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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遊北德
德國北部城市羅斯托克 Rostock/瓦
爾 內 明 德 Warnemunde 是 一 處 海 濱
度假區, 沿波羅的海 Baltic Sea 而建。
始建於大約 1200 年, 幾百年前瓦爾
內明德只不過是一個不被人注意的
小漁村，直到十九世紀時, 瓦爾內明
德才開始發展成為一處重要的海濱
度假勝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瓦爾內明德曾是 LFG 飛機廠的所在
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又有一些工廠
搬遷至此。
羅斯托克海港是僅次於呂貝克海港
的德國第二大波羅的海港口，多年以
來在客運業務成績卓越，是通往丹
麥，瑞典，拉脫維亞，芬蘭，愛沙尼亞
和俄羅斯的旅行交通樞紐。
如果你是因為坐遊輪要去北歐而停
靠 在 這 個 瓦 爾 內 明 德 Warnemunde
港口的話，而從郵輪下來的乘客至少
有一半直奔德國首都柏林。但是，如
果你以前去過那裡，你就別浪費來回
八、九個小時（或更多）趕去首都柏
林，就只走馬觀花一兩個小時就趕回
來，真的不值得！那麼你應該從這裡
坐車到附近的較大的城市 Rostock
紅磚羅斯托克鎮看看：一般來說瓦爾
內 明 德 Warnemunde 是 比 較 適 合 那
些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想看的沙
灘渡假人，或是參加旅遊巴士在瓦爾
內明德市區遊一圈：看教堂、燈塔、大
學與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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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德國統一後，羅斯托克的市容
和基礎設施得到改善。一些古蹟進行
了維修，例如聖彼得教堂塔頂的重
建。2000 年，城市人口數滑落到二十
萬左右，之後趨於穩定。近年來，羅斯
托克致力於發展經濟和國際交流，曾
承辦 2003 年的國際園藝博覽會，與
萊比錫聯合申辦 2012 年奧運會，漢 夏天是帆船賽的季節，除了從丹麥，
薩航海節也是城市面向國際的一項 芬蘭和瑞典的渡輪不斷的來來往往
重要活動。
的嗡嗡聲 - 數百帆船可能在不同時
間出現在水面上，蔚為海上奇觀。
羅斯托克的市內公共運輸始於 1881
年，最初是軌道馬車，1904 年有軌電 羅斯托克市政廳位於新市場東側，十
車開始投入使用。目前市內有六條電 三世紀首建，為磚石哥德風格，十八
車路線和二十多條汽車及夜車路線 世紀改建，增加了巴洛克風格的門面
營運。
和宴會廳。從新市場延伸到科略佩林
門，是城市的主要步行街，有吃的、喝
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有。著名的大
學廣場，在科略佩林街中段，建有一
座布呂歇爾紀念像，廣場附近有大學
主樓，巴洛克廳，還有特別有趣味的
生活噴泉等建築。四周圍有學生流連
忘返，閱讀、吃午餐、休息、打電話或
和三五知己聊天，也有些老人家慢步
觀看打發時間....，一片祥和景象，只
是我們來去匆匆，只能帶走美好的回
憶。

音樂會。聖伯多祿教堂，建於十四世
紀，塔樓高 117 米，曾有導航作用。還
有幾座巨大的教堂，包括聖彼得，曾
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之一。除
了教堂還有修道院，城牆，城門和山
牆的房子。聖十字修道院，在大學主
樓隔壁，1270 年由丹麥女王瑪格麗特
創建，1976 年在此開辦文化歷史博物
館。
羅斯托克大學是城市最重要的教育
機構，建於 1419 年，現有九個系，五
十個專業，在校生約一萬五千人。音
樂和戲劇高等學校建於 1994 年，有
一些和大學合作的課程。維斯馬高等
學校的航海系位於瓦爾諾明德，以原
伍斯特羅航海學院為基礎，設有現代
化的航海模擬中心。

下午回到原本是個小漁村的瓦爾內
明德 Warnemunde 碼頭，碼頭非常熱
鬧，像一個旅遊點....有幾座唯妙唯肖
的沙雕像，有小孩子遊樂場，商店、餐
廳等等，德國香腸、燻魚、醋魚三明
治、炸魚...、啤酒大約兩三塊歐元一
份，冰淇淋、咖啡一兩歐元，東西不
貴。在海鷗的「呱...呱」聲下，帶著愉
快的脚步，完成了羅斯托克和瓦爾內
聖瑪麗亞教堂，建於十三世紀，是一 明德的秋之遊。(亞特蘭大百福國際
座壯麗的磚石哥德式教堂。聖尼古拉 旅行社)
教堂，亦建於十三世紀，因為教堂聲
響效果甚佳，修復之後主要用於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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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五十年
去年這個時分，為了歡迎來美後的第五十
個新年，把當年那本厚厚的日記翻了一下，籍
以回想隻身來美時的憂慮和忙碌。如今在這整
整五十年後的聖誕，看到不久前我們結婚四十
七週年時與孩子們的歡樂（圖）
，願意同大家分
享這份心中充滿了的感恩。
首先要感謝的是幾乎在 1964 年秋同時由菲律
賓來美進修的老伴。次年秋天，她在耶魯法學
院拿到碩士後，來到我在紐約上州就讀的羅城
擔任法學書刊的編輯。是緣份讓我們在當地社
區為歡迎外國留學生所辦的秋季聯歡會上自
我介紹而認識。也是緣份讓我們重逢在一個基
督徒家庭的聚會上。兩年後，當我還在為博士
論文煩心的時候，我們就在朋友們的幫助下，
走上了結婚的聖壇。後來，為了孩子，也為了讓
我能更換工作，她曾經在家做了五年的專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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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直到我們退休多年後的今天，她依然是我
們全家的法律顧問和照顧四個孫輩的好奶奶。
再要感謝的是我在美國的第一個老板。雖
然當時我還沒有拿到學位，也還沒有拿到工作
安全上需要的身份資格，更不顧我自幼就有聽
障，這位來自波蘭的移民就把我帶進了國防工
業的門檻。不到兩年，我們就因為工廠關閉而
同時開始領取失業救濟金。但是這份工作經驗
幫助我橫越美國大陸，在南加州找到了下一份
的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把學術
的研究轉換為實際的應用。因此，隨著工作經
驗的累積，我學會了如何隨機應變，在資歷表
上建立了船艦和鐵路兩個完全不同的專業。
在美國近四十年的職場生涯裡，除了第一
個工作是因為工廠關閉而被裁之外，幾乎十年
後，在聯邦政府裡也因為資歷不足而被裁過一

次。好在已經有了兩個專業的經歷，很快的就
在另一個部門找到了新工作，沒有再去領失業
救濟金。這也是我要感恩的地方。
最後還要感謝這五十年來在各地所遇到的
好朋友們，包括校友，同鄉，教友，同事，歌友，
文友，甚至我二十多年裡教駕駛所帶過的學生
們。是這些友誼帶給我生活裡的很多方便，更
重要的是給我的生活平添了無限的滋味和彩
色。
回想自己這五十年來的日子，由一個在親
友借貸下來美，口袋裡只有 86 塊美金的學生到
如今能在矽谷裡快樂地和子孫們過退休的日
子，實在不能再為自己的缺陷而抱怨了。如果
可能，明年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我們會來華
府看望大家。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經驗最豐富

謝謝您!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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