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
周圍都有貴人相助，鼓勵

梁麗珠
1988 年華裔家長學生協會的籌備會成立時，我們就開始工作了。
楊耀幫忙華裔新移民成人，有關語言問題，交通問題，找工作問題。
我和趙蓉借用華人活動中心教室，教新移民華裔學生英語課業。趙蓉
說有自己的班底不怕沒有小老師。
對，自己的班底 ⎯ 1986 年我和趙蓉和多家同教堂的好友，每家
都有兩三個念中學的孩子，我們把這些孩子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曉星
少年團"，孩子們每年自選團長，副團長，公關，秘書等。大人小孩共
十一個家庭每週五晚上聚在一起，祈禱，唱歌，討論聖經，由我主講
聖經故事，從舊約的創世紀開始講，並由蔡旭惠教跳舞，我還記得學
劍舞時，多才多藝的王勝翔為我們每個人製作一支木頭劍。孩子們每
年到兒童醫院和老人院等慰問表演， 團長公關等幹部會事先聯絡好表
演的場地和時間， 爸爸媽媽都是當然的司機兼顧問，經濟支持者，鼓
勵者。這些優秀可愛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基本班底。
1989 年華裔家長學生協會正式成立，我糊裡糊塗被推選出來，鍾
志明是會長，酈俊斌是副會長，我是秘書兼財務兼打雜，負責學生課
業輔導事宜。 我們還沒有自己的銀行帳戶，會員費就寄存在華人活動
中心的帳戶內。要用錢的時候，會長寫條子我去向 CCACC 的財務要，
(我記得那時候是戴元亨管財務)。 收到會員費時也是交給戴元亨去
存。
1989 年的暑假我們仍借用 CCACC 的教室進行新移民學生英語教
學， 九月開學了轉移到博城中文學校， 我負責中午一點到兩點這個時
段。 (因兩點我教中文， 小老師都是博成的學生。) 金乙斌負責四點到
五點中文課後的時段。 後來華府中文學校也有一組教學是由林式芳負
責。
1990 年博城的丁校長和金乙斌改 CAPSA 為 ACAMP，我不願加
入， 就和中華聖母堂合作， 辦華裔新移民學生課業輔導。 使用中華聖
母堂服務中心場地， 我們的基本班底搬過來， 每周六上午十點到十二
點， 以一對一的方式輔導華裔新移民學生的英語課業， 附近有一個美
國妞， 馬大畢業， 正一邊上班一邊準備考研究所， 聽說我們的教學工
作， 覺得很有意義， 就來幫忙義務教書， 這是第一個老美來當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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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商業部的人口普查打工， 老闆 MARIA 在人口普查結束後， 把
紙桌子送我作教學用， 可惜紙桌子半年就壞了， 杜神父介紹我幾個天
主教學校， 我一一打電話去， 請求學校把要淘汰的課桌椅送我， 但是
必須自己去取。 正好， 堂裡張榮民新買了一部小卡車， 就拜託他幫
忙， 把連桌椅搬上車運回中華聖母堂服務中心， 再搬下車， 搬入中心
教室內， 來回跑兩趟。 感謝天主， 我的周圍總圍繞著"貴人"。
這時余乃寧安排每一個孩子的教材和進度， 大家興趣很大， 教與
學都很認真， 接受輔導的學生， 從十數名不斷地增加至近百名， 原場
地不敷使用， 就借用中華聖母堂服務中心對面的小學(事實上小學已關
閉， 整個建築物賣給童子軍組織)。 那時候， 王友月才小學四年級，
每週六隨媽媽趙蓉一起來， 我分給她一個六歲孩子， 她與學生"教" "
學"互動非常好， 每次學生早早來要小姊姊教她英語， 一聲聲"姊姊"
叫得好親熱。 原來王友月每次帶糖來， 字寫得好，有獎， 唸對了，有
獎， 整堂課下來認真學習，有獎。 看得我好感動。
逐漸地， 場地又嫌小了， 好友陳永毅帶我去 ICB 租借 WOOTTON
高中， 但是， 這所高中常用來作為 SAT 考試場地， 或 HOME
COMING， 或球賽， 所以一段時間後，我們租用 ROBERT FROST 初中，
一直延用至今。
1992 年初彭雅美會長同我參加了蒙郡公立機關舉辦的義工培訓課程。
從此我們的組織名字就刊載在蒙郡義工組群的刊物上。 我們簽發給小
老師的服務時數， 學校也都承認。 另外我也自己付費參加 LITERACY
COUNCIL 舉辦的 ESL 義工老師培訓課程， 曾經好長一段時間一對一教
新移名成人英語及公民入籍考試。
1993 年彭會長又和我代表 CAPSA 去參加洛城警局舉辦的" 警民學
校" 課程， 六至八週， 還有兩次同警車出勤， 一次參觀九一一呼叫中
心，一次到監獄觀察一個個小單位。 白天上班， 晚上坐在課室內聽
課， 那種疲睏無法形容， 再多的 " 話梅" 都酸不走瞌睡蟲。 雖然同警
車出勤很刺激很過癮 ( 一次追車，坐在時速一百多哩的車內， 心臟都
快要蹦出來了。 一次屋主不在的房子警鈴大作， 警車開到附近， 為安
全起見， 我被令坐守車內， 警察荷槍實彈貓著腰悄悄進入後院。 也有
處理車禍， 有抓車牌過期的，有處理吸毒現場遺留垃圾的 ) 雖然上課
很睏，確實都可學到好多東西。 我還是很喜歡， 可增長好多見識。
在此同時， 我們有:
1) 郭子文老師來開一個數學班，專門教七，八年級的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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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語正音班， 每週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由蔡秀燕老師主持， 每
週六， 九點不到， 就有十多位成人學生等在那兒了。
3) 劉大愛老師開 SAT 數學班。
4) PAULINE LERNER 老美老師一對一教寫作。
5) KAREN， SUSAN， CHRISTIN 老美老師教成人英語。
漸漸地， 學生們面臨升大學了， SAT 的英文對新移民學生是一大
困難， 但是， 聽說新移民學生五年內可以以托福 550 分以上分數取代
SAT 的英文分數， (這是 1992 年的標準)， 也就是說你有 550 分的托福
分數即可申請馬利蘭州立大學。 於是， 為孩子們成立一個"托福班"的
念頭應運而生。 可是怎麼成立呢? 師資是最大的難題。 那時候張軍老
師每周六中午從學生課業輔導班接兒子張鵬回家， 並為其子及朋友的
孩子輔導"托福"課程， 張老師循循善誘， 教法好， 用的資料又新又
好， 那些孩子們興趣大， 學習效果佳。 我於是就動了敦請他的念頭。
但是， 蒙郡華裔家長學生協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除了會員們
所繳的會費外沒有外援， 協會的義工人員出時間， 出力， 還得時時自
己掏腰包出錢辦事。 我自己做義工沒話說， 要拖人下水同自己一樣長
期做義工， 實在是件很難開口的事。 我就效法"劉備三顧茅廬"。 總算
老天不負苦心人， 後來終於求得張老師點頭。 於是， 1993 年九月我
們開始設立"托福"班了。
每週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張老師主教， 張鵬助教 ( 張鵬來
美國兩年半考托福 657 分， 滿分是七百分， 張鵬上大學後， 由考得
620 分以上的學弟學妹當助教 ) 。 一個學期開一班， 第一個學期有十一
名學生。 第二年就增至三十餘名。 由於教室容量有限， 我們只好設限
三十名學生。 張老師家距學校車程五十分鐘， 你可想像， 當人們都在
高枕的週末， 張老師要早起， 開車出門， 授課， 五整年 ( 1993 至
1998 ) 風雨雪無阻， ( 除了冰雪凍封馬路及停車場致學校不開門 )。 這
要多大的愛心， 耐心， 熱心 毅力啊! 五年裡， 來接受托福輔導的學
生， 大多數考得五百五十分以上。 都順利進入大學， 甚至好多學生考
得六百多快接近滿分了， 學生們努力用功的成果， 固然可喜可賀， 張
老師的功更不可沒。
1996 年開始， 托福考試的模式改變， 張老師根據新模式， 花了
好多心血重新編寫新講義， 並印製成冊， 造福我們的華裔學子， 我們
每一個華裔家長學生都應該向張老師致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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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開始托福加重作文， 並用電腦考試。 我們學生課業輔導
組沒有電腦可供三十個學生實際操作， 不得已， 造福華裔弟子五年
( 1993—1998 ) 的托福班只好劃上休止符。
說起我們做中華文化展示工作事宜:
1988 年十一月中旬， 潘芳雲很不容易地爭取到一個在洛城市民
中心每年舉辦" 國際冬季假日佈置大展" 中， 佈置 中國屋的席位， 由
於參加者必須是一個本地市民代表的民間組織， 才可以去佈置， 所以
又找上我。 洛城市民中心每年舉辦 " 國際冬季假日佈置大展" ， 展期
從十二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止， 十二月一日以前必須佈置妥當， 次年一
月一或二日去卸下來。 但是由於只剩十天時間， 十萬火急之下， 我想
到冬日假期在洋人是聖誕節， 在華人是春節 (中國新年 )， 因此就在自
己家裏找些帶有喜氣的中國東西， 又到我大姐家挖出一些， 加上我前
年返台購置一隻大獅子，和我自己製作幾隻小獅子。 有大姐，趙蓉，
王勝翔幫忙，急就章擺設出一個中國廳堂， 因為 CAPSA 還是籌備會，
所以組織名暫用"博成中文學校"。第二年開始至今都用"華裔家長學生
協會 ( CAPSA ) "。
頭兩年我大姐，王勝翔，趙蓉幫好多忙，，接著余乃寧，簡瑛
珠，王郁青和協調會都幫過忙佈置中國屋。中國屋的主題是中國新
年，副題則每年不同，我們做過;
"中國新年和中國傳統婚禮"，佈置兩年。
"中國新年和中國剪紙"，佈置兩年。
"中國新年和中國傳統樂器"，
"中國新年和中國書畫"，
"中國新年和中國針灸"，
"中國新年和中國文房四寶"，
"中國新年和中國國劇—京戲"，
"中國新年和中國茶道"。
約在 1999 年洛城市民中心把整個房間的佈置，改成每個房間佈
置一棵聖誕樹，接著就有韓德慈和何杏芳幫忙。 我覺得我好幸福，周
圍總是好多好多"貴人"。
1989 年那時還在銀泉圖書館工作的周廉，在中國年前，邀我在銀
泉圖書館三個大玻璃櫥，佈置中國新年櫥窗，展期一至兩個月。 接著
ASPEN HILL 圖書館也邀請我們去佈置中國櫥窗，至今這種展示中華文
化的工作我們已經做了十幾年了。再接著，我們也在 TWIN BROOK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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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佈置了。這期間我也在 ROCKVILLE， GAITHERSBURG， POTOMAC
的圖書館都佈置過中國新年櫥窗。
好多年前我曾遠征到紐澤西州，和維吉尼亞洲的 FREDERICK 圖書館展
示美好的中華文化。 我必須不斷的看書，求取有關的知識， 隨時看到
有可展示的東西隨時就買。 買不到的東西我就自己做。 別人說我好辛
苦， 是嗎?
我倒覺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又快樂又滿足。 我沒有浪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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