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5月～8月行事曆 

102年5月25日  

本會舉辦「小琉球一日遊」活動，計有學長、寶眷共70人參加，其中享受「會員的

母親、岳母、丈母娘免費」者3人。

本次由於文化中心至東港碼頭間僅須早晚接駁，因此採用高雄客運「班車」（2年

內新車，非遊覽車沒有卡拉OK），費用較省，司機服務態度也很好。

車至東港民營碼頭後，雖然早已訂票，櫃台售票小姐似乎是新手，核對名單後就手

足無措，折騰了約十來分鐘才有人出來幫忙，讓大夥兒能入列排隊等船。又由於東港～

小琉球間跑的是交通船，沒有劃位也不區分團體個人，大隊人馬只能依次排隊分成二班

船抵達小琉球，會合後才開始今日的行程。

二名解說員在白沙尾港迎接我們，大夥兒分乘2部16人座帆布車、3部7人座小巴、

10輛機車；分成2隊各由一名解說員帶領開始環島。

首先遊覽美人洞、山豬溝風景區，接著到沙瑪基渡假區午餐，由於當日於14:33大

退潮49 cm，因此午餐後稍事休息，才徒步至渡假區旁的潮間帶遊賞。

接著到烏鬼洞風景區、厚石群礁、花瓶石遊完今日的景點。在烏鬼洞風景區發生一

個小插曲：陳瑞芬學長的先生帶著大女兒所騎機車沒有跟上隊伍，經總幹事夫婦乘機車

回頭「尋獲」後，直接帶領至碼頭。

回程也一樣只能依次排隊分乘二班船抵達東港，會合後才搭大巴平安回到高雄。

102年6月11日 

本會假樂品咖啡館舉行本屆第三次會務工作研討會，會中對102.5.25.「小琉球一

日遊」自強活動提出檢討：東港民營碼頭賣票很沒效率；原定小巴突被改為帆布車，還

好乘坐的感覺也還不錯；在餐廳等退潮的時間稍久致烏鬼洞風景區沒時間走完全程；但

餐飲及在潮間帶的感覺都很好；另楊會長夫人當日答應贈送的按摩棒已經訂貨。

會中對75期會訊提出檢討：「會訊徵稿」中〝來稿不拒〞一詞，建議修改為〝來稿

內文侵犯隱私權部份本會會訊編輯有權將其隱名或刪稿，否則退件。〞

會中建議7月份舉辦「麥寮六輕招待所+阿媽公園+北港朝天宮+虎尾毛巾工場+斗六大

同醬油工場」，9月份舉辦「嘉義市北門驛+民雄中正大學+國家廣播文物館+金桔農

莊」，11月份舉辦「綠島2日遊」，明年暑假舉辦大陸東北旅遊。

另本會網站測試版已暫建置於khntu.is.com.tw，會中對其內容也提出多項建議。

102年6月26日 
 

本會假福客來餐廳舉行本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中審查通過102.5.25.「小琉球

歷月大事記要
總幹事  林宗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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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遊」活動結算案、102年4.5.6月份財務收支決算表；歡迎黃春蘭、尤愛馨等2位學

長入會，也邀請白色恐怖受難家屬黃春蘭學長將自己家族的生命經歷投稿於會訊。

會中討論通過102.8.3舉辦「雲林民俗巡禮」一日遊、102.9.14-15.舉辦「綠島

2日遊」活動；102年會員子女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辦法。

並授權本會會訊編輯有權將〝來稿內文侵犯隱私權部份，將其隱名或刪稿，否則退

件。〞

也通過本會財務報表改為按季編收支明細表、資產負債表、捐款明細表；至於基金

運用有關之章程修改部份，移下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定案後呈會員大會。

有關本會網站之內容，決議：會訊、活動照片對外公開；僅對會員公開部分有：會

議資料、紀錄、財報、會員資料（同通訊錄：住址不列印、mail僅作連結，其餘預設公

開但可自選不公開）。

102年7月17日

本會假樂品咖啡館舉行「本會報表表達方式應予導正案」研討會，出席者計有召集

人陳政弘理事及張美月、李綽婉、陳立銘、林宗順等5位學長，曾季國學長請假但仍提

供書面意見。

會中討論通過今後本會所使用的財務報表：捐款明細表、收支表、資產負債表的格

式及科目；並對本會章程第21條「本會經費來源」及第25條「本會設基金」中條文重複

競合部分提出修正建議。

102年7月29日

本會假張啟明學長經營的晨星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會網站後台管理」研

習會，由該公司高佳加小姐指導，出席者計有林宗順總幹事及鄭珀婛、陳美珠、宋雅琳

及陳麗卿秘書

102年8月3日

本會舉辦「雲林民俗巡禮一日遊」活動，計有學長、寶眷、親友共84人參加，其中

小朋友4人。

首站參觀原為日治時代台南州虎尾郡役所的雲林布袋戲館，接著參觀興隆毛巾觀光

工場，很多學長就忍不住開始血拼；中午在蕃薯窯文化創意園區享受蔬食Buffet午餐，

並參觀該園區所展示的石雕、交趾陶、檜木、樟木等廟宇傳統藝術品及了解廟宇知識；

最後經北港老街在原為振興戲院的日興堂餅舖試吃後參拜朝天宮，於下午6：30回到高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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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一般捐款 活動捐款 獎學金捐款 會刊廣告 母校永續基金 合計

郭敏能     20,100 1,000,000 1,020,100

楊俊毓   60,604 31,000 50,000 141,604

陳映雪 9,000 30,000 39,000

廖俊德 20,000 10,000 30,000

郭廷鐘 20,000 2000 22,000

洪千惠 20,000 20,000

許淑蓮 10,000 10,000 20,000

郭春江     5,000 15,000 20,000

李鎗智    16,500 16,500

王伊忱   10,000 2,000 12,000

紀錦隆 10,000 2000 12,000

馬榮華   10,000 2,000 12,000

曾季國    10,000 2,000 12,000

汪清明    10,000 10,000

劉乃彰 10,000 10,000

盧椒華  10,000 10,000

蘇惠美 10,000 10,000

林宗順 6,610 6,610

呂桂雲 5,000 5,000

蔡東賢 500 3,000 3,500

宋李漢珍 3,000 3,000

張美月      3,000 3,000

陳玉坤 3,000 3,000

陳秀鳳 3,000 3,000

鄭紹堂 2,000 1000 3,000

蘇文德 500 2,500 3,000

鐘火成 3,000 3,000

王渭濱 2,000 2,000

陳玉坤 2,000 2,000

顏國男 2,000 2,000

何俊明 1,500 1,500

林愈炎 1,500 1,500

江瑞琳 1,000 1,000

林福安 1,000 1,000

蔡麗容      1,000 1,000

鍾火成   1,000 1,000

宋雅琳   500 500

李辰郎  500 500

林明揚   500 500

林獻博  500 500

陳美珠   500 500

楊秋興    500 500

趙怡莊    500 500

蘇逸玲 500 500

小計 183,214 112,600 10,000 25,000 1,139,500 1,470,314

高雄市國立臺灣大學校友會第十八屆各項捐款

102年1月1日至102年6月30日

理事長：楊俊毓　             總幹事：林宗順                財務組：李綽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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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別
科目

項

別
科目

1 會費收入 1 經常行政費

1@500 (A)文具印刷費 0 7,489

500 (B)郵電費 6,684 17,344

(B)常年會費 2,000 17,000 (C)會訊、通訊錄 77,565 114,415

1@500    、網站

500 (D)秘書津貼 36,000 84,000

3@500 0 0

1,500

0@5,000 (F)影印費 5,531 8,531

0 2 經常活動費

0@500 (A)會員大會費用 0 98,342

0 (B)補助友會聯誼 0 0

0@500 (C)補助登山隊 0 0

0 (D)補助高爾夫隊 0 0

2 會員捐款 (E)補助美術班 0 0

(A)一般捐款 105,708 183,214 (F)補助卡拉OK社 0 0

(B)活動捐款 10,600 112,600 3 學術講座費

3 獎學金捐款 4 獎學金支出

4 會刊廣告 5 補助母校學生社團

5 利息收入 6 交際費

6 其他收入 7 雜項支出

（併入活動結餘） （併入清潔費）

8 其他支出

（併入活動虧損）

※ 本季收入小計 ※ 本季支出小計

※ 本季餘絀

高雄市國立台灣大學校友會收支表

102年4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

70,113

7,905 47,605

0 25,000 0 0

6,246 13,480 1,500 2,100

本年度收入 374,794 本年度支出 459,939

第2季實收數 累計 第2季實支數 累計

(C)永久會費 10,000
0 98,342

     新會員 2,500

     舊會員 14,500 (E)總會年費

0 10,000

10,000 10,000 0 0

(D)會員補繳 500

(E)會員預繳 0

135,054

116,308 295,814

172,293

(37,239) (85,145)

理事長：楊俊毓　             總幹事：林宗順                財務組：李綽婉

0 0 37,108

2,500 30,500 125,780 231,779

(A)入會費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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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母校永續基金 1,139,500

第一銀行

102年10月1日到期
900,000 歷年獎學金餘額 178,000

華南銀行

102年9月7日 到期
940,000

2

第一銀行 60,288

華南銀行 1,026,359 會務基金 2,381,036

（累計餘絀）

491,136

139,147

46,461

會務資金 (85,145)

2

影印機保證金

郵政儲金存摺

1,317,500

定期存款

現金及銀行存款 3,603,391 流動負債

高雄市國立台灣大學校友會資產負債表

102年6月30日

資產 負債及法人權益

上屆結存

活期存款 法人權益

2,381,036

負債及法人權益總額 3,613,391

理事長：楊俊毓　             總幹事：林宗順                財務組：李綽婉

其他資產

10,000

資產總額 3,613,391

郵政劃撥

零用金 本期累計餘絀 (8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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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校友會出遊去-小琉球遊記

6



7



珊瑚礁島上的驚喜
羅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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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民俗巡禮一日遊記
吳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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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一些相關的事
林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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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武曌派李孝逸領30萬大軍去平反，不到40天，反亂就被平服了，為什麼？因為老百

姓經過五胡亂華300年顛沛流離水深火熱之悽慘生活，好不容易隋文帝26年之好日子可

過，卻又遇到暴君隋焬帝13年之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好不容易等到聖君24年之貞觀之

治，又經過守成之君李治39年，這60多年，柏楊大師說這是中華民族幾個黃金時期之一

（柏楊大師在他那兩本中國人史綱中說，中華民族2500年來，只有200年黃金時期，可

見中華民族是一個多麼多災多難的可憐可悲的民族！）民眾希望不要再有戰爭，能夠過

平安日子已經萬幸，阿彌陀佛！所以徐敬業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失敗減亡是很自然的。

　　李治尚在壯年時，武則天的親姊姊40歲就寡居，有一個15歲的女兒，長得很美麗，

姊姊及姪女常常到宮中看武則天，李治竟然跟武則天的姊姊及姪女上床並封姊姊為韓國

夫人，姪女為魏國夫人，結果武則天令姊姊上吊，又記起年輕時二個從兄在父親死後常

常欺侮她們母女三人，所以有一天請母親二個從兄及姪女到宮中聚會，在會中武則天令

宮女奉上二杯飲料，二個從兄知道武則天不懷好意，拒絕飲用，姪女卻一乾而淨，不久

就毒發而死，後來二個從兄還是被〝莫須有〞的罪名賜死﹗（幸好沒有毒死她母

親！）。

　　武曌改唐為周，為了穩住帝權，不惜採取恐怖政策，利用酷吏索元禮，來俊臣、周

興濫殺五萬多人，但卻有一個徐有功的正直法官，依法行政救了不少人，等到她地位穩

固後，又將三個酷吏殺死，又起用名相狄仁杰、張柬之、婁師德、姚崇，所以武曌在位

15年中，人民的生活非常平穩，她在武功方面卻能派大將大敗突厥。

　　李世民在位時，曾經二次御駕親征去打遼東（目前的遼寧省），徒勞無功，但各位

不要以為李治是一個懦弱無能之君，他在位時，卻派大將秦叔寶、李勣、黑齒常之（百

濟名將）、李靖收復遼東，李治死後，那時武則天應該50多歲（為什麼我不敢確定，因

為各位若有興趣，不妨上北鼓山分館，有很多歷史書，看了越多，你會霧煞煞，為什

麼？各說各話年代交代不清，反正是死東西，你也無法去查証，你去請教各大學歷史系

系主任，十封信假如有三封得到回覆，你就必須謝天謝地，阿姆阿伯，有給我回信的，

我尊稱為教育家，沒有給我回信的，我鄙視為教育渣、教育痞﹗

武則天孤家寡人，空閨寂廖，夜半被冷食寒哭無伴。李淵大女兒這時已經70多歲

（長沙長公主），性慾還非常熾熱，在長安大街遇到一位馮小寶（有的書說是太平公主

到長安街上替母親找來的），陽物又長又粗，就將之帶入宮享用，等到李治死後，竟然

介紹給武則天，武則天從來沒有享受到如此大炮爽到外太空，把馮小寶改名為薜懷義，

為了掩人耳目，叫他剃光了頭變成和尚，並在皇宮中替他建造了一間大佛寺，叫他去當

主持，這個薛懷義就是武則天之應招男（牛郎，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牛郎，因為他那

個東西聽說跟牛鞭一樣大），不論白天晚上，隨叫隨到，但是薛假和尚因為得到武則天

的特別禮遇，在官中無法無天，連宮女都可以當馬騎，後來實在太過份了，太平公主連

絡幾十個宮中做粗工的婦女，將薛懷義騙到後花園，一人一支木棍，活活打死！

　　武則天變成武曌以後，太平公主又替母親找來二位年輕大帥哥張易之、張昌宗為面

首（被包養的情夫），此時武曌已經60多歲老咋某，她說男人當皇帝後宮可玩弄1千位

以上的女人，那麼我當皇帝玩弄幾位男人為什麼不可以，（我在這裡告訴各位一件不可

思議的怪事，妓女被男人弄，有些妓女拿到錢後去玩弄牛郎，做為心理之報復，諷刺不

諷刺？）

　　武曌80歲時，臥病在床，宰相張柬之發動政變，迫武曌退位移居後宮養病，中宗李

哲復位，但李哲被貶為廬陵王20年中，每天幾乎過著有今天不知有沒有明天的慘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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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敢大膽毒死中宗，睿宗李旦第三子李隆基連絡太平公主殺入宮中將韋皇后一黨全部戮

殺，但太平公主想師法母親，想要殺死姪兒李隆基，李隆基得到情報，先發動將太平公

主殺死，李旦將皇位讓給兒子，到後宮去當太上皇，又是一個黃金時代「開元之治」的

開始。

　　武曌殺死從兄武元慶、武元爽後，當上周朝皇帝後，又將二個從兄的兒子武三思、

武承嗣召入宮中為官，後來年老了，想立兩個姪兒之一為太子，以便繼承周朝國祚，宰

相張柬之說了一句話：「廟不附姑」。各位文言文有時你會覺得很艱澀難懂，但是你若

懂其意義，你會覺得文言文言簡意閡，這四個字，你若用白話文來說要說一大堆，意思

告訴武曌，陛下若立姪兒為太子，陛下千秋萬歲後，太廟只會奉祠他父母之牌位，不會

立姑母之牌位。

  武曌死後囑葬於丈夫李治之旁，並在墓前立一個大理石做成之無字碑，任憑後代去批

評她一生的功過，但1300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人敢在此碑留下一個字，但最近看電視新

聞報導說有一堆沒水準的土包子遊客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姓名（到此一遊）。

　　張易之及張昌宗兄弟於宰相張柬之發動政變時被殺，武三思、武承嗣兄弟於李隆基

殺韋皇后一夥人時被殺，這裡面有一個很特殊人物－上官婉兒。這個女人在小時候時祖

父及父親被殺，母親鄭氏及她被沒入宮中為奴，但因鄭氏之娘家也是書香世家，嫁入上

官家後，又是一個書香世家，所以鄭氏學問非常好，白天做苦工，晚上利用機會教導女

兒讀書，在上官婉兒15歲時（又是一個15歲），因作了一首詩，武曌非常欣賞，招見，

看到上官比她自己14歲入宮時更漂亮，因此將之留下身邊當祕書（有人形容她是中國唯

一女宰相，本來武則天殺了她祖父及父親，上官應該恨之入骨，但這個時候形勢比人

強，反而化敵為友，有人說世界上沒有永遠敵人，也沒有永久朋友，信哉斯言）。

　　有人說唐朝是一個最淫亂的宮中，對於此點柏楊大師曾經為文替之辯護，大師說：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係鮮卑人，我們不可以用中國人孔孟之立場來判斷，也就是鮮卑人

係胡人，係番邦對男女之關係比較隨便，所以楊廣（隋焬帝）敢強姦父親之妃（陳叔寶

之親妹，宣華夫人）」，而李淵的太太就是獨孤氏親妹妹，所以唐朝身體裡流著鮮卑人

之血液，各位不用我多說了吧！不懂笨蛋！

【後記】

    和珅太太叫馮氏，有沒有名字當然有，叫馮霽雯（多麼妖美的名字）。紀昀的太太

叫馬氏，馬月芳。孔子的母親叫顏氏，姓名下一次再告訴各位。

    以前在昭明文選看到李陵給蘇武之信，一文中看到一句〝胤子無恙〞，胤子即嗣

子，也就是蘇武基於生理之需要娶了匈奴女為妻所生之兒子。

　  蘇東坡稱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那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合稱

南朝四代）、隋。在北鼓山分館，你可以見到敝恩師〝許成章教授全集〞（共九本）。

    武則天長子李弘之死；當李弘20多歲時，於宮中某汙穢的地方見到二位30歲左右之

女人，詢問之下，才知係蕭淑妃之女，後來他向父親李治告明，武則天將此二女嫁給二

位侍衛（這總比在宮中做奴工好上幾千倍，但武則天說李弘雞婆，因此將之毒死。

　　二子李賢，武則天懷疑係姐姐與李治之私生子，所以誣李賢謀反，將之貶居於一偏

僻的處所，後來又令其自殺，李賢二幼子也一同被殺。

司馬遷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此之謂矣？」，虎毒不食子，人毒可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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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俄行俄狀前進俄羅斯（二）
林福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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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夫格羅德-住宿旅館旁河流 諾夫格羅德-旁邊船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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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合照-特威爾出航紀念碑 特威爾河邊公園 馬克斯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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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忍
張琴虎

23



24



�������	
��，��������������？��������，

 !�"#$，%�&'()*+�,-./ 01!23�，�4「2013:;<=，

>?@A=」， CDEF$GHIJ，K���LMN>?O�PQRS！UVPQ

R�W @A=XYZ—[\]�^_`，_aPQR�b"!cCd[\]_�,Z

efg#，KcCh�IJ�iL。

k�L��，^lm��nopqr，st��uv�wCxpy「z{|}」�

~��q，�����������py�x���r，DE�������w>?O

�G������������，�！�！�！Kz{|}�w�C����p�H，

�W���� ��¡，��K¢£¤¥¦，§Cno¨©ª«¬K：「PQR_，

@A=p�¯。����，}°±��²」。

³´，oµ「z{|} c？¶z{|}·¸"¹º�»¼½ ¾¿ÀÁ�ÂÃz

{|}�¾Ä，ÅÆÇÈ_（ÆÊ�º��），G� ÌÍÎÏÐÑÒ�ÓÔ�Õ��

Ö×�ØÒÒ¸ÙÚ�Ï�z{|}，KÖ|}ÛÜÝCÞÕ�ß_àº áââã�

Øâ� ä�åE，Çæçè ØE�éêëì¾ÄE��£¬í，îré£Øïðñ

H�òz{|ÂÃ}�Zïóô，cõ��ö÷���，�LK¢èØ�¾ÄîøÞù

úûü，Ç�����CýøGKþ�Ö|}�ÿ¶�t�ÚÐÑÒ��H©�L��

ëì�����，��¶�îrc	
��H�=�。 C�G���¶|}L�V

����。GW������，PKÖ��½�|¾Ä�Å�¬�����〝��

�〞，!P"�# â$E%"，½"��¯，K�&'��"+¬(�)gÅ*�+

,�-�，.ÿ�úH�/0�， C1$�2â3î45�X6，�78pyKÖ9

Å�z{|}�Ly:，�;p�¯0�!<â=>?�O�*�。

@ºL，1$GÐ¹KABC�D�，¤�Í�ã�OE�G��B*+，ãFG

�H，pgÅ��IJ�<0��，1$�G���RKL�M�，ãNOPQ�R

SL1M�，�VGHFGT、����VW，ãXÍ~YZ[，ã�\�A]^_

&Å�F`a�ëX�，�5���M��¬(，îøb！KA���ãcd�L�G

eÅ�fgh$，ø�，i「z{|}」�w�fg�åE，/Sj�Ç�G�cd

〝1$�L�G�Ö�}�Gk�lm�w，VoÇPKÖ1$}un¯Å，Çoz{

|}�Ì _？

pø，Kw�}�Gk��²"S]q，r��P"h�，�s/Sõ tòº_

uv�，îrwxVyP" V��z"u�{|，�}��~0��ò，¶r�

�「}�	」，·P"�����ª��，�oKw��1$�「����」��u¯

u	，����§���L：

1$}��w�c�ÇC}�，�y�GH}�，c�c�¬ÇH�，c�C�

�？}°±���Cc，��c���wuv��Æ��º_，i^m�`����

E，���wECÅ����º�ò£||���wE��w� ，��i^¡�lm

uvE�G�¢�ruvcq，ø�����£¤j¥¦§é，��y�¨©�ª¯、

」

����，��	
��

��� ������， ���

25



�«N~¬����w�®¯�，°�tGÇ�A��±，^²/SCxVKC�w

1$�G�����lm�w，y³´��¯��µ¶·¸�，�}��<�n

〝¹Aº»〞¼�0�。_o½K�w����i¾¿ÀÁO>，K n Â5Ã¼Ä

������，��î4�^Å！

���CÆÇº$È� 1$Év，õÊËÌ�Í�ÞÎÏ，³VÐÑ >?Ò}

VÓ，U²}Ô，Õ}Ön，�×Ø,，îrÙ�ÚÛ�，���G「�Ü」�}±Ý

4，³´���}¦hvÞß，à�Kw「�Ü」�}°±Û�_´*á*¨H。

{��，���「ÔÊâ，�aL¹rÍ��，ãäåæ，�^,çèé，êëì

�，í}îï，ðñòÍ�，ó^ôõÇ 。」（hö，1$÷mø）�%�ùøV�

úûüý，ÆÇþ�º�，�R����，1$²(©�，��'Çî，�	�
+

�， C��t*·����[g�，Ö�.�Âò�>���(�，�Gö1，×

wØ��Í[，���ÅQ �£à�����Ñ，���T�(�H。r�îr�$

���³���：「ú� �!，"#��$，%�Ø&'，þ�.ÆÇ」。i¶�%

¶���w¬(�Ð� ()，�	st4ï�*+，îø,-�cte.(，i'/

�K�w�g012，¬(�,-，îøm4�Gì^Û���34，��¨©��5

6��«�，K7ïGÐ¹;p��¥¦H，³´}°±i8}Â}P��åE���

µY�n「9Eè」�A�á�:;r�，³L�<�°�=>ce;p�，���t

~����V�?³û��å，_��i�£Ñ@�noA}V��ú�
BCDL�

E，�òß>��(��F7Å5���Â<���G �H，k�L��{IÍ��

�!�5�GJK、LMNO�å��Y����P��À�G
�Q、��Â-ÞR

^STU¬r，��noV����Å ÍWÖX�ÇY，o�5SV"Z�¨[\¯

!]À"^。

�W��，_�KA��`5�i�wuv�—>?O}°a¨Zb�Y�，��

¯é;Ç;p�Å？�@A=�¬í�C¨¬�cvYí，KA��d�eG0��

G�Ó，Vo�¢「fgS」ªEt���1$�h��ki�「z{|} jÇ²

1$}k�liÖm�7Å！

�！st��§H，�ú��「b"^Û�」S！��"³G��Kn�MN�a

�op「PQR」，¶RVq% �r�sE，�>?O�t�uvO，W ¿R�Ñ

R�kw�x，uv¿ËgyÇÅ，�Rúz{$�è|Æi%�^��~}"$，�

�i[\]~_�¡，PQR�RúC���？�cx�Ç�，r¶Rú�V�`�æ

@��8[V，�ìRUC�V�RR��G�Q�{�，PQR�øBC�����

PQ��i�V"。

i[\]_aRV�~���!��N"���L½�½¿�|�Ó!，���V

R®|��!，��~1�>�C¿�|��，éB�Ç�，öå�����!，V¹

C�����，KA�!½ö���，��Æ��N�w#^RV，�ß���àß 

r$ �， c�^.R¡¢££¤¤，Ç¥.�¦�¿À，Ç�����C，�

Ó! ����^��t�r，ßó^îú，#gLe§¨，©ªr!«¬�®��

�¯¹H。

[\]_`,ZG�°öX±²"³�¯ ef，aPQR�"å�d�ef��

�Ó!g，ef��´µ¶/H¯¹·¸�e¹，K£ºW»Öß�，K¢ºLö1�

ºa�¼G�/e¹���，îøcx�H�£|0�，¯ ef�f��±²"³è

」，

26



|½Å，a�~¡½G¾R¿À"J，i¶ÑRuvOVoÁÀ�ÂÃÄRO_ÅÆ，

KCG�Ç��RU�，>?O�È²VÉ�Ê²，ìd¬VËÌ�ÍÎ{ÏÇÐÈ，

ÑÒÞ¸¿ÓÔ，U¶±²"³ÕìÖ¸�¸!i¶O×�¬VØØ66�6¸，ìa

�ÂÙ�ïaaÚ¬¾Û±�~}���ÜÝ，]GÛò、��~}�，ri¯ f�

a�a�Þ�³¸�¡��ºÝ�ß���BgH，1àáâãÚRef��Ba�c

CäA�RU�	。

�H¯ fC]`�åF�»¼ 5æ，�\¬qãç，à��è¯éê，L½ë

ìíÇî，#�æO����° p��Ó�!，ï��!���ð，ñ?Gtòó¿

ô，�^!V，õ�%[\]é�FG，�nLr�G�a1ö}�，Ç²¨iF�

x？�÷#�!ø�ùú!û，>ü�a�U�G]þýþ，���>�cá�。i¶

!û�1_"，ÇÈG�!，�°C���|!÷aÀ����，i¶�8ñ?�ã

!，Kã!�G�9ù�，U²G�#ã�]	，。îø��ãý!，Ç�.Ce�x

!e�#，!«FG��Ç¿�
�，a��¡���Q�ÕQ��，ï�ã!�÷

#��G�ò，!c?¬E��"���H，³ÇÈ��åw��|¿�! _，ñ�

��#，{���1��Ä�ï�，!'G�1Ø����Gñ1�RV�1�，�1

�C||�Ñ!，��´�ñ1，���RV������S！�>�%G�¨�á�

`z，�%î��¦L¶��，�����1�ï!÷"，������Ñ1���~

1，K7�CPQRV，a��§�R��1�!û，�1�����L�||¿�

!，i¶I®!½I®��，Ç�tL��!，�1������k����L��

�，ñ?��#���，!�?FG���<��，VVb��，�\���G�Ò，

i����，�������FG`，RL�ï�Cb�Å��O>，�A�K°!î

�Å�C��FL Tv!�b"½�，�\L½ëÅ�eËS！ï!�������

�??，?_!«"H]¹��，K¢�oC�vª�S？^ ka_�|#$!C÷

a���o`？ã%è>？/SU�G&'(!�Ç��²H。�ß!�)ß �ó�

r，KA�_Gº»H。

【��】

iEÍ,-�O��¯"åE，²Ç��}t��Zi¹A�b�XY�「¹Aº

»」5，UVC"lì.，�¯é�34��/¼ñ^ï�，äA�，i0Õ�¯r，

c�}tÞ�1��Zi�ï2"�lm�3E�XY，�¯é�§�，�0Õ�º»

�H4îø_¾5H，��¿À�eø6GKþÄ������jÇ²´�L½，bi

Ð�Çg}°±H。�����uv����w�7g�V���§Ì7ø。

1��¡ ��，Øë8Ü�q�，

�Ó�9Év:，?4�;iª_。

}°±Á<�.，È=>?@A�，

BR³CD(�，òßE15�{。

FG¿TGHI，JK�s
Ç+，

L1`MNÉN，Ñ���òß¬。

27



28



黃春蘭
秋蟬的悲鳴—父親黃溫恭的遺書 

29



30



31



32



_`�g��WM，¢hhÿ¯
UVpi，7j|Å。hh�:;��W�，k

l�=³，óm>J�9�~^n�E�。��
nß^�，S�½¤8Bî���

�9，��PN
9uPop�«i åÊ��。

qæ！dMÖ¤¶Ø]^/	����Ä¨È。qæ！	ÕÖ½Uç~	�r�Z

»�j...... s 
8ê�� Ö。ì½�ØZ»。��� ��ÜóÈ。7ä%

5t�%， ³ uv�wÈ.... 	 èx��xy。zC¯ �。「Ù{！」

	eÒ�q�7³´�dMc$^��，
Ø¢½Í1��^¨î5E|���.

3。����，E|½……ä��·¸¨Îh½，�±ÔP½¨î，	:;¼ñ。ÿÕ

�u，¥�
|_^�È。	:;<èxE|½���.}¥�。�ÿ#¥�"i，#

$#%，z~~i�C；	éÍ½
u¹H�#�。·÷¥�¹P½�.}，¥���

´
�ÿ[R�。Èæ�u，	�¹�¿½�ïî，�	ÕÖ，¥�Uç������

-�ÿ�¿½���。

	Ì¨h¼�UË，ÕÖ½©Uç¨0ß！ÿÕ�u！0�z��È！……ì½Ç

0�u��ÕÞ¢Ø，�³�，±±éê，ïî0�¿�....�！á·´È，	�¢½

ÿ�±´Ö！�¹�4#½，¢�·�u！ì�Ôß！Í1���ïî，��½�(�

�，E|ïî��。……

�！��u，���¡È... �¹�½w�q���，�q��Ø，Èæ�u！

ÂÃ！Ü�！Ü�！Uè 
ÜÈ。Uè�.E，C�，Ù�ß！lU/E	��sE

�>�����Ù{��x%……r�âU¾T��¡È……“	�`¨�qæ！&½

��ÙZ！��;�！”

Çø_`���
	������，�	4
l�³�，�È³�¿`�ù�^

K，	©³�_¿�Ä��ç�，�	�ëh¹ì�ll¨��?�，>�i��x7

ªç�，�ê P¤���#�。��!�·_`�'5，Òã�¹xéê¿`ïî	

�。��¢	�¿��37h'�，	���i�。ÕÖ0{�/�}ÿ#_`�´，

�~C�3�	�~�「_��4」�Ó。¼éÍ����3E������l�3

�，	�| ¡x�·ß�zæ���，�ð_���¢�£¤xéêïî	�UË。

��，"��3Ù_	i，11"!

【���+】�"�,-： $1953.5.19

◎����./

®RP]��ï (���IJ)↑ �-W�%X ^�§¦Cz (���IJ)↑

¥VUOP○�J��

��ñ`qa�，
�ç�

ç�。#§，]��¨��

ç�_`¢¥Ì¨�+，®

RP](y®RU])��^q

S¥T-5，¥�%V

_ / � - W X  Y Z  �

（y-WX ��）。

®RP]��ï5�-W�

%X ^�§¦Cz·©。

33



34



P○○\��「r6�ÌÉ！�u．eå．®¯ñ」��]，�JÈ���_��

��·�U�LR。ã]U�，¥`t�h：「�ab��，m·�」(��n~��

�1�)。_ �h%��	?¤ëæ�����õö	d�.3，_�	$�|²í

¬B�。�´，�´，_`���/§�´，66d2¥�À6·��3E。�´，�

´，	�����zç�·Ú]ÿ��_`�Z��。ø�，����tUg，��È

dUè。�，�âr� �。þÖ! ¬Ö!

P○○c�ß，fëÿ�^q��ÓTU)´®，�¤^I S�p。�ò!ñ%

©á"x�:#2。�U2á"$À，	3E¾�ÈUN%µåæ/'3��Rf，I

5È	_`�.3。&-，0'¤!��¾Öõö0ÿ�¡B�â~µ(ìÕëâ~。

_ '¤3Eõé(ì�Õëâ~()*W)À�h�VUO1��1,�O- Ð

(æ+¯
P�-¼,>�-���/D)��n�U���£j�1Mc$/，	��

�£À./²È�¿`，�0P
1h23，�	4�56。dc$
_`�	ÕU�

òó，77D¤ÈE·FÄá，C�¹�$2FÄá? dÔ×�Di7K�89，¹�

$Cé？Çø	:	_`�´��6·m，�
�Wl¨	¹¼ñx³P¤¥¢	�

¨。

ø�，�c$��º¤Ñ�½¾_`�kt，d¼
U½;Q²²�<çñ。U^

��â~µ=ô，â~µ¯�
²�%|²>4，d
�V	����?CÖ@，rN

Ë©�/
B�â~�AB。^q，B�â~µ¼¯op	�¡*U，=�>CZ u

�，ì	��i。	��7�{�
��¶�>CZ�u�，	��/ø}�。·Ú

]，e¨ÑÕ7��D8/©3�	�E^_�/，Ø5fg>4c$。P¤��¼c

2,^q， �P○UU�\,�1-®¯�æP��]�áâ-%AFGOÌÉ>4

d�W�V	���c$。�h	3Õ_Gr，jklmx½¾D¤È1�c�P2

,�c$，	_mE|FGOÌÉì¥�q�Ørí���H�V·��，d
�P÷

��	�»@%IJ，�~����
k�	_`�K)。cæ�
	¿`VP○○O

�\,P�P-��ã�，l�5`Ø½¤c$，�|²³P¤L½�Ü�¢0��Ã

7¨Õ。

¼���	�¾ O�C�ÜMÇ �ë�h¼Uæ çN3]P�#

OPab��¾ LMNOhx TNQ��Rj �¿� PC+

o �É�· \, PQ�
 ¿� >lSj hëªy	�¾

(©U)fÊPQ�î��n$，���`t「�ab��」。(���IJ)

(©P)w�¿`õ�Tº�，�U「ìfg�4c$」�ö5。(���IJ)

◎9:�;�<=>

(©U) (©P)

35



� ¤c$¤½¤c$，¦È�§��Ö!Vt·Ú，	��àÅW，²³XÁ·

8µYÍ，Ä[ÄÆ，«¬�3
®¯>°±J´�。·Ú]，	�|²³P¤FG

Ofg_µ�¶øm¢·¸，¹º��»¼�Ò}。

	��ZZ{À�h_`���]>，$��´(SQ�æ^q)，���C�"�

�、�、·[	JB\ölIIP¤ç'-s7�Y,¢5。fÊPQ��]*�

]*�_`�£Í[`«%，£·>ë�UA^�_`W。

¿`UP§�aÌbcNd^�，��È°°±±�-s�89，aV�h���

/%ZÇ「?@¦C」，//�� �õle。0>zÈ�«h�¶¶，À��ÈU

�«wf�HàC。SQ¤ÈÉ�!À，0ÕU�_��
「Nd」，	
i·�ó。

0ÿ����`C
 UgPh，Õ�ËhÝ/½J«wf�Å!�，/�p�¯«:

f�±²Ø，�6È/>ë。~Èª0�i，	�ij*J´{�Ò，wU�7Ñ«:

fUË���ijK«:f#0，SQq´��¾Èk�«:f，0Ø%½�4
��

	Ç#0�û«:f。

��°¨^，����	�^l�zm(ì¤8B�n�M��oÁ�7þp

qr，
�±9ø5�#]ÕU(ì¤�。ø�，�¢|,Ax>;�BD|²J

B，���¸,A�，�ï�
s��´。SQ¢Ä�4CUÈ	U��îp��	

¹·¡â$，��ty�
��ty，�dËJBU�Üá���uvÈ。ÿmÿþ

�´f�
·¸�w÷�~���，÷®¯©½È±©xÒ®q(¯�ç¶y	，^÷

O�)。±�q	½¤®���9，��°�||!å[¤�æq，1992�	���±

9�«�}~�JÃ ÕU�#ÝQ，�>ªþ¦CÈU2,^×，V^��h�$

�´。·÷ªþ¦C�ô·，	
��Øk�ø�È×?�
�æÈÏ?~ÓÔ	4Ø

P¤·âx89?

c$��º7>4，�8�7m7���§��¾�}，�·°±�ë�7��。

d�.G·Kä¢Vlf§@�±�wd±���，Ø5�åår¼C����
��

�?CR$。â~µ�W�ß�·V��~A�k，ô¹A��IJ(ì。��}:�

�MW�éâ~µ~�]
��?CR$，#ø�ÿ¹IJ(ì。q´�8Äãi

�， DQâ~µþm¼C J�U�\�±w?CR�。AV(ì\4^·Ú���

�，����©n?CR�¾¤�CØ]。
�âÃ�，â~µØ�>r~år，�ÒUè�²³，X·8µYÍ5��?CR

�>4#��。

◎?@	
�AB�CD

◎EF

_`�VLMNO，�C£·>ë�UA^�_`W，P¤ç'-s7�Y,¢5。

(���IJ)(©U)

�
��¦�ijûK«:f(���IJ)(©P)

(©U) (©P)

36



	'�°±�Á	��Á�`�	���´�	´Ö，³C|n。ã]：

#�Ð¤y,，�$�%��}7�-Y�，����

��È�K	�<Þ����/]�5����，¼þ ¾´È。…，¹ìÏ¤	�

ë¨�C�$ÖDÈF2Äá�%，ÜV¾¤�]，
 ³k¼Gr。¢V"7¡¢4

�¡¢�£m¢��W�Æ¤7Q¥，	
 P¤³r，û +¦h。'�，	

� ¹·"UËÆ�；�§�D，¼¨©}��Z� 。

=8��dË�h：	éÍd*/%Uç�u±Cð	UË，「LMNO/' D´�

c$」�h �cæ5³r，"�_`Ñ
U9È�·��ÍÍ、���、ùC。

d)^��/*+CD#~�Åª，åØ
�~
�«¬�C*

+·「�8CDR�$µ�#�®」，�o¦_]î¤È°°±±�ëVLMNO�

��，1M�$�<.©
	�o¦®_]î¤�，*¯©:;� �，uQáðU2

C��nÈn��^qc$ V¤#���CØ%，…。�#��º�_]，	��X

·*/ °��Ú�ä�ÿ�ó+�Á®¯����·���。_ø�È��*/ßà

（�8CDR�$）	�ó
�Ø�+±�，d'²	©��ÿ�ä�¤$¡

*U，���ã����³ö¡��K#�T，��ÿ�X·dU)�UË�lÚ，

�ä�ÿ�ó+ �§/¤_/��CD�LMNO/'。

©°"���_ È，	
��TP´��，_/7"�øµ

U��/¨。§-|}]�k¶Ï¤"�·y，i]S�á�2¸¹â"zº+}，¢

V"ç�i]�i»7Q¼，Ú zº+¦，��"¹X·À�6m_`��$½è

"±��cæ。

A Internet Ï¤�U5½�ïð5�

���Æ，³¤uZ»，…��½?¤âÖ。

���_]��	³r�
��C�´ÃÄîÈc$�<.q，¦È|n�/¨

7j<ÅwÈ「ÆÇ」w°：

î·°±rC�<. ³r �
È@#«�uÉß

��×^� ���@] éâ. = u§ uÑ� ……

U9«~C_C½��qõL ………

I%c$^q 	 ÖÊ�é� ËÈ


Ñ3k� ��KKz�Ji]�ÌÍ7||

Ï6ÈC��Ü�^� Æ�|d �Ç�q�c� ……

¥
-W�����+� ¾B�Øã�È�U�ç ^Î

GHIJK.L MNOP：

QRSTMNOP：

?UIVMNOP：

WXYZ[\]^_3�`abcMNOP：

�

de

�ab�c$B�CD�EYGHI�J。(B�

CD�EFGHIIJ)→

P○UU��P,�-	�ÐJRB�CD

�EFGHIz¬ûæ§r，	gÑÒxÛ%

_`�#	�c$，³rÈ��7/�。��8

$ÓÔ�U¨YÕ，�J「�abc$�<

.」。â<.�z~CD#�u²Ø�#+D

¢，ã]「CD!、Ï、î－!�×9、Ï¤C

D、î6��」�「PPc�Ø�」�2#~:

�� CD#��K##~»q�^�。

37



◎fghi�jk4lm

3E}K�º0KL#�C�c$，û�ÈBeëfg:²ÙUc$�Úl。0³

f，ÛÜjk£�C¤º� 4�´²�>qCÝ�，~¸®¯�p�PQ�>�º，

���Ï¤�¸+÷C？d�
uÞßÏ？	ÕÖ�à���U2C|²s¤，ã¥�

C×？	uáéÍ
�2(�)C�	��c$V#���?	
�2(�)Cá#�c$Ù

��?fg¯Ø���，�À�C+÷C，N	�Ø¡�Ôâ？

SQ�åæ/'，©���¸U½²�ã°ÌÉÿ��>õä~�ó��n，�P

'+�å[å�æò�Aç，è|�é�êk��ÿ¹� C，¢�Øë，ôØ�tU

g，C��Çx。����d�¹¼%P'+��ì².�，�:�!，yþ|ÿí

î。

]�áâëdµÞs�B�ßàáâcD ï，�ðïðñyò5þ®8ì�、

Lu�����º¯，�eåB�
$|��。fg¯Ø���，���¼�d�ó

ôE，N	�Ø·¸ÕÖfg�ÒÖ？

®¯�æ��:^UÄá，�	�¢åæ���È�ÝøkVðõ、ö÷，å[ø

�。�"
4#��LÍ，	3�oÁ�4���ÑÕ，fg��ÿ´ù���7

Ó，�ïØ±úûüý7C³，ó��、@É�êþm¡&,7oÁ，����4#

PQ�7��，���ÑÕ4#�U¥�®¯*/。

	'5����Ç�，�®¯�-�LMNO»¼]þº。

	� c$£j：

PQ �

lÿ2£U-� ¸èFÄ1c$
�¢_µ��Ø U�P3�¼æ
LMNOz�� B�CD£j�
l��tV5. �3û�ml�
¨Õ�Ã�þ¡ Ø¾Ñ�<çñ
�©R§£j` e¨Ñ¦�i±
jgQ¼T�	 H
¦rÚ�r
��^���0 ½7»¼l�

P¤fg|,Í÷ ��å���î >µ���

�Iåæ^/ >_D���±|Å�R� ����{I��n

_�¥ô�33O>Í76�ô��Î�、2 îÏ�5Ð�ÑÒ]��5���3:@
åæ§�� |CD�ed ô �C�� z~åæ/¥�����

Z………… �¹�h1Mc$ U�¢�C��Ô………

ÿþ¼ÿm�_µ Â�c$Mèç�58�^× ��C PÈ58��L^�

/¥��· fë�ÿ� �C²³���C� ���M�×�c�Ã¾

Uè�ÑÕ·Ú ÜV¢&�.wJY,���


D´��Ï? Ð�´��É

¥
2����� o��¨cUC¨

¥
2����L½ ë¨¢� ��î

¥
2¨��_` l�¢�3��Ã7Ñ!

·y Uè �"È |3�q ÜÁª#ÈdZ¤�C�

«~� |$�	� �³¤%& �´Ñ��Æ� 
" ...........

�ab C� �C��Ùß�"~N

�³�'©b/ PÍfÊåæ- c$ÍÒ(â. �K���)*

c���[`3 ||¤�+}i ����©ª- �¨ �,-J

w�3E�¡¢�KL�abî��¬¦。

(���IJ)

38



會訊徵稿

校友動態

本會訊經第十三屆理事會通過，訂為每四個月出刊一期，不論活動報導、

旅遊新知、專業論文、各類小品等，通通歡迎，每篇至少五百字，稿酬一律視

為捐款五百元（可申報節稅），歡迎校友隨時賜稿。

第十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增加對熱心投稿者之獎勵：

(1)每篇文章在兩頁以內時，稿費保持「視為捐款」500元，三頁以上則提高為

1000元整。

(2)每屆投稿頭尾超過四期者，於大會中頒發「金筆獎」另頒發合訂本作為紀

李綽婉學長因肺腺癌住院開刀，102.6.14.上午郭春江前會長夫婦、輔導

總幹事呂建霖、總幹事林宗順及陳美珠、鄭珀婛、郭瀛豐、羅玉穎等多位學長

前往高醫探視，李學長的氣色看來還不錯。楊俊毓會長當日有事，已提前於前

ㄧ日前往關心。

高雄市國立台灣大學校友會

102年4月11日~102年6月26日 新入會會員簡介

1073

1074

尤愛馨

黃春蘭

97

79

管學院

會計研究所

理學院

化學研究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統副教授

nelis0513@msn.com

clhuang@mail.nkmu.edu.tw

(H)

(M)0988336709

(H)07-7276872

(M)0935999805

姓名 性別
畢業

時間

畢業院

系別
現職 信箱 電話

女

女

會員證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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