一切。他說初學當導

遊時，他每天都捧著一面鏡子，看著鏡中的自己， 自己

問自己：“你喜歡鏡中的那個人嗎？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

http://wendychow.asia/%e9%ad%94%e9%95%9c%ef%bc%8c%e9%ad%94%e9%95%9c%ef%bc%8c%e4%bd%a0%e7%88%b1%e9%95%9c%e4%b8%ad%e4%ba%ba%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ajic-mirro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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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沒有資格當導遊。” 有人問他：“那你現在愛你鏡

中的那個人嗎？” 

 

 “噢，當然！ 非常愛！” 他充滿自信而又驕傲地回答。 

 

人，大半時間是孤獨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會愛

上魔鏡中的自己。 

 

李白的詩中寫到：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只有影

子才是我們的“知己”。鏡中的 “我”， 是我的反射，也是

我的影子。我們要好好地愛“魔鏡”中的這個人！惟有它

好，你才會好； 惟有你笑，它才會笑。不信，請您試試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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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愛的鈴聲 

Posted on October 27, 2011 by Wendy 

 

鈴聲響~ 叮噹~叮噹~ 對我不斷的講 

鈴聲響~ 叮噹~叮噹~ 對我不斷的嚷 

 

好像在問我想不想   想不想聲聲唱 

唱一唱愛的希望       配上聲聲鈴響 

 

鈴聲響~ 叮噹~叮噹~ 仿佛比我還忙 

鈴聲響~ 叮噹~叮噹~ 仿佛比我還慌 

 

聽到一首這麼好聽、輕快的華爾滋舞曲，您會跟我一樣想

跳舞嗎？ 

 

這次回台參加東吳政治系畢業三十五周年的同學會， 行

程包括兩天一夜的日月潭旅遊。遊覽車上大夥兒紛紛獻

唱， 我當然也唱了不止十首，其中以這首《愛的鈴聲》

最令我喜愛。悅耳的華爾滋舞曲，不徐不急，清快的節

奏，不論聽歌的人，或是唱歌的人，都會不知不覺地跟隨

著它舞動。 

 

由同學們的掌聲聽來，我真心傳遞的這首《愛的鈴聲》，

應該有感動到他（她）們！ （不是蓋的，班代夫人說我

唱老歌很有韻味呢！要知道，我可是出於歌唱世家，老爸

和兩位老姐都是歌唱高手！好笑的是明明是“包心菜”那位

歌唱高手點的歌，只要老歌一出現在銀幕，同學們就把麥

克風遞給我。（不過， 在此申明，本姑娘也唱周傑倫、

Hebe 等的新歌！不信，下次唱給您們聽！） 

 

http://wendychow.asia/%e7%88%b1%e7%9a%84%e9%93%83%e5%a3%b0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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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唱這首《愛的鈴聲》，都令我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再一個多月，耶誕節即將來臨。今年，小哥倆（我的兩個

大胖兒子）會回新加坡來過耶誕節。每次想到三個可愛的

子女，我心裡就覺得甜滋滋的，因為我非常愛我的三個孩

子。女兒曾經這麼描述我： 

 

“媽媽總是說她感覺自己只有 16 歲。在很多方面，我希望

自己每天都能像她一樣，朝氣蓬勃、率真、熱情和果決。

（My mom will always say she has the heart of a 16 year old, 

and in many ways, her spritely candor and enthusiasm and 

feist is what I aspire to everyday.）” 

 

謝謝你，Dear Julie！ 我不知道我還能保持這份年輕的心

態多久，但是我對你們的愛心是永遠的。 

 

最後， 我想把這首《愛的鈴聲》獻給我所愛的朋友們，

以及您們所愛的人。 

 

祝福大家有個平安快樂的聖誕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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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典老歌：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Posted on November 1, 2011 by Wendy 

 

這裡有兩首好聽得不得了的歌曲，我實在忍不住地想和您

分享。中學時代，我就迷戀上唱西洋歌曲，這首《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不知道陪伴著我們三姐妹渡過了

多少時光。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Judy Jim) 
I saw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 birds could hide. I wished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up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 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我最喜歡的是最後喃喃自語的那一句：“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不知是誰把它翻唱成了中文版的 《忘不了的你》，有一

次， 我在新加坡的 That CD Shop 無意中聽到黃耀明唱的

中文版本，覺得好熟悉，後來才想起來是英文版的同一首

曲子。兩種版本都非常好聽。 剛才我在網路上找到劉文

正唱的版本， 這些年來，劉文正躲著媒體不再露面， 他

唱得還真不賴喲！ 

 

忘不了的你 (劉文正) 

 

明知道我不該愛你， 為什麼好像又念起？  

http://wendychow.asia/%e7%bb%8f%e5%85%b8%e8%80%81%e6%ad%8c%ef%bc%9athe-colors-of-the-rainbow-%e5%bf%98%e4%b8%8d%e4%ba%86%e7%9a%84%e4%bd%a0%ef%bc%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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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決意想忘記， 一轉眼偏又想起你 

明知道我不該想你， 為什麼好像有回憶？  

我也曾決意想忘記， 一轉眼偏又惦起你 

 

你莫非有魔力， 總叫我懷念你， 懷念著你的情意~ 

你莫非有魔力， 總叫我盼望你， 盼望著和你在一起。 

…… 

 

以往的柔情， 以往的漣漪， 叫我怎能忘記？ 

過去的美滿， 今日的回憶， 永遠記在我心

裡 。。。。。。 

 

聽著這兩首歌曲，回味著我們初高中時，男生留著小平

頭， 穿著土色的制服； 女生則剪著齊耳的短髮， 穿著白

衣黑裙（裙子還不能短於膝蓋）。那時教官經常跟蹤我

們，檢查我們的頭髮和裙子， 而我和一群愛美的同學就

專門愛和教官玩捉迷藏。 

 

記得上初中時的一天早上， 全校學生在大操場上集合。 

一位矮小的男教官突然在我的背後點了我一下， 叫我站

出去，並且嚴厲地對我說： “你的頭髮太長了！”。 他就

這麼偷偷地“抓”了我和好幾位同學， 最後讓我們集體到

訓導室去“面壁思過”。  上高中時，南女中有位出了名的

胖教官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去談話， 原來她要“邀請”我

入黨。 上大學時，有一次宿舍的舍監—趙媽媽把我叫到

她的房間， 詢問我有沒有男朋友，原來她要幫某位高官

的兒子物色女朋友。後來又有一位教官想推薦我去當代表

學校的“模範青年”，結果卻發現我有一次曠課的紀錄。 

點點滴滴的往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太有趣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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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寄語白雲 

Posted on November 8, 2011 by Wendy 

 

 
 

我們這一群：莉莉、荃荃、可人、大偉和我，同一時間參

加了東吳大學的詩社， 說得仔細一點，應該稱之為：“詩

歌朗誦社”。 

 

政治系大二下學期，閔教官召集了我們十來個人，成立了

東吳大學第一屆的詩歌朗誦社。當時，我已漸漸淡出土風

舞社，很自然地就跟著小我一屆，常常來我的寢室串門子

的莉莉， 一起加入詩社。莉莉, 荃荃、可人、大偉和我五

個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小團體。莉莉是歷史系大一的學

生，我是政治系大二， 荃荃、可人、和大偉都是大三，

分別來自會計、經濟和化學系。  

 

在我的印象中，三位 “男詩人”都很會寫詩和畫畫， 我經

常在學校大禮堂的牆壁上，看到他們三人的作品。荃荃有

一次還畫了兩張卡片送給我和莉莉， 他畫了兩種花分別

代表我們倆人不同的個性。莉莉收到的是玫瑰花，象徵美

麗多刺; 而我收到的則是梅花, 象徵溫婉含蓄。 

http://wendychow.asia/%e5%af%84%e8%af%ad%e7%99%bd%e4%ba%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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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開始，我們五個人因為經常參加校外的詩歌朗誦活動

而聚在一起。有時候，我們會一起散步在外雙溪畔。 

有一回，我們四個人去大禮堂找莉莉，正巧撞見她被一群

男生包圍， 哦， 原來他們正在邀請她參加學校的話劇 --

《藍與黑》的演出，而莉莉是理所當然的女主角“唐琪”的

人選。 我們等了一會兒，見她仍然被眾多“粉絲”包圍

著，我們四個人就去散步了。 

 

沒想到她後來流著淚向我們發飆：“你們那天為什麼沒等

我？ 你們看到我被那麼多人包圍，為什麼不來救我？” 

 

“我們以為你想要參加《藍與黑》話劇的演出，正在和他

們討論呀！” 荃荃說。 

 

還好，她的氣來的快， 去的也快； 不久，我們五人又和

好如初。接下來的幾次校外演出， 都是由她主持，我們

則只負責朗誦。莉莉挺有大將之風，不論詩歌朗誦或是主

持校內活動，她都表現得非常出色。 

 

寒假來臨了！ 我準備回台南。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三位

男詩人突然來到我住的“女一舍”找我，要為我送行。我雖

然嚇了一大跳， 但是卻非常高興。就這樣，我穿著媽媽

送我的新棉襖，圍著條長長的白圍巾，提著行李就沖下

樓。在三位“護花使者”的陪伴下， 大家一起前往公車

站。  

 

一路上，不記得是大偉還是可人，拿起了我的吉他就開始

彈奏這首《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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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是往事如雲煙，偶然你也會想起，  

 

那一段卿卿我我日子裡，總有一些值得你回憶 。 

 

那一段卿卿我我日子裡，總有一些值得你回憶  

 

總有一些值得你回憶。 

 

我們大夥兒一路走、 一路唱，上了公車，坐在車尾的我

們不顧車上乘客的眼光, 繼續大聲地唱著。到達臺北火車

站後，三人送我到學校包的“返鄉專車”（專門為家住南部

的校友們訂的），我們四個人，像個組合樂團似的， 邊

走、邊唱，南下返鄉的同學們都好奇地望著我們 。  

 

三位帥哥一直“護送”我送到車廂。 等我上了車， 火車開

始緩緩地移動，他們還不停地跟著車一邊揮手、一邊唱

著。 那一幕，我永遠忘不了。耳邊這首《離情》把那一

幕又拉回到我的眼前，它變得那麼清晰、那麼真實 。 

 
*~ *~ *~ *~ *~ *~ *~ *~ *~ *~ *~ *~ *~ *~ *~ *~ *~ *~ *~ 

 

畢業後， 我在臺北工作了一年。 可人來辦公室和我見過

一面， 他那時在一家洋報社工作，特地拿了一篇英文稿

叫我讀給他聽， 以測試我的英文發音； 大偉曾邀請我們

去參加他父親去世的公祭典禮， 之後我就沒有再聽到他

的消息； 荃荃曾經去 New Jersey 的州立大學 (Rutgers) 念

碩士研究所， 我竟然和他失之交臂， 因為當時我正在

Rutgers讀電腦碩士，不知道他也在那兒。 

 

莉莉剛到洛杉磯時，我們曾經見過幾次面。我想起她第一

次到洛杉磯，一見到穿著牛仔褲， 一身簡便的我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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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變成這副德性？” 哈哈！誰不知道早期的留學生

有三氣， 那就是：窮氣（沒錢）、洋氣（滿口洋經邦）

和土氣（總是牛仔褲一條）。她結婚時我沒能參加， 後

來我們聯絡過兩次就失聯了， 聽說她現在住在香港。 

 

一晃眼，人生已經過了一大半， 老朋友們也失去了聯

絡。啊！寄語白雲，可有他（她）們的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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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 興趣與學習 

14。 從"今"出發 

Posted on July 10, 2011 by Wendy 

 

2008 年的 5 月， 我第一次參加了實踐家教育集團主辦的

Money & You 課程，接下來的三年，我上完了實踐家所

有的課程包括 BSE 以及在山東德州的 HDB。既然是實踐

家的忠實粉絲，每次有實踐家舉辦的講座，我都會盡可能

地出席。 

 

這兩天我又參加了實踐家辦的《名家大講堂》。兩天下

來， 每一位老師都令我非常欽佩， 他（她）們各別負責

講演的標題如下： 

 

1。 朱衛茵老師&Ken 老師講演《Love & Lifestyle Series》 

我早期看過朱老師和一位臺灣名歌手製作人的報導，沒想

到她本人保養的那麼好， 為人風趣大方又隨和。嗯，她

和 Ken 搭配的挺成功的。 

 

2。 林偉賢老師講演《最佳的學習機會》 

聽過這麼多的老師講課，還是聽林老師的最過癮。林老師

的思維清晰、有條理，儘管他講話的速度很快，不過他口

齒清晰，話語有趣，絕對不會令人想打瞌睡。 

 

3。 吳娟瑜老師講演《 情緒解讀： 創造家庭幸福》 

早在 2000 年, 吳老師就是臺灣最受歡迎的親子教育家。 

她經常上電視，也寫過很多關於親子方面的書，她是唯一

一位讓同學喊出：“吳老師，請繼續，不要下課！”的老

師， 可見她上課的魅力， 非同一般。 

http://wendychow.asia/%e4%bb%8e%e2%80%9c%e4%bb%8a%e2%80%9d%e5%87%ba%e5%8f%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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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必榮教授講演《上班族的談判技巧》 

2010 年 5 月在臺北翡翠彎上第 28 期的 BSE 期間， 我就

愛上了劉老師， 並且被他的教學方式折服。 這次， 當然

把握機會上前自我介紹了。 嘿， 我們還都是大學政治系

的， 不過， 人家可是政大的高才生哦！ 

 

5。 郭騰尹老師講演《我玩故我在》 

我想說“我學故我在”。 感性的郭老師， 能說能演， 他每

一次都讓我又哭又笑。 

 

6。 朱栩老師講演《人脈創造財富》 

第一次見到朱老師， 翩翩風度， 口齒清晰， 令人不知不

覺地被他吸引。 

 

7。 阮慕驊老師講演《穩中求勝的基本理財方針》 

哇， 現實版的阮老師是這麼地“袖珍”， 平時從螢光幕

上， 他還是顯得挺高大的，不過， 他的財經知識挺吸引

人的。 

 

8。 Jason Zeck Lee 老師講演《從生命談健康》 

幾個月前在新加坡的 《Money&You》上見過 Jason 老

師， 他和郭老師都讓我覺得是屬於感性類，但 Jason 老師

更會挖掘人的內心， 是一位很棒的心靈講師。   

 

這次實踐家邀請來的每一位老師， 都是一級棒！他們每

一位都值得我尊敬與向他們學習。他們這次的講演同時也

激起了我內心那股想要抒發與分享的欲望。 是的， 就從

今天起， 我的部落格（www.wendychow.asia）將正式啟

動出發!   各位， 我來了！  



  隨心所欲 
  

36 
Follow Your Heart 

15。活到老, 學到老 

Posted on July 11, 2011 by Wendy 

 

今晚和 Carol一起上一門網路行銷課程， 我們倆人都是典

型的我“學”故我在， 非常好學不倦， 我們這幾年繳的學

費， 都足以繳付房貸的頭期款了。 

 

學習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尤其是學習我自己

選擇的課程。 這些近期學習的網路行銷課程， 以及早期

學過的許多關於房地產方面的課程，增強了我的專業知識

和自信。然而， 教導我最多而且學費全免的就是 Mr. 

Google 。 任何時候， 任何問題， 我只要上網 Google 一

下， 答案就出來了。 我的第一個網路行銷系統（在網路

上賣書）， 就是自己 Google 學來的。 當然， 我也不時

地向身邊的老師們學習，只要是我學習的對象， 我都敬

他為“老師” -- 尊敬的老師， 謝謝您！ 
 

http://wendychow.asia/%e6%b4%bb%e5%88%b0%e8%80%81%ef%bc%8c-%e5%ad%a6%e5%88%b0%e8%80%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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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人生的“局”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我非常喜歡劉必榮老師的談判藝術課，其中， 他一再強

調“佈局”的重要。 我們人生的“局”又該如何布呢？ 

 

這兩天我正揣摩要不要參加一位師友的“局”，“配合”從事

一項網路教學事業。 不知為何， 我內心出現好多噪音攪

局， 叫我多加考慮。 我覺得有必要把我內心的感覺提出

來分析一番： 

 

1) 機會 

這是一個機會。 不能說難得或是僅此唯一， 但也是一個

不該錯過的好機會， 但是，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只要

我準備好， 隨時有機會。 

 

2) 教材 

目前我手邊拿到的教材還不完整。 理由有三： a）內容不

夠先進， b） 組織不夠條理， c）活用性待商榷。 

 

3) 我的事業規劃 

a）繼續經營房地產事業， b）專業領域隨時自我提升， 

c）準備網路教材從事教學。 

 

答案有了！ 這是自我反省的好處，在反省中， 自己找出

解答。 基於以上的檢討， 您知道我的答案了嗎？那就是

專心做自己熟悉的房地產事業，並且做專業領域的提升。  

 

後注： 成功是屬於做出正確選擇而且不斷努力的人。

http://wendychow.asia/%e6%82%a8%e4%bc%9a%e4%b8%ba%e8%87%aa%e5%b7%b1%e7%9a%84%e4%ba%ba%e7%94%9f%e5%b8%83%e5%b1%80%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e6%82%a8%e4%bc%9a%e4%b8%ba%e8%87%aa%e5%b7%b1%e7%9a%84%e4%ba%ba%e7%94%9f%e5%b8%83%e5%b1%80%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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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切如新》-啊！ 我的歌！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今早參加 BSE 新加坡分會與海外 BSE 同學的商業交流

時， 沒想到進入會場的第一個感動就是跟著大家唱這首

《一切如新》。 

 

當這首歌曲的前奏響起時， 我的內心頓時激動起來， 忍

不住低聲呐喊：“啊！ 那是我的歌！ 我的歌呀！”  

 

我敞開嗓門， 隨著音樂高聲大唱， 激動、 興奮、 感恩和 

思念的淚水忍不住流了出來。。。。。 

 

去年（2010 年）5 月， 我在臺北翡翠灣八天的 BSE 培訓

中， 萬芳唱的這首《一切如新》天天陪伴著我們。 8 月

份， 我到山東省德州參加了皇明公司商業模式的培訓， 

其間， 這首《一切如新》也經常縈繞在耳。 之後， 我回

到新加坡， 帶著滿心的感動以及心中積累了多年的情

懷， 又在這首《一切如新》的歌曲陪伴下， 兩個月之

內， 完成了我的一本 7 萬多字的作品 -- 《看我三十六

變》。 

 

此刻， 我在毫無防備的心態下，再度聽到這首如我心靈

摯友(soulmate) 般的《一切如新》， 讓我忍不住欣喜、 激

動、 眼淚盁眶 。。。。。。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5%88%87%e5%a6%82%e6%96%b0-2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5%88%87%e5%a6%82%e6%96%b0-2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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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ollow Your Heart！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 
 

我一直以為我很瞭解自己， 喜愛文學， 愛做夢。 多年下

來， 卻發現我錯了！—— 原來“賺錢” 才是我的最愛。 

 

Follow your heart! 女兒酷愛藝術， 她經常和我互勉要跟隨

自己的心。 這些年來， 我發覺我越是隨心所欲， 越能享

受到賺錢的樂趣。 所以， 我從事過不少行業，的確都是

在隨心所欲、 開開心心中“玩”過來的。 

 

從大學畢業後離開臺灣、 先後住過香港、 洛杉磯、 新澤

西、 北京， 來到新加坡定居。 多年來， 我換過無數的工

作， 也接觸到各種投資理財的方法。 經由各種不同的投

資理財方法， 我摸索出一套賺錢的心得， 也確切地認識

了自己。 我發現在商場上有許多樂趣， 尋找商機， 從事

買賣， 與人交易等， 都令我非常感興趣。 啊！ 原來賺錢

是這麼得有趣！ 我享受每一次上課學習賺錢的機會 --  

“Learning by doing!” 一邊學， 一邊做， 不斷地學習。 

 

漸漸地， 我開始享受工作， 享受投資理財的過程。 我盡

情地學習， 選擇我的合作夥伴和事業， 開心地工作！ 
 

$$$$$$ 

 

http://wendychow.asia/%e8%b5%9a%e9%92%b1%e7%9c%9f%e6%9c%89%e8%b6%a3%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8%b5%9a%e9%92%b1%e7%9c%9f%e6%9c%89%e8%b6%a3%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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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加坡遍地是金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新 加坡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 經常看到地上的銅

幣： 一分、 五分、 一角、 兩角、 甚至一塊錢， 冷清清

地躺在地上， 沒人理睬。  

 

我每次一發現它們， 就會興奮地把它們撿起來，拿回去

洗乾淨， 恭敬敬敬地進貢我的豬撲滿， 或是把它們“請”

到超市的捐款箱裡。我如果偶爾撿到五塊或十塊， 就會

把那些錢拿到地鐵站外去買面紙。 

 

我常告訴孩子們：“你們要尊敬錢， 不論它是一分錢還是

一百萬， 都一樣有價值。 ” 也許我很“惜”金， 所以常常

把它們“吸”引來。 

 

有一次， 在兀蘭城的一座組屋前面， 我看到地上有一堆

褐色的銅幣，我立刻蹲下去把它們一個一個撿起來， 我

一共撿了二十多個銅板。 孩子說：“媽， 那是一分的， 

已經沒人要了。”  

 

http://wendychow.asia/%e6%96%b0%e5%8a%a0%e5%9d%a1%e9%81%8d%e5%9c%b0%e6%98%af%e9%87%91
http://wendychow.asia/%e6%96%b0%e5%8a%a0%e5%9d%a1%e9%81%8d%e5%9c%b0%e6%98%af%e9%87%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imagesCARDZQDM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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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即使是一分， 也是錢， 銀行應該會回收吧！”  

 

話沒說完， 我突然看到身邊不遠處有一群小朋友望著

笑，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傻事。 為甚麼那群孩子沒看

到這些銅幣卻望著我笑呢？ 小時候， 各種破銅爛鐵都可

以賣錢， 何況， 這是真的銅幣啊！ 

 

或許那些錢是人們用來“拜拜”而撒的錢嗎？  我不懂這些

習俗，我只知道這是真的錢， 我們要善待它們!  更何況

這些錢可以用來説明需要它的人。 

 

 
 

 
熱心的阿婆在洗銅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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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双”D”相遇 – 王與王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Money & You, 課程裡面有一項 DISC 人格特質分析的測

試， 它把人格特質劃分為四種類型： 

 

D (Dominance) 型的人 - 支配，指揮，理性，迅速，創

新，行動，果決，重視結果。D 型的代表人物是拿破崙 

和西遊記裡的孫悟空。 

 

I (Influence) 型的人 - 影響，引導，感性，迅速，愛熱

鬧，人來瘋，事情不以結果而以人為主。I型的代表人物

是貓王和西遊記裡的豬八戒。 

 

S (Steadiness) 型的人 - 穩健，支持，不果決，穩紮穩打，

服從多數，愛好和平， 和 D 相反。S 型的代表人物是印

度的甘地 和西遊記裡的沙僧。 

 

C (Conscientiousness) 型的人- 服從，理性，內斂，重流

程，重細節，重精准，和 I相反。 C 型的代表人物是李安

和西遊記裡的唐僧。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這四種人格特質，只是有些特

質較為強一些。我個人明顯的屬於 “D+I”型。這種個性的

人是既像“風”又愛“瘋”。 也因為這樣， 我缺少穩定與服

從的特質。 任何事情， 我一有念頭，就會立即付諸行

動，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自己掌握，自己決定。 

 

最近， 我遇到一位典型的“D+C”型的朋友， 我非常喜歡

他和尊敬他。 他教導我建立行銷網站，也和我分享許多

http://wendychow.asia/%e5%8f%8c%e2%80%9cds
http://wendychow.asia/%e5%8f%8c%e2%80%9cds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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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的觀念， 我們曾經考慮過合作辦培訓，不過這

樣的“局”已經成不了， 因為我們在網路事業合作的條件

方面， 各持己見。 基於我個人對網路事業的瞭解， 我不

可能答應對方的要求。 當然， 對方也不願意有這麼一位

不服從的合作夥伴。 哈！ 這就是雙”D”相遇，王與王各

持己見的結果。不是嗎？ 

 

雖然如此，我依然非常敬重這麼一位師友， 也期盼我們

能有一個嶄新的， 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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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脈就是錢脈 

Posted on July 15, 2011 by Wendy 

 

“人脈就是錢脈”這句話真是太實在了。 我是好姐妹婷婷

口中的“包租婆”， 經常有房子出租， 因此， “人脈” 對我

來說， 實在是重要。 

 

 最近，我分別有兩個出租單位到期。 其中一個， 房客自

動延長租期； 另一個，我已經找到新房客了，雖然舊的

租約還沒到期。我很感謝我身邊的這些仲介朋友們， 沒

有這群熱心的“人脈”， 我的事業肯定無法這麼順利。 

 

今年 7 月 12 日， 我參加了 BSE 新加坡分會與海外同學商

業交流。 當我和 BSE 家人的熱誠交談之後， 突然想起我

去年在臺北翡翠灣的 BSE 培訓。 啊！ 我怎麼把我的第二

十八期的 BSE 家人給忽略了？ 想想看 — 

 

我有一群一起經營企業的“行銷家人”有章嵐 (MD)， 姚亞

承 (COO)， 李曉莉 (CD)， 和 孫鵬升(CFO)。 

 

我還有一群每天早晨一起做運動的“運動家人”。 我原來

的“運動家人”有夏濤， 馮貽斌， 施松標， 和張志芳。 

 

我後來的“運動家人”是金雲龍， 李兵珂， 章嵐， 和李曉

玲。 

 

BSE 的全名是“The Excellerated Business School for 

Entrepreneurs”， 它主要是提供企業培訓給公司裡的領導

人或者負責人， 是一個非常棒的從事商業和建立人脈的

平臺。 在培訓中， 我們必須接受各種各類的測試和挑

http://wendychow.asia/%e4%ba%ba%e8%84%89%e5%b0%b1%e6%98%af%e9%92%b1%e8%84%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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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 當林老師“強橫地”把我們從

原來的運動家人拆散時，可憐的小翟過於較真，為了保護

她的家人， 她歇斯底里地大罵林老師是“壞人”，  還幾度

試圖沖上臺去揍人，她幾乎完全崩潰了。 

 

現在回想起來， 不禁令人覺得好笑。家人們， 大家多保

持聯絡，有機會我們共同來回憶並且增加彼此的“錢”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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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招财猫 

Posted on July 15, 2011 by Wendy 

 

小時候看過一些日本九命怪貓的影片， 都是些驚悚恐怖

的情節， 所以我一直不喜歡貓。 上個星期陪好姐妹

Yolante 去中國城逛街， 無意中看到一位清秀的女孩向我

們招攬生意。 我走上前一看， 原來她在賣招財貓。 一時

興起， 我問 QQ (她的名字）：“要不要我在網路上幫你推

銷？” 

 

 “好呀！”  QQ 回答地非常乾脆。 

 

回來後， 我立刻開始建立這個招財貓的網站。 接著在網

路上讀了許多有關招財貓的資料後， 我“居然”愛上了這

些可愛又能為我們生財的貓咪。 

 

如果您愛貓也愛財， 來找我這個媒人吧！ 我一定讓您和

QQ 皆大歡喜。 因為， 我只是好玩罷了！ 

 
 

http://wendychow.asia/%e5%8f%91%e8%b4%a2%e7%8c%ab
http://wendychow.asia/%e5%8f%91%e8%b4%a2%e7%8c%a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隨心所欲 
  

47 
Follow Your Heart 

23。 為"您"打造一個溫暖舒適的家 

Posted on July 18, 2011 by Wendy 

 

“哇！ 你真是太棒了！ 給我這麼一個溫暖舒適的家”。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讚美了， 可是， 我每一次

聽到它， 依然忍不住內心那份喜悅。 也許是期待這份讚

美與喜悅， 我在每一次交屋給新房客前， 都會把房子好

好地“美容”一番。 除了一般例行的清掃粉刷之外， 我盡

可能提供所有的傢俱， 包括餐具、 被褥、 裝飾等。我很

喜歡佈置房子， 尤其當我看到自己把一隻“醜小鴨”變成

了“美麗的白天鵝”時， 那份成就感就足以 把所有的辛勞

和汗水都掩蓋了。 

 

“Wow! Ms. Wendy, what a big difference!” 今天傍晚， 連

我的仲介朋友 Adrian 都一再地表揚我竟然能化腐朽為神

奇， 因為兩天前的這個地方簡直慘不忍睹。 前房客走得

太匆忙， 雜物到處都是， 骯髒碗盤一堆。您可知道， 我

經常在“professional cleaning” 之後， 自己再清理一遍， 

可比灰姑娘還忙哩！ 

 

新房客今晚似乎好興奮， 連著送了幾通 SMS 來誇獎我。 

我很高興能為我的房客打造這麼一個溫暖舒適的家。(可

是， 拜託“您”， 今後可不要要求太多哦！）

http://wendychow.asia/%e4%b8%ba%e2%80%9c%e6%82%a8%e2%80%9d%e6%89%93%e9%80%a0%e4%b8%80%e4%b8%aa%e6%b8%a9%e6%9a%96%e7%9a%84%e5%ae%b6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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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好的投资令您安心 

Posted on July 22, 2011 by Wendy 

 

近日應朋友之邀參加了一項買金塊的投資項目， 我的心

裡卻總是七上八下， 擔心它會有風險。 

 

這點違背了我自己的投資理念： 有了“好的”投資產品會

讓您興奮，引發您的激情和動力，帶給您正面的能量； 

而不是令您擔憂、害怕，心躁不安， 引發您的負面情

緒。我不喜歡這種不安的感覺， 無論做任何投資， 我都

要開開心心， 而且自己能掌握。 

 

仔細分析起來， 這是我“貪婪”的結果 -- 為了求得較高的

回報， 我選擇了這項有高風險的投資專案。雖然說要獲

得高利潤， 就要能承擔高風險， 但是也有的投資項目可

獲得高利潤， 而風險較低， 我所熟悉的房地產投資就屬

於這一類低風險性的長期投資。進一步說， 那是我的專

業， 我知道如何操作， 何時該買賣， 何時該出租。 

 

總之， 不是任何投資專案都適合我們。 我們要選擇適合

自己個性、 認知和承受風險能力的投資項目， 要清楚瞭

解這個投資項目， 並且能控制它的回報和風險。 這樣的

投資， 才會令您安心。 同意嗎？ 

 

此刻， 我知道該如何解決我對這個金塊投資項目的不安

了 -- 趕快退出！

http://wendychow.asia/%e5%a5%bd%e7%9a%84%e6%8a%95%e8%b5%84%e4%bb%a4%e4%bd%a0%e5%ae%89%e5%bf%83
http://wendychow.asia/%e5%a5%bd%e7%9a%84%e6%8a%95%e8%b5%84%e4%bb%a4%e4%bd%a0%e5%ae%89%e5%bf%8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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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ennis Ng - 一心一意造福世人的吳加萬 

Posted on August 9, 2011 by Wendy 

 

 

沒有 Dennis， 就沒有我的第一本書《看我三十六變》。 

 

在 2010 年七月底，我和 Dennis搭乘同一班次火車前往山

東德州， 參加培訓。 同行三個小時，Dennis不斷地與我

談論他寫作和出書的經驗。 經由他的鼓勵，培訓回來， 

我也很快地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作品， 這全歸功於他。 

 

Dennis行事很低調， 後來，我才知道他開辦了許多培訓

課程。 於是我找機會報名參加。 這次， 我很榮幸地參加

了他的《講師培訓》 （Train The Trainers）， 我很享受全

部培訓過程。 但是，令我非常驚訝的是 Dennis 先後在講

臺上哭了兩次， 而他每一次的流淚， 都是那麼真， 那麼

感人。。。。。。那是他為世人謀福利的使命感的一股真

情流露。我佩服 Dennis！ 我很佩服他這麼年輕就找到自

己的信仰； 我更佩服他毫無保留地把他為他人謀福利的

信仰， 時時真心地與人分享， 並且感染身邊的人。 

 

Dennis，我的良師與益友，我會向您學習與看齊！ 

 
後注： 我萬萬沒有想到在 2013 年，Dennis 竟然會突然英年早逝， 他實在

令人惋惜與懷念啊！ 

http://wendychow.asia/dennis-ng-%e4%b8%80%e5%bf%83%e4%b8%80%e6%84%8f%e9%80%a0%e7%a6%8f%e4%b8%96%e4%ba%ba%e7%9a%84%e5%90%b4%e5%8a%a0%e4%b8%87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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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勇"者無敵 

Posted on September 4, 2011 by Wendy 

 

 

 

週末三天，我參加了一場網路創業培訓， 這是我第二次

參加陳健勇老師主講的的網路創業（Internet Business)。 

陳老師真的很不簡單，才二十出頭就那麼有成就 （不

信，您去 Google 以下 Tan Jian Yong， 就知道我可不是蓋

的！)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那“勇”者無敵的精神.。 

 

以下是我去年寫的一段有關於他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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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我參加了陳健勇老師舉辦的網路創業培

訓。相隔二十多年再次“重逢”，重新有機會寫電腦程式，

我是多麼地激動！又是多麼地興奮哪！ 

“凡事別想太多， 覺得是對的就去做， 先做了再說。” 

 

“We are non-stoppable! ” 
 

這是年輕、渾身充滿創意與活力的健勇，給我最直接、最

有衝擊力的口令。當下，我就奮不顧身地跳下網路創業的

學海中。這是我第一次建立自己的網頁，也是我期待已久

的“玩藝兒”，誰說只有年輕人才會玩電腦，才會建立網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5%8b%87%e2%80%9d%e8%80%85%e6%97%a0%e6%95%8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IBIPC.8th.jpg


  隨心所欲 
  

51 
Follow Your Heart 

頁？ 我也做到了！一旁比我還年輕的“老人家”（健勇的

老爸）也不甘示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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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來，我已經幫朋友和自己建立了好幾個網站。 

 

這次回來，我又有新的發現 -- 那就是健勇老師不斷地更

新他的教學內容。我們每一次回來複習，他都會把最新、 

最重要的網路資訊， 毫不保留地，而且免費教給我們。 

這一生，能遇到像他這麼睿智、活潑、慷慨、健勇的老

師， 我們是何等幸運呀！ 

 
 

 

 

Happy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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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位“年輕”包租婆的告白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1 by Wendy 

 

   
 

我很喜歡這個標題，因為它帶有“年輕”兩個字。Youth is 

beauty! 年輕就是美！任何可以讓我感覺年輕的字眼，我

都喜歡。 

 

幾年前，好姐妹婷婷還住在新加坡時，曾經笑我買房子像

提著菜籃去市場買青菜、蘿蔔似的。接著，她又是第一位

稱呼我為“包租婆”的。當時，我腦中立刻出現周星馳電影

裡那滿頭髮卷、大爆牙、穿著睡衣的包租婆形象。因此，

我從不承認這個名稱。如今，我還是不承認。怎麼樣？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4%bd%8d%e2%80%9c%e5%b9%b4%e8%bd%bb%e2%80%9d%e5%8c%85%e7%a7%9f%e5%a9%86%e7%9a%84%e5%bf%83%e5%be%97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4%bd%8d%e2%80%9c%e5%b9%b4%e8%bd%bb%e2%80%9d%e5%8c%85%e7%a7%9f%e5%a9%86%e7%9a%84%e5%bf%83%e5%be%97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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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朋友問我：“Wendy, 如果新加坡的房地產市場下

滑， 會不會影響到你？” 

 

“不！我不擔心。 只要我的房子有人住，房價對我的影響

不大。我比較關心的是新加坡是否提供機會讓充裕的外派

人員來本地工作，我主要以長期經營為主， 房客幾乎都

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外派人員。” 

 

我自認是位“年輕”的房東，是因為我在新加坡成立公司，

從事房地產事業至今（2011 年）只有 5 、 6 年，足夠年

輕吧？ 我到目前為止，找房客都還頗順利的。（敲木

頭！叩！叩！叩！） 

 

常有朋友問我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任何一個企業的經

營， 維持一個合作良好的團隊， 以及創造多贏的局面是

非常重要的。我在房屋出租方面的做法是尊重並善待所有

周邊的人， 儘量做到以下幾點： 

 

1） 維持良好的裝修團隊  

 

我有一組非常有效率的維修團隊， 我把身邊的裝

修人員，包括做冷氣、做窗簾的都視為是自己的貴

人， 我尊重並且善待他們，給予他們合理甚至更

加優渥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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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聘請專業的仲介 

 

通常，我會聘請 3 到 4 位非常專業， 而且資深的

仲介替我找房客。我尊重並且善待他（她）們，給

予他們合理甚至比一般優渥的報酬。比方說，如果

兩位仲介同時為我的單位找到租客，我會給與相同

的獎勵。如果，他（她）們的成果比我的要求高，

我也會提高獎勵金。 

 

3）為房客打造一個乾淨、溫暖、舒適的“家” 

 

       
 

我每次迎接新房客前，都會給予他們新窗簾（或是

乾洗過的）、新床具、乾淨的傢俱及廚房用具，大

廳以及院子擺些花草植物，確定所有的電器、儀

器、廚房用品等乾淨和實用。每一次在新房客來訪

前，我一定如“醜媳婦見公婆”般，確定房間裡所有

的地方清爽宜人。有時候，我也會大方地拿出我收

藏的香水, 噴它幾下，讓空氣聞起來香噴噴的!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weet-home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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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求租金在合理的市場價範圍內 

 

我儘量把租金要求放在合理的市場價位，但是房間

乾淨、器物齊整、仲介熱心和房客滿意等因素，往

往會帶給我意想不到的好價錢。 

 

這是我多年來出租房屋的簡單心得。我相信，只要付出真

心對待您身邊合作的每一個人，真正的的大贏家還是自

己。 

 

最後， 請別小看這些“告白”。 我的商業模式可是在實踐

家的商業系統（Value Commercial System) 的比賽中得到

過第一名哦！希望，我的分享也能幫助您成為一位成功順

利的“包租公”或是“包租婆”。加油！讓我們一起加油！ 

 

 
 

 

新加坡濱海灣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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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的一天 

Posted on October 31, 2011 by Wendy 

 

 

大三的暑假，班上同學準備編班刊， 主編林兄來函邀

稿， 我寫了一篇《南下的一天》，描述了我暑假回台南

後的一天生活。今天想起來， 那麼就和您分享我今天在

新加坡的一天吧! 

 

早上游完泳， 聽新聞、看報紙，吃完早餐，看看今天的

行事例： 

 

1。上午去律師辦公室簽檔； 

2。中午餐會 -- 見好朋友以及事業夥伴交換心得； 

3。下午拜見新房客談租金付款方式。 

 

傍晚回到家，晚餐後休息一小時， 之後游泳、 觀看韓劇

和回 Email。 

 

應該就是這些， 很平常、很平凡，對不？這就是生活

呀！每個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時。這 24 小時，您怎麼過是

自己的選擇。我告訴朋友，我一輩子都在吃、喝、玩、樂

中度過。因為，我會把工作變成是我的娛樂。 反正要

做，何不開心地做？ Ivy 是我在香港工作時的“酒肉朋

友”， 我們倆一放假就上館子和去 Disco （Ivy 的舞技可

不是蓋的）。趙蓉則是我在新澤西工作時的“酒肉朋友”。

我們倆在同一家通訊公司工作，經常一起享受“Coffee 

Hour”以及到 Charlie Brown 吃午餐。Olivia，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8%80%e5%a4%a9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8%80%e5%a4%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October-31-20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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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nte, Siow,  Vivian，Sheila 和我的 Quiling Club 等則是

我在新加坡的“酒肉朋友”，我們常找機會聚餐， 偶爾一

年去一兩次 KTV。這就是生活。 

 

對我而言，每天開心地活著，熱情地工作，能吃、能睡， 

有機會就把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 互相合作，這就是生

活。 

 

哎喲， 我得準備出門了！ 希望您也和我一樣頭腦簡單，

保持健康、快樂，每天 開開心心地過生活！ 

 

 

附注：Olivia 堅持說她是我的“Soulmate” 而不是酒肉朋

友。哈哈！ 

 
 

 

臺灣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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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我的簡易投資觀 

Posted on November 2, 2011 by Wendy 

 
 

Mei Mei 是我去美髮院認識的一位元非常年輕漂亮的美髮

師。經過數次聊天，我得知她同時兼做副業--在 Facebook 

上賣年輕女孩的服裝， 據她說銷路還不錯。 

 

我曾經問她為何不通過網站來經銷。她說：“我沒有網

站，就在 facebook 上放幾張穿著漂亮衣服的 Model 相

片。  客戶看了 Model 穿的樣品，她們喜歡的話會和我聯

絡， 然後先付錢到我的戶頭，我再去訂貨， 我等貨到後

再出貨， 如此一來，我沒有成本壓力。” 

 

嗯，Mei Mei 很聰敏，而且很懂得經銷， 她以最簡單、直

接的方式賺到錢。相較之下，我們很多人做了幾十個網

站，也不見得能賺到一毛錢 。 

 

傍晚， 朋友來電話談到他開始學習投資股票市場。他問

我：“為什麼有的老師教我要 ‘買低賣高’，有的又教我要 

‘買高賣高’？”  

 

我的解讀是各人的投資策略不同， 基本上都是教你賺錢

的時機點。但是，不論別人怎麼教你，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理解和判斷， 唯有自己完全理解後，然後再做出對的判

斷，這才是“投資”。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6%8a%95%e8%b5%84%e8%a7%82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a-bag-of-gol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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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自己完全不瞭解，只是依據別人告訴（或教）你

的， 盲目跟從， 這就是“投機”。簡單說做有把握的事是

“投資”，做沒把握的事就是“投機”。我認為 Mei Mei 的作

法是投資， 她穩紮穩打，知道選擇什麼貨品，錢到貨

出。加上，她用最簡單，而且自己懂的方式 透過 

facebook 和銀行帳戶來經營。她還告訴我：“我的美髮院

的同事都是我的客戶呢！” 多麼聰明能幹啊！ 

 

我告訴朋友，多年來我只針對一兩支股票買或賣。我認為

好東西不需多，看准一兩樣，長期接觸它，瞭解它的習

性，你就容易掌握進場和出場的時機。比方說，一支活潑 

（上下起伏頻繁）、 健康（公司管理經營完善）的股

票，您在它跌得很多時買進，大大高漲時賣出，怎能不

賺？ 可是，您得有耐心喲！ 

 

以下幾點是我個人的投資原則： 

 

1.  只做自己懂的  

 

最近有很多朋友到馬來西亞、 英國、 澳洲或是中國大陸

去買房子。 她們遊說我一起參加， 我都沒有跟進。我不

喜歡太複雜的事物。 我喜歡簡單、 容易操作、 風險在自

己控制範圍內的投資， 最重要的是自己懂得的投資。不

懂但喜歡，就學懂它， 不懂的東西，千萬別碰。 

 

2.  逆向操作，你丟我撿 

 

不論房屋或是股票， 當大家都在拋售時，可能是您撿便

宜的時候。反之，大家都在買進時，先別急著跟進， 瞭

解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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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紮穩打  

 

“不要急， 不要急， 一會兒就回來！” 這是兒女小時候看

的日本動畫"一休哥"裡， 一休最愛講的臺詞。 是的， 投

資理財也是"不要急"， 也不要過於頻繁的短線買賣。不論

買賣房地產或是股票，基本的投資原理是一樣的， 往往

最簡單、最直接而且能夠穩紮穩打就是最好的方法。 

 

4.  做自己喜歡的  

 

要先喜歡，才有興趣去瞭解。 只有瞭解後，才能做出正

確的判斷。我的一位好朋友， 她非常愛狗， 在美國工作

了十幾年之後， 她辭去高薪的工作回到臺灣開了一間狗

狗寵物店， 經營得有聲有色， 非常開心！ 

 

5.  準備一筆“機會基金” (Opportunity Fund)   

 

當機會來臨時，立即進場。當市場出現危機的時候，就是

有備而來的您的轉機。不是某些人的運氣特別好，而是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有時候， 我開玩笑說這種投

資是屬於“守株待兔”型； 可是， 它來臨的機會應該比兔

子撞上大樹的機會多得多。  

 

6.  投資自己的興趣 

 

我從 2010 年以來就開始學習如何建立網站和經營網路行

銷。 我有幾個網站： www.wendychineseantiques.com 專門

處理我收藏的古董， www.wendychow.asia 則是收集我寫

http://www.wendychineseantiques.com/
http://www.wendychow.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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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 另有一兩個如 www.36wendys.com 則為我銷售

電子書的的網站。 

 

所以投資自己的興趣非常重要， 或許它不能為您帶來立

即的收入， 但是它能為您帶來生活上的樂趣， 說不定哪

一天這些興趣也會成為您的事業或是事業的一部分哩！ 

 

下面這張相片是 2005 年， 我和 Yolante, Sandy拍賣自己

做的手工項鍊、 耳環、 手鏈和戒指等， 再加上十幾件我

自己用毛線編織的披肩和圍巾， 琳琅滿目， 擺滿了整間

大廳。 雖然， 我們送出去的比賣出去的多很多， 但是， 

它吸引來了許多難得一見的親朋好友和鄰居， 皆大歡喜!   

 
 

2005 年耶誕節第一次拍賣自己做的手工項鍊、耳環和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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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 親子與親情 

30。大學選系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高中三年， 我參加了女中的籃球校隊。 高一下學期的一

天下午， 我照例來到我們每天傍晚練球的籃球場， 不

久， 幾位球友也到了。 我， 羅文和寶莉都是高一的學

生，  那天我們高一生選組， 以決定大學聯考的科系。 念

高三的小平一見到我們就問：“你們選什麼組？” 

 

“乙組” 想念外文系的寶莉回答。 

 

“甲組” 想念電機的羅文回答。 

 

我正想出口。 小平學姐說：“你一定是選丁組， 你那麼聰

明，適合從商。” 

 

“可是我不喜歡丁組， 我想念英文或是中文， 我最不喜歡

法律和商業了。” 

 

http://wendychow.asia/%e5%a4%a7%e5%ad%a6%e9%80%89%e7%b3%b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t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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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猶在耳， 可是。。。。。。。 可是， 老爸要我選丁

組， 念商科， 結果我考進東吳大學文學院， 丁組的， 政

治系。 表面上我考的是丁組（符合老爸的意願）， 進去

的卻是文學院的政治系（對我而言， 有些差強人意，但

是，至少是文學院， 可以擁有些文藝氣息。 哈哈！） 

 

大一放寒假時， 我回到台南老家。 老爸三番兩次問我什

麼時候轉到國貿系或是企管系， 都被我當了耳邊風。開

明的老爸， 他從來就不阻止我， 或者是強迫我做任何事

情， 從此就不再追問了。 所以，我就這樣誤打誤撞地踏

進東吳政治系， 也這麼堅持理念地念完了大學四年。 

 

事隔三十多年， 如今我從事的卻是有著濃厚商業氣息的

房地產業。繞了一個大彎， 事實證明老爸是對的。 難道

人生的道路早已命中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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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你不會唱歌,一輩子不快活! 

Posted on November 2, 2011 by Wendy 

 

中午，我分別打了電話給在臺灣的大姐和住在洛杉磯的二

姐。我把 Judi Jim 唱的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以及

劉文正唱的《忘不了的你》， 通過電話放給她們聽。兩

位姐姐都激動地叫道： 

 

“啊！那是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的歌呀！” 

 

說完，我和二姐隔著越洋電話立刻唱了起來， 那感覺，

仿佛又回到了小時候在我們住的日式房子裡， 三姐妹躺

在榻榻米上隨興地唱歌、聊天。嗯！ 那感覺真好！ 

 

我喜歡唱歌。因為，每一首歌都會讓我想起某個地方，某

個人，某個歌星或是成長中的某個階段。透過歌曲，我可

以讓自己神遊到與那首歌相關聯的任何場景或人物； 透

過唱歌，也會讓我以歌會友， 交到一些好朋友。 

 

這次回臺灣，大姐和我有機會在大學好友小四的弟弟家裡

唱卡拉 OK， 我們姐妹好開心。原本我以為我們姐妹會有

很多悄悄話要告訴對方， 見面時一定嘰嘰喳喳， 聊個沒

完。 誰知道， 姐妹倆一拿起麥克風，就什麼不愉快都忘

了。 

 

記得我曾經告訴您的嗎？你不會唱歌，一輩子不快活。  

歌唱會帶給您許多快樂激素， 不管心情好不好，它都會

帶給您好心情的。您怕人聽，就唱小聲些； 不然，就放

聲唱，唱吧！唱吧！ 把一切煩惱拋開，盡情地唱吧！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e2%80%9d-%e9%82%a3%e5%b0%b1%e5%94%b1%e5%90%a7%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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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懷念媽媽 

Posted on October 18, 2011 by Wendy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雨下來了！ 

我的媽媽來了，來了，拿著一把傘。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啦~ 啦啦~ 啦！” 

 

真沒想到我在小學時經常掛在嘴邊的兒歌，今天居然從不

滿三歲的小 Lala 口中聽到。 

 

小 Lala 是我好姐妹的孫女，聰敏、伶俐、十分逗人喜

愛。中午我到她家玩，她興高采烈地唱這首兒歌給我聽，

沒想到下午就下雨了。也許是一種對媽媽的懷念，每次我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下雨，就會想起小學一、二年級時， 

每逢下雨天， 媽媽就會拿著傘出現在我的學校門口。我

相信您們也有同樣的經驗，是嗎？ 

 

今天又是這麼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 

 

此刻，窗外絲絲細雨還不停地下著。我原本以為我會想念

媽媽，奇怪的是我卻很想大笑。因為，我突然想起上個禮

拜在臺北， 往日月潭的遊覽車上， 大學同學-- 林兄掏心

挖肺地唱的那首《懷念媽媽》。 

 

不是蓋的，他的歌聲可比餘天的雄厚洪亮得多。尤其，他

老兄在 ending 時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力量，用勁地呐喊著

那聲：“媽~ ~ ~ 媽~ ~ ~ ~ ~ ！” 啊！ 我的心都碎了！是被

他的歌聲震碎的！（哈哈！）當然，林兄精彩賣力的演唱

把全車昏睡的同學都震醒了，最後， 獲得個滿堂彩！ 

 

http://wendychow.asia/%e9%9b%a8%e7%9a%84%e8%81%94%e6%83%b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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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笑的是， 他告訴我們， 他曾經在岳母面前唱這首“懷

念媽媽”，結果害得岳母大人痛哭流涕， 哭得稀裡嘩啦

的。 

 

我說：“當然啦！如果我的女婿，在我面前這麼掏心挖肺

地撕喊著 ‘媽  ~ ~ ~ 媽~ ~ ~ ~ ~ ！’， 我也會傷心難過地大

哭一場。難道，你被我這個眼前的岳母虐待得這麼慘，還

要向遠方的媽媽申冤呐喊？”   

 

哈哈！同學們都笑歪了！ 

 

請原諒我還在回味十天前的大學同學會。因為，我們這班

的寶貝們，實在太可愛了！ 

 
 

 
大一時期的籃球冠軍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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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贈送幸福的小女孩   

Posted on October 17, 2011 by Wendy 

 
    “我是個小女孩, 專贈送幸福。將它散佈在稠密的木屋。 

 

         只要你肯努力, 勤勉去工作, 你自會找到真的快樂。 

 

         別羡慕他人富可敵國, 其實內心卻充滿孤獨。  

 

         生活像一條流動的小河, 河裡有幸福的貝殼。 

 

         你仔細地去找, 耐心的去摸。若是找到了, 永遠不寂寞。 

 

         我是個小女孩，為人造幸福，縱然表面痛苦，心底安樂。” 

 

從小我就會唱，也很愛唱這首《贈送幸福的小女孩》。這

次同學會中，班代夫人 -- 阿貞對我說：“大學時，我以為

你家裡很有錢。”  聽了我哈哈一笑。記得我剛上大學時，

二姐正在學裁縫。 她剛會縫製一些連身、高腰、寬鬆，

穿起來像有錢人家小姐似的“娃娃裝” 。 我經常在校園裡

穿著“娃娃裝”秀二姐的手藝， 難怪同學們會誤以為我是

出自豪門的富家女。 

 

http://wendychow.asia/%e8%b4%88%e9%80%81%e5%b9%b8%e7%a6%8f%e7%9a%84%e5%b0%8f%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e8%b4%88%e9%80%81%e5%b9%b8%e7%a6%8f%e7%9a%84%e5%b0%8f%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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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和她的“娃娃裝” 

 

高一時參加籃球隊，每天練球結束後，阿慧隊長就帶我們

一群娘子軍去那家名叫“我家”的冰果室大吃大喝。後來加

雪接棒，她也繼續保持隊長請客的優良傳統。 

 

高三時，輪到我當隊長， 這下可糟了，我連午飯錢都不

夠，哪有零用錢天天請隊友們吃喝!  而且那是一群像蝗蟲

般的好吃鬼! 幸好，同隊的寶莉瞭解我。 她告訴隊友們，

從我們這一屆開始，每天傍晚的吃喝大會， 改為大家樂

捐。 

 

這麼一來，我的負擔大大地減輕了；可是我又怕失去隊長

的威風， 所以我總是竭盡所能地掏出我身上所有的錢,  其

餘才由隊友們分擔。  此外， 只要我一有機會，就請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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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家裡烙餅、跳土風舞、唱歌和玩鬧（因為家裡沒有大

人）。 

 

多年來，我已經習慣告訴自己: 我是“富有”的，我要努力

工作，時時分享和照顧身邊的親友。K 說我的使命感太

重， 也許吧！ 但是，我是幸運的！  兩位姐姐在我上大學

時，就已經開始工作減輕家裡的負擔。多虧有了姐姐們的

幫助， 老爸才有能力提供我上私立大學。  

 

這次在回臺北的高鐵上和大姐通話，不小心被一位女乘客

嗆聲： 

 

“小姐！請你聲音小聲一點好不好？我在睡覺都被你吵醒

了。”   

 

“噢！對不起！對不起！” 說完我心裡偷笑：“嘿！人家叫

我‘小姐’呢！” 

 

好姐妹小四說我總會從正面來處理事情，她說：“你得感

謝你的父母，給你這些好細胞。” 

 

是的，在物質上， 我缺乏過； 可是心靈上，我始終認為

自己是富裕與幸福的， 而且我樂觀、積極， 因為我希望

自己是位永遠帶給人幸福和快樂的“小”女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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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父子圖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1 by Wendy 

 

 
 

早上, 在公寓前的泳池游泳時， 看到一位身穿白色運動服

的年輕男士帶著一位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從池邊走過，兩人

看上去像是對父子， 一前一後地朝泳池盡頭的停車場方

向邁去。 

 

年輕的爸爸走了兩步，忽然小跑起來，這時，小男孩也跟

在爸爸身後小跑起來。突然，爸爸停住了，小男孩也立刻

停住不動。爸爸接著走兩步又開始小跑步，小男孩依樣畫

葫蘆跟著做。 爸爸跑，他跟著跑； 爸爸停，他也停；  就

這麼重複了幾次之後，兩人繼續前進。短短的幾分鐘，爸

爸一步也沒回頭， 小男孩也沒喊爸爸。父子倆默契十足

的一邊“遊戲”，一 邊行走。一旁觀看好戲的我覺得挺感

動的：多麼有默契又可愛的一對父子啊！ 

 

以前收集古董時，經常看到瓷器上畫滿母子圖。今天讓我

親眼見到這幅“父子圖”，覺得趣味十足，也深受父子倆那

份心靈的互信與牽繫而呈現出來的默契感動！ 

http://wendychow.asia/%e7%88%b6%e5%ad%90%e5%9b%be
http://wendychow.asia/%e7%88%b6%e5%ad%90%e5%9b%b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father-and-son.png


  隨心所欲 
  

71 
Follow Your Heart 

35。 我的乖女兒 

Posted on September 8, 2011 by Wendy 

 

     

 

不知道為什麼，平時聽孩子們用英文表達：“Mom, love 

you! miss you!” ， 我感到非常自在。但是，一旦變成中

文：”媽，愛你！想你！” 我就覺得怪怪的。所以，我通

常都用英文詞語來表達我對孩子們的情感。  

 

昨晚收到住在三藩市女兒的手機短訊， 只有短短的幾個

中文字：”愛你！想你！” 看完後，我內心立刻湧起一股

暖流。。。。。。 因為，這是她最強烈的情感表達， 她

用我最熟悉的語言來傳達她對我的情感。 

 

我回復： “Dear Julie, love u and miss u 2!” 

 

美國出生的女兒， 從小就跟著我們講中文，求學過程

中，我們也儘量讓她接觸中文。 她能讀、 能寫，甚至還

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長達半個小時的“小電影”， 她

自己取名為《我的乖女兒》。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9%96%e5%a5%b3%e5%84%bf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9%96%e5%a5%b3%e5%84%b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xiaobao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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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網上搜索我的英文名字, 竟然發現自己多了

一個“Producer”的頭銜  --  Wendy Chow, Producer: The 

Good Daughter. … No photo available。  

 

原來，為了感謝我贊助她拍片，她把我變成了她影片的製

作人。 

 

 

          
 
 

我剛才和女兒透過 skype 通話，我發覺她變得更加成熟、 

獨立和懂事。 

 

這兩年來由於我經常上網寫作， 她就幫我處理一些網路

上的資料和圖片，已經成為我事業上不可缺少的合作夥

伴，十足地成了“我的乖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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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媽媽是不進廚房的! 

Posted on September 13, 2011 by Wendy 

 **  **  

 

有一次， 當我正在和朋友們聊到做菜時，平日不多話的

老二， 突然冒出一句話：“我媽媽是不進廚房的！” 

 

頓時，我愣了一下，朋友們則個個哈哈大笑。兒子看我臉

色不太對，馬上改口說：“不是啦！我開玩笑的。” 說

完， 他的臉立刻就紅了。 

 

我順勢說：“本來就是呀！你們三個孩子都很能幹，每一

位都比我會煮。” 

 

這是事實。孩子們未出生前，我是位懷有著千般武藝和萬

般精力的職業婦女， 內外兼顧。（老爸應該顧“外”， 可

是他請園丁代勞。） 孩子們陸續地出生後，我們開始請

人幫忙煮飯和打掃。這些年，從新澤西搬到北京， 又來

到新加坡，我開始專心主外，開創事業，更是遠離庖廚， 

很少為子女們洗手做羹湯。反而是三個孩子接受我的鼓

勵，在學校裡選修了一些烹飪課程。他（她）們愛吃又喜

歡下廚，廚藝自然比我強。現在，三個人都離家在外， 

洗衣、煮飯、打掃，生活一切自理。 我很欣慰他（她）

們這麼能幹又自主， 完全不需要我們操心。 

 

常聽人說：“媽媽太能幹，子女都不行。”    還不錯，我的

子女個個都比我還能幹。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5%a6%88%e5%a6%88%e6%98%af%e4%b8%8d%e8%bf%9b%e5%8e%a8%e6%88%bf%e7%9a%84%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pot.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Mcdonald.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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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晚霞 - The Evening Hue 

Posted on October 29, 2011 by Wendy 

 

 
 

今天，我的心情莫名的平靜。中午和小哥倆在 skype 上通

了話，另外又和女兒在電話中聊了一會兒， 得知三個兒

女都平安後，我開始安心地工作。下午，我一邊跟著 

youtube 上的歌曲哼唱，一邊幫 Jack整理他的古董網站圖

片， 整個下午，就在我專注於工作和歌唱中流逝 。 

 

傍晚，我意外地找到葉楓唱的《晚霞》，這是老爸和我們

三姐妹都非常喜愛的一首老歌。平日傍晚， 我和孩子們

去散步時也常唱它。 老爸特別鍾愛周旋、紫薇、葉楓、 

冉肖玲和蔡琴等的歌，應該是受了老爸的影響， 所以我

對這幾位歌星的歌也非常熟悉。 

 

回想起來，老爸是位十分專情（爸媽離異後，他從未再

娶）的男子。 打從我小學五年級起，他就父兼母職， 一

人帶大我們五個兄弟姐妹。他是軍人出生，有著一些外省

http://wendychow.asia/%e6%99%9a%e9%9c%9e
http://wendychow.asia/%e6%99%9a%e9%9c%9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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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習性：抽煙、打牌， 說話大聲， 還愛吹噓。但

是，他有一顆非常纖細、敏感的心。他是我看過唯一一位

看電視劇會掉眼淚的男生。此外，他的廚藝更是遠近聞

名。隔壁的林阿姨， 經常在晚飯時間來竄門子。她每次

一來， 抓起我的筷子掉個頭，就往菜盤裡夾菜， 往她的

嘴裡放。 她吃得津津有味， 還直呼：“太好吃了！辣得真

過癮！”  老爸的手藝可是正宗的湖南菜哪！ 

 

老爸非常愛唱歌。媽媽離家後，他常對著我們唱：“小麻

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親到那裡去了？嘰吱，嘰吱 ，

嘰吱嘰吱嘰~”。 他也常常把《紅豆詞》、《魂縈舊

夢》、 《我有一段情》等老歌的歌詞抄在紙上，找機會

練歌。 有時候，他一邊洗菜、 一邊唱歌 ， 帶著濃濃的鄉

音，準確的拍子，用那清亮、高亢地嗓音唱出對媽媽的思

念。 

 

今天聽到這首《晚霞》，不禁讓我懷念起老爸。 我大學

畢業後一年，就出國了。其間回台去探望過他老人家不少

次，可是當時孩子還小，我忙著照顧孩子，沒有把握機會

和老爸多聊一聊。SARS 那一年，老爸走了。大姐說他是

在睡夢中， 膚色像天使般粉粉地、 安詳地離去的。老爸

是位善良而專情的人，我相信他回到天上去當“天使”了。

像大多數東方人一樣，我從未對我的老爸說過：“爸，我

愛您！” 。 – 

 

“爸，我愛您！您是天使， 會聽得見的。” 

 

溫馨小叮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請您好

好把握， 大聲地對您的父母表達出您對他（她）們的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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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 生活與感悟 

38。 偶感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人生有許多無奈 

我們常常從一個人的外表來評斷他， 但是外表無法顯示

那個人隱藏的內心。 譬如，電視上的演藝人員由螢光幕

看來, 個個光鮮亮麗， 實際上， 他（她）們多半是像馬戲

團的小丑， 人前歡笑， 人後拭淚。 

 

人人有煩惱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煩惱。不要以為只有自己才有煩

惱， 大多數的人只是不願意表現出來罷了。 曾經有同學

誤以為我是坐著轎車來上學的“富家女”。他們怎麼知道那

只是我當家教的學生家長， 順路送我回學校哪！  一位朋

友告訴我她看了韓劇《大長今》之後，她的憂鬱症反而被

治好了， 因為她發覺她比大長今幸福多了。 

 

我前世是一隻小小鳥？ 

每個人都會做夢。 我也常做夢。 我經常夢見自己會飛，

在空中飛來飛去， 有時候也在水上滑行， 任何人也抓不

到我。我的夢意味著什麼呢？ 

 

有錢人會比我快樂？ 

我有兩位屬於房地產界大亨的朋友， 她們的圈子裡有很

多非常有錢卻非常不快樂的人， 那些不快樂的人多半脾

氣壞， 看任何人都不順眼，常常會歇斯底里地大聲罵

人。有錢人會比我快樂嗎？ 

http://wendychow.asia/%e5%81%b6%e6%84%9f
http://wendychow.asia/%e5%81%b6%e6%84%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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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女人花 

Posted on July 22, 2011 by Wendy 

 

 

 

今天和兩位非常有智慧的姐妹聚餐。我們三人一邊吃著冒

著白煙的火鍋， 一邊開心地聊天。“三朵花” 你一言， 我

一句的分享著彼此對家庭、 事業、 以及親情的看法。 飯

後， 我們三人的結論是： 我們都是幸福的女人。  有著可

愛的人，可做的事， 以及可追的夢。 

 

晚上， 我很想記錄下白天我和姐妹們的話題； 不知怎麼

的， 耳中卻響起了梅豔芳的這首《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 種在我心中， 含苞待放意 幽 幽。 

 

朝朝與暮暮， 我切切的等候， 有心的人來入夢。 

 

女人花搖曳在紅塵中， 女人花隨風輕輕擺動。  

 

只盼望有一雙溫柔手， 能撫慰我內心的寂寞。 

 

我有花一朵， 花香滿枝頭， 誰來真心尋芳蹤？  

 

花開不多時啊！ 堪折直須折， 女人如花花似夢 

http://wendychow.asia/%e4%b8%89%e6%9c%b5%e8%8a%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womenflow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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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說：“女人是水做的。” 不論是“水”或 是“花”， 女人

的心是纖細的。再強悍的女性， 都有她如花似水般柔性

的一面， 都需要愛情以及親情的滋潤。  

 

一位姐妹說她一生中有兩位她的最愛：兒子和女兒。 我

也很慶倖我有三位可愛的子女。還好當初我堅持一個家庭

一定要有孩子， 家裡 如果沒有一些“乒乒乓乓”的腳步

聲， 就不像一個家， “寶蓋”底下一定要有一群“豕”才是

“家”哪！ 

 

這首《女人花》讓我想到身邊一些單身又沒子女的好朋

友。。。。。。  

 

咦？ 我怎麼突然覺得此刻孤單的我也像一株“女人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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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飛躍玻璃牆的女孩 

Posted on July 24, 2011 by Wendy 

 

好友 Joanna 轉來一篇 《與台南博感情》 的文章， 溝起了

我這台南人對兒時的一些回憶 。。。。。。 

 

那一年， 我大約九歲, 隔壁鄰居有位大哥哥， 他經常帶著

我們一群年紀比他小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有時候， 他會

帶領著我們一群蘿蔔頭， 翻過圍牆， 到附近農田中的魚

池釣魚。 我家正好緊挨著那道圍牆，所以我經常爬上院

子裡的木瓜樹， 翻過那道用磚塊砌的圍牆。 圍牆裡面有

一大片種滿各式各樣青菜的農地，是附近的一位老農夫

的。 有一次， 老農夫察覺我們這群“野”孩子會翻牆進入

他的農地，第二天， 他就在那磚牆上用水泥糊上了一道

密密麻麻的碎玻璃，以阻止我們翻越。 但是，那哪能阻

擋我們在魚池釣魚的高昂興致呢？ 

 

那天， 像往常一樣， 大哥哥們（我最小）幫著我翻過佈

滿玻璃的磚牆。 當我們正準備釣魚時， 老農夫突然出現

了。 他拿者一根大棒子， 一邊朝我們沖過來， 一邊破口

大駡三字經，大哥哥們“唰”的, 拔腿就跑， 我緊跟著他

們， 也不知道哪兒冒出來的“輕功”， 三兩下子， 也跟著

飛躍過那道佈滿玻璃的磚牆， 直奔家去。 當下心裡還撲

通、 撲通的， 心想：“好險！” 

 

回到家， 大姐問我：“幹嘛這麼喘？”  

“沒事！沒事！” 我回她。  

 

http://wendychow.asia/%e9%a3%9e%e8%b7%83%e7%8e%bb%e7%92%83%e5%a2%99%e7%9a%84%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e9%a3%9e%e8%b7%83%e7%8e%bb%e7%92%83%e5%a2%99%e7%9a%84%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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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突然覺得腳丫子濕濕粘粘的， 我低下頭仔細一

看： 哎呀， 我左腳指頭的大老二， 讓碎玻璃紮出血了， 

鮮血直流 。 

 

現在回想起來， 我怎麼可能“飛躍”得過那道玻璃牆？尤

其， 這麼一位斯文、 嫺靜又優雅的我？哈哈！ 

 

 

注：  潛能無限， 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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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心願就是“夢” 

Posted on July 27, 2011 by Wendy 

 

 

 

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身邊的音響， 隨著古箏演

奏充滿夏威夷情調的懷念金曲， 我一邊伸展四肢， 一邊

隨著音樂拍打全身， 靜靜地享受這一刻， 培養一天的好

心情。 

 

人生最美的三件事就是：有人可愛 （我才和可愛的大姐

通完電話）， 有事可做 （今天將會是我充實的一天： 早

http://wendychow.asia/%e5%bf%83%e6%84%bf%e5%b0%b1%e6%98%af%e2%80%9c%e6%a2%a6%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5%bf%83%e6%84%bf%e5%b0%b1%e6%98%af%e2%80%9c%e6%a2%a6%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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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家與電腦談心， 下午和新加坡的 BSE 家人到柏林書

院參訪， 晚上家人們聚餐和開會。）， 有夢可想 （我的

“心願”就是夢）。 

 

我的心願就是每天能健康快樂、利己助人的生活。 我是

一位認真又容易滿足的人， 時時刻刻會為自己立下些小

目標， 一旦目標確定， 我就會本著簡單直接的心態全力

以赴。 往往心中這份“全力以赴”的強烈意念，讓我經常

遇到“貴人”， 這些貴人和我有著共同夢想和目標， 我們

彼此互相幫助與扶持。  

 

我很感激與感謝我身邊的這許多貴人， 在此獻上這張女

兒為我特製的卡片： 謝謝您們， 讓我經常能達成心願， 

夢想成真！ 

 

 
多種語言的“謝謝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thank-yo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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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人頭上一片天 

Posted on September 6, 2011 by Wendy 

 

我很喜歡這句話： 各人頭上一片天。 

 

是的，每個人生來就不一樣，同樣的一片天，有的人看到

的是“藍天白雲”；有的人看到的卻是“黑天烏雲”。這應該

和各人的心態和努力有關。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但我也

知道自己是認真努力的。您呢？ 

 

積極！ 樂觀！ 努力！ 知足！感恩！惜福！快樂地過日

子！ 藍天白雲天天陪著您！ 

 

 

 

http://wendychow.asia/%e5%90%84%e4%ba%ba%e5%a4%b4%e4%b8%8a%e4%b8%80%e7%89%87%e5%a4%a9
http://wendychow.asia/%e5%90%84%e4%ba%ba%e5%a4%b4%e4%b8%8a%e4%b8%80%e7%89%87%e5%a4%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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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葡萄美酒夜光杯 

Posted on September 9, 2011 by Wendy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

戰幾人回。” 

– 涼州詞 王翰 

 

這首詩我是這麼翻譯的： 

 
“啊！望著這晶瑩剔透盛滿著葡萄美酒的月光杯，我正想舉杯暢

飲時，耳邊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琵琶聲， 催促著我馬上出發上

戰場， 

（我還是盡情地喝它幾杯吧！） 

 
即使醉倒在戰場上也請您別笑我，因為自古以來出征打戰的將士

們， 有幾個人能活著回來？  

（橫豎要死，不如現在讓我大醉一場吧！）” 

 

古時候， 人命不值錢， 戰場上更是無情。 

 

作者的心情在無奈中透露著一股認命與灑脫。您認為呢？ 

 

人生總是充滿著許多無奈。有時候，我們會被周遭的人情

事物影響，而不得不做一些違反自己內心的決策。所以，

凡事順著走，冥冥之中有定數，盡人事，聽天命。 遇到

事情，儘量面對它，尋求解決方案，當我們能力無法控制

的事情發生時，就只能順從天意了！ 

 

http://wendychow.asia/%e8%91%a1%e8%90%84%e7%be%8e%e9%85%92%e5%a4%9c%e5%85%89%e6%9d%af
http://wendychow.asia/%e8%91%a1%e8%90%84%e7%be%8e%e9%85%92%e5%a4%9c%e5%85%89%e6%9d%a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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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這是什麼邏輯? 

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1 by Wendy 

 

 
嗨， 我可愛嗎？ 

 

中午， S 帶了一位年輕的英國男士來看我正在招租的房

子。看完後，他問了 S 有關租屋的合約、期限和解約等問

題。。 最後問到租金，S 告訴他我們的要求。聽完之後，

他問 S：“請你問問屋主，像我這麼英俊瀟灑的房客，租

金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聽完 S 的轉訴，我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哇！這是什麼邏

輯？ 這小子這麼臭美！哪有一位房客用美色來談租金

的？” 當然，人人都愛美。但是，像這位男士這麼自我感

覺良好，這麼自以為瀟灑 （“稍傻” – 稍微有點兒傻）的

人，還真不多見。 

 

下午，我和 Olivia 到 Holiday Inn 的一樓去看一間店面。

到那兒， 我們見到屋主和他聊了一會兒，得知屋主是位

油畫收藏家。我一眼看上了他辦公室牆上掛的一幅題名

《日出》的油畫。我問他：“你收藏這麼多幅畫，以後傳

給誰？”  

 

他說：“我還是 Single (單身）” 

 

http://wendychow.asia/%e8%bf%99%e6%98%af%e4%bb%80%e4%b9%88%e9%80%bb%e8%be%91%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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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有人欣賞他收藏的畫，就主動地打開電腦，把他的

各種收藏展現給我們。看著、看著， 他突然問我們要不

要看他的寶貝兒子。我們還沒回答，他就播放了一個肥肥

胖胖的小男嬰的影片給我們看。 

 

他說那是他的兒子，才三個月大，他為寶貝兒子拍了影片

放在 Youtube 上。才說完，銀幕上就出現一位年輕貌美、 

長髮披肩的泰國女郎。他指著那位美女，得意洋洋地說：

“那是我太太。” 

 

“你不是說你單身嗎？”我和 Olivia 不約而同地問他。 

 

“噢！是的，我在新加坡還是單身。” 

 

我和 Olivia 互看一眼，笑了笑！這又是什麼邏輯？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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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捨得 - 先“捨”后“得” 

Posted on September 19, 2011 by Wendy 

 

 

 

我每天都愛唱一些勵志的歌曲來鼓勵自己， 懂得心理學

的好友笑我總是在“自我催眠”，把自己提升到一個振奮、

激勵的狀態， 來面對一切。  

 

她說的很對！我相信人的情緒是可以自我控制的。我不懂

得情緒管理學，但是我會儘量讓自己保持積極、樂觀與感

恩的心態。尤其我懂捨得（Give and Take ）， 顧名思義

是我要先“舍”才會“得”。 

 

這些年來，我的合作夥伴們都很盡心賣力，所以我儘量創

造一種多贏、皆大歡喜的局面。然而，要達到多贏，我就

必須大方地把部分利潤拿出來分享，不要讓我的合作夥伴

們徒勞而無功。對從事仲介工作的人(包括以前的我），

白做工是常有的事。為了長遠的合作，我希望每一位跟我

合作的夥伴們，在合理的範圍內，都能分享到應得的報

酬。所以，我願意比一般人多付出一些獎勵。 

往往我少數的“舍”出， 換來的卻是和夥伴們長期的合

作、 信任和利潤。您說誰“得”到的更多呢？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5%85%88%e2%80%9c%e8%88%8d%e2%80%9d%e5%90%8e%e2%80%9c%e5%be%97%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5%85%88%e2%80%9c%e8%88%8d%e2%80%9d%e5%90%8e%e2%80%9c%e5%be%97%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shar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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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一體兩面（Both Sides Now）   

Posted on September 19, 2011 by Wendy 

凡事一體兩面， 如天上的雲彩般變幻多端， 令人難以捉摸 。 

 

 “B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 i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多麼智慧，富有哲理的一首歌啊！任何事物都是一體兩

面， 像天上的雲彩般變幻多端，令人難以捉

摸 。。。。。。  

 

Joni Mitchell 的這首《Both Sides Now》是一首令人百聽

不厭的歌曲，裡面的詞意更是富於生活哲理。我每次唱

它，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網路（YouTube）上有許多人

翻唱這首歌， 如 Andy Williams， Glen Cambell， and 

Frank Sinatra。其中， Bing Crosby 唱得最棒！今天我聽了

男女兩個不同的版本，我把網址寫在下面。相信您也會喜

歡這首《Both Sides Now》， 請您好好欣賞！ 

 
Bing Crosby sings “Both Sides N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KMjg9mcuI&feature=related 

JUDY COLLINS BOTH SIDES N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7Xm30heHms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8%88%8d%e2%80%9c%e4%b8%8e%e2%80%9d%e5%be%97%e2%80%9c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8%88%8d%e2%80%9c%e4%b8%8e%e2%80%9d%e5%be%97%e2%80%9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KMjg9mcuI&feature=related


  隨心所欲 
  

89 
Follow Your Heart 

47。 “Both Sides Now” - 智慧與纯真的融合 

Posted on September 20, 2011 by Wendy 

Joni Mitchell – Both Sides Now (Live, 1970) 
httpv://www.youtube.com/watch?v=bcrEqIpi6sg 

兩代之間，看似不同，又似相同。您喜歡她們嗎？ 
Hayley Westenra – Both Sides Now 

httpv://www.youtube.com/watch?v=rd8azeG1Bu0&feature=fvst 

 

這是兩個不可多得的好聲音。今天， 我忍不住再次播放 

Joni Mitchell 和 Hayley Westenra 的《Both Sides Now”》請

您聆聽。 

 

兩位不同時代的女歌手，以各有特色的天籟之音，為我們

帶來這， 首智慧與純真相融合的， 歌曲。Joni Mitchell 的

聲音充滿了智慧、成熟與感傷；Hayley Westenra 則充滿

著純真、疑惑與期盼。 同一首歌曲， 不同的情感表達， 

卻同樣地讓人為她們發自內心的的演唱而感動， 您同意

嗎？ 

 
 

 

 
 

 

 

http://wendychow.asia/both-sides-now-%e7%ba%af%e7%9c%9f%e4%b8%8e%e6%99%ba%e6%85%a7%e7%9a%84%e7%bb%93%e5%90%88
http://wendychow.asia/both-sides-now-%e7%ba%af%e7%9c%9f%e4%b8%8e%e6%99%ba%e6%85%a7%e7%9a%84%e7%bb%93%e5%90%8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d8azeG1Bu0&feature=f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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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純純的愛 

Posted on October 7, 2011 by Wendy 

*** 

 
 

 

您相信嗎？一對交往六年的男女朋友，聯手都沒牽過？ 

 

A和 B 是我念中學時，一對公認的男女朋友。A是家裡的

老八， 他頑皮、逗笑， 經常抱了一把吉他到處彈唱； B

是家裡的掌上明珠， 她文靜、高雅， 十足的小公主。 二

姐告訴我：“A是 B 的男朋友。” 我一點也不驚訝， 因

為，每次看到 B 就會看到 A。 同樣的， 每次聽 A在鄰居

面前演唱， B 就會在一旁默默地為他加油。AB 倆就這麼

公然地交往，同學和鄰居們把他倆視為一對金童玉女。 

 

“你知道嗎？我們交往六年，從來沒有牽手過， 也沒有單

獨去看過一場電影。” B 細聲地地告訴我。  

 

“那你認為你們是男女朋友嗎？” 我忍不住問她。 

 

“是呀！我們是男女朋友。” B 認真地回答。 

 

http://wendychow.asia/%e7%ba%af%e7%ba%af%e7%9a%84%e7%88%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puppylov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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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AB 倆六年的交往，就在彼此上

大學的階段， 告一段落。分手時，B 還抱了一大堆的“情

書”來請大姐幫忙燒掉，大姐至今還常常笑說：“我可沒有

偷看過哦！  哈哈！” 

 

晃眼四十年。。。。。。 

 

“聽說 A現在也是單身， 你想找他嗎？” 我問 B。 

 

“當然呀！即使我們現在不能做什麼，兩人在一塊兒聊聊

天也好啊！” B 期盼地回答。 

 

“你們之間真是名副其實的‘純純的愛’呀！” 我感歎地說。 

 

“即使這樣，我仍然覺得那一段交往很值得， 我只想知道

他現在過得好不好。。。。。。” B 的聲音漸漸飄遠。 

 

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戀愛方式， 你認為那是段“純純的

愛”還是“蠢蠢的愛”呢？ 何必追究， 那終究是一段兩人情

竇初開、刻骨銘心，隔了四十年， 仍然令人無法忘懷的

少年情懷啊！ 

 

望著 B，我決定給曾經和 A 在洛城擦身而過的二姐撥通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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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影随形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1 by Wendy 

 

 

小時候，我總是喜歡跟著媽媽到鄰居家串門子。有一天，

媽媽才到隔壁的鄭阿姨家，我就出現了。媽媽說：“你怎

麼老是我前腳走，你就後腳跟！” 

 

“你前腳走，我後腳當然要跟啦！” 我大聲地說。 

鄰居媽媽們頓時一陣大笑， 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因

為，當時才五歲的我， 只是單純地想要跟著媽媽，不懂

她們為什麼覺得好笑!（後來才理解，她們認為我說的很

有道理：媽媽是“前腳”，我是“後腳”，後腳當然要跟前腳

啦！） 

 

從小，我就喜歡“人來瘋”，我喜歡朋友，不喜歡一個人。

我從未一個人進電影院，不論做任何事，我都喜歡跟著朋

友一起。因此，我在每個階段，在不同的工作環境，都會

交兩三個“如影隨形”的好朋友。 

 

但是， 當我在工作變化，環境遷移等的各種因素下，我

開始領略到孤獨的恐懼。記得以前住在北京的麗都公寓

http://wendychow.asia/%e5%bd%b1%e5%ad%90
http://wendychow.asia/%e5%bd%b1%e5%ad%90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hado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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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三劍客的我，Ann 和 Catherine 每天傍晚都到附近的

麗都花園走路，我們三人這麼走了好多年。1997 年，

Catherine 搬回芝加哥，Ann 也離開了麗都，我掙扎了好

久，都不願意一個人去麗都公園走路。  

 

直到有一天，我終於鼓起勇氣，一個人進入麗都公園，走

了一圈之後，我發覺我開始和自己說話。我看著自己的影

子，對著影子說：“是呀！你並不孤獨，你有我呀！”  從

那以後，我身旁多了一位隨時伴著我，對我永遠不離不棄

的“好朋友” – 那就是我自己。 

 

發現了這個訣竅以後，一個人時，我會對著另一個“自己”

唱歌、說話、安慰她、逗她開心。 我告訴我的好姐妹小

四，我經常會自己和自己對話， 她以一副不可思議地表

情望著我。 

 

中午我和幾位好姐妹及她們的先生們一起聚餐。席間， 

我們談到《前世今生》這本書。Jack說：“人的靈魂不

滅，所以人會輪回轉世。” 如果您也相信這個說法，那我

能否說今生的我已經懂得和永生的我（靈魂）交談了呢？ 

 

算了！不要想得那麼玄。總而言之，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孤

獨，因為我們的身邊都伴有這麼一位如影隨形的“另一個

我”（或是另一個雙胞胎）。你舞，它也舞； 你笑，它也

笑；  你說什麼，它都認同。  

 

有這麼一位如影隨形的“好朋友”，何來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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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神奇的意念 

Posted on October 26, 2011 by Wendy 

 
 

那天在餐會上，Jack 說了這麼一段話： 

 

觀音有許多信徒。有一天，一位信徒問觀音：“觀音大

士，請問您有那麼多的人信奉您，那麼您信奉誰呢？” 

 

“自己。” 觀音回答。 

 

“哈哈！求人不如求己。” 大夥兒不約而同地說。 

 

可不是？我們每一次求神拜佛不都是在求祂們幫自己確定

心中已經有的那個想法？ 

 

今年（2011 年）八月底在 Dennis Ng的 “Train The 

Trainers” 培訓課程中， 我認識了一位元來自中國湖北，

長得亮麗可愛、上進心十足（“很有志氣哦！”）、而且非

http://wendychow.asia/%e7%a5%9e%e5%a5%87%e7%9a%84%e6%84%8f%e5%bf%b5
http://wendychow.asia/%e7%a5%9e%e5%a5%87%e7%9a%84%e6%84%8f%e5%bf%b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agic-r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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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勤奮好學的小女生 –  Anna Long。  小 Anna 和我倆一見

如故，很談得來。 培訓結束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絡。 

 

上個月見面，她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她剛上完一門 余誠賢

老師主講的催眠課程。為了展現她所學的，她拿出一隻綁

了黑線的小戒指， 把黑線綁在我的中指，要我雙眼盯著

小戒指，聽她的指令。 

 

她說戒指會左右搖擺，我就盯著戒指叫它左右搖擺。她說

戒指會上下搖擺，我就（用意念）叫戒指上下搖擺。 她

說：“戒指現在會沿著順時針轉圈，而且圈會越轉越大”，

我就傳令，戒指就跟隨著動作。 她繼續發佈指令，我也

繼續用意念傳遞 Anna 的指令給戒指。哇！戒指竟然真的

跟隨著她的指令，動作達到一百分！ 

 

接下來，小 Anna 教我“背叛”她。她說東，我就教戒指向

西走；她說戒指會沿著順時針轉，我就命令它往逆時針

轉。我試著反傳她的指令，結果，神奇的戒指竟然完全

“聽令”於我。太神奇了！ Anna 告訴我： 

 

“這並不神奇。因為你很相信我，所以你的‘意念’堅定地

傳達了我的指令。其實，是你自己用自己的意念在控制這

只戒指。” 

 

是的，我很相信催眠。我曾經看過一篇關於《如何用自己

的意念控制自己的身體》（Use your mind to control your 

body) 的文章。 那篇文章介紹一位女士如何運用她的“意

念”治療好她罹患多年的乳癌。 當我住在北京時，教太極

拳的霍老師也常常教我運用意念來驅除身體的病痛， 療

效非常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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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明人人都能用“意念”控制那支戒指，兩天前我，

Anna 和 Kevin 老師碰面，我們請 Kevin 老師也來試試能

否用意念控制“魔戒”。結果，並不如預期。因為 Kevin 老

師沒完全理解催眠的概念，他的態度半信半疑， 沒有完

全專心於他的“意念”，所以，戒指就不聽他的指揮。由此

可見，一個人如果不專心，就無法發揮他的意念。 

 

我相信一個人越專心，就會越有自信； 越有自信，他的

意念就越強。 一個人的意念越強，就越容易成功。  “心

想事成”，就是這個道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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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解鈴還須系鈴人 

Posted on October 28, 2011 by Wendy 

 

 
 

K，我是不是得了老人癡呆啦？” 

 

“你為什麼這麼說？” K 問我。 

 

“我自己說過的話都不記得了。”   可不是嗎？ 

 

最近為了一些瑣事，朋友認為我曾經說過的話，可是我自

己都不記得了。還好，時過境遷，煙消雲散。但是，我得

自我反省，以後處理事情，或是說話都得謹慎。俗話說：

“解鈴還須系鈴人”， 我寧願不是那位系鈴人， 因為我不

希望造成朋友們的任何困擾。 

 

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皆大歡喜，這是我一向的原

則。當然，有時候可能不是我的錯， 我仍會放下身段來

http://wendychow.asia/%e8%a7%a3%e9%93%83%e8%bf%98%e9%a1%bb%e7%b3%bb%e9%93%83%e4%ba%ba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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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圓場。 天地這麼寬，世界這麼大，對於一些芝麻蒜皮

的小事， 我儘量不放在心上。 

 

“你還好嗎?” 好友問我。 

 

“當然！我們下禮拜去 KTV， 我好想唱歌。” 

 

我最喜歡跟一群喜歡唱歌的姐妹們去 KTV。我每次都喜

歡人家唱時，我跳舞；而輪到我時，我就專心好好唱。一

唱解千愁。有那麼多好聽的歌要學、要唱，哪有閒情去計

較？ 

 

解鈴還須系鈴人，不系鈴，又何需解鈴？只要心存善念，

不自尋煩惱，也不帶給朋友困擾。每天游泳、聽歌，上

網、聊天、工作、唱歌、看電視劇 。。。。。。令人開

心的事太多太多了！ 

 

朋友們！我做得到，您一定也行！每天一定要開心喲！加

油！ 

 

 

開心的布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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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幸福在這裡”  -請跟着唱！ 

Posted on October 29, 2011 by Wendy 

 

剛讀完榮隆同學 email 來的經典文章 《別讓自己活得太

累！！！》， 讓我忍不住摘錄一些重點與您分享： 

 

人之所以會心累，就是常常徘徊在堅持和放棄之間，舉

棋不定。 

 

1。人之所以會煩惱，就是記性太好。 

（傻人才有傻福） 

2。人之所以會痛苦，就是追求的太多。 

（欲望無窮，永無止境） 

3。人之所以不快樂，就是計較的太多。 

（適可而止，過猶不及） 

4。人之所以不幸福，就是沒有知足心。 

（知足者，常樂也） 

5。人之所以活的累，就是想的太多。 

（簡單就是美） 

6。幸福是自己的感覺，需要自己細細去體會。 

（幸福在這裡 ） 

 

我最喜歡這句：幸福是自己的感覺，需要自己細細去體

會。此刻， 我特地上網找來這首《幸福在這裡》，您如

果會唱，就讓自己進入 KTV, 放聲地唱吧！ 

“~  * ~ *   

我的幸福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你。  

從此不再尋萬裡,   我不願再分離 

雖然遠方更壯麗,   我只要和你相依。  

秀麗的遠方不及    和你在一起 

http://wendychow.asia/%e5%b9%b8%e7%a6%8f%e5%9c%a8%e8%bf%99%e9%87%8c-%e8%af%b7%e8%b7%9f%e7%9d%80%e5%94%b1%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5%b9%b8%e7%a6%8f%e5%9c%a8%e8%bf%99%e9%87%8c-%e8%af%b7%e8%b7%9f%e7%9d%80%e5%94%b1%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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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愛情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你。  

從此不再走天涯,   我不願再分離 

雖然彼岸更美麗,   我只願和你相依。  

明媚的彼岸不及     和你在一起 ~ * ~ * ” 

 

這個“你” 可以代表任何您喜愛的人(親人、 情人、 小

Baby、 鄰家可愛的小孩等）， 物（金錢、珠寶、收藏

品、別人的贈品等）， 大自然（花草、 花鳥、 青山、 小

溪等）。 這個“你”在我心中代表任何我喜愛的事物。我

們身邊有這麼多的“你”（心中所有的喜愛事物），能不感

到幸福嗎？ 

 

請您再唱幾遍這首《幸福在這裡》， 一邊唱，一邊想著

心中所愛，幸福就在您這裡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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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兩代之間的“昨天” 

Posted on October 30, 2011 by Wendy 

 

湯蘭花 - 昨天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陣輕煙， 

輕煙啊……升入了雲間。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段幻夢， 

幻夢啊……遺留在枕邊。 

 

昨天，昨天，昨天有多少歡笑， 

歡笑啊……消失在鏡裡。 

 

昨天，昨天，昨天有多少悲哀， 

悲哀啊……沉落在心底。 

 

它臨走拋下了夕陽， 

紅著臉像一個做錯事的姑娘； 

羞答答隱沒到海邊，讓你在岸上獨自思量。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片黃葉， 

黃葉啊……捲入了塵泥。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朵落花， 

落花啊……飄零誰可惜， 

飄零誰可惜，..飄零誰可惜。 

 

梁靜茹 – 昨天 

假裝你不曾親吻他的臉 

假裝你不曾靠在他的肩 

假裝你不曾讚美他的眼 

假裝你不曾記得他鼻子的弧線 

雖然你現在躺在我身邊 

雖然你現在只對我想念 

http://wendychow.asia/%e4%b8%a4%e4%bb%a3%e5%a5%b3%e6%ad%8c%e6%89%8b%e7%9a%84%e2%80%9c%e6%98%a8%e5%a4%a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4%b8%a4%e4%bb%a3%e5%a5%b3%e6%ad%8c%e6%89%8b%e7%9a%84%e2%80%9c%e6%98%a8%e5%a4%a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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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現在說愛我不變 

但為何你只抽他習慣的香煙 

我可以佔有你眼睛全部的視線 

在亮了燈的房間 你的心有一部份我卻看不見 

我已經佔有你生命全部的時間 

卻在意那些 你從來不說 我從來不問你的 昨天 

 

現在我明白為什麼老歌比新歌吸引我了。 

 

老歌的歌詞較為含蓄、優美，新歌則比較寫實、直接，各

有所愛。您喜歡哪一首呢？ 

 

一首是歎息昨天像飄零的落花；另一首卻是在懷疑身邊人

的昨天是和誰在一起？ 

 

一首是對時間流逝的感歎；另一首是對伴侶忠誠度的質

疑。 

 

我喜歡前者。人世間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 花開花

落， 春去秋來， 生老病死， 這些都是時間流逝造成的結

果， 絕非人力可以扭轉的。  

 

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會比時間的流逝更加無情。 明白了

這一點，我們為什麼還要讓自己陷於紛紛擾擾的人與事之

爭? 何不讓自己遠離人事造成的是非， 保持客觀，讓自己

活得更豁達、 更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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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幻想與真實 

Posted on November 3, 2011 by Wendy 

 
 

您可曾有過這種經驗?  從短短的電話談話中，馬上就對一

個人有非常好的印象。 

 

我剛剛和一位 銀行的小姐 Josepnie（稱呼她為“女士”似乎

有些老氣）在電話中交談，放下電話後，我好開心！第

一，她幫我爭取到我這次貸款的所有要求，包括利率、年

限、費用減免等等。 第二，她昨天才收到我的申請，今

天就給予答覆， 效率真神速！ 第三，她講解事情以 1，

2， 3 的方式分點說明， 有條有理。 第四，她的語調清

晰、有禮、悅耳動聽。總之，她的表現，令我十分滿意。 

 

這不禁令我想起早期我們聽收音機的年代。當電視開播

後，有幾位廣播界的名人轉到電視臺播報新聞，當我們看

到某些偶像的真面目後，感到好失望。為什麼她們的聲音

那麼甜美，人卻長得“麻麻地” （不怎麼樣）？ 早知道，

不要見到她們本人，保留一個完美的幻想多好？很多藝

人，如劉文正等，在演藝事業高潮時就急流勇退， 讓自

http://wendychow.asia/%e5%b9%bb%e6%83%b3%e4%b8%8e%e7%9c%9f%e5%ae%9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ido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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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粉絲心中永遠保留一份完美的形象， 這不是很好

嗎？ 

 

朋友之間， 尤其是網路上交往的男女朋友，常常會有一

種“相見不如不見”的感覺。在未見面時，彼此都僅憑藉聲

音或文筆來幻想對方的容貌，可以毫無顧忌地把對方想像

成俊男美女。一相見，則大失所望，恨不得逃之夭

夭。 有許多人在網路上的  Facebook 放的照片都不是本

人。這點，我很不喜歡。所以，我通常對於不認識的 

“Face”， 特別是那些長得像電影明星似的 face, 我一概不

回應。誰知道躲在那張天使臉孔的背後會是個什麼樣的魔

鬼？ 

 

話說回來，剛剛和我談過話 Josepnie 應該是相貌和聲音都

一樣甜美吧。有朝一日，我要見一見她的廬山真面目來證

實我的想法。哈哈！ 
 

 
 

 

 

 



  隨心所欲 
  

105 
Follow Your Heart 

55。 陪我看日出 （日文：涙光閃閃） 

Posted on November 5, 2011 by Wendy 

 

幾年前，第一次在電視上聽到這首《陪我看日出》，我立

刻就被演唱者那副純淨、清晰、誠摯的聲音給迷住了。 

 

不久，我在電視上看到“蔡淳佳”三個字，第二天，我就到

唱片行買下她的第一張 DVD。雖然我後來也陸續地買了

幾張蔡淳佳的 DVD， 但是我還是覺得《陪我看日出》是

她唱得最動聽的一首。這首歌的曲子非常優美，它的原版

是日文。我接著把夏川裡美唱的日文版（中文翻譯成：

《淚光閃閃》）也給買了回來。中、日兩個不同版本，兩

位女歌手，各有千秋。 

 

兩位元演唱者的音質不同，語言的表達不同，給我的感受

也不盡相同。 但是， 相同的是她們的歌聲都能帶給我一

些回憶和聯想。 我經常在她們的歌聲中回味 無窮。啊！

一首好歌配上這麼優美的曲子，尤其中文版中的畫面十分

吸引人， 張張都是經典。 能聽到兩位這麼棒的女歌手來

詮釋的美妙歌曲， 我們可真有耳福啊！ 

http://wendychow.asia/%e9%99%aa%e6%88%91%e7%9c%8b%e6%97%a5%e5%87%ba-%ef%bc%88%e6%97%a5%e6%96%87%ef%bc%9a%e6%b6%99%e5%85%89%e9%97%aa%e9%97%aa%ef%bc%89
http://wendychow.asia/%e9%99%aa%e6%88%91%e7%9c%8b%e6%97%a5%e5%87%ba-%ef%bc%88%e6%97%a5%e6%96%87%ef%bc%9a%e6%b6%99%e5%85%89%e9%97%aa%e9%97%aa%ef%bc%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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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鄧麗君之《望春風》+ 《阿媽的話》 

Posted on November 8, 2011 by Wendy 

 

今早又在聽“小鄧”的歌曲，耳邊正播放著她唱的台語歌曲

《望春風》和《阿媽的話》。 

 

《望春風》是我唯一會唱的一首閩南語歌曲，我學了好多

年，絕對不輕易表演； 除非卡拉 OK 的場面太冷了，我

才把它搬出來，讓大家開懷一笑。（姐妹們，請記得本人

為了你們連自己的形象都不顧！這可是多大的犧牲啊！）

雖然這是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但是我覺得唱得好又入味

的並不多。鄧麗君的嗓音嘹亮，口齒清晰， 她唱輕快

的、抒情的歌曲，都好聽極了。她的歌聲從小伴著我長

大。 

 

另外這首《阿媽的話》 我也非常喜歡。 K 和我兩人是一

對標準的 “O-ah Han-ji” (“芋頭+地瓜”) 。 因為我是道道地

地的外省姑娘（芋頭)，而他則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臺灣郎

（地瓜)。對於侍奉公婆，我一竅不通。這麼多年，我們

一直定居海外； 聽聽這首《阿媽的話》，我暗自慶倖。

請您聽聽年輕時的“小鄧”唱的，並留意它的歌詞， 有哪

家姑娘敢嫁人哪！ 

 

做人的媳婦著知道理 

晏晏去困著早早起 

又擱煩惱天未光 

又擱煩惱鴨無卵 

煩惱小姑要嫁無嫁妝 

煩惱小叔要娶無眠床 

…… 

http://wendychow.asia/%e9%82%93%e4%b8%bd%e5%90%9b%e4%b9%8b%e6%ad%8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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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這首《阿媽的話》就是教你如何做人家的媳婦。 

它教你要晚睡早起，家裡大大小小、裡裡外外、上上下

下、煮飯、洗衣、燒柴、針線等的活全是媳婦的。 到頭

來，媳婦再怎麼盡心盡力，還是惹得小姑罵， 小舅嫌， 

全家人沒一個喜歡，沒一個人憐惜。 

 

我的媽呀！幸好我不是早期的媳婦，再說，我的“阿媽”和

我同一個星座，是一位非常開明的婦女。不過，我想我會

把這套做人媳婦的道理，教導給我未來的媳婦。哈哈！ 

 
 

 

 
 

小國王對他的皇后說： “你可要懂得做人媳婦的道理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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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小孩養小孩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11 by Wendy 

 

 
 

昨天，我在從市中心往兀蘭城 (Woodlands) 的德士車上， 

和一位帥哥司機聊天， 稱他為“帥哥”一點也不為過，他

看起來三十不到，戴副眼鏡， 說起話來斯斯文文、彬彬

有禮。交談之下，我才發現他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我驚訝地問他： 

 

“啊，那 你不是‘小孩養小孩’嗎？” 

 

“哈哈！很多人都這麼說。其實，我已經 42 歲了。” 他露

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笑嘻嘻地回答我。 

 

“哇！你還真不像是三個孩子的爸爸啊！” 我說。 

 

“我的大兒子 18 歲，已經比我高了。” 他接著說：“我每個

星期天陪兩個兒子去打桌球，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兄弟。” 

 

“請問你是怎麼樣保養的？” 我忍不住開口問他。 

 

http://wendychow.asia/%e5%b0%8f%e5%ad%a9%e5%85%bb%e5%b0%8f%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father-and-so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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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從不給自己壓力。每天賺多、賺少，我都一樣

過。星期天我一定陪家人和孩子。” 他回答我。 

“那你很看得開，健康和快樂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我想

到折磨我的坐骨神經痛，不免有感而發。 

 

“是呀！每次朋友們給我看他們新買的名表，我就覺得那

跟我幾十塊錢買的一樣，沒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去買。” 他

說。 

 

“我也是呀！朋友們每次都勸我去買一些名牌包包，穿設

計師設計的衣服，我也沒興趣！”  我說。 

 

我們繼續聊著各自的家人和孩子。 快到家了，我準備下

車時，帥哥司機回頭看我一眼：“咦？你也很年輕呀？怎

麼會有三個那麼大的孩子？” 。 

 

聽得我滿心歡喜，告訴他說：“我跟你一樣，頭腦簡單，

不想太多。來！多付你幾塊錢小費讓你去加油。” 

 

 “謝謝！” 帥哥禮貌地接過車資。 

 

大家各自開心的說拜拜。 不知道日後能否有緣分再搭乘

這輛的士？ 但是，我很高興在這短短地半個小時車程

中，我能和這麼一位有智慧的帥哥司機聊天，分享彼此對

人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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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健康與心態 

58。 風來了！ 

Posted on July 11, 2011 by Wendy 

 
 

 

小時候我常常聽大人說：“你怎麼像陣風似的， 說來就

來！”   

 

這才是行動派的作風呀！ 昨晚我才想到要寫部落格，我

今天就把架構寫出來了。 不是因為我動作快， 而是因為

這些框架老早就已經存在我腦海了。一般來說， 只要我

的構思成熟， 我就會很快地行動。 媽媽也是這種個性，

所以老爸常常對我說：“你就像你媽， 說風颳風， 說雨來

雨。”  

 

我聳聳肩， 這證明了我真的是媽媽的女兒， 並不是像大

姐說的那樣： 

 

“你是我們從水溝裡撿回來的。”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9%a3%8e%e9%81%93%e9%9b%a8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9%a3%8e%e9%81%93%e9%9b%a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blowinthewin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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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知我者， 老大也！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文珊， 

看了妳的部落格 

很棒哦， 等於以後可以常常見到妳哦 

妳的 10 個星座中有 5 個落在風象星座 

(難怪妳父母說妳像一陣風) 

優雅、 冷靜、 理性、 知性 

不斷地學習， 接受新知， 永不退休 

又能把想法和感情化為文字 

更重要的是能把想法變成為花花綠綠的鈔票 

好樣的！ 

台君 

 

注解： 台君是我在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同學， 她是我們“七仙女”中的“老

大”。 

 
 

http://wendychow.asia/%e7%9f%a5%e6%88%91%e8%80%85%ef%bc%8c-%e8%80%81%e5%a4%a7%e4%b9%9f%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7%9f%a5%e6%88%91%e8%80%85%ef%bc%8c-%e8%80%81%e5%a4%a7%e4%b9%9f%ef%b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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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我有一顆年輕的心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年輕小女郎， 珍惜你青春,   秀麗紫羅蘭春天才開花，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春天才開花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春天才開花 。。。。。。” 

 

這是我經常自我“催眠”的一首兒時的歌曲， 每次一唱

它， 我就不知不覺地年輕起來。 外表上， 我和一般同齡

夥伴一樣；  內心裡， 我卻有著非常年輕的心態。（雖

然， 我在最近幾場學習會上， 同學們對我的稱呼逐步加

重”輩分”  --- 從直呼本名， 到學姐、 阿姨、 到老師

等。） 

 

近年來兒女大了， 我更是可以毫無牽掛、 精力充沛、 隨

心所欲地盡情發揮。 因此， 我經常和比我年輕的“同志

們”（志同道合， 理念相同的朋友們）一起學習、 打拼。 

我不知道這顆“年輕”的心何時會“老化”， 至少到目前為

止， 它仍然和你一樣年輕活潑呢！ 

 

今年， 我計畫多動筆， 少“？” （一時想不出少什

麼？）， 專心地整理出一份可以與人分享的教材。 

 

同志們， 讓我們共同加油！

http://wendychow.asia/%e5%b9%b4%e8%bd%bb%e7%9a%84%e5%bf%83
http://wendychow.asia/%e5%b9%b4%e8%bd%bb%e7%9a%84%e5%bf%8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隨心所欲 
  

113 
Follow Your Heart 

61。 找回自己 

Posted on August 12, 2011 by Wendy 

 

大半年過去了， 回想過去這 7、 8 個月過得好忙碌， 正

如 Olivia 說的：“你把自己的時間安排得太滿了！” 

可不是？年初參加了一場網路培訓，三月份整個月忙著為

月底的 Ultimate Internet Boot Camp (UIBC) 當助教做準

備， 六月去三藩市幫兩個兒子搬家 順便到洛杉磯玩了一

趟，緊接著又參加了兩場網路行銷以及一場講師的培訓。 

 

呼 －－－－－－ ！ 此時此刻， 我只想像天上的浮雲， 

讓自己徹底地放鬆，找回自己。 

 

 

http://wendychow.asia/%e6%89%be%e5%9b%9e%e8%87%aa%e5%b7%b1
http://wendychow.asia/%e6%89%be%e5%9b%9e%e8%87%aa%e5%b7%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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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詠鵝 

Posted on August 23, 2011 by Wendy 

 

“鵝 鵝 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撥清波。” - 唐朝詩人駱賓王 

 

我剛上初中時，就學會游泳。當時的一位好朋友--畢範一

經常帶著我和台南市的游泳隊員， 一塊兒到附近的成功

大學去游泳。剛開始，這些游泳健將們就把我丟到泳池最

深的地方，自己去玩不理我。 看著她們這群曬得黝黑的

“美人魚”，一個個輕而易舉地在泳池裡翻滾著蛙式、 自

由式、 蝶式、 跳水等。她們看我一個人無聊，就先教我

學狗爬式踏水。然而我天生不怕水，很快地就學會了游

泳。此後初中三年，我幾乎就在游泳、 溜滑輪和打籃球

中度過。 

 

多年來我不再游泳， 我幾乎已經忘記了在水裡的樂趣。 

直到最近，由於腿部抽痙，醫師囑咐我要多游泳，所以，

接連一個多星期， 我每天早上八點半左右就到公寓樓下

的游泳池去游泳。 

 

早上這段時光，整座游泳池幾乎就只有我一個人。我把頭

浮到水面，怡然自得地一邊舉頭看著遠處的藍天， 一

邊 輕鬆地劃動著雙臂，雙腳在水底下慢慢地撥動著，靜

靜地享受著這份悠然與自得， 這樣的畫面是多麼地詩情

畫意啊！ 而我不就像《詠鵝》裡的那只鵝嗎？ 
 

http://wendychow.asia/%e5%92%8f%e9%b9%85
http://wendychow.asia/%e5%92%8f%e9%b9%8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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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收藏“真心” 

Posted on September 6, 2011 by Wendy 

 

 
 

 

朋友常笑我愛收藏古董或是房地產，殊不知我最愛收藏也

最珍惜的是“友誼”。 

 

我很喜歡交往一些能談天說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相知相

惜，無所不談，能分享彼此對人、事、物看法，並能相互

鼓勵與支持的朋友。 

 

敞開胸懷， 與人交談，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我愛看古

裝的韓劇，那裡面經常強調對人的“真心”（如韓劇《善德

女王》中的庾信公對善德女王的那份心意）。是的，交朋

友就要真心，真心的付出，不求回報。 

 

我喜歡收集並且珍惜朋友的“真心”。您收藏什麼呢？

http://wendychow.asia/%e6%94%b6%e8%97%8f%e2%80%9c%e7%9c%9f%e5%bf%83%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6%94%b6%e8%97%8f%e2%80%9c%e7%9c%9f%e5%bf%83%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3beauties.round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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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隨緣 

Posted on September 14, 2011 by Wendy

 

 

急性子的我卻很怕別人催促我。剛才撥了一通電話去詢問

一間待售的商店，沒想到賣方仲介的語氣是那麼地急迫， 

似乎要我立刻和他達成交易。 

 

這一來，我反而興致全無，馬上謝謝對方， 放下電話。 

我相信我自己也常常犯下同樣的錯誤，急欲完成某項任

務，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這一點，我非常佩服我們 BSE 28 期的小老弟，他居然能

以 30%的折扣從發展商手中買下一套靠湖邊又近地鐵站

的房子。他得意洋洋地說：“反正我又不急，又不是非買

不可。 發展商願意賣，我就買唄！” 這句話可真應驗了一

句成語：無欲則剛。只要你不急，就有談判的籌碼; 誰手

中的籌碼多，誰就能成為贏家。 

 

兒子常說我：“你就是個性太急，別急嘛！” 是的，我已

經在學習逐漸地放慢腳步，放鬆自己。我很喜歡這幾句

話：“命裡有時， 終須有； 命裡無時， 莫強求。” 人生

中，值得追求的事物太多了， 何必執著急躁于一時？放

慢腳步，一切隨緣吧！

http://wendychow.asia/%e9%9a%8f%e7%bc%98
http://wendychow.asia/%e9%9a%8f%e7%bc%98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1388599_37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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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說出來！ 

Posted on September 21, 2011 by Wendy 

 

 

 

 

很多人遇到事情，往往不好意思開口說出來。 

 

早年在美國工作時，我就吃過虧。明明是自己的功勞，卻

被印度籍的同事拿去邀功， 只因為我不好意思說出來。 

隨著經驗和年紀的成熟，我學會把話說出來。有事情想表

達，就說出來； 心裡煩了，就找朋友說出來； 明明是自

己的業績，就說出來去爭取它。 

 

“說出來”的好處非常多。第一，我向朋友說出我的計畫

後，就逼得自己非去執行不可；第二，很多事情，在我說

出來的當下，自我分析， 就自己找到答案了。所以，我

經常把我的想法向好朋友們“說出來”。 

 

今天很高興 Carol 願意借我一副耳朵，聽我把心事說出

來， 和她交談之後，我的心事全無。真好！我有這麼一

位肯聽我訴說心事， 可以幫我分析事理， 又值得信賴的

好姐妹。Dear Carol， 謝謝你！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5%87%ba%e6%9d%a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5%87%ba%e6%9d%a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tell-a-secrec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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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清流 

Posted on September 26, 2011 by Wendy 

 

 
 

“門前一道清流，夾岸兩行垂柳，風景年年依舊，只有那

流水總是一去不回頭，流水喲！ 請你莫把光陰帶~走。” 

 

這首 《清流》是我最愛唱的兒歌之一。 人世間沒有任何

難以面對的人或事； 唯一的“敵人”只有那像流水般， 總

是一去不回頭的光陰。明白了這個道理，突然我頭腦變得

更清醒，雙眼也變得更明亮了。既然把握不住光陰，何不

把一些雞毛蒜皮的雜念拋開一邊，做些自己喜歡又可以幫

助身邊的人的事呢？ 

 

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後，我突然覺得身邊的人刹那之間都

變得可愛多了。不但如此，身邊也突然冒出了許多“貴人”

http://wendychow.asia/%e6%b8%85%e6%b5%81
http://wendychow.asia/%e6%b8%85%e6%b5%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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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想這是一種反射作用。 一張笑臉，換回另一張笑

臉；一份善意，獲得另一份回報。你對人好，自然別人也

對你好。我但願這份領悟能持續。 

 

我想：每一個人都不過是人世間的一個過客，有緣相識的

人，都是我們人生過客中的朋友或是伴侶。我們所要對抗

的不是我們身邊的這些陪著我們度過一生的人， 而是那

無情的光陰。 我們每天開開心心地過，是一天；不開心

地過，也是一天。何不善待自己和身邊的人，樂觀積極地

過一生？ 

 

“風景年年依舊， 只有那流水總是一去不回頭， 流水喲！ 

請你莫把光陰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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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針灸？不怕! 不怕！ 

Posted on October 1, 2011 by Wendy 

 

 
 

 

最近為了坐骨神經痛，我已經連續接受了七次針灸療程。 

目前，我的病情幾乎完全康復。我非常感謝新加坡 BSE

同學會的秘書長蘇運旋（Mr. Vincent Soo）先生， 我在上

次同學會中，向他提到我的腿部抽痛，他立刻把他診所專

門負責整骨和針灸治療的呂醫師介紹給我。感激他倆，如

今我已經完全康復， 可健步如飛。(後注： 暫時而已 ） 

 

很多人，一聽到“針灸”兩字就怕怕的，我也是一樣。可

是，我每次在被扎針時，都會先自我催眠，心理不斷告訴

自己： 

“我是一塊海綿。”  

http://wendychow.asia/%e9%92%88%e7%81%b8%ef%bc%9f%e4%b8%8d%e6%80%95%ef%bc%8c%e4%b8%8d%e6%80%9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9%92%88%e7%81%b8%ef%bc%9f%e4%b8%8d%e6%80%95%ef%bc%8c%e4%b8%8d%e6%80%9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pon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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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想邊放鬆，所以我通常感覺不到任何疼痛。這跟被打針

的道理一樣，你越把肌肉放鬆，越不痛。 

記得小兒子兩歲時，有一回， 我帶他去打預防針。他一

看到護士小姐拿著針筒，就開始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鬧。 

護士小姐說：“別讓他這麼哭鬧，這樣打下去， 他的肌肉

變得很僵硬，會更痛。” 從那次以後，我每回帶孩子去打

針，都在旁向他們催眠： 

“你是一塊海綿，瞧你的身上有那麼多洞孔，針頭好容易

伸進去， 因為，你是一塊又厚又大的海綿呀！” 

同樣的，我每次去針灸時，都幻想著自己是塊松鬆軟軟的

大海綿。好笑的是我每次都由於過於放鬆而睡著了。您試

試看，自我催眠很容易的。下次打針時，您把自己想像成

一塊厚實的大海綿，就不怕扎針了！ 

 

 
 

 
哎呀， Brownie, 你這樣可一點都不”man”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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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做個開心的人 

Posted on October 3, 2011 by Wendy 

 
 

人世間繁瑣的事務太多了，讓我們都學著做個開心的人

吧！ 

 

我雖然很樂觀，但並不表示我沒有煩惱；也許我的煩惱比

一般人還多。可是，我儘量讓自己積極、樂觀， 能吃、

能睡。沒錯，讓自己變得單純，頭腦簡單（直接），四肢

發達（健康）。基本上，一個人如果每天作息正常，吃

飽、睡飽，應該沒有太多煩惱，或是知道該如何排解煩

惱。 

 

唱歌、大笑都是我排解煩惱的方法。我告訴自己：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煩惱。我希望能把開心帶給身邊的人。我並不

是一個天生的開心果，可是我很容易受朋友感染。我很喜

歡和樂觀開朗的人做朋友， 我周圍就有一群好姐妹們， 

我們每次聚會， 總是笑聲不斷，說什麼都好笑。有時

候，我覺得我們這群人都像吃了“笑素”似的； 明明沒人

說什麼，卻是笑聲四起。 

http://wendychow.asia/%e5%81%9a%e4%b8%aa%e5%bc%80%e5%bf%83%e7%9a%84%e4%ba%ba
http://wendychow.asia/%e5%81%9a%e4%b8%aa%e5%bc%80%e5%bf%83%e7%9a%84%e4%ba%ba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happiness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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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容易笑的人，也容易哭。我已經準備了兩公升的

“淚水”，給下個禮拜回臺灣探望老朋友時備用。尤其，我

會拜見兩位元中學時代就認識的老朋友，我相信，老友重

逢，肯定會激動、歡喜、惋惜、感歎， 驚

喜 。。。。。。 種種複雜的情緒，一定會如瀉洪般，一

瀉千里。 （我們是否會就像古詩中描述般：雙袖龍鍾， 

淚不幹。 哈哈！） 

 

人生三寶：老伴，老友，老嗜好（不是老酒，因為我不會

喝酒）。既然算“老”友，就一定是相識多年的朋友。我希

望我的“老”友們，因為認識我而覺得開心，覺得值得， 

覺得日子越過越好，那我也就不枉此生了。 

 

好不容易找到兩張微笑動物的相片，但是我決定不下該用

哪一張。 因為，基本上，我能吃、能睡，有些像豬仔；

但是，我自認前世是只鳥，因為我常在夢裡高飛、翱翔。 

兩張都放吧！只要能讓您看得開心就好。 哈哈！ 

 
 

 
 

我的前世是只自由飛翔的小白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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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隨順因緣 – 夾縫中冒出來的小草 

Posted on October 20, 2011 by Wendy 

 

 

 

大學時， 小我一屆的學妹莉莉經常到我的寢室來聊天。

有一次，她突然對我說：“你從不和人家競爭，可是你往

往會從別人競爭的夾縫中冒出來。” 

 

 “是嗎？”  我沒想過。 不過我確實是《老二哲學》的忠實

信徒。

實踐家辦的企業家培訓課程，強調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就要

知道如何打造一個舞臺，而不是成為在舞臺上被人操縱的

表演者。我也常和朋友開玩笑說我喜歡當“Neck”（脖子）

而不喜 歡當 “Head” （頭部），因為 The neck can turn the 

head around!（脖子可以任意扭轉頭部啊！）哈哈！ 

 

也許是個性使然，也許是環境造成，我從小就知道自已想

要什麼。所以大學期間，當班上同學舉辦七星山烤肉，以

及畢業旅行，我都沒參加。一方面，我忙著當家教，另一

方面，我也要為畢業後的出路作準備。 當然，其中的費

用和開銷也是我主要的考慮因素。如今，子女已長大，我

要珍惜每一次和大學同學以及好朋友們的聚會, 再也無需

煩惱其他。 

http://wendychow.asia/%e9%9a%a8%e9%a0%86%e5%9b%a0%e7%b7%a3-%e5%a4%b9%e7%bc%9d%e4%b8%ad%e5%86%92%e5%87%ba%e6%9d%a5%e7%9a%84%e5%b0%8f%e8%8d%89
http://wendychow.asia/%e9%9a%a8%e9%a0%86%e5%9b%a0%e7%b7%a3-%e5%a4%b9%e7%bc%9d%e4%b8%ad%e5%86%92%e5%87%ba%e6%9d%a5%e7%9a%84%e5%b0%8f%e8%8d%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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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也很慶倖，大學時班上的陳伯錦同學曾經形容

我有 A cold head and  a warm heart (一個冷靜的頭腦和一

顆溫暖的心)。凡事順著走，盡人事，順天意， 是我一貫

的作風； 另一方面，知足、感恩， 能幫人處且幫人。是

的，我願意是一株夾縫中冒出來的小草，隨風飄逸，堅韌

豪邁、自由自在、健康快樂地過一生。 

 
 
 

 

 

 

我是一株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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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給愛德玲的一封信 

Posted on November 4, 2011 by Wendy 

 
 

親愛的愛德玲： 

 

真羡慕你有一位那麼慈祥、和藹和樂觀的媽媽。我好喜歡

她！ 

 

今天下午，我在余醫師的診所遇到你們母女。你媽媽非常

可愛， 她一直笑嘻嘻地用福建話和我交談， 但是，裡面

百分之九十“我有聽沒有懂”。 我不忍心令她失望，只好

頻頻微笑、 點頭來表示贊同她說的。 

 

今天余醫師的病人好多，全部是來讓他“整骨+針灸”的。

你媽媽跟我聊了好多。不好意思，“雞同鴨講”，我只聽懂

了她用國語說出“憂鬱症”三個字，然後疼惜地望著你。 

 

你？難道你有憂鬱症？我一點也不相信！ 

 

外表上，你是那麼地令人喜愛，完全和我們沒兩樣。我至

今還為自己小弟年輕時吸食強力膠，燒壞了腦筋而遺憾；

我也曾義務陪伴年僅三歲， 卻罹患了自閉症（Autism)  的

小尼克，並且深深為他惋惜。可是對妳，我相信余醫師說

的， 妳的主要問題在頸椎， 其次在心理。我們都這麼認

為是因為你目前還可以上班，還可以和人交談， 你說那

是因為你已經服了“藥”。 

 

http://wendychow.asia/%e7%bb%99%e4%ba%b2%e7%88%b1%e7%9a%84%e7%88%b1%e5%be%b7%e7%8e%b2%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http://wendychow.asia/%e7%bb%99%e4%ba%b2%e7%88%b1%e7%9a%84%e7%88%b1%e5%be%b7%e7%8e%b2%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adelin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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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醫師和我都十分願意幫助你克服你所謂的“憂鬱症”。希

望你能堅持讓余醫師幫你治療十個療程， 擺脫藥物，擺

脫心理障礙，恢復一個健康、開朗、樂觀的你！ 

 

很高興認識你們母女倆。當我看到你們母女之間的互動

時，讓我想起已經離我遠去的媽媽。。。。。。  

 

為了你的媽媽，你一定要健康喲！三個月後見！加油！ 

 

 
 

 
 

 
 

 

好一對健康、 快樂的陽光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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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失有得 

Posted on November 7, 2011 by Wendy 

  

“嗨，你好！”  早上， 我在游泳時，住在泳池旁一樓的夫

婦正好從陽臺的小門走出來， 看到我， 立刻和我打招

呼。 

 

“嗨，你好！” 我熱情地回應。 

 

“你們的房子是用兩戶打通的嗎？” 我每天看著工人忙著

進出池旁這兩間屋子裝燈、 搬家具的， 而且兩個單位中

間的圍牆也拆除了，所以忍不住發問。 

 

“是呀！” 太太興奮地回答。 

 

“好棒呀！二合一，房間一定很大。” 我說。 

 

“你也很棒！每天游泳。” 先生大聲地說。我當場愣了一

下， 沒想到每天在泳池裡泡水也會被人稱讚。 

 

“噢，我的腿會抽筋，所以需要每天游泳。對了，我叫 

Wendy” 
 

“我叫 Edward, 我太太叫 Debra。”   Edward 邊說邊回頭指

著 Debra。 

 

“你住哪一間？”  Debra 問我。 

 

 “ 哦， 就在你們家的對面， 5 樓帶青綠色陽傘的那一

間。” 我回答。 

 

http://wendychow.asia/%e6%9c%89%e5%a4%b1%e6%9c%89%e5%be%97-something-is-lost-but-something-is-gained
http://wendychow.asia/%e6%9c%89%e5%a4%b1%e6%9c%89%e5%be%97-something-is-lost-but-something-is-gaine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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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到你家去參觀。”  Debra 熱情地地說。 

 

“好呀！有空我也去參觀你們家，大家互相學習。” 我

說。我很好奇 2 間廚房，2 個防空壕，2 間客廳，6 間廁

所，8 間房間的設計，該如何改裝？ 

 

“好呀！再聯絡，拜拜！”  Debra 一邊揮手，一邊往停車

場的方向走。 

 

“你真的很棒， 每天游泳。拜拜！”  Edward 也一邊揮手，

再加上一句。 

 

“拜拜！”一下子被人稱讚兩次，我滿心歡喜地向他倆熱烈

地地揮手拜拜。 

 

常言道：“有失必有得”。如果不是我的坐骨神經痛，我絕

對不會再下水游泳。 

 

三個月前，“中華鴻中醫”的呂醫師囑咐我要多游泳，所以

每天早、晚我都會乖乖地抱著一片浮板來游泳。手捧浮板

游泳是因為我不想把頭髮打濕。這麼一來，我不但可以遵

從呂醫師的建議， 游自由式或是騎腳踏車式。 而且， 我

更可以像只鵝似的，把頭浮在水面，邊劃水、 邊唱歌。 

 

我現在住的公寓，今年（2011 年）5 月才完工， 鄰居們

陸陸續續地搬進來， 起初大家都不認識。目前，我已經

認識了好幾位元鄰居，包括越南美籍， 一頭長髮，長得

非常甜美的 Mai； 從馬來西亞移民過來， 現在是新加坡

公民的電腦工程師 Corleen； 從中國北京嫁到新加坡，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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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三歲兒子的興平等， 我每天遇到這些親切熱情的

新鄰居， 真的好開心！ 

 

就是因為我每天早晚游泳，加上我又能吃、能睡，所以， 

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只豬仔。我告訴在臺灣的好姐妹 -- 

小四（在大學宿舍裡她排行第四），以後可能要改口稱呼

我為“小朱（豬）”了。 （小朱是我倆共同認識的另一位

元好朋友。）哈哈！ 

 

我沒有任何特別的宗教信仰， 可是我經常說：“老天爺是

公平的”， 祂讓我身體上有一點腿部的病痛，可是祂又讓

我在心靈上得到許多收穫。“Something lost but something 

gained” 不是嗎？我們每天都在得失之間生活， 有失有

得。我喜歡把“失”字放在前面，因為我看重的是那個“得”

字； 就因為看重那個“得”字，我才懂得惜福、感恩，也

甘心承受那份“失”帶來的病痛，而默默地品嘗這份“得”帶

來的興奮和喜悅。 

 

嗯，我想我要開始邀請朋友來家裡聚會了！ 您可見過豬

仔們的 Party？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partypi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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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下集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