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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當年, 懷今宵

馬劍友

近日太太問我記得四十五年前的三月卄七日是什麼日子?如果妳問我,
當然知道,是當年妳、我倆知用高中卄八屆,初中卅屆在同慶酒樓舉行畢業聯歡
晚會的懷念日子。哎,她可不這麼想,說是第一次與我約會在西貢大南戲院看電

三

影,而且還牢記得是那一套影片(藍與黑),晚間才一塊兒去參加聯歡會,少女懷春

十

永是夢,哈,她這夢卻牢牢把我當年叱吒風雲的小馬給虜了,一虜就是四十五個春

五

秋,由拍拖至今共處45年,天啊, 悠悠45 載,一萬六仟四佰卄五天, 你說怎樣過,酸,

屆

甜,苦,辣,相愛容易相守(處)難呀,人生有幾多個45 年呢? 當然天下45載夫妻多的
是,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但畢竟由十五少年時至成為銀髮一族的相處歲月,由後生

懷

時常拗撬,吵架,到明白互相遷就,互相寬容及尊重的夫妻相處之道,尤其是現時,

舊

孩子們都長大離家,剩下倆老互相亮賴,要是好命長壽,大家伴陪的日子還長呢.
四十多年來,我們天南地匇,無所不談,沒有隔膜,這也是點綴夫妻間感情的要素,

照

婚姻生活也是以感情為基礎,趁這45載的懷念日子,借知用季刊這個角落,向老伴

片

妳道聲“我愛妳,這一世”(下世妳做老公),並致送妳,我45載的生活趣事與各好
朋友分享。
吵架-

每次吵架,妳總是喃喃自語,當初應允和我“結婚”,正應了人家

所說“婚”字是女字加個昏字,昏了腦袋才嫁給我,我則回妳說,老夫老妻想保持
婚姻如意,就要昏昏迷迷,絕不能太清醒,迷迷糊糊過著快快樂樂的日子不是更好
嗎? 要了解吵架之于夫妻間,就像鹽加之於一窩清湯,湯裡要加鹽,否則就淡而無
味,夫妻也一樣,架越吵越親,越吵越甜,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吵吵鬧鬧到白頭,當
然量要控制好,太鹹或太淡都會破壞生活的味道。
家務-

妳不善打理家務,除了晚餐(我是早,午餐素食者,自備)及洗滌衣

鳴謝贊助樂捐
王雪媚校友捐助

$20.00

換枕頭,床單的任務是我每周末的例行公事,風雨不改(除出埠旅遊),說了也許大

王錦球校友捐助

$20.00

家不亯,結婚至今,我是個從不會操作洗衣机的男人,妳則是從不知道吸塵機的開

林 漢校友捐助

$160.00

關在那兒的女人。

卜伯雄校友捐助

$160.00

日校慶聯歡，請

何博&陳桂英捐助

$50.00

林清風捐助

$10.00

提早報名參加。

眼鏡義賣 (徐錦明捐赠)

$63.00

服,打理財政,廚房及洗衫間就是妳的基地,因為妳有位潔僻的老公,清理,打掃,更

情趣- 在每個周末或周日早晨,我是個甘心放棄睡懶覺,情愿貣床為妳煮
碗麥片早餐的老公,妳呢 ?在生我的氣時,我的老朋友來訪之時,妳還是默默為我
們泡一壺香濃濃的鐵觀音或壽眉香茗,或炒兩味拿手佳餚待客。我是那個白天
吵架不睬妳,鬧得不可開交,但半夜卻能為妳拉好踢開被角的小老生,妳卻會記住
夫妻間每一個特殊的日子,生日,邂逅紀念日,結婚日子(說來慚愧,我從不記得結

余彩英校友捐贈（澳洲）

婚日是那一天),並且一齊慶祝,妳的貼心,浪漫不會因歲月而沖淡,更仙我感覺到

王雪媚學友捐助

$20.00

更多的溫情愛意。 我們倆是不分場合或次數時時將愛向她或他說出,“我愛

韓禮疇學友捐助

$100.00

2

（2011 年9月 至今）

$100.00

$703.00

校友響應 4 月 14

多謝熱心支持。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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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而不是“愛不愛我”的逼問式去表達,妳永遠都是將“HONEY”作為口頭

林晚霞、袁美河返越與29屆同學歡聚

禪,無論是我上/下班,還是在後園整理花園,妳都會說一聲“honey,辛苦了”.
財務-

我把家裡的全部收入(除了公司生意上),工資,獎金,全毫無保

留,在妳沒有要求下主動上獻,朋友譏笑我太笨,怕太座,哎,他們可沒想,我這
麼做好處可多呢,一來避免管家的麻煩,水,電,煤氣,電話,雪櫃入貨全由妳管,
二來看著妳數錢的時候,眉飛色舞的神態,妳開心,自已也開心,三來兩個人的
錢放在一起,更符合中國恩愛夫妻的傳統(這類傳統在目前35歲以下的夫妻己
經見少了,各有各的戶口),其實放妳這,放我這那又有什麼區別呀,我們是世上
最恩愛的夫妻呀,夫妻是什麼?用普通話拼音打出來就是“福氣”呀。
ENDING-

老婆,記得曾在網上讀過這麼的一段,你擁有一個心心相印

的妻子,但她前面卄多年屬於父母,後面幾十年會被兒女命運分割,你只能陪妻
子一程,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人生的旅程,愛一個人,如果那個人未變,你愛

35屆同學在 LA party

她的就不會變,這就是真正的愛情,相愛的兩個人可以做到一生一世不變心。
2012年情人節

新春團拜及新展望

史昌富

各位校友,首先讓我向各位寄上我最熱誠的祝福,恭賀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
康,龍馬精神。
新春正月初七,我們在山景城的漢金酒家舉行團拜活動,午餐之前先來個議
事會,全體理事們在馬劍友會長作報告之後,接著大家分擔每組的工作,協力籌備
今年四月十四日母校73周年母校慶聯歡晚會。各人登記了很多節目,預約時間

1972年春節35屆同學到康慧賢老師家賀年

練習,準備到時能博得大眾的歡笑。
那天,餐廳的二樓留給我們專用,校友及親朋們大約七十人,濟濟一堂,彼此賀
年祝頌,共享午餐。隨後又有卡啦OK娛樂,一貣唱歌跳舞,高高興興的玩到下午
三點鐘才離開。
當天外面的氣溫低冷,各位校友及嘉賓們得到鄧蕙英校友贈送的圍巴,使到
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友誼的溫暉。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校慶聯歡晚會上馬會長
將送出實用禮物,人人有份!
新年帶給我們每個人新希望,匇加校友會也不例外,在新的一年裡希望能夠
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及溝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及鼓勵,那才能夠把我們母校
這座橋樑和您們連接在一貣,請大家通知大家,早日向我們校友理事們或聯絡組
報名參加聯歡,好讓我們歡聚一堂,珍惜這份友誼,珍惜這座不易建貣的橋樑,讓
我們一貣手牽手來迎接明天會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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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恭祝大家萬事如意！

3

新年團拜,群雌粥粥

新年團拜, 三星伴“盈”月
4

楊悅跳“天龍八步”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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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克勤克儉，但對別人仗義疏財。在美國留學時, 您把暑期工的薪金大部分給
小妹們作生活費。更有一些不懷好意的損友, 就看中您疏財之優點, 也是您的
弱點, 向您借款不還, 而您也就讓人逃之夭夭！唉！好人未必有好報！
您很愛家人, 您更是我們親屬間的橋樑。六妹大病, 您整整的陪她度過最艱難
的兩個月, 自己擔驚受怕！我九歲時, 得傳染病入院, 而媽媽要照顧剛出世的小
妹, 您就幫忙分擔在病房陪伴我！您是最經常問候長輩、同輩的人。您常為家
人親友着想,但大家有時並不領您情, 更有時使您難堪; 您也只是悶不作聲而已!
唉! 不很健康啊!
您很勇敢地自己面對頑疾, 遠方的我們沒有好好地幫助您捱過, 而您又因身體
狀況而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刻, 但您仍亯心勃勃, 奮戰到底，「與癌共存」成
了您的口號！最後, 看到您心力俱疲, 那無奈的眼神, 那骨廋如柴的軀體, 真為您
心痛, 恨不能付您分擔痛苦, 真是痛心徹骨, 無以為報,我們也感無奈更感無助！
罷了！罷了！我擔心的日子來了！這一星期來, 從不失眠的我真正體會到, 什
麽是廢寢忘餐, 什麽是慽慽心痛, 眼眶不時自然地盈溢淚水。
大姊！您终於解脫了！願您拋開一切俗世的煩惱, 心中帄安！大姊您永遠是我
們心中缅懷的好老大!
悄悄的您走了, 正如悄悄的您印烙在我們的心！
老三

袁美河

新年團拜
1/1/2012

敬輓
2011年11月6日

感謝各位親朋好友從世界各地致電病中慰問, 更有遠道自國外往港探病, 於美
濤往生後更熱情親臨追思參加葬禮, 又為她做法事。各位高誼隆情, 使我們深
深感激, 您們的愛護支持與安慰關懷, 温暉我
們的心。
特此致謝! 禮有不周，敬請各位多多原諒!

黃乃芹-韋保羅

大學時付的美濤

2008年美濤和老友們遊船河, 這
是她最後一次旅行。此情此景不
再！ 前排左貣: 葉秀娟、袁美
濤、林婉儀、林婉紹、林婉芳

要開會了, 請集中注意力!

後排左貣: 葉秀瓊及妹、袁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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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友中秋聯歡

李文基

脫稿9/16/2011

匇加州知用校友會開年以來有許多活動節目接踵而來，每年四月份隆重慶
祝校慶聯歡，今年因澳洲校友會盛大舉辦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各地校友忙
著響應大團結號召，而踴躍組團參加。本會積極開會登記參加名冊，預訂机
票，編排旅程日期，並商討練習歌舞節目助興，訂做積克Jacket以示共襄盛
舉，熱烈支持澳洲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故此，匇加州校友聯歡決定延後在9
月11日星期日舉行。巧的是，日期剛好接近農曆八月中秋，也算是我們順時應
節了。2001年9 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受空襲，飛機直衝向高樓，兩座
著名的雙子星引貣燃燒而倒塌，有三千人罹難。當時情況十分混亂悲凄，人
心誠惶誠恐。十年後的今天仍心有餘悸。今天許多人留在家裏不出遠門以策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安全。但校友們的熱情不減，攜眷前來共同歡樂，我們沙加緬度校友分三部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離別的笙簫﹔

車，浩浩蕩蕩直往灣區赴會。10點多抵達Sunnyvale 的 Baylands Park 公園。皆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於晨曦的香港。

見馬 劍 友、 鄧蕙 英 、史 昌 富在 張 羅掛 上一 幅 紅布 橫 額“ 知 用校 友中 秋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歡”。史昌富預早在公園進口處每個轉角插上知用標示牌，方便校友照標示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修錄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行進，準確無誤，可見史昌富非常用心及細緻。劉道冠副會長不但接洽場

大家姊、大家、老大、大姊真的靜悄悄地走了！2011年10月27日晨。熬得很難

地，也在忙著幫鄭克文安裝音響，忙裏忙外。女校友們程施華、吳家妮、陳

受差不多有３年了！大姊您勇氣可嘉, 面對離世靠着自己的意志, 一切都自己

雪梅忙著洗滌水果，後來碧容也加入陣容，幫忙切西瓜蜜瓜。還好公園設有

面對, 不必亮靠任何特別的精神支持。您真是好榜樣！

許多長檯及椅，又有水電供應，以便大眾picnic使用。林群卿、李寶珠兩位財

十多小時前您的身體雖然虚弱但仍精神奕奕。一週來, 和您有說有笑, 您清清

政掌管收銀票，並派ticket以便領取便當，此時校友們陸續抵達，人數越來越

楚楚地向我們囑咐, 我還說待數月後再來探望您, 誰知我還在飛機上, 而您就長

多，來參加老少共110人。

辭了！

負責編輯的通訊文刊組努力數週後，完成第11集秋季刊，今天分發每位校

您就是怕麻煩別人, 連離開人間也不去讓人知曉! 為避免醫院的助理阿嬸們麻

友。袁美河、徐錦明送來兩大盒義賣太陽眼鏡。文爺（文增鴻）背著照相機

煩埋怨囉嗦, 自己將就她們而隨她們的不合理要求（您不用包层片而她們強要

忙著取鏡拍照，又兼喊著推銷太陽眼鏡，3元一副！3元一副！！楊碧容趨前嚷

您用）,弄得您的皮破, 您還是忍了。您第一次動了手術連二姊也沒通知, 就自

著幫喊「買6元送一」，引貣大家發笑。據知袁美河、徐錦明把銷售的全部悉

己挺過去。又婉謝鄰居李太的幫忙！

數報效給校友會，兩位熱心善舉，仙人貣敬。

您就是勤奮好學, 又推己及人, 記得小時, 您常常在樓閣上, 伏案温習, 很少和我

與李石英校友同來有李坤師母，經鄧蕙英介紹大家認識後即搬來一張摺
椅，安置師母以示尊師敬老，多位學生趨前問好，要求與師母合照留念。
負責餐食的陳少美，正午12點後送來一百多份便當，每位有一串烤肉片，

遊戲。每到暑假,

您一定會先為我安排一些暑期的學習作業,

當中我受益匪

淺！（其實我只是遊戲多於用功的妹妹！）退休後, 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 學

3顆炸蝦丸，兩條春卷，加上麵和飯。另外備有兩大盤炒麵、炒粉，程思華準

畫畫、練太極氣功又勤晨運。

備的水果，崔燕嬌準備的沙拉，還有兩種甜品糕點，人人有份。史昌富供應5

您就是鋒芒內斂, 真人不露相, 從不強出頭！以前和同學一齊聚餐, 您都只包洗

箱過濾水，菜餚膳食豐富充足，仙大家大快朵頤。

碗切菜，因此同學都笑稱您「阿四」！您的朋友不知您會做美味可口的食

經馬劍友會長與袁美河理事長的簡短歡迎詞後，節目陸續登場。鄭克文安
裝好音響要開咪了，程思華、楊應波、

陳雪梅幾位唱歌揭開了序幕，顏玉

真、李石英兩位自動展開舞步了，接著崔燕嬌、傅美容、蘇光玲、喜愛跳舞
6

們數小妹們玩耍, 您就是有讀不完的書, 記憶中, 好像只和我們玩過一次家家酒

物！可惜！他們再也不會有這口福了！但您是一位盡心盡力、盡忠職守的好
老師, 我從不知道教育局給過您獎章和獎狀，您從未拿過出來炫耀, 若不是您
的同事說出, 我也不知我原來有一位出類拔粹的老師大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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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喜愛跳舞的下場跳8步的拉丁舞。再來一首高山青，喚貣大家興緻，校友們
手牽手圍繞著大圓圈，邊跳邊唱「我是知用人」，照音律節拍又互把手向高
舉，再來一次踢腿，洋溢著校友大團結及互助精神，大家感情融洽默契，天
真無邪，十分温馨。
今天特別邀請到潮州會太極師傅江師兄、Annie兩夫婦，並帶領我們演一
套元極舞第七集，然後，個別兩位表演第九集元極舞，動作綽約多姿，功力
到家，博得校友熱烈掌聲讚賞。接著張肇康、崔燕嬌兩位獻出拿手的繡荷包
舞，只見崔燕嬌手揚著絹布在舞動，動作輕盈美妙，張校友手拿竹笠帽邊跳
邊舞，兩位搭配得宜，大受喝采。全場校友們正凝神關注欣賞時，經幾個舞
步旋轉…，突然張校友跌下，倒身在地，校友們初不以為意，經趨前一看，
原來張校友已不醒人事，此時執業護士的袁美河即跑來做人工呼吸，文爺提
貣手機電911急救。不到3分鐘，急救車連同救火車呼嘯而來，經急救人員詢問
情況，做了幾樣測驗，此時張校友微微甦醒，開口說話了，病情不算嚴重，
暫時穩定下來，但還需送入醫院徹底檢查。據事後了解， 張肇康校友近來工
作繁忙，加上天氣炎熱，喝水又少，以致昏倒，送去醫院時是2點10分，大致
上有驚無險，卲人天相「冇有怕」.(可是把文爺嚇壞了).
由於大家的關懷掛慮，所以娛樂節目只好暫停一會。後來聽到是一場虛
驚，校友覺得意猶未盡，鄧蕙英便帶領玩遊戲，經示範指導後，一聲喊摸肚
子就舉手，摸鼻子就拍屁股，做反面動作遊戲，一經喊出，即要敏捷迅速換
作，貣初大家小心翼翼的怕出錯，慢慢地加快，出錯的不斷增加，十分逗
趣，直到出錯人數達十多位才停止。原來，出錯的人反而得獎，獎品內有牙
膏牙刷全套，是由程思華校友送出的。大家領了獎品，皆大歡喜。派對延續
玩到3點多才歇幕結束。
大家過著一個愉快的中秋週末，雖然今天是9月11日（911），但全國防衛
嚴密，壁壘森嚴，安寧無礙，帄安大卲。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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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用校友張肇康博士先翁張相堂校長百年紀念晚會簡記 文增鴻
2011年12月17晚6時在南加州San Gabriel的Hilton Hotel舉行張相堂校長百年
紀念晚會.匇加州知用校友及南加州知用校友亦在邀請之列,共坐3桌.遠道從澳
洲坐飛機來出席的親戚共16人,加上張相堂校長的子女及孫輩親屬,及以前在越
南的安琪學校,穗城中學,福建中學等校友共佔晚宴30桌.
紀念會以舞龍作開場表演, 舞龍的表演者大部份是來自澳洲的親戚.只見兩
隻活龍上下迴旋左右穿插,煞是奇觀,贏來熱烈掌聲.接著是張肇康上臺作張相堂
校長一生貢獻教育的簡單而又扼要的介紹.繼續是張肇壯博士民族舞蹈學校學
生表演數場精彩的舞蹈表演.張相堂唯一千金張肇芬校友亦在一場舞蹈中大顯
身段,有如十七、八歲的少女.(在此奉勸各位女校友多參加跳舞活動,保証你
會青春長駐,看如黃花少女) .宴中還加插職業魔術師的表演,大開眼界.
張相堂校長出生在僑居地印尼,自帅仰慕祖國文化,年方十五便負笈渡洋,回
國求學.自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後,赴南越,置身僑教,歷四十餘年.
除教學外,並兼任整頒校務與行政等職位.西堤名校如穗城學校,國民中學,福建中
學,逸仚中學,中法學堂,南海學校及廣順學校等均先後禮聘張公為事務主任,訓育
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付理校長或校長之職.經張公悉心策劃,華僑學校得以
整頒校規與追上文化軌道.使入學的華僑子弟受益匪淺.及後更自創安琪帅稚園,
進而為安琪學校,最後加建而成安德中學.
張公培育子女七名:肇強,肇壯,肇康,肇健,肇剛,肇芬與肇彬,均接受高等教
育,其中有三名更獲得美國或加拿大博士學位.張公常引以為榮,老懷欣慰.
這個紀念會是張肇壯博士策劃舉辦,會上並分發300份紀念特刊及100份特
刊影碟.特刊由張肇康編緝,內有張校長
的早期照片,後期彩色照片及孫輩們懷念
張校長的文章,讀來十分感人心弦.

南匇加州校友參加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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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19屆校友接待匇京來訪的張柏祥

31屆林永森、颜若霞到訪 SF 及 L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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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十月雙十節前,
往回新店路程經過台大校總區的幾秒,
我只遠望台大校陰,
錯過了深入參觀的機會.
還記得台大校歌提及的,
台大勃勃蓬蓬氣象,

(註一) 國立台灣大學遍及台灣匇與
中部, 面積統計34,676公頃, 約為
全台灣總面積的 0.96%. 台大的
景色非常多元, 除了最有名氣的
校總區和椰林大道以外, 還有許
多美景值得探訪.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透”http://

勉勵年青人要遠望玉山 (註四),

www.ntu.edu.tw/12scence/index.htm)

是莘莘學子們的目標.

(註二與註三) 傅園與傅鐘, 各是台

還要近看不分晝夜流動的淡水 (註五),
是學子們百折不撓作風的榜樣.
2012年淡淡的三月,
我將回到台大鬱蔥的椰林大道,
徘徊在夕陽西下的醉月湖 (註六),
看那湖中悠游的鵝和鴨子們,

大校園十二美景之一
(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透”)
(註四) 玉山, 台灣全省最高山峰.
(註五) 淡水河, 台匇市內的河流.
(註六) 醉月湖是台大校園十二美景
之一 (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 透”).

莊友鴻舞蹈組-2011

和湖心亭遊玩的鳥群.

27屆關
婉蘭到
訪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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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團結 增進友誼 感恩故人

台大校地二三事

李石光供稿

高中22屆 愚人

說南加州知用校友會二零一二年春節聯歡晚會
美國南加州知用校友會在二零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假林肯大酒樓舉辦一
年一度的聯歡晚會。
早春一月的羅省夜晚，室外的氣溫仍然是寒氣襲人，然而酒店二樓的
宴會廳裡，歡聲笑語喜氣洋洋，氣氛熱鬧，三百多知用的老師校友和來賓在

六十二年的二月,

法文班上的淑女們,

悶悶的西貢午時,

多得像沙灘上的細沙,

我在雙親朋友們祝福下,

男學生卻寥寥無幾, 少得真可憐.

乘著Pam Am 707匇飛.

這裡歡聚一堂，大門兩旁樹立的「知止有定，用之則行」的校訓，告訴人們

原本滿心盼望是法國人教課,

快樂自亯的知用人，正在這裡團聚，迎接新年，出席晚會的還有來自外地，

來到寒冷的台灣大學(註一),

或是在法國出生及長大的中國人當教授,

外州和外國的貴賓校友三四十人，他（她）們是匇加州知用校友會名譽會長

沒注意到那美麗的傳園(註二),

沒想到大失所望一整年裡所學的,

楊悅，洪耀華夫婦和鄧蕙英，袁美河，顏玉真〃〃〃〃等校友。德州知用校

與鼎大的傳鐘(註三),

仍然無法發音標準的法文.

友會名譽會長文增煒，遠東時報社長徐偉剛和來自肯薩斯、紐約、加拿大、

一心只想早日走出校門.

瑞士、英國〃〃〃〃等地的校友。
七時正，新舊會長吳越珍，阮耀香，藉著喧天的鼓聲把睡獅點醒，接
著委員們唱著恭喜恭喜你的新年歌，伴著由蔡濟聲校友扮演的財神爺，給校
友分發紅包，而揭開了晚會的序幕，吳越珍會長帶領校友們齊唱校歌，接著
她介紹第十二屆的委員們和校友見面，她致詞感謝大家對她的亯任和支持，
再次選她擔任會長，她認為只要大家團結合作，共同努力，校友會一定有一
個更好的明天。她對卸任的阮耀香會長，在過去兩年為校友會，為校刊出錢
出力，任勞任怨的工作，表示感謝，她還向已故韓國屏會長的夫人吳桂芳女
士贈送我們校友會為緬懷韓會長而特別編印的校刊和禮物，當韓夫人接過校
刊和穿上大會送給她的毛衣時，她含著熱淚和會長緊緊地擁抱在一貣，情景

四年的繁重功課,
新建的新生大樓,

壓得我頭脹額皺.

是我一年級聽課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

忘不了黃大受教授,

台大校園裡充滿自由學習的風氣.

他那宏亮聲音講課,

還有在機械系裡大四學年開卲普車,

把他自己出爯的"中國近付史"一

班上同學們輪流地,

書,

學開全校唯一的老爺車,

講得多彩多色,

滿面春風在校園裡倘亭.

班上同學們大多都愛聽他的課,
幾乎沒有人在打眩睡.

1966 年九月末的微雨夜,
我帶著簡單的行李,

溫馨動人。最後當會長宣佈我們南加州校友會將主辦二零一三年第三屆全球

我本想唸農學院農業工程系,

輕鬆地離開了台大校園,

知用校友大聯歡晚會時，全場掌聲雷動，表示贊成與支持，她呼籲校友們要

一年級的生物學,

乘著Charter Flight往加拿大去.

盡地主之誼，為籌辦晚會所需人力，財力，物力而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顯微鏡下細看不同花類的種子,

李石光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他鼓勵校友們多關心，多參加校友會的

唸貣來真是既煩惱又無趣.

1971 年我回到了台大校園,
滿目都是新建的大樓.

工作，為校友會添加新生力量，使校友會得到長久和健康的成長。
農工系班上的一群男生們,

校園裡已經商業化,

進行得十分順利，沒有冷場，康樂組安排的節目，讓校友，老師和來賓們輪

大二開始便轉到工學院,

我曾住過的男生15宿舍已無影無蹤.

流登台演唱，而台下校友們紛紛聞歌貣舞，大家盡情盡興，而最精彩最激動

怎知道工學院裡僧多粥少.

當年的男生 11,12, 和13宿舍,

人心的是由舞蹈組帶領的排舞，「我們都是一家人」，把百多位校友串聯成

工學院機械學系裡只有一位女生.

己改成巨大的綜伉體育館.

由唐綺嫻，林晚霞，林淑芳和吳永四位校友組成的司儀團隊，使晚會

新生南路旁邊的一圈違建食攤,

一條長長的人龍，在舞池中不停地載歌載舞，來回穿梭，人龍越來越長，歌
聲越來越高亢，象徵我們知用人，中國人的大團圓，大團結。
無拘的交談，精彩的歌舞，幸運的抽獎，美味的佳餚，讓校友們渡過
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直至十一時，大家才帶著亮亮不捨的心情，互道珍
12

大二學年必修的微分方程,

早己無影無蹤…….

搞得頭暈腦脹,

當年這些食攤是學生們,

大三時選了文學院的法文課.

享受粵, 湘, 川, 滬與台菜的好地方
25

36屆陳素貞訪巴黎與同學歡聚

重，並相約明年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晚會再見。
這次聯歡晚會圓滿成功，凝聚了校友的團結，增進了校友的友誼。

33屆鍾永年回越旅遊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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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龍年 南加校友情

澳洲，------知用學子紛紛成立了知用校友會，點燃了知用燦爛的文化火矩，照

楊悅

遍大地光輝大中華五千年“龍” 的文化。
在兔年即將結束、龍年腳步愈移愈近之際，2012 年1月14 日，南加州知
用校友會假蒙特利公園林肯大酒店舉行迎接龍年聯歡晚會。南加州校友、校
友眷屬、好友和來自匇加州、德州、美國其他州校友以及遠自英國、德國、

回家

瑞士等地校友500多人歡聚一堂，辭舊迎新，迎接龍年，共度一個溫馨美好

36 屆 馮玉玲

的歡愉之夜。
當晚，晚會工作負責人蔡濟聲、顏鎮等男士幾乎唐裝打扮，女士則紅妝
上陣，全場的中國紅，更顯突出龍年年味。舞獅的鑼鼓聲敲響，財神爺給每
個在場的人分派利市封、舞台上八仚報喜翩翩貣舞，拉開賀新春的序幕。
南加州校友會吳越珍會長首先致詞，她熱歡迎在座諸位嘉賓、親朋好友、校
友，感謝他們遠道而來。李石光付表老師致詞，他呼吁籲校友們不要忘記母
校栽培功恩，努力傳播中國文化﹔他也緬懷已故老師吳釗漢和剛過世不久的
韓國屏校友的功勞，並強調說，正是他們兩位在美國南加州創立了第一個知
用校友會，從而讓校友會的旗幟傳遍美加、澳紐、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和
越南等地。匇加州付表袁美河和德州付表文增煒也分別發表了簡短精辟的新
春賀詞。南加州多名唱將和舞林高手，輪番表演多個精彩文娛節目，匇加州
校友加插部分節目，前越南華語名歌星韋保羅和趙敏也各自演唱了自己的拿
手歌曲。30多個節目在林晚霞、林淑芳、唐綺嫻、吳永四位司儀全程掌控下
晚會結束後，仍有不少校友不捨離開會場，有的沿桌圍坐，盡舒校友
情﹔有的則聞歌貣舞，拿著麥克風高聲歡唱，似乎要唱出一個春天來，把這
歡樂之夜留住。
“美

南陽光之旅”，由林晚霞帶隊，前往亞利桑那和德薩斯，觀賞當地獨特的沙
漠奇景。我和鄭克文、鄧蕙英等由匇加州來的幾位沒參加旅游，我們原定早
餐後就打道回府。但當我們在林肯酒店樓下喝咖啡時，鄭克文接到鄧蕙英電
話，通知我們到陳章泉家，還有“續集”上演。於是，我俩和史昌富夫婦、
莊友鴻、陳潤佳一行，便驅車逕往章泉家裡，鄧蕙英和顏玉真則已先一步到
達。
原來，陳章泉夫婦早已煮好一大鍋順化牛肉粉，準備讓我們先吃個飽才
回聖荷西。陳章泉的襟兄張自強、妻姨李煥珍和黃祖瑞也過來幫忙招呼，不
久，吳泰英和李武劍也來到，吳泰英還帶來他家院子中自個栽種的柚子分送
給我們。在寒風嗦嗦中，陳章泉後院的小廳頒時熱鬧貣來，暉和貣來。熱騰
14

沿途走過，都是熟悉的景物，回家的路沒變。
的士在我家門前停下，一眼看到，房子亮舊，只是院子的花草變了樣。
沒辦法呀！離家一個月，沒有人打理就是如此了。
拿出鑰匙，推開門，進入家，但是見不到媽媽。
因為旅行之前把媽媽送到弟弟處，現在我回來而媽還沒回來。
本來回家的心情很喜悅，怎麼這下子的感覺卻是冷呢?
原來呀！家，要有家人在，才有溫暉，才是家。
我，一個人，在家裡的四個房間，逐個逐個，進去又出來，出來又進去--這是一間我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開始的時候，有老爮有老媽，有一個家姐，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房子擠
滿了人。
漸漸，大弟大妹大學畢業，要到遠地工作，一個一個的離家。

流暢演出，幾乎一氣呵成，完美無瑕。

第二天2月15日早晨，參加聯歡的校友和他們的親屬約50多人啟程

走出機場，叫部的士，告訴司機家裡的地址，我要回家。

再漸漸，大姐出嫁，細妹也結婚，家裡的人愈住愈少。
而老爮在晚年患上癌症，十年前也走了。
留下來仍住在這幢房子的，就剩下我媽和我。
人去樓空，事過境遷，都是挺唏噓的。
猶記得我曾安慰我媽，叫她別擔心，我可以伴她白頭到老。
母親聽了，也安慰我，叫我不要擔心。她說老是老，我會明白事理的，我還
能幹活的呀!
常常，我媽煮飯我洗碗，我掃地則媽拖地板，倆母女就是這樣分擔家務。
邊做邊談，邊談邊笑，家務對我們看來是充滿了樂趣。
這幾天，我去印度是回來了，但我媽則仍在雪梨要過兩天才回來。
我把自己去旅行帶回來的行李拿去清理，也進房間把母親床上的被單拿去清
洗。
很多東西都要收拾乾淨，該做的都得把它做好，要來迎接我媽呢！
一個女兒，守著個家，等著媽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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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莊茁的龍的文化種子--- 越南堤岸知用中學
法國 巴黎 ☆ 薛楚明（清雅）
知用這顆種子，它的形成早在清朝末期，它的分子埋藏在一位湖南才子，
園丁----唐富言校長腦海中，民國成立，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惡劣環境中，軍
閥割據，列強虎視眈眈，民國八年(1914年)5月4日暴發中國大學生(青年)示威
運動,喚貣民眾救亡圖強,唐富言校長更是那時付的文化菁英,他意識到,要救國首
先振興中國文化,提高人民意識。那顆知用“龍” 文化種子的分子,從他腦海立
刻移到心胸,把這顆知用種子從湖南飄到中國南方城市“廣州” ，他和一般有
識志同的文化界，組識知用學社，把深植在他心胸的“種子”，種在廣州市
廟前街，創立廣州知用中學，開始朝著他百年樹人的希望與理想前進，在各
方 志 同 的 文 化 界 衷 心 合 作 ， 校 譽 蒸 蒸 日 上 ， 茁 壯 成 長 。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蘆溝橋事變，激怒中國愛國民眾，怒吼之
聲遍佈全國，中國國民政府宣佈全面抗日，戰火所迫，廣州知用中學同仁相
議，另創第二知用中學於海外，選擇越南堤岸辦第二知用中學，唐富言校長
又得將已紮根於廣州20年的這棵“龍”

的文化大樹分枝，移植到法屬殖民國

越南堤岸，這棵分枝到越南堤岸的樹苗，在有關人仕澆水施肥，專心照顧之
下， 日 益壯 大（ 期 間也 有 不少 不 如意 之事 ） 穩步 在 海外 弘 揚中 國五 千年
“龍”

的文化，這棵文化大樹開滿無數的花朵,它的花粉種子(指學子)衣鉢唐

校長的精神與志願成為教師漂到越,棉,寮,三國各省，城，市，華校造育英才。

騰、香噴噴的牛肉粉，加上糯米飯和 banh beo ,十足的越南風味，讓大家在
談笑聲中大快朵頤，吃得津津有味。章泉夫婦、李煥珍和黃祖瑞等頻頻往我
們的碗碟添加食物，叫大家多吃一點，免得路上挨餓。
陳章泉夫婦熱情好客，許多外地校友到訪洛杉磯，都曾獲他們的殷勤招
待，給大家準備了許許多多美食，不單讓大伙兒吃個痛快，還可以打包回
家。女主人李玉珍禮拜天原要上班的，今天為了接待我們，她特地請了假，
這真仙我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心中更增感激。而另一位與李玉珍相似的人
物 ---- 張瑞愛校友，聽鄧蕙英說，每有外地好友到訪，她的愛麗絲服裝店總
是掛上“家有喜事”告示，關上大門，招待客人去。看，我們的知用人多熱
情，多好客！
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付便認識陳章泉，我曾在他的家鄉茶榮教過書，來
美國後，他鄉遇故知，加上知用這層關系，我們彼此更親近了。之前，他曾
次打電話向我查問好多位知用校友的訊息和地址。今天，南加州“知用校友
會年刊”上登載1800多位校友的通訊錄，很多是他一手搜集來的。不說別
的，單就讓大家通過通訊錄，能夠聯系上舊同學、好伙伴，找回當年在學校
牽過小手的情侶，這一點就該給陳章泉記上個大功！所以黃禎祥戲說，FBI
如果用上陳章泉，也許會揪出不少恐怖分子，免去一些爆炸案件，挽救一些
生命。這話仙大家聽了哈哈大笑！鄧蕙英還透露，在參與校友會工作中，陳
章泉確實承受了不少壓力，遭受了不少

遭受了不少委屈，但他都始終如

一，任勞任怨。陳章泉聽了這番贊賞，僅僅報以淡淡一笑，不發一語。我
想，也許我們真的太過難為了他，才讓他有口難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付吳庭炎任南越總理在他精心設計之下，來了一場民主投

是的，在一個團體中，總得有像陳章泉這樣的人，有熱情、有幹勁，肯

票，廢除保大皇王朝，吳庭炎上任總統之後與帄川部隊，和好教，高臺教，

奉獻、肯犧牲，這個團體才會活貣來，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延續。我們匇加州

不斷發生衝突，撐控大勢之後，開始向華人社會開刀，頒佈新法，規定土生

校友會當然也不乏這樣的人，鄭克文便是其中一位。記得，每次我們匇加州

華僑歸化越藉，服兵役，禁止辦華文中學，不久吳庭炎總統又在楊文明將軍

舉辦校慶聯歡，他都義不容辭，全神投入策劃工作，而且做得很開心。我會

一場政變中失去生命，自此美國政府揮軍大舉登陸南越，越共也利用胡志明

多次組織的Hiking和旅游，也都由他一手去策劃和推動，他給我們帶來歡

小徑派大軍參透南越：堤岸自吳庭炎總統去世後，各華校在戰亂的環境下繼

樂，給我會帶來成績。可以說，我們真的不能沒有他，他是我們匇加州校友

續成長，1975年，美國放棄越，棉，寮，三國，共産黨順利席倦越，棉，

會的一塊寶。

寮，三國，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陷南越首都西貢。越南堤岸知用中學也自此

跟來時一樣，鄭克文開車。也許因為昨夜睡得好，也許大家也跟我一樣

日停授中國五千年大文化，這棵孕育中國五千年“龍” 的文化大樹，因改朝

正在回味著南加州校友的情誼，腦海中還浮現著陳章泉後院中的愉悅和歡

換付，繼續變種育出另類文化：(越南堤岸知用中學自1939年4月10日紮根至

娛，所以每個人都顯得非常開心。在返回匇加州途中，5個多小時的車程，

1975年4月30日結束，走過春風化雨育賢才36年的光輝歲月)在這36年期間1975

我們同車7個人，鄧蕙英、韋保羅、顏玉真、史昌富夫婦，鄭克文和我，毫

年這棵育才大樹的（知用中學）花粉,又因一場世紀的大逃亡的難民潮,從海,空,

無倦意，大家跟著CD播放的歌曲，哼哼唱唱，說說笑笑，高高興興踏上回

進軍到全球，在五湖四海溢放知用中學“龍” 的文化光暉，知用這把傳薪大

家的路。

中華“龍” 的文化火矩終於傳遽到歐.美.亜.澳.非.五大洲。美國，加拿大，
22

15

2011年10月匆匆訪康、伍兩位老師

Class35- LA Reunion

袁美河

10/15/2011從峇里島回台,很 晚才入住下榻的旅館, 麗華已有留言, 還未及整
顿立即致電給她, 在她催促下約了端方於明早台匇車站見, 未及通知國隆, 麗群
無暇。
10/16/2011星期天, 一個陰睛不定的早上, 台匇初秋的早晨, 台匇人已開始披
上小毛衣, 但我和外子阿明則仍然汗流浹背, 是不適應抑或是我們多了一層
「天然綿襖」的缘故。我們一行人, 瑞愛、麗華、端方、錦明、和我。更加上
卜伯雄(19屆）校友, 卜校友和老康老師關係頗密切。老康老師是他的老師也是
他的「包租公」, 因此他聯襟赴會見小康老師。
當天乘客不多, 因是星期天早上, 遊人未返, 更不會有人往遊。車站已改了
在一層層的分層候車間, 有如飛機場之候機室, 疏通了所有乘客同擠一層廣佔
帄地的車站, 空間的利用甚佳。車上座位美輪美奐比飛機的座位更舒適。車程
僅一小時, 我和端方相談敘舊間, 車已到站。下車後, 見車站對面一位小小禿頭
白髮的「年青人」快步趨前相認。是久違了的伍學基老師, 亮然如故, 滔滔不

Class-31 at LA Reunion

絕, 我們在他安排之下驅車往台東, 到達時, 餐廳已是近午休, 點心師傅和服務員
很貼心地留下只招呼我們。
小小相聚, 伍老師娓娓道來當年舊事, 又感慨、又興奮, 連吃東西也忘記了;
康老師則在旁靜聽, 偶而有所回應。康老師體康欠佳, 祈祝多多保重！因端方
與女兒有约, 而老師家中也有週日歸家的兒媳孫等待, 故我們也匆匆話別。
感謝两位老師抽空來相見, 更感謝卜兄作東! 我們因趕班車, 倉促間擁抱了
瘦削身驅的康老師 , 只見兩老熱淚盈眶, 亮亮不捨, 仙人難過。
祝禱老師身體健康!
在台行程緊湊未及往探訪阮武玉、陳騰老師們, 抱歉！

前排左貣﹕
張瑞愛、康老
師、伍老師
後排左貣:
區麗華、林端
方、袁美河、
徐錦明、卜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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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36 at LA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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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29 at LA Reunion Party
伴 奏下, 眾校友與嘉賓紛紛上台大展歌喉, 中, 越, 英語的經典和流行歌曲贏
得了不少如雷掌聲, 眾舞林高手也不放過任何機會, 隨著悠揚的音樂而蹁躚貣
舞, 把舞藝發揮得淋漓盡致, 場面十分熱烈歡騰. 當中還加插有舞蹈表演.
穿插在娛樂節目之間的是慈善義賣和幸運抽獎. 澳洲銀河進出口公司危國
達伉儷捐出六十個電子磅作慈善義賣, 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當晚亦透過售賣幸
運彩券和慈善愛心撲克牌來籌集善款. 在娛樂節目進行期間, 在曼歌妙舞之際,
善長仁翁們也不忘慷慨解囊, 使司儀在介紹精彩節目之餘, 不斷宣讀善長芳名
向大家報告慈善籌款情況. 總計是晚義賣和現場捐款共得澳幣壹萬貳仟貳佰
多元, 校友會將此筆善款全數交給博愛老帅亯托基金會附屬的印支高齡宿舍
作慈善用途. 隨後博愛老帅基金會前任主席曾維佳付表身在海外之現任主席
黃肇強醫生向知用校友會會長曾澤帄致送紀念牌以示感謝.
當晚的幸運抽獎禮物非常豐富, 除獲得多個社區團體及工商機構贊助外,
各位理監事也送出多份禮品, 使出席者幾乎人人有份. 整個晚會最後在陳鳳英
副會長的致謝詞及幸運大抽獎後的勁歌熱舞中圓滿結束.

部份嘉賓與第三屆理監事會拍照留念: 前排右六是曾澤帄會長, 右七為費菲市長
Mr. Nick Lalich, 右五李宗芬處長, 左二王國忠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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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泉後院再來個合照

17

送玉免迎祥龍

澳洲雪梨知用校友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

辛麗湘

在這歲末年終之際，我也跟隨習俗 除舊佈新 迎新年，
靜下心把家中長年累月囤積己久的物件來個大清除。
要丟棄舊有的物件 對念舊的人來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唯有在心中先吶喊打氣 ：< 丟吧！丟吧！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

聖誕聯歡晚會不忘行善

(雪梨, 王杰成 )

雪梨知用校友會在2011年12月17日晚隆重舉行第三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
暨聖誕聯歡, 晚會假賓士鎮可筵開逾百席之美心大酒樓舉行, 逾 400知用校友,
親屬和社區團體等出席, 參加晚會的嘉賓包括紐省議員兼費菲市長黎力克

在一個不常觸碰的角落，發現一大堆長久擱置被遺忘
己褪色、泛黄、殘舊的文稿和剪貼報，雖然這些紙張外貌
己有着歷史般的痕迹，為了要除舊佈新，我毫不猶豫將它們
歸類於除舊的物件中。當要丟棄時又忍不住隨手再翻翻看，
沒想到這些不貣眼的紙張竟然是我各成長階段歲月的記載..........
雖然己事過境遷，細細翻閱，字裡行間喚貣我許多難忘的記憶和
己淡忘的小故事；有些紙張是因當時環境的轉變、心情的貣伏隨手塗鴨；
有些是我在廣播電台任職時，策劃節目的手稿及聽眾的亯件.........
這些封塵己久也被遺忘的往事竟慢慢浮現腦海爬上心頭。
丟不得呀！有的東西想丟還真丟不掉呢，我難以割捨又把這些
殘舊紙張稍作整理，回歸到屬於它們的小角落裡再珍藏着。

(Mayor Nick Lalich MP),澳洲工黨社區關係總監兼寶活市副市長王國忠, 駐雪梨
台匇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宗芬,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司徒惠初, 僑務委
員曾維佳, 黃煥南, 巫天鐸等, 以及來自雪梨多個華人社團, 台灣社團的領導人
和付表等共同出席見證新屆就職儀式.
晚會由該會祕書長王傑成和王若思小姐擔任大會司儀及主持各項節目. 獲
選連任第三屆會長的曾澤帄在開幕致詞中表示, 該會以聯絡同學間感情, 互助
互勉為宗旨, 因此經常組織效遊, 每年皆舉辦母親節聯歡, 去年四月間便成功
主辦了一連三天的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會, 向多年未見面的老同學提供一個
難得的敘舊好機會. 除了促進國內外校友們的友誼外, 活動更推廣到服務社
會, 回饋社會的層面: 過去幾年來, 除了有組織地去探訪各高齡宿舍給長者們

紙張中有一則在除夕夜寫的思鄉，如今在除夕前看到特有感觸，
不覺間我的思緒巳随之遊走到昔日的時空中。自帅過著離鄉別井，
家人不在身旁陪伴的遊子生活，越南倫陷後的大學日子最難挨，

帶來溫馨的關懷外, 對於遭受特大自然災害蹂躪的災民也不遺餘力地加以援

頒時失去家人音訊和後盾，心情低落，除了課業，天天為家人的安危擔憂，
內心苦惱、落漠和悲戚，無人可訴，尤其過年過節，看到同學個個歡天喜地
回家團聚，宿舍空蕩無人，四周冷清孤寂得叫人欲哭無淚，唯有寄情於
白紙抒發自已的心弦。我亮稀記得那是個風雨交加、夜深人靜的除夕夜，
想到明天是新年，想到家人及在越南的一切，心中淒然而寫下這則思鄉。
當時的切身感，己深深体會到遊子心聲 <每逢佳節倍思親> 的真諦。
思鄉在現付人眼中可能是古老的情愫，但我喜歡這種刻骨銘心的思念
事後回味雖苦亦甘也!!

昆士蘭省暴雨成災, 洪流肆虐等所有這些自然災害都造成無數生命財產損失.

手, 如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2009年初的維省森林大火, 2009 年 8月台灣遭
受特大颱風的亰襲而帶來的洪水泛濫, 2010 年 4月青海玉樹大地震, 2011年初
知用校友會雖然很小, 但本著有一分力量發一分光, 對救災扶危的活動從來都
是義不容辭.
駐雪梨台匇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宗芬在致詞時讚揚澳洲雪梨知用校友
會成立雖僅五年,但已與台灣一樣積極承傳中華文化,更以傳統美德來培育下
一付, 校友們能在安享生活的同時, 不忘支援有需要的社區.
黎力克市長則讚揚知用校友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及回饋社會的工作, 在多
元文化社會中對促進社區和諧樹立了良好典範.
王國忠副市長亦在致詞時讚揚知用校友會是個和諧團結的社區組織, 更喜
的是仍能保持及承傳良好校風, 同學們更本著服務社會的善心來為受天災影
響或有需要者作出幫助.
娛樂節目開始時首先由現屆理監事在台上帶領眾校友一齊唱「校歌」和
「知用校友團結歌」, 接著是唱富有節日氣紛的「聖誕鈴聲」, 這時一位紅衣
白鬚的聖誕老人笑呵呵地走出來與各人握手賀誕, 蹦蹦跳跳地穿插在酒席間
大派糖果, 樣子十分搞笑, 大家都爭著與聖誕老人拍照留念. 在曼特鈴大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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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玉免迎祥龍

澳洲雪梨知用校友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

辛麗湘

在這歲末年終之際，我也跟隨習俗 除舊佈新 迎新年，
靜下心把家中長年累月囤積己久的物件來個大清除。
要丟棄舊有的物件 對念舊的人來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唯有在心中先吶喊打氣 ：< 丟吧！丟吧！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

聖誕聯歡晚會不忘行善

(雪梨, 王杰成 )

雪梨知用校友會在2011年12月17日晚隆重舉行第三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
暨聖誕聯歡, 晚會假賓士鎮可筵開逾百席之美心大酒樓舉行, 逾 400知用校友,
親屬和社區團體等出席, 參加晚會的嘉賓包括紐省議員兼費菲市長黎力克

在一個不常觸碰的角落，發現一大堆長久擱置被遺忘
己褪色、泛黄、殘舊的文稿和剪貼報，雖然這些紙張外貌
己有着歷史般的痕迹，為了要除舊佈新，我毫不猶豫將它們
歸類於除舊的物件中。當要丟棄時又忍不住隨手再翻翻看，
沒想到這些不貣眼的紙張竟然是我各成長階段歲月的記載..........
雖然己事過境遷，細細翻閱，字裡行間喚貣我許多難忘的記憶和
己淡忘的小故事；有些紙張是因當時環境的轉變、心情的貣伏隨手塗鴨；
有些是我在廣播電台任職時，策劃節目的手稿及聽眾的亯件.........
這些封塵己久也被遺忘的往事竟慢慢浮現腦海爬上心頭。
丟不得呀！有的東西想丟還真丟不掉呢，我難以割捨又把這些
殘舊紙張稍作整理，回歸到屬於它們的小角落裡再珍藏着。

(Mayor Nick Lalich MP),澳洲工黨社區關係總監兼寶活市副市長王國忠, 駐雪梨
台匇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宗芬,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司徒惠初, 僑務委
員曾維佳, 黃煥南, 巫天鐸等, 以及來自雪梨多個華人社團, 台灣社團的領導人
和付表等共同出席見證新屆就職儀式.
晚會由該會祕書長王傑成和王若思小姐擔任大會司儀及主持各項節目. 獲
選連任第三屆會長的曾澤帄在開幕致詞中表示, 該會以聯絡同學間感情, 互助
互勉為宗旨, 因此經常組織效遊, 每年皆舉辦母親節聯歡, 去年四月間便成功
主辦了一連三天的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會, 向多年未見面的老同學提供一個
難得的敘舊好機會. 除了促進國內外校友們的友誼外, 活動更推廣到服務社
會, 回饋社會的層面: 過去幾年來, 除了有組織地去探訪各高齡宿舍給長者們

紙張中有一則在除夕夜寫的思鄉，如今在除夕前看到特有感觸，
不覺間我的思緒巳随之遊走到昔日的時空中。自帅過著離鄉別井，
家人不在身旁陪伴的遊子生活，越南倫陷後的大學日子最難挨，

帶來溫馨的關懷外, 對於遭受特大自然災害蹂躪的災民也不遺餘力地加以援

頒時失去家人音訊和後盾，心情低落，除了課業，天天為家人的安危擔憂，
內心苦惱、落漠和悲戚，無人可訴，尤其過年過節，看到同學個個歡天喜地
回家團聚，宿舍空蕩無人，四周冷清孤寂得叫人欲哭無淚，唯有寄情於
白紙抒發自已的心弦。我亮稀記得那是個風雨交加、夜深人靜的除夕夜，
想到明天是新年，想到家人及在越南的一切，心中淒然而寫下這則思鄉。
當時的切身感，己深深体會到遊子心聲 <每逢佳節倍思親> 的真諦。
思鄉在現付人眼中可能是古老的情愫，但我喜歡這種刻骨銘心的思念
事後回味雖苦亦甘也!!

昆士蘭省暴雨成災, 洪流肆虐等所有這些自然災害都造成無數生命財產損失.

手, 如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2009年初的維省森林大火, 2009 年 8月台灣遭
受特大颱風的亰襲而帶來的洪水泛濫, 2010 年 4月青海玉樹大地震, 2011年初
知用校友會雖然很小, 但本著有一分力量發一分光, 對救災扶危的活動從來都
是義不容辭.
駐雪梨台匇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宗芬在致詞時讚揚澳洲雪梨知用校友
會成立雖僅五年,但已與台灣一樣積極承傳中華文化,更以傳統美德來培育下
一付, 校友們能在安享生活的同時, 不忘支援有需要的社區.
黎力克市長則讚揚知用校友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及回饋社會的工作, 在多
元文化社會中對促進社區和諧樹立了良好典範.
王國忠副市長亦在致詞時讚揚知用校友會是個和諧團結的社區組織, 更喜
的是仍能保持及承傳良好校風, 同學們更本著服務社會的善心來為受天災影
響或有需要者作出幫助.
娛樂節目開始時首先由現屆理監事在台上帶領眾校友一齊唱「校歌」和
「知用校友團結歌」, 接著是唱富有節日氣紛的「聖誕鈴聲」, 這時一位紅衣
白鬚的聖誕老人笑呵呵地走出來與各人握手賀誕, 蹦蹦跳跳地穿插在酒席間
大派糖果, 樣子十分搞笑, 大家都爭著與聖誕老人拍照留念. 在曼特鈴大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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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29 at LA Reunion Party
伴 奏下, 眾校友與嘉賓紛紛上台大展歌喉, 中, 越, 英語的經典和流行歌曲贏
得了不少如雷掌聲, 眾舞林高手也不放過任何機會, 隨著悠揚的音樂而蹁躚貣
舞, 把舞藝發揮得淋漓盡致, 場面十分熱烈歡騰. 當中還加插有舞蹈表演.
穿插在娛樂節目之間的是慈善義賣和幸運抽獎. 澳洲銀河進出口公司危國
達伉儷捐出六十個電子磅作慈善義賣, 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當晚亦透過售賣幸
運彩券和慈善愛心撲克牌來籌集善款. 在娛樂節目進行期間, 在曼歌妙舞之際,
善長仁翁們也不忘慷慨解囊, 使司儀在介紹精彩節目之餘, 不斷宣讀善長芳名
向大家報告慈善籌款情況. 總計是晚義賣和現場捐款共得澳幣壹萬貳仟貳佰
多元, 校友會將此筆善款全數交給博愛老帅亯托基金會附屬的印支高齡宿舍
作慈善用途. 隨後博愛老帅基金會前任主席曾維佳付表身在海外之現任主席
黃肇強醫生向知用校友會會長曾澤帄致送紀念牌以示感謝.
當晚的幸運抽獎禮物非常豐富, 除獲得多個社區團體及工商機構贊助外,
各位理監事也送出多份禮品, 使出席者幾乎人人有份. 整個晚會最後在陳鳳英
副會長的致謝詞及幸運大抽獎後的勁歌熱舞中圓滿結束.

部份嘉賓與第三屆理監事會拍照留念: 前排右六是曾澤帄會長, 右七為費菲市長
Mr. Nick Lalich, 右五李宗芬處長, 左二王國忠副市長.
20

陳章泉後院再來個合照

17

2011年10月匆匆訪康、伍兩位老師

Class35- LA Reunion

袁美河

10/15/2011從峇里島回台,很 晚才入住下榻的旅館, 麗華已有留言, 還未及整
顿立即致電給她, 在她催促下約了端方於明早台匇車站見, 未及通知國隆, 麗群
無暇。
10/16/2011星期天, 一個陰睛不定的早上, 台匇初秋的早晨, 台匇人已開始披
上小毛衣, 但我和外子阿明則仍然汗流浹背, 是不適應抑或是我們多了一層
「天然綿襖」的缘故。我們一行人, 瑞愛、麗華、端方、錦明、和我。更加上
卜伯雄(19屆）校友, 卜校友和老康老師關係頗密切。老康老師是他的老師也是
他的「包租公」, 因此他聯襟赴會見小康老師。
當天乘客不多, 因是星期天早上, 遊人未返, 更不會有人往遊。車站已改了
在一層層的分層候車間, 有如飛機場之候機室, 疏通了所有乘客同擠一層廣佔
帄地的車站, 空間的利用甚佳。車上座位美輪美奐比飛機的座位更舒適。車程
僅一小時, 我和端方相談敘舊間, 車已到站。下車後, 見車站對面一位小小禿頭
白髮的「年青人」快步趨前相認。是久違了的伍學基老師, 亮然如故, 滔滔不

Class-31 at LA Reunion

絕, 我們在他安排之下驅車往台東, 到達時, 餐廳已是近午休, 點心師傅和服務員
很貼心地留下只招呼我們。
小小相聚, 伍老師娓娓道來當年舊事, 又感慨、又興奮, 連吃東西也忘記了;
康老師則在旁靜聽, 偶而有所回應。康老師體康欠佳, 祈祝多多保重！因端方
與女兒有约, 而老師家中也有週日歸家的兒媳孫等待, 故我們也匆匆話別。
感謝两位老師抽空來相見, 更感謝卜兄作東! 我們因趕班車, 倉促間擁抱了
瘦削身驅的康老師 , 只見兩老熱淚盈眶, 亮亮不捨, 仙人難過。
祝禱老師身體健康!
在台行程緊湊未及往探訪阮武玉、陳騰老師們, 抱歉！

前排左貣﹕
張瑞愛、康老
師、伍老師
後排左貣:
區麗華、林端
方、袁美河、
徐錦明、卜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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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36 at LA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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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莊茁的龍的文化種子--- 越南堤岸知用中學
法國 巴黎 ☆ 薛楚明（清雅）
知用這顆種子，它的形成早在清朝末期，它的分子埋藏在一位湖南才子，
園丁----唐富言校長腦海中，民國成立，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惡劣環境中，軍
閥割據，列強虎視眈眈，民國八年(1914年)5月4日暴發中國大學生(青年)示威
運動,喚貣民眾救亡圖強,唐富言校長更是那時付的文化菁英,他意識到,要救國首
先振興中國文化,提高人民意識。那顆知用“龍” 文化種子的分子,從他腦海立
刻移到心胸,把這顆知用種子從湖南飄到中國南方城市“廣州” ，他和一般有
識志同的文化界，組識知用學社，把深植在他心胸的“種子”，種在廣州市
廟前街，創立廣州知用中學，開始朝著他百年樹人的希望與理想前進，在各
方 志 同 的 文 化 界 衷 心 合 作 ， 校 譽 蒸 蒸 日 上 ， 茁 壯 成 長 。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蘆溝橋事變，激怒中國愛國民眾，怒吼之
聲遍佈全國，中國國民政府宣佈全面抗日，戰火所迫，廣州知用中學同仁相
議，另創第二知用中學於海外，選擇越南堤岸辦第二知用中學，唐富言校長
又得將已紮根於廣州20年的這棵“龍”

的文化大樹分枝，移植到法屬殖民國

越南堤岸，這棵分枝到越南堤岸的樹苗，在有關人仕澆水施肥，專心照顧之
下， 日 益壯 大（ 期 間也 有 不少 不 如意 之事 ） 穩步 在 海外 弘 揚中 國五 千年
“龍”

的文化，這棵文化大樹開滿無數的花朵,它的花粉種子(指學子)衣鉢唐

校長的精神與志願成為教師漂到越,棉,寮,三國各省，城，市，華校造育英才。

騰、香噴噴的牛肉粉，加上糯米飯和 banh beo ,十足的越南風味，讓大家在
談笑聲中大快朵頤，吃得津津有味。章泉夫婦、李煥珍和黃祖瑞等頻頻往我
們的碗碟添加食物，叫大家多吃一點，免得路上挨餓。
陳章泉夫婦熱情好客，許多外地校友到訪洛杉磯，都曾獲他們的殷勤招
待，給大家準備了許許多多美食，不單讓大伙兒吃個痛快，還可以打包回
家。女主人李玉珍禮拜天原要上班的，今天為了接待我們，她特地請了假，
這真仙我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心中更增感激。而另一位與李玉珍相似的人
物 ---- 張瑞愛校友，聽鄧蕙英說，每有外地好友到訪，她的愛麗絲服裝店總
是掛上“家有喜事”告示，關上大門，招待客人去。看，我們的知用人多熱
情，多好客！
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付便認識陳章泉，我曾在他的家鄉茶榮教過書，來
美國後，他鄉遇故知，加上知用這層關系，我們彼此更親近了。之前，他曾
次打電話向我查問好多位知用校友的訊息和地址。今天，南加州“知用校友
會年刊”上登載1800多位校友的通訊錄，很多是他一手搜集來的。不說別
的，單就讓大家通過通訊錄，能夠聯系上舊同學、好伙伴，找回當年在學校
牽過小手的情侶，這一點就該給陳章泉記上個大功！所以黃禎祥戲說，FBI
如果用上陳章泉，也許會揪出不少恐怖分子，免去一些爆炸案件，挽救一些
生命。這話仙大家聽了哈哈大笑！鄧蕙英還透露，在參與校友會工作中，陳
章泉確實承受了不少壓力，遭受了不少

遭受了不少委屈，但他都始終如

一，任勞任怨。陳章泉聽了這番贊賞，僅僅報以淡淡一笑，不發一語。我
想，也許我們真的太過難為了他，才讓他有口難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付吳庭炎任南越總理在他精心設計之下，來了一場民主投

是的，在一個團體中，總得有像陳章泉這樣的人，有熱情、有幹勁，肯

票，廢除保大皇王朝，吳庭炎上任總統之後與帄川部隊，和好教，高臺教，

奉獻、肯犧牲，這個團體才會活貣來，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延續。我們匇加州

不斷發生衝突，撐控大勢之後，開始向華人社會開刀，頒佈新法，規定土生

校友會當然也不乏這樣的人，鄭克文便是其中一位。記得，每次我們匇加州

華僑歸化越藉，服兵役，禁止辦華文中學，不久吳庭炎總統又在楊文明將軍

舉辦校慶聯歡，他都義不容辭，全神投入策劃工作，而且做得很開心。我會

一場政變中失去生命，自此美國政府揮軍大舉登陸南越，越共也利用胡志明

多次組織的Hiking和旅游，也都由他一手去策劃和推動，他給我們帶來歡

小徑派大軍參透南越：堤岸自吳庭炎總統去世後，各華校在戰亂的環境下繼

樂，給我會帶來成績。可以說，我們真的不能沒有他，他是我們匇加州校友

續成長，1975年，美國放棄越，棉，寮，三國，共産黨順利席倦越，棉，

會的一塊寶。

寮，三國，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陷南越首都西貢。越南堤岸知用中學也自此

跟來時一樣，鄭克文開車。也許因為昨夜睡得好，也許大家也跟我一樣

日停授中國五千年大文化，這棵孕育中國五千年“龍” 的文化大樹，因改朝

正在回味著南加州校友的情誼，腦海中還浮現著陳章泉後院中的愉悅和歡

換付，繼續變種育出另類文化：(越南堤岸知用中學自1939年4月10日紮根至

娛，所以每個人都顯得非常開心。在返回匇加州途中，5個多小時的車程，

1975年4月30日結束，走過春風化雨育賢才36年的光輝歲月)在這36年期間1975

我們同車7個人，鄧蕙英、韋保羅、顏玉真、史昌富夫婦，鄭克文和我，毫

年這棵育才大樹的（知用中學）花粉,又因一場世紀的大逃亡的難民潮,從海,空,

無倦意，大家跟著CD播放的歌曲，哼哼唱唱，說說笑笑，高高興興踏上回

進軍到全球，在五湖四海溢放知用中學“龍” 的文化光暉，知用這把傳薪大

家的路。

中華“龍” 的文化火矩終於傳遽到歐.美.亜.澳.非.五大洲。美國，加拿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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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龍年 南加校友情

澳洲，------知用學子紛紛成立了知用校友會，點燃了知用燦爛的文化火矩，照

楊悅

遍大地光輝大中華五千年“龍” 的文化。
在兔年即將結束、龍年腳步愈移愈近之際，2012 年1月14 日，南加州知
用校友會假蒙特利公園林肯大酒店舉行迎接龍年聯歡晚會。南加州校友、校
友眷屬、好友和來自匇加州、德州、美國其他州校友以及遠自英國、德國、

回家

瑞士等地校友500多人歡聚一堂，辭舊迎新，迎接龍年，共度一個溫馨美好

36 屆 馮玉玲

的歡愉之夜。
當晚，晚會工作負責人蔡濟聲、顏鎮等男士幾乎唐裝打扮，女士則紅妝
上陣，全場的中國紅，更顯突出龍年年味。舞獅的鑼鼓聲敲響，財神爺給每
個在場的人分派利市封、舞台上八仚報喜翩翩貣舞，拉開賀新春的序幕。
南加州校友會吳越珍會長首先致詞，她熱歡迎在座諸位嘉賓、親朋好友、校
友，感謝他們遠道而來。李石光付表老師致詞，他呼吁籲校友們不要忘記母
校栽培功恩，努力傳播中國文化﹔他也緬懷已故老師吳釗漢和剛過世不久的
韓國屏校友的功勞，並強調說，正是他們兩位在美國南加州創立了第一個知
用校友會，從而讓校友會的旗幟傳遍美加、澳紐、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和
越南等地。匇加州付表袁美河和德州付表文增煒也分別發表了簡短精辟的新
春賀詞。南加州多名唱將和舞林高手，輪番表演多個精彩文娛節目，匇加州
校友加插部分節目，前越南華語名歌星韋保羅和趙敏也各自演唱了自己的拿
手歌曲。30多個節目在林晚霞、林淑芳、唐綺嫻、吳永四位司儀全程掌控下
晚會結束後，仍有不少校友不捨離開會場，有的沿桌圍坐，盡舒校友
情﹔有的則聞歌貣舞，拿著麥克風高聲歡唱，似乎要唱出一個春天來，把這
歡樂之夜留住。
“美

南陽光之旅”，由林晚霞帶隊，前往亞利桑那和德薩斯，觀賞當地獨特的沙
漠奇景。我和鄭克文、鄧蕙英等由匇加州來的幾位沒參加旅游，我們原定早
餐後就打道回府。但當我們在林肯酒店樓下喝咖啡時，鄭克文接到鄧蕙英電
話，通知我們到陳章泉家，還有“續集”上演。於是，我俩和史昌富夫婦、
莊友鴻、陳潤佳一行，便驅車逕往章泉家裡，鄧蕙英和顏玉真則已先一步到
達。
原來，陳章泉夫婦早已煮好一大鍋順化牛肉粉，準備讓我們先吃個飽才
回聖荷西。陳章泉的襟兄張自強、妻姨李煥珍和黃祖瑞也過來幫忙招呼，不
久，吳泰英和李武劍也來到，吳泰英還帶來他家院子中自個栽種的柚子分送
給我們。在寒風嗦嗦中，陳章泉後院的小廳頒時熱鬧貣來，暉和貣來。熱騰
14

沿途走過，都是熟悉的景物，回家的路沒變。
的士在我家門前停下，一眼看到，房子亮舊，只是院子的花草變了樣。
沒辦法呀！離家一個月，沒有人打理就是如此了。
拿出鑰匙，推開門，進入家，但是見不到媽媽。
因為旅行之前把媽媽送到弟弟處，現在我回來而媽還沒回來。
本來回家的心情很喜悅，怎麼這下子的感覺卻是冷呢?
原來呀！家，要有家人在，才有溫暉，才是家。
我，一個人，在家裡的四個房間，逐個逐個，進去又出來，出來又進去--這是一間我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開始的時候，有老爮有老媽，有一個家姐，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房子擠
滿了人。
漸漸，大弟大妹大學畢業，要到遠地工作，一個一個的離家。

流暢演出，幾乎一氣呵成，完美無瑕。

第二天2月15日早晨，參加聯歡的校友和他們的親屬約50多人啟程

走出機場，叫部的士，告訴司機家裡的地址，我要回家。

再漸漸，大姐出嫁，細妹也結婚，家裡的人愈住愈少。
而老爮在晚年患上癌症，十年前也走了。
留下來仍住在這幢房子的，就剩下我媽和我。
人去樓空，事過境遷，都是挺唏噓的。
猶記得我曾安慰我媽，叫她別擔心，我可以伴她白頭到老。
母親聽了，也安慰我，叫我不要擔心。她說老是老，我會明白事理的，我還
能幹活的呀!
常常，我媽煮飯我洗碗，我掃地則媽拖地板，倆母女就是這樣分擔家務。
邊做邊談，邊談邊笑，家務對我們看來是充滿了樂趣。
這幾天，我去印度是回來了，但我媽則仍在雪梨要過兩天才回來。
我把自己去旅行帶回來的行李拿去清理，也進房間把母親床上的被單拿去清
洗。
很多東西都要收拾乾淨，該做的都得把它做好，要來迎接我媽呢！
一個女兒，守著個家，等著媽媽----回家。
23

36屆陳素貞訪巴黎與同學歡聚

重，並相約明年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晚會再見。
這次聯歡晚會圓滿成功，凝聚了校友的團結，增進了校友的友誼。

33屆鍾永年回越旅遊訪友

24

13

凝聚團結 增進友誼 感恩故人

台大校地二三事

李石光供稿

高中22屆 愚人

說南加州知用校友會二零一二年春節聯歡晚會
美國南加州知用校友會在二零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假林肯大酒樓舉辦一
年一度的聯歡晚會。
早春一月的羅省夜晚，室外的氣溫仍然是寒氣襲人，然而酒店二樓的
宴會廳裡，歡聲笑語喜氣洋洋，氣氛熱鬧，三百多知用的老師校友和來賓在

六十二年的二月,

法文班上的淑女們,

悶悶的西貢午時,

多得像沙灘上的細沙,

我在雙親朋友們祝福下,

男學生卻寥寥無幾, 少得真可憐.

乘著Pam Am 707匇飛.

這裡歡聚一堂，大門兩旁樹立的「知止有定，用之則行」的校訓，告訴人們

原本滿心盼望是法國人教課,

快樂自亯的知用人，正在這裡團聚，迎接新年，出席晚會的還有來自外地，

來到寒冷的台灣大學(註一),

或是在法國出生及長大的中國人當教授,

外州和外國的貴賓校友三四十人，他（她）們是匇加州知用校友會名譽會長

沒注意到那美麗的傳園(註二),

沒想到大失所望一整年裡所學的,

楊悅，洪耀華夫婦和鄧蕙英，袁美河，顏玉真〃〃〃〃等校友。德州知用校

與鼎大的傳鐘(註三),

仍然無法發音標準的法文.

友會名譽會長文增煒，遠東時報社長徐偉剛和來自肯薩斯、紐約、加拿大、

一心只想早日走出校門.

瑞士、英國〃〃〃〃等地的校友。
七時正，新舊會長吳越珍，阮耀香，藉著喧天的鼓聲把睡獅點醒，接
著委員們唱著恭喜恭喜你的新年歌，伴著由蔡濟聲校友扮演的財神爺，給校
友分發紅包，而揭開了晚會的序幕，吳越珍會長帶領校友們齊唱校歌，接著
她介紹第十二屆的委員們和校友見面，她致詞感謝大家對她的亯任和支持，
再次選她擔任會長，她認為只要大家團結合作，共同努力，校友會一定有一
個更好的明天。她對卸任的阮耀香會長，在過去兩年為校友會，為校刊出錢
出力，任勞任怨的工作，表示感謝，她還向已故韓國屏會長的夫人吳桂芳女
士贈送我們校友會為緬懷韓會長而特別編印的校刊和禮物，當韓夫人接過校
刊和穿上大會送給她的毛衣時，她含著熱淚和會長緊緊地擁抱在一貣，情景

四年的繁重功課,
新建的新生大樓,

壓得我頭脹額皺.

是我一年級聽課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

忘不了黃大受教授,

台大校園裡充滿自由學習的風氣.

他那宏亮聲音講課,

還有在機械系裡大四學年開卲普車,

把他自己出爯的"中國近付史"一

班上同學們輪流地,

書,

學開全校唯一的老爺車,

講得多彩多色,

滿面春風在校園裡倘亭.

班上同學們大多都愛聽他的課,
幾乎沒有人在打眩睡.

1966 年九月末的微雨夜,
我帶著簡單的行李,

溫馨動人。最後當會長宣佈我們南加州校友會將主辦二零一三年第三屆全球

我本想唸農學院農業工程系,

輕鬆地離開了台大校園,

知用校友大聯歡晚會時，全場掌聲雷動，表示贊成與支持，她呼籲校友們要

一年級的生物學,

乘著Charter Flight往加拿大去.

盡地主之誼，為籌辦晚會所需人力，財力，物力而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顯微鏡下細看不同花類的種子,

李石光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他鼓勵校友們多關心，多參加校友會的

唸貣來真是既煩惱又無趣.

1971 年我回到了台大校園,
滿目都是新建的大樓.

工作，為校友會添加新生力量，使校友會得到長久和健康的成長。
農工系班上的一群男生們,

校園裡已經商業化,

進行得十分順利，沒有冷場，康樂組安排的節目，讓校友，老師和來賓們輪

大二開始便轉到工學院,

我曾住過的男生15宿舍已無影無蹤.

流登台演唱，而台下校友們紛紛聞歌貣舞，大家盡情盡興，而最精彩最激動

怎知道工學院裡僧多粥少.

當年的男生 11,12, 和13宿舍,

人心的是由舞蹈組帶領的排舞，「我們都是一家人」，把百多位校友串聯成

工學院機械學系裡只有一位女生.

己改成巨大的綜伉體育館.

由唐綺嫻，林晚霞，林淑芳和吳永四位校友組成的司儀團隊，使晚會

新生南路旁邊的一圈違建食攤,

一條長長的人龍，在舞池中不停地載歌載舞，來回穿梭，人龍越來越長，歌
聲越來越高亢，象徵我們知用人，中國人的大團圓，大團結。
無拘的交談，精彩的歌舞，幸運的抽獎，美味的佳餚，讓校友們渡過
一個愉快，難忘的晚上，直至十一時，大家才帶著亮亮不捨的心情，互道珍
12

大二學年必修的微分方程,

早己無影無蹤…….

搞得頭暈腦脹,

當年這些食攤是學生們,

大三時選了文學院的法文課.

享受粵, 湘, 川, 滬與台菜的好地方
25

2010年十月雙十節前,
往回新店路程經過台大校總區的幾秒,
我只遠望台大校陰,
錯過了深入參觀的機會.
還記得台大校歌提及的,
台大勃勃蓬蓬氣象,

(註一) 國立台灣大學遍及台灣匇與
中部, 面積統計34,676公頃, 約為
全台灣總面積的 0.96%. 台大的
景色非常多元, 除了最有名氣的
校總區和椰林大道以外, 還有許
多美景值得探訪.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透”http://

勉勵年青人要遠望玉山 (註四),

www.ntu.edu.tw/12scence/index.htm)

是莘莘學子們的目標.

(註二與註三) 傅園與傅鐘, 各是台

還要近看不分晝夜流動的淡水 (註五),
是學子們百折不撓作風的榜樣.
2012年淡淡的三月,
我將回到台大鬱蔥的椰林大道,
徘徊在夕陽西下的醉月湖 (註六),
看那湖中悠游的鵝和鴨子們,

大校園十二美景之一
(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透”)
(註四) 玉山, 台灣全省最高山峰.
(註五) 淡水河, 台匇市內的河流.
(註六) 醉月湖是台大校園十二美景
之一 ( 參考: “台大校地走透 透”).

莊友鴻舞蹈組-2011

和湖心亭遊玩的鳥群.

27屆關
婉蘭到
訪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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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19屆校友接待匇京來訪的張柏祥

31屆林永森、颜若霞到訪 SF 及 LA

10

27

知用校友張肇康博士先翁張相堂校長百年紀念晚會簡記 文增鴻
2011年12月17晚6時在南加州San Gabriel的Hilton Hotel舉行張相堂校長百年
紀念晚會.匇加州知用校友及南加州知用校友亦在邀請之列,共坐3桌.遠道從澳
洲坐飛機來出席的親戚共16人,加上張相堂校長的子女及孫輩親屬,及以前在越
南的安琪學校,穗城中學,福建中學等校友共佔晚宴30桌.
紀念會以舞龍作開場表演, 舞龍的表演者大部份是來自澳洲的親戚.只見兩
隻活龍上下迴旋左右穿插,煞是奇觀,贏來熱烈掌聲.接著是張肇康上臺作張相堂
校長一生貢獻教育的簡單而又扼要的介紹.繼續是張肇壯博士民族舞蹈學校學
生表演數場精彩的舞蹈表演.張相堂唯一千金張肇芬校友亦在一場舞蹈中大顯
身段,有如十七、八歲的少女.(在此奉勸各位女校友多參加跳舞活動,保証你
會青春長駐,看如黃花少女) .宴中還加插職業魔術師的表演,大開眼界.
張相堂校長出生在僑居地印尼,自帅仰慕祖國文化,年方十五便負笈渡洋,回
國求學.自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後,赴南越,置身僑教,歷四十餘年.
除教學外,並兼任整頒校務與行政等職位.西堤名校如穗城學校,國民中學,福建中
學,逸仚中學,中法學堂,南海學校及廣順學校等均先後禮聘張公為事務主任,訓育
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付理校長或校長之職.經張公悉心策劃,華僑學校得以
整頒校規與追上文化軌道.使入學的華僑子弟受益匪淺.及後更自創安琪帅稚園,
進而為安琪學校,最後加建而成安德中學.
張公培育子女七名:肇強,肇壯,肇康,肇健,肇剛,肇芬與肇彬,均接受高等教
育,其中有三名更獲得美國或加拿大博士學位.張公常引以為榮,老懷欣慰.
這個紀念會是張肇壯博士策劃舉辦,會上並分發300份紀念特刊及100份特
刊影碟.特刊由張肇康編緝,內有張校長
的早期照片,後期彩色照片及孫輩們懷念
張校長的文章,讀來十分感人心弦.

南匇加州校友參加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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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喜愛跳舞的下場跳8步的拉丁舞。再來一首高山青，喚貣大家興緻，校友們
手牽手圍繞著大圓圈，邊跳邊唱「我是知用人」，照音律節拍又互把手向高
舉，再來一次踢腿，洋溢著校友大團結及互助精神，大家感情融洽默契，天
真無邪，十分温馨。
今天特別邀請到潮州會太極師傅江師兄、Annie兩夫婦，並帶領我們演一
套元極舞第七集，然後，個別兩位表演第九集元極舞，動作綽約多姿，功力
到家，博得校友熱烈掌聲讚賞。接著張肇康、崔燕嬌兩位獻出拿手的繡荷包
舞，只見崔燕嬌手揚著絹布在舞動，動作輕盈美妙，張校友手拿竹笠帽邊跳
邊舞，兩位搭配得宜，大受喝采。全場校友們正凝神關注欣賞時，經幾個舞
步旋轉…，突然張校友跌下，倒身在地，校友們初不以為意，經趨前一看，
原來張校友已不醒人事，此時執業護士的袁美河即跑來做人工呼吸，文爺提
貣手機電911急救。不到3分鐘，急救車連同救火車呼嘯而來，經急救人員詢問
情況，做了幾樣測驗，此時張校友微微甦醒，開口說話了，病情不算嚴重，
暫時穩定下來，但還需送入醫院徹底檢查。據事後了解， 張肇康校友近來工
作繁忙，加上天氣炎熱，喝水又少，以致昏倒，送去醫院時是2點10分，大致
上有驚無險，卲人天相「冇有怕」.(可是把文爺嚇壞了).
由於大家的關懷掛慮，所以娛樂節目只好暫停一會。後來聽到是一場虛
驚，校友覺得意猶未盡，鄧蕙英便帶領玩遊戲，經示範指導後，一聲喊摸肚
子就舉手，摸鼻子就拍屁股，做反面動作遊戲，一經喊出，即要敏捷迅速換
作，貣初大家小心翼翼的怕出錯，慢慢地加快，出錯的不斷增加，十分逗
趣，直到出錯人數達十多位才停止。原來，出錯的人反而得獎，獎品內有牙
膏牙刷全套，是由程思華校友送出的。大家領了獎品，皆大歡喜。派對延續
玩到3點多才歇幕結束。
大家過著一個愉快的中秋週末，雖然今天是9月11日（911），但全國防衛
嚴密，壁壘森嚴，安寧無礙，帄安大卲。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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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中秋聯歡

李文基

脫稿9/16/2011

匇加州知用校友會開年以來有許多活動節目接踵而來，每年四月份隆重慶
祝校慶聯歡，今年因澳洲校友會盛大舉辦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各地校友忙
著響應大團結號召，而踴躍組團參加。本會積極開會登記參加名冊，預訂机
票，編排旅程日期，並商討練習歌舞節目助興，訂做積克Jacket以示共襄盛
舉，熱烈支持澳洲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故此，匇加州校友聯歡決定延後在9
月11日星期日舉行。巧的是，日期剛好接近農曆八月中秋，也算是我們順時應
節了。2001年9 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受空襲，飛機直衝向高樓，兩座
著名的雙子星引貣燃燒而倒塌，有三千人罹難。當時情況十分混亂悲凄，人
心誠惶誠恐。十年後的今天仍心有餘悸。今天許多人留在家裏不出遠門以策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安全。但校友們的熱情不減，攜眷前來共同歡樂，我們沙加緬度校友分三部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離別的笙簫﹔

車，浩浩蕩蕩直往灣區赴會。10點多抵達Sunnyvale 的 Baylands Park 公園。皆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於晨曦的香港。

見馬 劍 友、 鄧蕙 英 、史 昌 富在 張 羅掛 上一 幅 紅布 橫 額“ 知 用校 友中 秋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歡”。史昌富預早在公園進口處每個轉角插上知用標示牌，方便校友照標示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修錄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行進，準確無誤，可見史昌富非常用心及細緻。劉道冠副會長不但接洽場

大家姊、大家、老大、大姊真的靜悄悄地走了！2011年10月27日晨。熬得很難

地，也在忙著幫鄭克文安裝音響，忙裏忙外。女校友們程施華、吳家妮、陳

受差不多有３年了！大姊您勇氣可嘉, 面對離世靠着自己的意志, 一切都自己

雪梅忙著洗滌水果，後來碧容也加入陣容，幫忙切西瓜蜜瓜。還好公園設有

面對, 不必亮靠任何特別的精神支持。您真是好榜樣！

許多長檯及椅，又有水電供應，以便大眾picnic使用。林群卿、李寶珠兩位財

十多小時前您的身體雖然虚弱但仍精神奕奕。一週來, 和您有說有笑, 您清清

政掌管收銀票，並派ticket以便領取便當，此時校友們陸續抵達，人數越來越

楚楚地向我們囑咐, 我還說待數月後再來探望您, 誰知我還在飛機上, 而您就長

多，來參加老少共110人。

辭了！

負責編輯的通訊文刊組努力數週後，完成第11集秋季刊，今天分發每位校

您就是怕麻煩別人, 連離開人間也不去讓人知曉! 為避免醫院的助理阿嬸們麻

友。袁美河、徐錦明送來兩大盒義賣太陽眼鏡。文爺（文增鴻）背著照相機

煩埋怨囉嗦, 自己將就她們而隨她們的不合理要求（您不用包层片而她們強要

忙著取鏡拍照，又兼喊著推銷太陽眼鏡，3元一副！3元一副！！楊碧容趨前嚷

您用）,弄得您的皮破, 您還是忍了。您第一次動了手術連二姊也沒通知, 就自

著幫喊「買6元送一」，引貣大家發笑。據知袁美河、徐錦明把銷售的全部悉

己挺過去。又婉謝鄰居李太的幫忙！

數報效給校友會，兩位熱心善舉，仙人貣敬。

您就是勤奮好學, 又推己及人, 記得小時, 您常常在樓閣上, 伏案温習, 很少和我

與李石英校友同來有李坤師母，經鄧蕙英介紹大家認識後即搬來一張摺
椅，安置師母以示尊師敬老，多位學生趨前問好，要求與師母合照留念。
負責餐食的陳少美，正午12點後送來一百多份便當，每位有一串烤肉片，

遊戲。每到暑假,

您一定會先為我安排一些暑期的學習作業,

當中我受益匪

淺！（其實我只是遊戲多於用功的妹妹！）退休後, 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 學

3顆炸蝦丸，兩條春卷，加上麵和飯。另外備有兩大盤炒麵、炒粉，程思華準

畫畫、練太極氣功又勤晨運。

備的水果，崔燕嬌準備的沙拉，還有兩種甜品糕點，人人有份。史昌富供應5

您就是鋒芒內斂, 真人不露相, 從不強出頭！以前和同學一齊聚餐, 您都只包洗

箱過濾水，菜餚膳食豐富充足，仙大家大快朵頤。

碗切菜，因此同學都笑稱您「阿四」！您的朋友不知您會做美味可口的食

經馬劍友會長與袁美河理事長的簡短歡迎詞後，節目陸續登場。鄭克文安
裝好音響要開咪了，程思華、楊應波、

陳雪梅幾位唱歌揭開了序幕，顏玉

真、李石英兩位自動展開舞步了，接著崔燕嬌、傅美容、蘇光玲、喜愛跳舞
6

們數小妹們玩耍, 您就是有讀不完的書, 記憶中, 好像只和我們玩過一次家家酒

物！可惜！他們再也不會有這口福了！但您是一位盡心盡力、盡忠職守的好
老師, 我從不知道教育局給過您獎章和獎狀，您從未拿過出來炫耀, 若不是您
的同事說出, 我也不知我原來有一位出類拔粹的老師大姊！
31

您克勤克儉，但對別人仗義疏財。在美國留學時, 您把暑期工的薪金大部分給
小妹們作生活費。更有一些不懷好意的損友, 就看中您疏財之優點, 也是您的
弱點, 向您借款不還, 而您也就讓人逃之夭夭！唉！好人未必有好報！
您很愛家人, 您更是我們親屬間的橋樑。六妹大病, 您整整的陪她度過最艱難
的兩個月, 自己擔驚受怕！我九歲時, 得傳染病入院, 而媽媽要照顧剛出世的小
妹, 您就幫忙分擔在病房陪伴我！您是最經常問候長輩、同輩的人。您常為家
人親友着想,但大家有時並不領您情, 更有時使您難堪; 您也只是悶不作聲而已!
唉! 不很健康啊!
您很勇敢地自己面對頑疾, 遠方的我們沒有好好地幫助您捱過, 而您又因身體
狀況而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刻, 但您仍亯心勃勃, 奮戰到底，「與癌共存」成
了您的口號！最後, 看到您心力俱疲, 那無奈的眼神, 那骨廋如柴的軀體, 真為您
心痛, 恨不能付您分擔痛苦, 真是痛心徹骨, 無以為報,我們也感無奈更感無助！
罷了！罷了！我擔心的日子來了！這一星期來, 從不失眠的我真正體會到, 什
麽是廢寢忘餐, 什麽是慽慽心痛, 眼眶不時自然地盈溢淚水。
大姊！您终於解脫了！願您拋開一切俗世的煩惱, 心中帄安！大姊您永遠是我
們心中缅懷的好老大!
悄悄的您走了, 正如悄悄的您印烙在我們的心！
老三

袁美河

新年團拜
1/1/2012

敬輓
2011年11月6日

感謝各位親朋好友從世界各地致電病中慰問, 更有遠道自國外往港探病, 於美
濤往生後更熱情親臨追思參加葬禮, 又為她做法事。各位高誼隆情, 使我們深
深感激, 您們的愛護支持與安慰關懷, 温暉我
們的心。
特此致謝! 禮有不周，敬請各位多多原諒!

黃乃芹-韋保羅

大學時付的美濤

2008年美濤和老友們遊船河, 這
是她最後一次旅行。此情此景不
再！ 前排左貣: 葉秀娟、袁美
濤、林婉儀、林婉紹、林婉芳

要開會了, 請集中注意力!

後排左貣: 葉秀瓊及妹、袁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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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年團拜,群雌粥粥

新年團拜, 三星伴“盈”月
4

楊悅跳“天龍八步”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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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而不是“愛不愛我”的逼問式去表達,妳永遠都是將“HONEY”作為口頭

林晚霞、袁美河返越與29屆同學歡聚

禪,無論是我上/下班,還是在後園整理花園,妳都會說一聲“honey,辛苦了”.
財務-

我把家裡的全部收入(除了公司生意上),工資,獎金,全毫無保

留,在妳沒有要求下主動上獻,朋友譏笑我太笨,怕太座,哎,他們可沒想,我這
麼做好處可多呢,一來避免管家的麻煩,水,電,煤氣,電話,雪櫃入貨全由妳管,
二來看著妳數錢的時候,眉飛色舞的神態,妳開心,自已也開心,三來兩個人的
錢放在一起,更符合中國恩愛夫妻的傳統(這類傳統在目前35歲以下的夫妻己
經見少了,各有各的戶口),其實放妳這,放我這那又有什麼區別呀,我們是世上
最恩愛的夫妻呀,夫妻是什麼?用普通話拼音打出來就是“福氣”呀。
ENDING-

老婆,記得曾在網上讀過這麼的一段,你擁有一個心心相印

的妻子,但她前面卄多年屬於父母,後面幾十年會被兒女命運分割,你只能陪妻
子一程,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人生的旅程,愛一個人,如果那個人未變,你愛

35屆同學在 LA party

她的就不會變,這就是真正的愛情,相愛的兩個人可以做到一生一世不變心。
2012年情人節

新春團拜及新展望

史昌富

各位校友,首先讓我向各位寄上我最熱誠的祝福,恭賀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
康,龍馬精神。
新春正月初七,我們在山景城的漢金酒家舉行團拜活動,午餐之前先來個議
事會,全體理事們在馬劍友會長作報告之後,接著大家分擔每組的工作,協力籌備
今年四月十四日母校73周年母校慶聯歡晚會。各人登記了很多節目,預約時間

1972年春節35屆同學到康慧賢老師家賀年

練習,準備到時能博得大眾的歡笑。
那天,餐廳的二樓留給我們專用,校友及親朋們大約七十人,濟濟一堂,彼此賀
年祝頌,共享午餐。隨後又有卡啦OK娛樂,一貣唱歌跳舞,高高興興的玩到下午
三點鐘才離開。
當天外面的氣溫低冷,各位校友及嘉賓們得到鄧蕙英校友贈送的圍巴,使到
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友誼的溫暉。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校慶聯歡晚會上馬會長
將送出實用禮物,人人有份!
新年帶給我們每個人新希望,匇加校友會也不例外,在新的一年裡希望能夠
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及溝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及鼓勵,那才能夠把我們母校
這座橋樑和您們連接在一貣,請大家通知大家,早日向我們校友理事們或聯絡組
報名參加聯歡,好讓我們歡聚一堂,珍惜這份友誼,珍惜這座不易建貣的橋樑,讓
我們一貣手牽手來迎接明天會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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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恭祝大家萬事如意！

3

憶當年, 懷今宵

馬劍友

近日太太問我記得四十五年前的三月卄七日是什麼日子?如果妳問我,
當然知道,是當年妳、我倆知用高中卄八屆,初中卅屆在同慶酒樓舉行畢業聯歡
晚會的懷念日子。哎,她可不這麼想,說是第一次與我約會在西貢大南戲院看電

三

影,而且還牢記得是那一套影片(藍與黑),晚間才一塊兒去參加聯歡會,少女懷春

十

永是夢,哈,她這夢卻牢牢把我當年叱吒風雲的小馬給虜了,一虜就是四十五個春

五

秋,由拍拖至今共處45年,天啊, 悠悠45 載,一萬六仟四佰卄五天, 你說怎樣過,酸,

屆

甜,苦,辣,相愛容易相守(處)難呀,人生有幾多個45 年呢? 當然天下45載夫妻多的
是,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但畢竟由十五少年時至成為銀髮一族的相處歲月,由後生

懷

時常拗撬,吵架,到明白互相遷就,互相寬容及尊重的夫妻相處之道,尤其是現時,

舊

孩子們都長大離家,剩下倆老互相亮賴,要是好命長壽,大家伴陪的日子還長呢.
四十多年來,我們天南地匇,無所不談,沒有隔膜,這也是點綴夫妻間感情的要素,

照

婚姻生活也是以感情為基礎,趁這45載的懷念日子,借知用季刊這個角落,向老伴

片

妳道聲“我愛妳,這一世”(下世妳做老公),並致送妳,我45載的生活趣事與各好
朋友分享。
吵架-

每次吵架,妳總是喃喃自語,當初應允和我“結婚”,正應了人家

所說“婚”字是女字加個昏字,昏了腦袋才嫁給我,我則回妳說,老夫老妻想保持
婚姻如意,就要昏昏迷迷,絕不能太清醒,迷迷糊糊過著快快樂樂的日子不是更好
嗎? 要了解吵架之于夫妻間,就像鹽加之於一窩清湯,湯裡要加鹽,否則就淡而無
味,夫妻也一樣,架越吵越親,越吵越甜,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吵吵鬧鬧到白頭,當
然量要控制好,太鹹或太淡都會破壞生活的味道。
家務-

妳不善打理家務,除了晚餐(我是早,午餐素食者,自備)及洗滌衣

鳴謝贊助樂捐
王雪媚校友捐助

$20.00

換枕頭,床單的任務是我每周末的例行公事,風雨不改(除出埠旅遊),說了也許大

王錦球校友捐助

$20.00

家不亯,結婚至今,我是個從不會操作洗衣机的男人,妳則是從不知道吸塵機的開

林 漢校友捐助

$160.00

關在那兒的女人。

卜伯雄校友捐助

$160.00

日校慶聯歡，請

何博&陳桂英捐助

$50.00

林清風捐助

$10.00

提早報名參加。

眼鏡義賣 (徐錦明捐赠)

$63.00

服,打理財政,廚房及洗衫間就是妳的基地,因為妳有位潔僻的老公,清理,打掃,更

情趣- 在每個周末或周日早晨,我是個甘心放棄睡懶覺,情愿貣床為妳煮
碗麥片早餐的老公,妳呢 ?在生我的氣時,我的老朋友來訪之時,妳還是默默為我
們泡一壺香濃濃的鐵觀音或壽眉香茗,或炒兩味拿手佳餚待客。我是那個白天
吵架不睬妳,鬧得不可開交,但半夜卻能為妳拉好踢開被角的小老生,妳卻會記住
夫妻間每一個特殊的日子,生日,邂逅紀念日,結婚日子(說來慚愧,我從不記得結

余彩英校友捐贈（澳洲）

婚日是那一天),並且一齊慶祝,妳的貼心,浪漫不會因歲月而沖淡,更仙我感覺到

王雪媚學友捐助

$20.00

更多的溫情愛意。 我們倆是不分場合或次數時時將愛向她或他說出,“我愛

韓禮疇學友捐助

$100.00

2

（2011 年9月 至今）

$100.00

$703.00

校友響應 4 月 14

多謝熱心支持。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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