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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即“望、聞、問、切”，經過辨證後才處方施治，初診處方也是先開幾

劑藥，於複診時了解患者服藥後的反應或效果，再視當時身體狀況及病情變

化，每次復診時不斷調整處方，不可能在初診時讓患者購買兩、三類成藥服

用一年。同樣地，西醫也不可能憑一次初診，就開上一年的用藥。利用“X年

老字號”來欺騙遊客，賺取不當的金錢的事，似乎持續多年了，居然仍有人

輕信，隨便把本身健康仰賴一些不必經過正常診斷的“神醫”，就可連續多

月甚至一年、服用高價成藥。真懷疑那些“老字號”的藥店裡推銷成藥的

“醫生”是否有醫師執照，其醫德又何在？旅行社也太沒道義，居然和藥店

串謀欺騙旅客。 

 當今社會一切行業均以商業掛帥，謀利為主，醫藥界也十足商業化，把

病患當成顧客，深知患者為了健康或解除痛苦，不惜花錢求治，就趁機宰

割。嘗見某些國度裡，醫生不受尊重，醫療糾紛甚多，醫患之間互信低微，

醫生診治時戰戰兢兢，深恐病患日後找碴，能做的醫療檢查項目、均全部做

足，除預防萬一漏診外，遇到刁鑽的病患及家屬訴訟時，可作為憑據。當

然，也有醫院希望早日賺回昂貴的醫療設備投資，而要求醫生多開檢驗單，

本來是小毛病，也要患者花錢做足各項相關的檢驗。曾見病患咳嗽初起，醫

生便立刻要作X-線及血液常規檢查，實在是小題大作。也曾見院方有關部

門，在醫生的案頭放置上“優先使用”的藥單，月底結算，藥商將奉上“謝

酬”。聽說有些中醫藥集團，需要計算其醫院或診所內醫生的“業績”，訂

立一套“管理辦法”，付予醫生偏低的固定薪資，憑醫生處方的藥價，按一

定的百分比，算作醫生的回扣，因此醫生就多所仰賴該津貼，始能維持較好

收入。為了“鼓勵”醫生多點收入，每個月的醫生業績便要公佈，如果醫生

的業績相對不佳，除了收入不如人，心裡上豈不是很難在該醫務所繼續服

務？醫生也許選擇開高價的藥物，以便容易達成業績，部分病患不易拒絕，

也有患者誤以為昂貴的藥療，療效就較佳，而甘願被宰割。  

醫療學問無際無涯，醫生並非皆能治百病，若感力有未遞，宜讓患者另

請高明，或要求醫院各科醫生會診，不應拖延治療。西醫院分科甚細、無整

體論治之觀念，該科查不出問題時，便轉往可能的相關科別診治，有時轉了

很多科別，都查不出問題所在，然而患者仍感身體不適，花了巨額檢查費用 

，折騰甚長時日，醫生卻告訴病患，查不到毛病所在，無法施治或留院醫觀

察。患者自感求治無門時，醫家卻心安理得，這似乎是當前常見的現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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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半球的知用情                           楊悅 

 

我和蘇光玲、鄧蕙英、Tom、陳少美五人，屬於北加州部分校友團，有徐錦

明專車送到洛杉磯，連同南加州校友吳越珍、蔡振輝、林晚霞、黃祖瑞、張瑞

愛、林美霞、潘大姐、曾少英姐妹等，加上由西雅圖來的陳錦和校友夫婦、一行

十六人乘搭的Qantas座機，4月3日午夜由洛杉磯啟程，經過13個半小時飛行，在

紐西蘭的奧克蘭機場降落時，已是4月5日早上八點半。 

前來接機的是《世外桃源之旅》旅游社，南半球蔚藍的天空，金黃色的陽

光，碧波蕩漾的海岸，輕風拂面、純淨得了無塵埃的空氣滲人肺腑 ，真讓人有身

處世外桃源的感覺！張啟枝的女兒Carmen也特地趕來見個面，是次南島之遊靠她

費神安排，我們非常感激。旅游車到達我們下榻的旅館，黃鎮欽、莊作東等一班

紐西蘭校友早在門前等候，他們燦爛的笑容，熱烈的握手、熱情的擁抱和親切的

問好，馬上消除掉大家的旅途疲憊。 

紐西蘭校友准備了六部休閑車，分別載我們一行游車河。車子駛過奧克蘭跨

海大橋，經帆船之都、游艇俱樂部，過“百萬大道”（大概屬於富貴人家的住宅

區吧？）觀看玫瑰花園，戰爭紀念碑、戰爭博物館等名勝景點。我們也在一處火

山口拍照留念，這應該是好多萬、或者千萬年前的死火山吧，低窪的地方已長出

青草。只是當時公像是跟我們開玩笑似的，每當我們下車要拍照時，一陣陣來得

快，去得也快的過雲雨便簌簌而下，把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趕回車上，弄得大

家哭笑不得。 

中午，黃鎮欽、莊作東、張盛熙、鄧滿棠、楊人雄、姚玉嬌等校友，招呼我

們在中區大酒樓飲茶。經黃鎮欽介紹我才知道，席上坐的除了知用校友、知用媳

婦、知用女婿外，還有好幾位是知用之友耶。據他們說，主要在平日交往中大家

覺得很合得來，所以一有客人來，便呼朋喚友湊在一起，尋個熱鬧。之後，我們

回到莊作東家裡稍作休息，其他主人們則各自回家安排接人。莊作東又再次“作

東”，女主人不在家，他一人廚房客廳來回走動，以熱茶、冷飲，水果、餅乾，

殷勤招待我們，並同我們話家常，敘說些過去參加知用童子軍團的陳年趣事。莊

作東當過導游，當然很有口才，他的話題又新鮮風趣，不時引起哄堂大笑！我雖

同他初次見面，但一點也不感到陌生。傍晚，莊作東太太下班回來。莊太太是祖

籍山東的韓國華僑，到台灣唸大學，給由越南西貢來的莊作東遇上，於是兩人便

成了“千里良緣一線牽”的男女主角，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反映在現實生活中

的小說和戲劇的鮮活題材，在此，我就不多啰嗦了。 

笑談間，車子來到，接我們到榮華大酒家出席紐西蘭校友們特為美國校友舉

辦的歡迎晚宴。李姍姍、王玉珍、麥家瑞、蔡靜香等幾位校友，早在那裡等候我

們 。當晚，紐西蘭知用校友、校友先生、太太、校友的朋友幾乎全都到齊。主客 



6  

雙方約四十來人，把欣喜和溫馨洒滿酒家後座廳堂，一股相見歡的濃郁知用

情誼，令人醺醺欲醉！也許濃情先已罩住了美味吧？即便楊人雄校友不時往廚房

交代廚師燒怎麼怎麼樣的菜式，可口美味的菜肴擺在桌上，可我卻幾乎忘了自己

曾經夾過哪道菜，吃了哪些美味佳肴? 姍姍姐說，我們這裡校友不多，集體活動

少，平日難得見面，所以一有外地校友來紐，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在歡迎客人

的同時，大 大家亦有機會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這真是非常非常快樂的事情！

鄧蕙英接著說，我看，什麼新西蘭護照、澳洲護照、美國護照，都比不上我們這

張“知用護照”夠力、管用哩！全場隨即響起贊同的掌聲，說的太傳神了！我們

就這麼一直樂著、樂著，全然忘了時間的存在，忘了疲勞，直到酒家打烊才回到

旅店。 

4月6日早，我們飛到南島的基督城，正式開始紐西蘭之旅。基督城是個花園

城市，有許多大的公園和私人庭園，家家戶戶都栽花種草，樹木蔥郁，枝繞藤

纏，綠蔭如蓋，美不勝收。可惜幾個月前一場7.9級地震，把老城區極具歷史價值

360幢中的300幢建築物、如建於18世紀的幾座教堂和多座石砌建築物等，全給毀

掉。這地區早已人去樓空，往外通道已被堵住。我們的旅游車祗能繞道而行，眼

下所見盡是殘垣斷壁，破磚敗瓦、瘡痍滿目。教堂壁上的琉璃窗不是被震落掉

的，也龜裂成多片，頂上的十字架搖搖欲墜，真教人怵目驚心！據導游說，現

在，如果僅用推土機把快坍塌的建築物全部推平，重建災區並不困難﹔問題在於

如何才能把那些歷史古跡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那得需要很高的科學技術和一筆

龐大的經費，這是令紐西蘭政府感到頭大的問題。所以半年多過去了，震災區還

存封不動留在那裡。 

         在基督城一處民宅區，旅游車接上由馬來西亞來的母子兩人，孩子唸大學，

母親看來還年輕，他們用廣州話交談，間中夾雜些馬來語和英語﹔另一對是從北

京來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新娘子是蒙古人，講流利的普通話，這是我頭一回接觸

到蒙族同胞,大家黃皮膚，黑頭髮，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一樣。他們四人和我們有共

同的語言，不存在溝通問題，所以很快便融入我們的歡樂中。 

 出了基督城，離開城市的喧囂、擁擠，我們彷彿置身於人間仙境，來到南極仙翁

修道的地方。頭上是蔚藍的天空，悠游的白雲﹔地上是碧青的湖泊，遼闊的原野

和一排排的白楊樹 ，雙車道的公路依著地勢的起伏蜿蜒到松 

林茂密、 雲煙霧靄、峰頂皚皚白雪的群山峻嶺中。車路兩旁是連綿不斷的牧場，

間中有長達數十公里長的運河和些個湖泊。這裡的牲畜全都是野外放牧，沒有牛

棚，沒有羊圈，牧場上見不到人影，當然沒有所謂“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回事。

紐西蘭除了野豬較為凶猛外，沒有豺狼，沒有虎豹。每處農場起碼都有千隻以上 

 35 

                                          醫療事雜談              蔡松均 

（越南知用中學1960年高中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畢業，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 

 

   一般人常說，前半輩子用體力精力去拼賺錢，後半輩子是花錢買健

康。年紀還輕時很多人都不太注意健康，為達到職場業績及成就，拼命工

作，也有的人生活沒有節律，起居飲食不定時，靠的是硬朗身體，很多人因

此像臘燭兩頭燒，到健康出現不妥時，才想辦法加緊找秘方、進補，到處聽

信偏方，以求減輕身體不適。因此很容易落入廣告及各般推銷者的陷阱。 

常有朋友去中國旅遊，被帶去參觀“X年老字號”的中醫診所，買了很

多中成藥回來，問我那些要是否具有“特別療效”。都說當地醫師高明，看

一眼遊客面部或手掌，就能說出當事人的“潛在病情”，強力說服遊客購買

中成藥治病、或保健，以確保身體健康及潛在病情不會惡化。他們常花上數

千甚至萬元人民幣，購買三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療程”的成藥。同樣的成

藥在香港或台灣，大概只需三分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價錢就可買到，卻花冤

枉錢買了一大堆成藥，到頭來可能服用不下去把藥物拋棄，甚至吃出健康問

題者。 

筆者就有一位台灣的朋友，打來長途電話向我諮詢，因為他的家人月

前去北京遊玩、整團被導遊帶到“X年老字號”，他買了一年用量的中成藥，

換算美元約有五千元之多，服用一兩週後，全身及小便尿液都是濃重的藥

味，他告訴我該類中成藥包裝盒上列明的藥物組成後、我嚇了一跳，因為他

親人的毛病不應該服用這些藥物，囑他立即停藥，並想法退貨把錢收回。出

國旅遊應該是遊山玩水，參觀名勝古跡或名城，了解異國風土人情，不應隨

便買藥亂治病。當今、旅遊團的行程居然是包括參觀“老字號“的中藥房，

“免費”足浴及診病，友人的親戚遇到所謂“神醫”，不自覺地把平時略感

不適的小毛病也說出來，結果該藥店的“名醫”便趁機警告、說他還有其它

隱疾，如不及時治療，則後果堪慮。常有人誤以為中藥不會有副作用，“有

病治病，無病防身”的錯誤觀念，為了保健，及信賴該老字號的“名聲”，

或認為難得的機會，於是便用信用卡購買了大量的成藥，到頭來直呼上當，

也可能傷害健康。 

能看上一眼便辨知他人內在隱疾，似乎是古代傳說中的名醫故事，近

代能有如此功力的真正醫生，卻未有所聞。中醫的常規診療，必須是四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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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我終於帶回滿滿的成果____未來可回味的相片，相片己分次寄與大家

分享，希望會喜歡!!!       

            希望很快再見                                                  4/29/11                                        
                              

                                   Email 心思交流 
麗湘， 

聰明的你還是乖乖的把所有的照片都放出來吧，我很期待著，回想那天

午茶後，我們坐在石階兩旁，面對面的交談，多麼的溫馨，自然，與輕鬆，

沒有隔閡，沒有冷場，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一樣，又回到童年時刻，

但多了一分老成與關心。桃花依舊笑春風，玉顏未改，大家彼此還能相認，

但再過幾年，就不擔保了，人會老的，或者得了老人痴呆，就認不出來了，

所以還是你哪一句; “希望很快相見”， 各位同學，你們有何見議？ 

        晚霞 4/30/11 

蕙英、晚霞、祖瑞： 

得到妳們的回應，總算從拍照到寄出相片這些工作沒白做，就擔心我一

頭熱卻弧單一人在唱獨角戲，多寂寥落寞啊！ 

沒有回響等於造成大家的騷擾，那是我不樂於見到的，如今可比美 "伯牙

遇到子期"，我同時不只得一知音喲，尚有何求?! 

感覺甘之如飴。是否太容易滿足了？嗯..... <知足常樂>，人生很多小道

理，雖微不足道，但細細體會，卻受用不盡。 

確實如妳們的感受般，當時相聚的情景仍在我腦海中盪漾著，珍惜當場

的感受和互動，但是我還是不錯過捕抓現場畫面，作為回憶的珍藏。 

祖瑞說我文筆好，蕙英說我感性的妙筆，絕！我喜歡！害我輕飄飄，暈

眩了一下下，說真的，愧不敢當，大概是性情中人，暢所欲言，只要誠懇說

出心中話，自然能觸動人心，讓人感同身受。言者無心，當然有時難免得罪

人也不自知喔！ 

謝謝囉老同學，物以類聚，看來我們都是性情中人才相知相識吧！ 

                                                                                                        麗湘 5/2/11 

（蕙英 後補加一句：29届知用人應要增加交流，收email請答覆 

             回響，保持聯繫。莫讓暖流中斷，熱情冷却，樂韻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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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羊徜徉其間，或低頭吃草、或盤足臥地小憩，悠哉游哉。所以我敢打保單，

紐西蘭不會出現“狼來了”。午後，旅游車經過一處草原，導游介紹說，這是轟

動一時、創 高票房記錄電影“魔戒”及“ 后戰士”取景拍攝場地，附近居民

男女老少幾乎全都當上臨時演員。直至現在，仍有不少人沾沾自喜，逢人便述說

自己那段當明星的“光榮史”。 

晚上，我們在一個僅有315位居民的小鎮過夜。飯後到湖邊去看星星，黑夜

的蒼穹，像是鑲上數不清的鑽石，一閃一閃亮晶晶，“太美了，太美了”觀看的

人幾乎同時讚嘆！住慣了大城市，看慣了霓虹燈，現在我才領悟“滿天星斗”的

含義。我想起書上介紹，北斗星是一組七顆星，四顆各在四個角，成個四方形，

三顆排成一直線，斜斜的、一頭連著四方形的一角，很像個煙斗。黑夜中辨別方

向，要找北斗星。可是當下，任我無論怎麼張大眼睛搜索，卻見不到北斗星。我

祗見到較為耀眼的、排在一起像似個長方形的一組星。因此，就姑且把它當作北

斗星。等到回家，翻看資料，才知道大錯特錯，自己太孤陋寡聞了！其實，在南

半球要依靠南十字星來判斷正南方向 。我所見到的那幾顆明亮的星團，可能就是

南十字星，南半球根本看不到北斗星。有首歌唱道，“那南風吹來清涼”。其

實，這裡如果吹起南風，人們會打冷顫，得馬上找毛毯，因為那是從南極刮來的

寒風呀！說來有趣，這裡很多東西跟我們北半球唱反調，譬如我們夏天他們冬

天﹔判斷方向，我們看北斗星，他們看南十字星﹔行車，我們靠右走，他們靠左

走等等。  

在南島的6天，我們馬不停蹄，日游夜宿，一晚換一家旅店。旅游車穿過1270

米的隧道，與3750英尺高的庫克山擦身而過。在皇后鎮，我們乘搭高空纜車，鳥

瞰群山包圍中的瓦卡帝普湖旖旎美景。路過南島第二大城坦尼丁時，我們步行在

一條僅長161.2米Balduin街，試試自己的腿力，感受一下走世界 陡 斜街道的滋

味。我們還乘遊覽船遨游米爾福德峽灣，在甲板上仰望高5076英尺的麥特爾峰，

它是峽灣的地標，也是世界上濱海 高的山峰之一。據說，米爾福德峽灣是由好

幾千萬年前、巨大的冰川退縮後切割留下的深邃峽谷 ，後又經海水倒灌而形成今

天的海灣景象。峽灣內有幾處瀑布，著名的Bowen瀑布從將近500英尺高的懸崖直

瀉而下，非常壯觀。回程時，游船特地從瀑布下經過，讓游客近距離拍照，並感

受一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磅礡氣勢！我們還乘坐包括駕駛

員在內約七或八人的塑料小艇，在米帕冰河觀看漂浮的冰塊。浮冰塊塊晶瑩剔

透，奪目耀眼，有好幾塊有如一幢樓那麼大。據說，露在水面的部分僅是十分之

一而已，實在嚇人！駕駛員特地靠近，用木漿敲破冰塊，傳遞一兩塊讓游客感覺

一下，跟雪櫃制造的冰塊有何不同。在投宿小鎮Oamaru時，黃昏，我們在一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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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觀賞世界上 小企鵝歸巢。奇景來了：先登岸的幾隻充當偵查員，探視周邊環

境是否安全，然後，後來的井然有序地排隊，一蹦一跳地各自回巢。不過，我覺

得這裡小企鵝的數量太少，沒墨爾本附近海灘看的那麼令人興趣盎然。 

後一天，也是黃昏時分，我們乘渡輪到蒂阿納湖西岸，跟著嚮導進入螢

火虫岩洞，洞內有燈光照明。岩洞入口處低矮，彎腰低頭走了一段路，前面豁然

開朗，頭頂的岩石略呈拱形，高約十來米，我們像走進水晶宮一樣，祗見泉水從

一層層高低不同的岩壁倒掛下來，有處簡直是個小瀑布，流水全都注入底下離我

們站腳的地方約十米、深不見底，類似個小湖中，溢出的流水又分別匯集到一條

彎彎曲曲的溪流，嘩哩嘩啦地吵著爭相竄出外邊的大湖去。接著，我們來到一處

狹窄通道，在昏暗中跟隨前面的人，亦步亦趨地動腳步，然後摸索地坐上獨木

舟，來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岩洞中，再由幾位“水手”不斷向前拉著頭頂的鐵索行

駛獨木舟，（事後才知道）。我們既見不到獨木舟的形狀，也看不到底下的河

道，祗聽到潺潺水聲。岩壁上的螢火虫像無數的戒鑽閃閃發光。聽說，這些螢火

虫每隻都垂放下好多根長的粘絲，螢火虫尾部發出的亮光將昆虫吸引來，觸到粘

絲便脫不了身， 終成為螢火虫的“盤中飱”。實在難以想象，在這麼暗無天日

的地方，居然還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也有弱肉強食。看到岩洞中的神奇，令我大

開眼界，勝過讀十年書！ 

4月11日，我們回到奧克蘭已是晚上九點多，黃鎮欽、莊作東等多位校友到

旅店陪伴，離情依依。黃鎮欽並將那晚歡迎宴上我們同紐西蘭校友的合照分送給

大家。林超泉學長和姍姍姐夫婦還到我的住房閑聊，兩人打算接我們夫妻到他們

府上過夜，好好招待一番。但我想，明天我們到墨爾本的班機中午起飛，旅客必

須提早趕到機場。況且，我們行李多，他們住家離機場也不近 ，萬一途中堵車，

那可麻煩﹔再說，他們兩位已是七老八十了，要他們摸黑起早接送，打攪他們，

實在於心不忍。明知盛情難卻，也祗好謝謝再三，“卻”了。  

我們要跟紐西蘭道別了。別小看紐西蘭是個面積27 萬平方公裡、人口400萬

小國。可聽導游說，紐西蘭在世界舞台上從不缺席。紐西蘭農畜牧產品居世界第

一，有全世界 大的奶品公司﹔發表原子結構理論而被稱為“原子之父”的盧瑟

福（Ernest Rutherford）是紐西蘭人，（以前我還一直以為是愛恩斯坦。）1953

年，第一位登上世界 高峰、珠穆朗瑪峰的是紐西蘭人希拉里，（當然不是現在

當國務卿的這個希拉里。）紐西蘭公路的密度，僅排在美國、盧森堡和葡萄牙後

面，比許多西方國家還先進呢！有人說，紐西蘭是“人間 後一塊淨土”。紐西

蘭是個執行高福利政策的國家，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有國家福利金以及各種各

樣的補助金，是小孩子和老人家的天堂。紐西蘭人民生活悠閑寫意，生活節奏緩

慢，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記得前蘇聯有支歌唱道：“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

以這樣自由呼吸。”歌詞歌曲還真打動人心，害我著迷了一陣子。但從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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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了老同學 !!            （辛麗湘  日誌） 
 

＜一＞闊別半個世紀，橫越半個地球終於有緣千裡相會於雪梨     

今年雪梨2011全球知用大聯歡，標題 "知用心、雪梨情" 正是同學們心境

的寫照，我多日的祈盼和等待，終於在墨爾本4/12歡迎晚宴上與同學初見面，

當時難掩內心的澎湃和猜測著記憶中巳模糊的你和妳年少時青澀的模樣，看

著眼前飽歷歲月風霜，寫盡人生歷程彙集成智慧象徵的面龐，陌生又熟悉，

只能憑著回憶和描述來尋找老同學，該刻言語己難以表達相認時興奮和激動

之情，唯有拍照留住剎那間的氛圍。 

經烽火戰亂流離失散的故知好友，歷經半個世紀，橫越半個地球如今卻

相聚於南半球的澳洲，讚嘆人生的奇妙，世界雖大，有緣千里還是能相會。

相見雖是短暫，回憶卻是永恆，讓相片記載這份永恆，很多29屆同班同學未

能出席這次盛會，希望藉著相片喚起大家對昔時的緬懷及分享我們老同學重

逢之喜悅，珍惜這份失而復得的同窗情誼！ 
 

＜二＞昨日驟雨連連，想不到今天4/17 卻風和日麗，____A Beautiful Sunday！ 

我們29届同學自組聚會相約在Reciprocal Club享用午餐敘舊 ，大家相談甚歡，

可惜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  一個時空交錯，回味過去，談說今後，若能把數

十年沒交集的同學記在腦海裡的又有幾人呢？ 

世間事物變幻莫測，何須執著在乎天長地久，但求曾經擁有也無憾！ 
 

＜三＞兩天的全球知用大聯歡晚會，在雪梨熱閙、溫馨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在晚會中與數十年未謀面的老同學相唔，又見到意想不到的舊識，猶如千里

尋親相遇他鄉，興奮、喜悅、感慨、惆悵.....百感交集！ 

 "知用心、雪梨情" 印証在我們濃郁的同學情中，無形的凝結力讓我們相聚難

捨，多希望歡樂的

時空能就此停

住....... 或暫停片刻

也好，可是我能做

的，唯有將當時快

樂的氛圍一一收集

於留待  回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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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届同學 

黃振華到訪 LA 

 9 

前蘇聯的土崩瓦解証明，這全是胡說八道，自欺欺人！在紐西蘭的6天旅游，我

以為：有資格唱這歌的應該是紐西蘭人。  

         4月12日下午，我們飛抵墨爾本，吳金城、李煒棠、危廣開，葉月英夫婦及

其姐姐、姐夫和林晚霞的女兒等人也剛由美國抵達。在機場，墨爾本校友會派來

的代表迎接我們。我和蘇光玲由李偉賢和黃榮樓接到李偉賢家裡﹔其他人則搭公

車住進預先訂好的酒店。晚上，我們美國校友代表團一行，會合先前抵步的林漢

夫婦和王雪媚，出席墨爾本校友舉行的歡迎晚宴，受到呂長鏡會長、副會長張

南、徐國聯及楊思源、羅德軒、郭進取夫婦、黃榮樓夫婦、李偉賢、陳賢琪、陳

素貞、辛麗湘、黃裕昌等多位校友熱烈款待。席上，大家盡抒校友情，頻頻舉杯

祝福，互道珍重！ 

 

在墨爾本逗留期間，我們夫妻兩人受到同學郭進取、李偉賢、黃榮樓三對夫

婦的熱情款待。中午一小宴，晚上一大宴﹔還有澳洲栽種的龍眼、“雞屎果”、

釋迦、火龍果等多種以前越南有名水果，給我們解饞。幾乎讓我的肚子沒空閑

過，腰圍也粗了幾分，褲帶快扣不上來了 。不過，挺有趣的還是在家裡一起喝咖

啡，聊天、車大炮，讓我們拉回50年代的記憶，重溫那未曾褪色的舊夢！ 

蕭錫煌，是我寄宿學校時認識的同學，他低我一班，但大家還算滿熟的。我

根據校刊通訊錄上的電話打給他，他毫不遲疑地表示：“記得，記得！”盡管我

們已分別50 多年了。問了地址，他從相距一小時的車程外趕來餐館相見，令我既

高興又感動！如果沒有知用這段情誼，誰理你！陪同我在一起的郭進取、李偉賢 

 

  參加墨爾夲校友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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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榮樓三位，他也依稀記得。他比我大一歲，精神好，身體硬朗，頭有點禿，

看來是個福相。他的家鄉在老撾百細，記得，以前同學們常叫他“寮王”，現在

想起，倒有幾分像呢。在匆忙中，我們重續一段“舊情”。 

4月15日將近中午，我們到達雪梨機場，雪梨校友會迎賓組拉起橫額歡迎我

們。晚上，雪梨知用校友會在餐館以“布菲”招待出席“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

全體代表。在這裡，我們北加州團增強陣容，加入先前抵澳的葉燕卿、顏玉亮、

顏玉真、李石英、陳金漢、程施華、呂輝雄等幾位校友。 

主軸戲“2011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4月16日、17 日連續兩天，在雪梨美心

大酒樓正式上演。來自越南、加拿大、美國南北加州，包括部分其他州和中國、

台灣、紐西蘭、澳洲本土墨爾本、南澳、西澳、昆士蘭等地，連同主辦單位“澳

洲雪梨知用校友會”校友，以及多位老師在內，約500多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旅

居英、法、德和香港等地不克出席聯歡會的校友，也紛紛發來電函，祝賀大會圓

滿成功。曾澤平會長代表雪梨校友會致辭，他熱烈歡迎全體嘉賓，並向不辭勞

苦、千裡迢迢來參加盛會的各地校友，特別是上了年紀的老師，表達衷心的感

謝，萬分的敬意！各地代表也相續致辭或送上禮金，表達謝意。聯歡晚會大會司

儀王杰成校友，屬於“金牌司儀”人物，能言善道，妙語連珠，風趣而不落俗。

在他主持下，晚會節目一個跟著一個，有條不紊地進行，絕無冷場，把這次聯歡

會的主題“知用心，雪梨情”high到 高點！ 

這次，曾澤平、危漢秋、楊鏡波、楊育乾、王杰成、陳孝珊、陳智生、莊紫

珍、羅玉纖、羅素蓮、陳鳳英等全體“雪梨知用校友會”理監事以及旅澳校友同

心協力、共同奮斗，接過南加州校友會前年在廣州番禹舉辦“全球知用校友聯歡

會”的大旗，在澳洲的明珠——雪梨舉辦“第二屆全球知用校友聯歡大會”是一

次絕對成功的大會！事前准備周到，分工細緻，而那股熱情更是成功不可缺少的

主要因素。會上分派的小禮物，既實用又有紀念價值，如印有“知用心、雪梨

情”綠色環保袋，拿到手的無不嘖嘖贊好。兩天的聯歡晚會，讓以“知用心”串

在一起的各地知用兄弟姐妹，得以在南半球的秋天裡仍舊感到春天的暖和，嗅到

“雪梨情”的濃郁芳香！ 

十年前我曾到過澳洲，那時還沒有校友會，我不知道這裡有許多老同學，也

沒像這次那樣見過那麼多知用校友。因此，聯歡會後，我不去遊玩，特地留在雪

梨，跟老同學、老朋友會面。除了多次同楊許發、陳律坤見面吃飯外﹔我也和鄧

蕙英、黃祖瑞上門探望我的老同班凌錦屏同學。她還是那麼熱情、那麼樂觀！我

們剛下車，聽到聲音她便開門出來招呼，不管自己腳步蹣跚，沒力。我想起她當

年馳騁在籃球場上的颯爽英姿，不禁感嘆歲月磨人。現在，她是虔誠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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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是29届知用人         （鄧蕙英  報導） 
         

雪梨校友會於去年廣發英雄貼, 邀請各地久別多時的豪杰們, 今年四月齊

集澳洲來個同們師徒大團圓。 

        晚霞於是在「依猫」上疾呼, 發動我們廾九届師兄弟姐妹們赴約相見, 以

抒彼此闊別多年之思念。無奈, 大多好漢俠女都忙於服務人群, 又或偏向深居

簡出, 響應者為數不多。 

四月天, 加州地帶廾九屆分兩批人馬出發, 首批包括林晚霞、黃祖瑞、張

瑞愛、曾少英、鄧蕙英, 聯同其他同門師兄姐, 共十六人, 先奔紐西蘭, 後進澳

洲。另一批則有顏玉真、葉燕卿、李石英與數位女將延後出發, 先赴澳洲武林

大會, 後訪紐西蘭。 

話說十六人一道, 乘坐鐵鳥疾車抵埠奧克蘭客棧, 即見成群同門舊友攜眷

佇候多時,  執手談歡不在話下, 更出動多輛輕車, 齊驅並駕直進名勝景地。莊作

東、張盛熙、吳芳玲、姚玉嬌、…並廾九屆之何碧鳳、黃振欽等熱情欵待佳

餚美食, 親切招呼, 加上李姍姍、王玉珍等幾位前輩, 不辭遠途出席相見, 盛

意隆情, 撼人心弦。 

翌日告別, 往南島進發, 各位俠客尋幽訪勝, 享盡江湖逍遙之樂, 不覺己

過六七天, 隨即取道北島會合剛趕至之師兄姊（內有廾九屆之李煒棠）, 大伙

一行人轉程趕至墨城。唯天不作美,雨濕路滑, 幾經折騰才抵達墨城分舵聚集

之酒樓, 同門見面興高采烈, 舉盞暢飲. 廾九屆人喜逢舊知, 歡欣雀躍, 席

上有辛麗湘、謝長友、柳貴陽、黃輝陞、司徒銳文、… 携手同作畫中人。筆

者最高興得見隔別多年的契娘、契師妹、妹倩, 祝福問候, 關懷各人近狀。 

墨城走馬看花, 匆忙两天, 又要淘金, 又賞十二門徒, 更莫錯過袋鼠、企鵝, 

並要探親訪友, 勞累之中卻精神煥發. 後一驛, 趕達雪梨市, 共赴武林大會。 

  大團圓慶典分兩天進行, 隆重熱鬧, 非但餐宴豐盛, 兼有歌舞娛慶, 英雄各

表豪情壯志, 五百多名俠士俠女, 師兄弟姐妹, 各尋相知相識, 互訴別後情！

興奮的莫過於廾九屆人也, 外來者集合了當地的黃振華、蘇潔芝、曾偉翹、

鄧秀茂、鄧許宗、關學文、… 超過二十人之盛况, 極之難得。兩三天的相聚, 

勾起舊日同門拜師學藝, 共習秘笈之情懷, 眼前人彷彿回復當年之俊逸秀雅, 

天真無邪, 滿懷赤誠, … 惟嘆此情可待成追憶矣！ 

策馬揚鞭,一聲珍重,揮手別去,  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後會定必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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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不離本行，一見面便問我入教沒有？她還要請我到外邊吃飯，我想起她行走

不很方便，不想打攪她，要她破費。況且我也有約在先，於是連聲謝謝她。我

說，大家離別了50多年，能見到你，比吃上一頓飯不知要高興多少倍呢！她哈哈

大笑。我也同彭美德通電話，並託一位朋友去接她同去參加校友聯歡晚會。儘管

多年不見，但我仍在她的笑聲中，感覺到她學生時代的活潑和氣質。可惜，沒見

到她妹妹彭美群，當時她可是個大美人啊！我提起我們班同學過年時到她家，向

她媽媽“逗利是”的趣事，彭美德似乎記不起了。我想：老了！而我自己何嘗不

這樣？ 

     幸好，那老去的僅僅是年紀，而我們的知用情誼卻是歷久彌新，何曾老

過？這次南遊，更讓我感受深刻！ 

 

 第18、19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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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代表 

北加州合唱：我是知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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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月亮, 沒有星星, 

只有風和雨, 和光電雷吼的交幟, 

穿過了寂寥的蒼空. 

我深深懷念不別而去的你, 

心己不禁隨風而去, 

飄浮到安東市旁; 

安東市游泳池已不在, 

知用校園早無蹤影, 

“求知樓”也不留痕跡， 

只留下許多難忘的的記憶. 
  

我依然在追尋,  

期待能找到初高中時代遺失的快樂點滴,  

我要用 真摯的語意, 

是詩來追憶你! 

無論你在那裡, 

你永遠將深沉在我們知用人群的心底。           

                                              (寫在2011年7月4日深夜雷雨中) 

1966年 韓鈺元在台灣服兵役 (醫)  

22届校友在雪梨聯歡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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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雨夜思                        22屆高中   依群 

  *以一封舊信, 一個電話, 和一電子郵件紀念韓鈺元學兄*   

   ** 順以此文獻給鈺元學兄的夫人吳桂芳同學 ** 
  

2010年六月中旬知用學校南加州校友會網站通告版上出現:“委員會以沉

痛的心情告知大家：我們南加州校友會首創人; 首屆及二，三屆會長; 校友委

員會名譽會長，22屆高中畢業同學--- 韓國屏醫生，於04/17/2011病逝於南加，

永別校友會。他熱心公益，慈善助人，為校友會慷慨解囊，不遺餘力，對同

學校友或親朋間，愛護有加，他的仁心醫術，愛人如己的風範，他的樂觀，

進取，不屈不撓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我們都以鈺元學兄為榮。 

以下是我和鈺元學兄幾十年來的交往點滴, 寫下來以作紀念. 七十年代初

來美國求學後, 我收到他從美國西海岸寄來的信, 告訴我他的仁心夢想, 有意建

設一所十全十美的小醫院, 以為病人服務. 醫院裡除了醫病診所之外, 並設備病

人診床等等. 以後的歲月大家都為著生活忙碌著, 不知不覺中彼此失落了聯絡.

直到2007年10月23日, 那一天我正在Chesapeake, Virginia的圖書館搜索資料, 我

再次驚喜收到他的電話, 告訴我我們初中20屆的鍾建光同學不幸剛過世。 幾天

後(10月30日), 他給我發電子郵件, 上面寫著: 今天我們所有的人都明白, 沒有人

能阻止時間車輪的前進. 彷彿在提醒我時光的無情, 要我們珍惜寶貴的光陰。 

2009年12月10日, 高中22屆和初中20屆的我們二十一人, 很難得在韓旭疇家

團聚, 共享同窗友情和美味菜餚. 我們分享彼此說不完的故事和喜悅的笑聲. 那

是一個難忘和美好的相聚, 但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和鈺元學兄的 後一次相

見。生命本無常, 奈何奈何! 

    Không biết đêm nay vì sao tôi buồn ?   

    Buồn vì trời mưa hay bão trong tim  

    Ai biết đêm nay tôi vẫn mong chờ  

    Tìm lại những phút vui ngày ấu thơ ….. 
 

窗外後院的風勁吹,  

寂寞它圍繞著心頭， 

是不是大風與夜雨？ 

帶來了無限的憂愁。  

韓國屏學兄   13 

黎瓊珠老師與校友在雪梨聯歡席上 

Melbourne 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