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碎語（戴明瑞）送走了 2020 和 2021，心中沒有太多不捨。進

入 2022，縱然世道仍亂，卻忍不住有種新生的喜悅，尤其是看到這簡

訊日益茁壯，一期比一期精彩。感謝眾校友不吝賜稿，讓我們簡訊内容

更加多元，更有可讀性。本期包括:  
 

校友會活動報告：參加【區塊鏈與數值加密幣】講座後心得（會長 王相禮） 

踐行愛國愛人校訓：孫乃競博士紀念基金簡介(殷人琪 社會-75)/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賴富雄 土木-63） 

兩篇很棒的遊記：波多黎各印象（李勃興 醫學-92)/驚鴻一撇，畢生難忘-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之旅(吳念慈 

商學-84) 

聚焦中美台關係的兩篇大作：母親和尼克森的一段小歷史(卓以定 植物-66)/從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的惡化(宋自珍 

政治-68） 

繼續咬文嚼字的德碩玩文(陳德碩 醫學-61） 

還有一些分享人生感悟或生活樂趣的短文：職場上的敵人是自己人(羅吉原 電機-74）/石頭記（戴明瑞 機械-

78)/How I Hold It Together in a Trying Time (李中英 歷史-76)/“Bing’s Paraprosdokians” and “Bethlehem in Barbed 

Wire” (張彬彬 電機-66）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

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兩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各期簡訊及校友會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母校消息 
 6G 時代預計數年後到來，行動通訊系統與衛星網路的結合將帶領我們進入高度自動化、智慧化的社

會。各國在積極投入 6G 技術研發的同時，MIT 與本校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 . .  [more] 

 動一片初心美好, 迎向力與美的人生. . .  [more] 
 曾有個校園傳說，男女同學約會千萬不要來傅園，因為傅校長非常愛護女同學，男生在他眼中每個都

是小壞蛋，傅校長英靈會拆散他們。不過. . .  [more] 

 茶葉的風味細緻而多變，茶葉製作中風味形成的作動判斷，都在氣味流轉間決定；一杯茶好不好喝、

是否迷人，也在一注熱水後的香氣氤氳中定案. . .  [more] 
 優質的水果與貯運保鮮技術皆是外銷成功的重要關鍵，兩者缺一不可。優質的果品再透過本校團隊的

研發技術協助維持品質，才能達到外銷市場多元化的永續經營目標.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s://NTUAlumniBM.ntu.edu.tw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簡訊 2022年 Q1季刊（第 24期） 
     NTUAA-GNY eNewsletter 2022 Q1 Edition (Issue 24)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http://www.ntuaagny.org/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4&sn=2111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5&sn=2112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7&sn=21143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9&sn=21168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10&sn=21175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tualumnibm.ntu.edu.tw%2F&data=04%7C01%7C%7C3056286385914a396ed108d9d7244118%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77773729834523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0GrRawKn3cbWnmwf0DxbCnUT%2BfItBfaKwXYJo5iwG4w%3D&reserved=0
http://www.ntureunion.tw/


Li, 

Susie C Y Li 李中英, 臺大歷史系, 

1976 

 

https://susiecyli.wordpress.com/ 

Li, 

Susie C Y Li 李中英, 臺大歷史系, 

1976 

 

https://susiecyli.wordpress.com/ 

Li, 

參加【區塊鏈與數值加密幣】講座後心得  （會長 王相禮） 

 

人類科技已發展到了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境界。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沒有最怪的，只有

更怪的！尤其在電腦網絡世界裡了，各種稀奇古怪

的現象與發明層出不窮，不但吹皺了原本美好的一

池春水，更可能壞了一堆人(既得利益者)的好事！

太多人急欲跳脫現有的各種規範及束縛，另創天地！

所謂的不成方圓，無以立規，已經不被許多人接受，

以致於人我之間的鴻溝不斷地擴大，人與人之間的

基本互信與禮儀逐漸消逝無存，光怪陸離的亂象已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難怪曾聽說過，互聯網絡的

出現是撒旦魔鬼的代言人幹的好事 (好壞人人各有

定見)！各種訊息極度快速地傳播，無遠佛屆地被

複製、轉化、變更，其中更有大量虛假謊言被刻意

地混入其中，以擾亂眾人視聽，導致於所有人被海

量的資訊淹沒，原有對是非對錯判斷的能力在無形

中被弱化了而不自知！ 

 

這現象在過去幾年裡興起的虛擬貨幣炒風可見

一般，一個被許多金融界大師認為毫無丁點實際價

值、或極難具體訂定價值的虛擬物件，竟然被推捧

成具有數萬億美元的身價！對於新科技接受度高的

人而言，一個可取代流通數千年的傳統金融市場貨

幣工具的橫空出現，代表著無可限量的機會與錢景。

對於敢於領先眾人，捨身試藥吃螃蟹的人，或甚至

於是已經投身跳下海親自動手捉螃蟹的勇者而言，

這實在是一個曠世難求點石成金的大好機會！但這

對大多數的廣大群眾而言實在是一個很難理解的議

題，因為不知道這個從石頭裡蹦出來的東西，對他

們有什麼好處，更不知道如何從中分享到應有的利

益！這也對一向擁有絕對金融市場貨幣政策控制力

的各國政府而言，將會是一顆很難下嚥的龍珠，因

為不知道那是一要命的糖衣毒藥或是一長生不老的

金丹！對於亟欲擺脫各方監控的特殊行業、團伙或

組織而言，這更是代表著一個能讓它們超生了死入

極樂世界的徹底解脫法門！也正是因為這裡頭有太

多各方的角力與難解的門道，以致於到現在為止，

誰是第一個開創出這個捉螃蟹工具，而且已經抓捕

到一巨大籮筐螃蟹的拓荒者的真實身份，依然是一

個現世間的羅生門，因為這也會是一個讓這先行者

隨時被消失的絕對殺機！ 

 

非常感謝大紐約地區台大校友會前會長李嘉章

博士，把多年來對虛擬貨幣的研究心得，了不起地

把這個比較抽象、虛渺難懂的高科技理論議題，在

2/19 用輕鬆易解的言語分享給近二百位校友們，

相信大家都受益良多！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李博士

能把他吃螃蟹的方法與門道也分享給我們，讓大家

也能親身體驗吃螃蟹的快感！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好

的議題與心得，也能到校友會裡來與所有的校友們

分享！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不同背景

領域的學習者，例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

的同學們，如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臺大推出「NTU AR」 

歡迎校友返校學習進修， 

「校友學習帳戶」首部曲正式啟動:  

 

校友學習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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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98&sn=15126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specs/TC/event_in.aspx?cid=129&id=391&chk=4b54b071-7e71-4efa-bf5e-e240099a8664&param=pn%3D1%26cid%3D129%26cchk%3D&utm_source=NTUAR-EDM&utm_medium=NTUAR-EDM&utm_campaign=NTUAR-EDM&utm_id=NTUAR-EDM&utm_term=NTUAR-EDM&utm_content=NTUAR-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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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乃競博士紀念基金簡介 (殷人琪  社會-75） 
 
為紀念孫乃競博士、孫博士父親孫國仁先生及母親孫崔玉玲女士，並感謝國立臺灣大

學之栽培，特捐贈設置「孫乃競博士紀念基金」總計 100 萬美元，來源包括：孫乃競

博士生前已捐贈 450,000美元及殷人琪女士已捐贈 50,000美元, 截至民國 110年 9月

止，分配投資獲利 399,210.37 美元，合計捐贈本金暨投資獲利共 899,210.37 美元；

餘款由殷人琪校友及林艷卿校友捐贈補足 100萬美元。 

 

永續基金內容  「孫乃競博士紀念基金」100 萬美元為永續基金，其中 50萬美元供設立「孫乃競博士紀念

永續清寒獎助學金」，另 50萬美元供設立「孫乃競博士紀念永續研究獎學金」(以下合稱「本獎助學

金」)，供社會科學院經濟系及管理學院經濟及金融市場相關研究(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Studies)使用。 

 

永續基金設置專帳管理，每年撥付本金之 4%孳息，作為執行本獎助學金之費用。每年 4%孳息於當年度發

放本獎助學金後之剩餘(包含當年度未能發出之本獎助學金金額)滾入本金。屬於永續性質之本金永不動

用。 

 

發放方式及獎助對象  「孫乃競博士紀念永續清寒獎助學金」由學務處生輔組研議設置要點，「孫乃競博

士紀念永續研究獎學金」由管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經濟系研議設置要點。 

 

孫乃競博士生平及對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的貢獻  孫乃競先生, 天津人。生於 1938年 10月 29日。台大

經濟系 1961年畢業, 1963 年隨著留學風潮到美國紐約大學留學, 自費讀了一年後, 學校提供獎學金直至

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孫學長為人極為慷慨尤其是對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 30 多年來盡心盡力。 38年前

成立紐約台大校友會就是在他的曼哈頓東園餐廳舉行。多年來理事會開會時, 他提供的地點, 餐飲, 更是

不勝枚舉。年刊的印刷也是盡量給予協助。早年校友會旅行團的巴士行經法拉盛載校友時, 無論多早他都

是親自推了好幾箱早點, 水果, 零食等在哪裡送給大家, 至今仍為大家所念。至於回饋母校台灣大學他不

但自己大力捐款, 更是推動為母校募款的幕後力量, 帶動了大紐約區甚至全美校友捐款無數的風氣。 

 

附上「孫乃競博士紀念永續基金設置要點」,歡迎台大學弟妹們踴躍申請, 並請校友服務中心廣為宣揚。 

 

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 (賴富雄 土木-63） 
 

校友會鼓勵大家捐款回饋母校(Tax deductible)。請寄支票(payable to NTUADF)給葛賢芬校友(Margaret 

Lai, 18 Manton Avenue,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再一起寄給在芝加哥的黃慶鍾醫師 (NTUADF 財

務負責人)。黃醫師會將捐款收據直接寄給您。除非特別指定用途,捐款將繼續給“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

永續基金“。目前對助學永續基金的捐款，離目標尚遠。希望校友們能慷慨解囊，多少不拘，扶助清寒的

學弟妹。 

 

校友會是免稅非營利組織。除了服務校友及鼓勵校友回饋母校之外，也做些社會慈善工作。歡迎校友捐

款。支票(payable to NTUAA-GNY)請寄給葛賢芬校友，地址如上。您將從校友會直接收到捐款的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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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tuaagny.org/doc/DrSunMemorialScholarship.pdf
http://www.ntuaagny.org/doc/DrSunMemorialScholarsh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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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迴旋的風吹雪如翻紙 

冬日的光與影玩著追逐的遊戲 

金色的夕陽把積雪映成鳴沙 

一片純白中我自兀立如一方墨石  

不嗔不怒無有無空 

忘了 我本是一顆  

頑石   

石頭記 （戴明瑞 機械-78) 



波多黎各印象     （李勃興  醫學-92)  

 



 

 
 

 

 

 

 

 

 

 

從 San Juan (首都）要去

南部 Ponce (第二大城）

半途有一個小山城

Guavate , 九彎十八拐的

山路上，有很多家烤豬店

(Lechonera)，有台灣山區

土雞城的 fu. 很受波多黎

各當地人的歡迎。假日期

間，外面大排長龍，許多

人買外賣回家。 

北部海岸的

Indian Cave, 

有許多壯觀的

海蝕岩洞。 

 

波多黎各第二大城

Ponce 在南部的海

岸，從首都 San Juan

開車去只要一個半鐘

頭。這棟很特別的建

築，最初是博覽會的

一個展覽館，後來當

作消防隊，現在變成

網美打卡的景點。 

 



 

 

 

 

 

  

Old San Juan 街頭色彩鮮艷的房子 

 

Old San Juan 的 San Felipe del Morro 碉堡，防守著 San Juan 港.  

碉堡前，有一大片草地，很適合在那裡打滾，放風箏。 

 



 

 

 

 

 

 

 

 

 

 

 

 

 

 

 

 

 

 

 

El Yunque National Forest 是美國境內，唯一的熱帶雨林。 

左：在 Juan Diego 瀑布沖水。這個瀑布，在一個需要預約入場時間門票的區域內。 

右：Angelito Trail.，大約一英里，路況平坦，走到盡頭，可以來到這個河邊， 

非常寬闊的天然游泳池。來這個地方，不需要預約門票。 

 

歡迎大家到我的部落格，瀏覽更多照片 
https://leeposhing.wordpress.com/2022/01/09/波多黎各印象/ 

 

 

  

https://leeposhing.wordpress.com/2022/01/09/%E6%B3%A2%E5%A4%9A%E9%BB%8E%E5%90%84%E5%8D%B0%E8%B1%A1/


        職場上的敵人 是自己人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美國世界日報 周刊 職場春秋欄：12/26/2021） 

 

 

 

二十多年前我在貝爾實驗室工作時，看了一部 1986年拍的電影《越南老兵的公

園》（The park is mine），有很多感慨，因為影片中講的一些情況，跟我職場

上發生的事，有相似之處。 

 

影片講越戰退伍軍人中，很多人有心理障礙，主角湯米‧李‧瓊斯就是其中之一。

他當年因為一心愛國當兵去越南殺越共，越戰造成他的心理障礙，退役之後，難

以融入社會。一時衝動之下，他帶著武器和炸藥占領了紐約市的中央公園，政府

不但不幫他解決問題，反而派了一個越共叢林戰專家出身的職業殺手摸進公園

裡，電影裡湯米的台詞是：「他們居然派了一個越共來殺我！」，實在太諷刺

了。 

 

●開發軟體 同事竟要買競品 

 

當時我在貝爾實驗室的工作是發展設計晶片用的軟體，以輔助公司設計晶片部門

的同事。為了充實研發經費，我的軟體產品還拿到市場上銷售，如此一舉數得，

重點是產品增加了客戶，多了許多磨練；我的工作變得更為辛苦，但是可使產品

精益求精，更上層樓；對公司晶片部門的同事也有助益，不會井蛙觀天。 

 

我對軟體產品品質的提升不遺餘力，本來我以為同事會因此而感動，對我更加支

持，沒想到他們反而忙著測試市場上我的競爭者的產品，希望能引進外來產品，

取代我的。同一公司的同事，不但不是我堅強的後盾，反而變成我的心腹大患。

設想在市場上，我正在吹噓我的產品有多牛，人家問那你同公司的晶片設計單位

為何不用，要如何回答？ 

 

所以乍看之下，我在公司外面跟競爭者廝殺得天昏地暗的，公司不但沒有幫助

我，反而派自己人（越共）來扯後腿。這一點，跟電影裡的情節很類似。 

 

不過如果把格局拉大一點來看，設計晶片部門同事，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們也希望使用最好的軟體產品以助其晶片設計，否則在

自己的行業裡，無法立足。 

 

所以在貝爾實驗室，我努力的終極結果，就是能夠戰勝心腹大患，讓產品得以保

存下來，跟著我轉到第二個公司。 

 

 



 

●公司計畫裁員 險保住一命 

 

在第二個公司裡，也有一個類似但完全不同的情節，故事是這樣的： 

 

約十年前，公司的財務狀況很差，搖搖欲墜。當時謠言四起：公司將裁員 26%；

一個高層老中主管將被裁掉，換一個老美執行長的親信，他是個老印；有些計

畫，將裁得乾淨，所有的人員都送上路。我們跟一個傳聞將被裁的一組人平常都

是好朋友，現在真不知道要如何地安慰他們才好。 

 

然後公司宣布改組，跟謠言完全不同。執行長被換掉，由老中董事長擔任；原來

執行長的親信老印也隨著消失；老中高層主管留任；原來那個會被裁的計畫，反

變成要加強努力。據說董事會覺得裁員 26%將「傷筋斷骨」，置公司於萬劫不復

之地，所以只批准裁員 13%，寄望日後公司仍然可以臥薪嘗膽、積蓄能量，東山

再起。 

 

公司改組之後，我碰到一些異地來的同事，他們自我介紹會說：「我屬於那初始

的 26%。」可見他們多慶幸自己不屬於那要命的 13%。 

 

謠言中計畫要被裁的那組人，發現他們最大的敵人（越共），就是公司，差一點

就要了他們的「命」。這一點跟電影的情節也很像。 

 

因為我過去的專長，我受邀參加那個本來要被裁的計畫的活動。他們在加州舉行

一星期的技術研討會，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研討會進行到第二天，老中高層主

管蒞臨致辭，他說的話很感性，我一直記得。他說：「各位都知道（這公開的秘

密）：你們曾是公司要裁員的對象，所以心裡想起來一定很不舒服。你可以想公

司既然（曾想）對你不仁，你也可以對公司不義，不再為這公司努力賣命。不過

日子還是要過的，與其產品在市場上失敗，還不如好好努力，讓產品在市場上成

功；你因後者而得到的快樂，將遠大於你懷恨和報復得到的短暫快感。你們二選

一吧！」我想他自己也克服了同樣的心中迷惑，才能有如此精闢的見解。 

 

職場上需要正能量，雖然很多時候，我們的主要敵人來自内部，我們都有懷恨和

報復的衝動。但是如果能把格局放大，事情做成功才是重點，個人在職場上才能

因此得到真正的滿足和快樂。  
  



      母親和尼克森的一段小歷史  (卓以定 植物-66)  

 

我的母親是由年輕的家庭主婦，走進真正競爭的

職場。那是因為她和父親在 1949 年由上海逃難到

台灣。他倆又帶了各自的弟妹，重新開始嶄新獨

立的生活。她學習台語，自己買了二手的英文打

字機，由會彈鋼琴的雙手，努力學習成熟練的英

文打字高手。後來又以榜首考上當時非常難進的

美援會，從英文打字員開始，後又升格成英文秘

書，工作數十年，成為成功的職業婦女。 
 

一直到 1959年，媽媽又從當年工作多年的美援

會，轉職到招商局，擔任董事長的英文機要秘

書。招商局董事長當時是黃仁霖，也是台灣東吳

大學的董事長。黃仁霖是由原台灣聯勤總司令轉

職去的。黃仁霖生長在上海，有過留學美國的背

景，上海話和英語都擅長。抗戰時回國，在二戰

時負責接待美國軍事團，和很多美國最高官員私

交甚篤。黃體格高大，性情友善，基督徒背景，

深得蔣宋美齡夫人信任。正好媽媽母語是上海

話，大學時進了教會大學-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

是虔誠的基督徒。擔任黃仁霖的私人秘書，不需

調適，非常勝任。 
 

我母親個性原本內向緊張，生性老實，嘴根甚

緊，很少社交，從不牽惹是非。她在招商局工作

的那幾年，剛好是我在台灣的中學，大學學生时

候。媽媽下班後，心情就會放鬆，回家後從來很

少提到工作。只有偶爾會提到蔣夫人打電話給她

上司，黃仁霖董事長，她會興奮地和我們分享，⋯ 
 

在 1961 年某月，一天媽媽下班，突然話匣大開地

告訴父親，她今天看到去年沒有選上美國總統的

尼克森！在 1960年，尼克森以非常微弱的劣勢輸

給甘迺迪。母親説，「相隨心轉」真是一點都不

假。尼克森當天在接待客廳內出奇安靜，默默等

待黃仁霖二三小時，結果沒成。尼克森臉色很難

看，萎頓不振，怏怏不樂的離去....事後，媽媽

告訴我們，黃仁霖受到指示不必與尼克森會面。 
 

母親是認得尼克森的面孔的。因為早在 1953年，

11 月 8號他就以美國副總統（當時白宮是艾森豪

總統）身份來訪，當時也是台灣美援會的天大盛

事。受到當時的

中華民國總統蔣

中正與第一夫人

蔣宋美齡的高規

格的禮待，雙方

相談甚歡。所以

在他牽線下才有

1960 年 6月 18

號，美國總統

艾森豪首次訪

台。當時艾森

豪親訪反共最前線台灣，政府大為振奮。動員國

軍、民眾、學生群眾，超過五十萬人的迎接。我

自己那時只是中學生，中山女中（二女中）全校

站在中正路邊，搖旗吶喊，萬人空巷的場景，迄

今記憶猶新。 
 

這個 1961來台事件之後，尼克森衰運連連，1962

年之後競選加州州長也失敗。沒想到 1964年甘迺

迪總統遇刺，他開始又在共和黨活耀，不屈不

撓，尼克森再度參選總統勝出，在 1968年選上美

國總統。這次，他在就任前，就秘密地和基辛格

策畫，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談和。1972年尼

克森總統正式訪問中國，并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

恩來握手言和。中美兩國當時的上海和平公告，

的確震驚了全世界。 
 

從此以後，尼克森完全不顧中華民國，至此退出

聯合國。他的這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改

變了台灣以後數十年的命運。若是他在 1961年來

台時，中華民國好好接待他，會有不同的未來

嗎？ 我不知道，歷史是不會改寫的。天上的母

親，知不知道她可能見証了中華民國和美國関係

的関鍵時刻呢？

  

1961 年時的母親，身旁竹籬是我們當時的家 



從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的惡化     (宋自珍 政治-68） 

 
明瑞校友， 
 
你好！我是台大 1968 年政治學系畢業的。謹附上本人有關中美關係的拙稿一份，謝謝。 
 
現簡單介紹我的學經歷：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Rutgers Univ.)；MBA （Rutgers Univ. )；  
MS in Library Science（Catholic Univ. of America）； 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ufts Univ.）； 
BA i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退休之前，我一直在大學圖書館中工作，支援大學各院系的教學工作以及學術研究。前後共計 41 年。曾經在哈佛
大學燕京圖書館服務過，在 Rutgers 大學擔任過十年的大學圖書館副總館長， 之後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大學圖書
館館長九年，直到退休。 
 
順祝編安，不贅其餘。 - - 宋自珍 

 

 

深切關心台灣的我們，關注中美關係的發

展，是當然的，也是應該的，因為它直接或

間接地影響到台灣的未來。近年來，中美對

抗不斷加劇。或許有人認為，兩國之間的緊

張局勢從未像現今這樣嚴重，這是一個不正

確的認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成立 70 多年了。 

1949 年之後的好多年裡，在西方世界，特別

是在美國， 中國問題經常被討論到的是：誰

失去了中國?  這主要是美國向當時的國民

政府提供了對抗中共挑戰的實質幫助，並試

圖協調出能早點結束國共內戰 (1945-49) 的

政治解決方案，但都沒有成功。 敵意當然成

為這些失敗的直接產物。 這種敵意很快地因

新中國以及美國之後的行動，特別是後來的

韓戰，而加劇。 

 

1949 年 7 月 30 日，在中國內戰即將結束之

際，美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發表

了一份關於美中關係的白皮書。它對中國大

陸發生的事情表示遺憾，同時還指出美國無

法阻止共產黨在中國取得了勝利。美國在

1949 年底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繼續予以

外交承認，並繼續提供經濟援助。但是軍事

援助被終止了，同時並刻意將台灣對美國的

重要性降到最低，因為美國預想到台灣有可

能會被共產黨在短期內攻佔。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

旨在抵消國內某些人仕要求美國介入國共內

戰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因此，儘管包括前總

統胡佛 (Herbert Hoover) 在內的一些有影

響力的美國人，提出了美國採取更多行動的

要求，但美國政府已明確決定不考慮進駐台

灣，或使用美國軍事力量去保護台灣。同年

1 月 14 日，美國從中國大陸召回所有官方人

員。與此同時，美國仍然沒有與新成立的

PRC 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舉動。儘管如此，

與中國新政府最終建立關係的道路，顯然沒

有完全關上。 

 

在等待塵埃落定的同時，美國似乎從中俄國

家利益的明顯矛盾中，看到了一些暫時不對

新中國關係作決定的理由。換言之，在制定

新的對中政策之前，美國在等待幾個問題的

答案：剛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會自己垮掉或

是被共產黨在近期完全打敗？中國共產黨政

府能否對大陸建立完全的控制？北京和莫斯

科未來的關係如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



助於確定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中政策或

關係。  

 

但這些算計因韓戰爆發而結束。美國再次積

極介入亞洲及中國局勢，對中國的強烈敵意

迅速增長，中國問題很快成為美國國內政治

的首要問題。不管這些算計之前的優點是什

麼，它很快就在激烈的戰爭中被一掃而空，

也被美國民眾對新中國的強烈負面情緒所壓

倒，這些算計，或是說策略，也被北京對美

國的尖刻宣傳，和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快速增

長，而受到強烈的質疑。  

 

由蘇聯背後支持的朝鮮人民軍，是在 1950年 

6 月 25 日入侵南韓。美國迅速地出兵，不

久之後聯合國軍隊也參加戰爭，急於保衛南

韓。 6 月 27 日，杜魯門總統進一步下令第

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以防止任何台海衝突。

1950 年 8 月，美國還恢復向台灣運送軍需物

資，(並於次年春天，在島上成立了軍事援助

顧問團)。 1950年 10月，美軍在暫時的勝利

中越過 38度線後，龐大的中國軍隊以 [中國

人民志願軍] 之名，越過鴨綠江支援朝鮮，

參與了戰爭。 

 

在新中國參于朝鮮戰爭後，1951 年 1 月美

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大會將中

華人民共和國定性為「侵略者」，聯合國大

會於 2 月 1 日通過了這項決議。美國參議

院還決議強烈反對北京在聯合國佔有席位。

美國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同時採取行動，以孤

立中國大陸，並向新中國施加壓力，例如禁

止所有的貿易。在 1953 年朝鮮戰爭簽署停

戰協議之前，超過 300 萬軍人及老百姓在三

年的戰爭中喪生。死亡人中包括了近 16萬中

國軍人和約 3 萬 6 千的美軍。受傷的人數更

是不計其數。 

 

韓戰後，美國政府對北京的強硬政策不斷加

強。當然美國國內批評政府的壓力，以及公

眾情緒都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極大作用。總

而言之，朝鮮的血腥戰鬥激起的民眾情緒，

深深地影響了美國與新中國的關係。美國對

新中國的態度不僅只是不友好的態度，而是

一種強烈的敵意。相反地，退到台灣的國民

政府，現在成為了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

親密而不可或缺的伙伴，應該得到美國軍事、

經濟和政治援助的大力支持。1953 年，艾森

豪總統解除了美國第七艦隊對台灣的封鎖。

1954年華盛頓與台灣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 

 

新中國在 1964 年 10 月進行原子彈測試後，

最終加入了擁核國家的行列。首次測試正值

美中因越南衝突升級而出現緊張關係之際。

到測試時，中國已經在與越南的邊境處集結

了軍隊，準備加入戰爭。  長期越戰中 

(1955-1975) 和越戰之後，美國人反中的情

緒更為明顯。越戰中雖然中國軍隊死亡受傷

共約 5 千人，但是美軍死亡數超過 5 萬 8 千

人，受傷的更超過 30萬人。美國和新中國的

關係在之後多年，可以說真的落到了谷底。 

 

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短暫的緩和，是中國乒乓

球隊在 1971年 4 月 6 日邀請美國隊隊員去

中國，也就是所謂的「乒乓外交」。1971 年

7 月，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此後不

久，聯合國終於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賦

予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這個席位自 

1945 年以來一直由中華民國持有。 

 

在尼克森總統 1972年 2 月訪華後，整個局勢

開始慢慢發生變化。訪問期間他會見了毛主

席，並與周恩來總理簽署了上海公報。公報

允許中國和美國討論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台

灣問題，為改善美中關係奠定了基礎。然而，

兩國關係正常化在下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仍

然進展緩慢。到了 1979 年，卡特總統終於給

予中國全面外交承認，同時承認中國大陸的

一個中國原則，並斷絕與台灣的正常關係。

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此後不久訪問了美國。然



而，在那年 4 月，國會批准了《台灣關係

法》，允許美國和台灣繼續保持商業和文化

關係。該法案要求華盛頓向台灣提供防禦性

武器，但不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雖然在 1989年 6 月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而

且在這些年間，有其他的事件引起了更多的

波瀾， 2000年 10 月 中國和美國貿易關係

終究正常化了。但一些指標性的變化逐漸又

將兩國的關係推向緊張。例如 2007 年 3 月

起中國開始大幅增加軍費開支，2008 年 9 

月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債國，2010 年 8 

月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1 年後，中美關係再次逐漸下滑。 2011

年 11 月美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在一篇關於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概述

了美國“轉向”亞洲的計劃。 克林頓所呼籲

的增加在亞太地區的外交、經濟、戰略和其

他方面的投資，被視為對抗中國日益增長影

響力的舉措。當月，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美國和其他八個國家已

就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達成一致。2012 年 

2 月 中美貿易緊張局勢開始升級。該年 11 

月中共的十八大作了幾十年來最重大的領導

層更替。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和國務院，

約有 70% 的成員被更換。習近平接替了胡錦

濤出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還就”中國夢” (China dream) 

發表一系列講話，顯示中國將進一步大幅度

地加強國力。 

 

美國 2018年以來的一連串的行動可以看出美

國目前對中政策的基調。 2018 年 3 月 22 

日 川普宣布了新關稅來針對中國。2018 年 

7 月 6 日起中美貿易戰更加升級。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更

公開說要繼續採用強硬的政策來面對中國。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美國主導之下，加拿

大更逮捕了華為高級主管孟晚舟，試著將她

引渡到美國接受審訊，試圖打擊中國高科技

的發展，雖然最後沒有成功。2019 年 5 月 

之後貿易戰愈演愈烈。2019 年 8 月 5 日美

國更進一步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019 年 

11 月 27 日 川普簽署法案支持香港抗議者。

2020 年 1 月 15 日所謂的 “第一階段”的

貿易協議簽署。但是 2020 年 1 月 後在冠狀

病毒大流行中，兩國緊張局勢更加飆升。

2020 年 7 月 22 日 美中因外交衝突升級而

各關閉了休士頓領事館及成都領事館。 2021 

年 1 月 21 日美國又將中國對待維吾爾人一

些爭議，定性為種族滅絕。與此同時，美國

試圖動員其他國家抵制2022 的冬奧會。顯而

易見，美國在短期內，強硬政策不會改變。 

 

近年來一些有關美國人對中國整體態度的調

查顯示，過去十年的趨勢線，巳自 2011 年

美國親中情緒達到頂峰以來，產生了重大下

降。就在過去兩三年中，美國對華好感度又

下滑了近十個百分點。在很大程度上，這可

能是由於對中國作為商業競爭對手的強烈不

安，對中國在外交事務中的單邊主義的不滿，

以及對華貿易逆差，和北京持有美國大量的

債務的擔憂。 

 

的確，今天的中國的情況與過去巳經大不相

同。 今天中國政府不僅對中國大陸實行有效

控制，而且在經濟上、技術上和軍事上都相

當強大。 某種程度上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

和非洲等世界各地區直接或間接的挑戰了美

國的國際利益。大國之間的磨擦與競爭，在

所難免。雖然兩國關係在短期內不易好轉。

但我們應該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希望中美

關係在不久的將來再次有所改善。我們衷心

希望兩個國家能夠早日盡棄前嫌，合作雙贏，

為世界的福祉及長期和平而一起努力。 

 

[編按：本文觀點為作者之觀點，不代表本刊或校友會之觀點或立場。]  



       寶劍與壯士 
                      德碩玩文-1   (陳德碩  醫學-61） 

 

     

常言道： “寶劍贈烈士； 紅粉贈佳人。” 

試分析其平仄音調， 便知： 

仄仄仄仄仄  [此上句不合規格]； 

平仄仄平平  [下句無誤]。 

 

若改為“寶刀傳壯士； 紅粉贈佳人。”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 才合規格。  

 

己經擁有寶刀的人，必然是個大財主。有一天，他心血來潮，自言自語： 

“我這座豪宅裡面，多餘的奢侈裝飾品，堆積如山。就拿這把刀來說罷。我

自已又不會弄刀。 看到它就越來越煩。 如何是好？不如把它送給隔壁那個

很喜歡弄刀的窮小子罷。誰說他有了寶刀之後，也絕對不會變成一位驚天動

地的壯士？” 

  

這正是“寶刀傳壯士”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我總覺得仍有上下或貴賤之

別，不夠尊敬。 

 

若再改為“寶刀酬壯士; 紅粉贈佳人。”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 合規格, 而且夠尊敬。 豈不更佳? 

 

從今以後， 請大家要改說： “寶刀酬壯士；紅粉贈佳人。”  

尊意如何？請賜教言！ 

 

德碩喜歡咬文嚼字，請莫見笑！ 

    



 

癩蛤蟆哲理 

                                   德碩玩文-2 

肉？ 

天鵝肉？ 

誰想吃天鵝肉？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無論如何，癩蛤蟆總會想吃天鵝肉。 

命中註定： 凡是癩蛤蟆都應該想吃天鵝肉。 

不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一定是毫無志氣的癩蛤蟆! 

不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沒有資格當癩蛤蟆! 

不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根本不存在! 

憑良心老實說，我們每個人都當過癩蛤蟆。 

憑良心老實說，我們每個人都想過要吃天鵝肉。 

可惜我們每個人都吃不到天鵝肉，也是命中註定！ 

 

 

 

                            公元二零二二年德碩深思銘記       

 

  



How I Hold It Together in a Trying Time   
WHEN THE PANDEMIC AND RETIREMENT COLLIDE (2/17/2022)        (李中英 歷史-76)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nd my retirement,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what it means to stay calm, find 

balance and meaning in a trying time like this.  

 

We have been lucky through most of our adult lives, no 

wars, no pandemic (until now).  The world was relatively 

peaceful when we first arrived in America: The country 

was prosperous, jobs were plentiful, and Americans 

welcomed new immigrants.  We came, settled down, 

went to schools, got credentials, got good jobs, had 

families, raised children. 

 

Now we are retiring (or retired), and America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its culture and people, in 

its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n, the pandemic hit.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on the scale of human 

suffering we've never seen before: Older people are dying fast; 

the well-off people shelter in place (or, WFH); the essential 

workers, or the working poor, risk their lives every day to serve 

the well-off folks. 

 

As a new retiree, I have the time to reflect on many things.  I 

believe the world will be a very different place after the 

pandemic.  Even though I may not be able to affect the larger 

world, I still have the compassion and energy to do something 

useful and responsible, for myself and for my community. 

 

So, I have settled on few goals for my retirement to keep myself 

grounded: 

 

(1) Wellness –  

 

* Live a simple, sustainable lifestyle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Work hard to reduce, recycle, and regenerate things. 

 

* Maintain a healthy body through a plant-based diet, and regular 

exercise.  Keep my mind sharp through the love of reading (I 

read everything), sleep, mindfulness and stress-reduction 

techniques.   

Li, Susie C Y Li 李中英, 臺大歷史系, 1976 

https://susiecyli.wordpress.com/ 

 

https://susiecyli.wordpress.com/


 

I especially enjoy listening to audiobooks on my daily jog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My time doing exercise is crucial for helping 

me work through any issues, like writer’s block or emotional 

stress. 

 

(2) Relationships –  

 

Keep up the warm connections to my family and few close 

friend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I touch base with them once a 

week, through phone calls or Zoom or short text messages.   

 

(3) Interests –  

 

Pursue "art of life" (over “means of life”), picking up the passion 

projects that I had left off long ago, like fiction writing, Japanese 

study, drawing, painting, gardening, cooking, craft projects. 

 

This time around, I will focus on the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end 

results.   

 

(4) Work –  

 

Study medical science, and volunteer as a medical assistant to 

the physicians at the local free clinic for the poor and uninsured. 

 

Setting goals for a fresh start is not hard.  But changing personal 

behavior, especially changing the bad old habits that I had 

formed over the years, can be really really hard.  

 

This behavior change process won't be quick or easy. To avoid 

failure, I have to play a good mind game on myself.  I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I have to be my own motivational force - Stay 

positive; believe in my ability to stick to the changes; focus on 

the processes rather than the outcomes; be flexible about 

changing the strategy and tricks to help me achieve my goals. 

 

This goes on until new habits are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end, 

success of behavior change depends on: 

 

- Who you are. 

- How committed you are to your goal.  



 

 

 

 

Bing’s Paraprosdokians      (張彬彬 電機-66） 

  

(Sept. 7, 2021) 

       

 

   I am old and now, for sure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for sure. 

   Where there is will, find someone to pay the way.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of pains 

   Blessed are Robinhood speculators, for they will inherit a bubble.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That makes us both idiots.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until you find out that it is plated.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am done with what I said, then what? 

   I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t’s a warning light. 

   The news came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it turned out to be a Trojan horse. 

   I do not see the wood for the trees in the smoke of Caldor fire. 

 

 

 

  



Bethlehem in Barbed Wire      (張彬彬 電機-66） 

 

(Dec 25, 2021) 

 

 

 

    

   The bloody settlement uprising, the separation wall with barbed wire 

   The Palestinian Bethlehem is dissected into disintegrated mire. 

   Tourists flock to the Nativity Church worshiping the divine infant. 

   The vision of the Magi fuses with the search of security checkpoints. 

   The epiphany of the Manger smells frankincense with gunpowder. 

   The sight of the shepherd’s field bears both glory and disorder. 

   The annunciation of angels meets confounded shouts of struggles. 

   The City of David anoints both divinity and humanity’s troubles. 

 

   Yet, the Holy Spirit delivere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Faith vindicated the Magi to circumvent Herod, the treacherous. 

   Hope echoes the sound of eternity out of chaos. 

   Love illuminates into darkness the immutable Logos. 

   Peace of Christ dissecting evils, rules our heart. 

   Joy endures suffering for He is not drifting apart. 

   Repentance evokes the depth of divine revelation. 

   Communion of His body and blood elicits restoration. 

 

   Oh, from Bethlehem, came the Savior, our Christ!  

  



驚鴻一撇，畢生難忘-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之旅  (吳念慈 商學-84)  
 

有些城市，你去過後就忘了，有些城市，你去過後仍想再去一次，有些城市，則

會一直讓你惦記著。 2018 年的電影 「Roma」 ，講述一個忠心耿耿的，有原

住民血統的墨西哥女僕和她的雇主家庭的故事。這個電影再一次勾起了我對墨西

哥的好奇，2019年春天，我和友人 Rose 計劃了自由行，行前幾個朋友說：「那

邊治安不好啊，那邊的水質不乾淨啊。」我們鼓起勇氣出發，玩了四整天，途中

驚奇不斷。 

  

第一天：自由行的好玩之處是有如探險一般，我

們看到什麼都覺得無比新鮮有趣。沿著 Avenue 

of Benito Juarez 行走，摩登的建築、粉紅色

的計程車、街頭搖著風琴的藝人、精巧的休閒綠

地、現代主義的雕塑... 不一會兒走到老城區

Avenue of Madero 步行街，覺得到一下子來到

了西班牙。兩旁有許多南歐風格的建築，最醒目

的是外牆貼滿了藍白色瓷磚的 Saborns Madero，

其挑高三層樓的中庭是一個典雅的大餐廳，上方

環繞了一圈美麗的迴廊，室內以壁畫和藝術瓷磚

裝飾，十足的南歐風格。老城區的 Templo Mayor

原來是一個大規模的神廟羣,由驍勇善戰的印第

安原住民 Aztec 族人建成，如今只剩一些廢墟遺跡。史載西元 1519年，西班牙

征服者 Hernan Cortes 帶了西班牙人三千步兵和三百騎兵，並說服和

Aztec 族人有矛盾的 Tlaxcalan 一族的首領，幫他們一同攻擊位于

Tenochtitlan （即今日的墨西哥城）的 Aztecs 帝國，屠殺了二十萬

的 Aztecs。1521年，西班牙開始其在"New Spain"長達三百年的統治,征服者們

大規模地摧毀了 Aztecs 的建築，並用拆下來的石塊重建城市。天主教堂

Metropolitan Cathedral 就在 Templo Mayor 旁邊，其建造耗時 240年，於

1813年完工。1978年，一個電工無意間在教堂的地底下發現了一個古代的石

柱，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之後墨西哥政府在大教堂附近逐年開挖，世人才得知

Templo Mayor 的存在。如今建在廢墟上的新式博物館，展示了許多挖掘出土的

文物，很值得一遊。 

  

在老城區逛了大半天，發現自由行頗具挑戰性，於是在天黑前找到一個旅遊公

司，當場刷卡，預定了 local tours，以便第三，第四天去郊區看更多的景點. 

 

第二天：這個城市充滿了無窮的活力，她的色彩也是斑斕的，新舊交替的建築

物、傳統的服飾、新鮮的蔬果、和大幅的壁畫上，塗上了一抹又一抹的赭紅，亮

藍，牛油果般的青綠，還有象徵太陽的金黃，感覺眼前盡是幸福洋溢的顏色。老



城區的 Palacio National （王宮），是 Cortes 拆掉了 Aztec帝王的王宮，自己

重新建造的，牆體用了大量的火山紅岩（tezontle），厚重沉穩。如今這裡大部

分是政府的辦公部門，其中一部分開放參觀。遊客可以看到墨西哥的愛國畫家

Diego Rivera（1886-1957）的幾幅巨型壁畫 "The History of Mexico"，每一

幅畫都是濃墨重彩，震撼力十足。秀美的山河，原住民的辛勤勞動，殖民者和資

本家的可惡嘴臉，均在 Diego 的筆下表露無遺。皇宮中庭的花園，由好幾株長著

飽滿頎長的葉片，高達三米的龍舌蘭（agave），做為花園的主角，甚是別出心

裁。老城裡最美的建築，當屬那金頂覆蓋，造型優雅，新古典主義風格的

Palacio de Bellas Artes，她是一個文化和表演藝術中心，幾經波折，於 1934

年建成，有“Cathedral of Art in Mexico"

之美譽，其大堂挑高四層樓，地板和牆身等以

黑、白、棕色等大塊石材建構，氣勢恢宏。拾

級而上，觀賞多幅巨型壁畫，畫中人物栩栩如

生，傳遞著激揚的訊息。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墨

西哥壁畫大師 Diego Rivera 所繪製的

"Man，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壁畫

的正中是一個工人在操縱一個帶著翅膀的大型

機器。有趣的是，這幅曠世巨作有一個「前

身」：1933年，Diego應邀為曼哈頓的洛克菲

勒中心畫一幅壁畫，名為“Man at the 

Crossroad”，其內容和 Belle Artes 的那

幅壁畫相同。信奉蘇維埃社會主義的 Diego，

竟然偷偷地在大壁畫裡藏了一個列寧

（Vladimir Lenin）的畫像，洛氏家族在揭幕壁畫之

前，發現了這個大玩笑，十分不悅。Diego 是個頑固的

藝術家，他不願意塗掉列寧的畫像，最後 Nelson 

Rockefeller只得下令銷毀壁畫，並付了全額傭金

Diego。另一個景點是國立美術館（Museo National De 

Arte），裡頭藏品很多，也值得一遊，館里一位警衛用

西班牙文跟我講話，呵呵，才來兩天，我倆人已經可以

「魚目混珠」了。 

  

中午我們來到了著名的高級住宅區 Condesa地區,電影

Roma裡描述的家庭，就坐落在類似的社區。找到了緊鄰

公園 Parque Mexico的一家精品旅社吃午餐，餐廳在二

樓，餐點十分精緻，窗外盛開著"藍花楹"

（Jacaranda），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藍紫色開了

滿樹的小花呢，她們隨風遙曳，好似隔著整排的落地玻

璃窗向我微微招手。餐後繼續搭乘 Uber，去城市西側的

Bosque de Chapultepec (on the hills of 



grasshopper）。這個市内公園很大，佔 1600 英

畝，將近是兩個曼哈頓中央公園的面積，里頭除了

有大片的樹林和湖泊，還有一個展覽文物的大城堡

和一個精彩無比的人類學/考古博物館。公園裡遊人

如織，許多父母帶孩子們來玩。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花了四年半才

建成，1964年 9月開幕，這是墨西哥最富盛名的博

物館。我覺得 Pre- Columbian 時期的文明，在這

裡得到了最誠摯的禮讚。館里的藏品琳琅滿目，最

珍貴的是 Mayas和 Aztecs在一兩千年之前留下的

文物，如大型的石雕 "Aztec Sunstone"等等。這些

原住民創造了幾個以圖像和符號為主的文字系（如 Nahuatl 語言），並發展

出了天文曆法（以 20天為一週期，一年有 18個週期和剩餘的 5天），數字符號

（有"零"的觀念）。他們敬畏山川神靈、行宗教儀式。博物館有 23個展廳，細

看的話，一整天都看不完。静静面對這些原始朴拙的大型石雕--戰神、野獸、老

鷹、神殿等等，我彷彿回到了久遠的古代。 

  

第三天：下榻的第一個旅館，房間通風不良，折騰了兩晚後，第三天一早，我們

先將行李搬去位於公園 Parque Alameda 對面的 Hilton Hotel，再步行至

Bella Artes旁的廣場集合，參加巴士團，上高速公路朝東南方向走。先去参觀

近郊的 Xochimilco（Field of Flowers） Floating Gardens，這個保留區展現

了聰明的 Astecs 所發明的農耕方式。傳說西元 1325年左右，Astecs在神靈

Huitzilopochtli的指引下，來到了一個大湖 Lake Texcoco，大湖中央有個由沼

澤地質形成的島,即今日的墨西哥城的老城區。Aztecs 在沼澤里打上一個個堅固

的樁子，再將蘆葦和樹枝編織成片，覆蓋在樁子上，接著他們在蘆葦片上頭堆置

了從沼澤里挖出的土壤，來種植作物。一長條一長條的農地（chinampa）由水域

分隔著，古老的村民劃著小船

（trajineras）穿梭其間從事農稼。今日

遊客們乘著五彩繽紛的小船在河上邊聽演

唱，邊吃傳統的墨西哥餐瀏覽兩岸風光。

餐后我們去參觀墨西哥最著名的女畫家

Frida Kahlo 的故居，她的自畫像尤其著

名。 

  

Frida Kahlo（1907-1954）一生經歷數

劫，她六歲時患了小兒麻痹症，十八歲時

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禍，讓她終生受盡了

折磨。在臥床的三個月期間，她萌發了對

繪畫的興趣，決定以此為職業。她的畫風



帶有强烈的鄉土意識和堅忍的女性主義，筆觸質樸，色彩鮮明。Frida成長的年

代，也是墨西哥社會、政治動盪不安的年代，1928 年，她遇見了年長她十九歲的

畫家 Diego Rivera。Diego 肯定 Frida在繪畫上的天份，之後 Frida兩度成為

Diego的妻子。他們兩人在美國的知名度很高，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在 2002

年被拍攝成了電影「Frida」。故居里有多幅 Frida 的畫作，還有她生前使用的

畫筆，傢俱，輪椅等等。 

  

第四天：仍參加 local tour ，乘巴士去看了

位於城市東北邊的 Teotihuacan （the place 

where the Gods were created）。兩千多年

前，包括瑪雅人（Mayas）等幾個部落，就地

取材，用風乾的火山岩和粘土，陸續在這裡

建造了一個城市，其鼎盛時期西元在 650-750

年之間，當時這裡有神廟、兩個金字塔，和

二十多萬居民，後來因為乾旱、糧食不足、

大火、統治者遷離等原因，城市變成了廢

墟。西元第九世紀，Aztecs 來到這裡，看

到高聳的金字塔，驚訝不已，將它們做為宗

教祭祀等用途。如今 Sun, Moon 兩座金字

塔，仍巍巍地矗立在平坦的荒野上，我們和

同團來自德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女士，一鼓作氣，登上了約 43公尺高的 Pyramid 

of Moon（底座是 147公尺 x 130 公尺），在塔頂上的平臺上放眼望去，天蒼

蒼，野茫茫，前方的 Pyramid of Sun，拔地而起，好似在仰天長歎，訴說著千

年的孤寂。接連兩個金字塔的是一條筆直的 Avenue of the Dead。傍晚了，天際

倏然颳起大風，黃沙揚起，這寬闊的大道周圍，一陣陰森淒涼襲來，我似乎感覺

到有一群群低著頭、緩步搬運石塊的的幽靈，在四處晃蕩著，於是趕緊往景區的

出口走去。 

 

另一個景點天主教堂 Basilica of Our Lady of Guadalupe，是為了榮耀西班牙

人的聖母"Our Lady of Guadalupe"而修建的。教堂已有三百年歷史，位於

Tepeyac的山坡上，視野開闊。傳說在 1531年 12 月，一個原屬於 Aztec帝國，

后歸化為天主教徒的農民，在山坡上看到了聖母瑪麗亞三次顯靈，傳說不脛而

走，廣泛流傳，很多原住民因此信奉了天主教。1995 年，一位神父 Xavier 

Escalada S.J.在一個圖書館的古籍裡找到一張鹿皮紙，紙上的古文字記載印證

了這個傳說。2002年，天主教皇保羅二世尊此原住民為聖-Saint Juan Diego 

Cuauhtlatoztzin。由於老教堂受到損毀，1974年，墨西哥人在老教堂旁邊，又

建了一座新教堂，供奉 Juan Diego 的外衣，上有聖母瑪麗亞顯靈時的印记。乍

看之下，還以為新教堂是一個圆型的體育館（stadium），室內現代風格的裝

潢，像是一個大型的演出場所，讓我感覺到墨西哥人一直在努力創造屬於當代的

文化內涵。旅遊巴士在墨西哥第一高等學府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State短暫停留，這所大學有四百年的歷史，校園十分遼闊，遠遠就可看到那個

被列為 UNESCO文化遺產的圖書館大樓，這又是一個令人歎為觀止的建築。一個

超大的正立方體裡頭，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十二層樓的藏書室，外牆由十二種不同

顏色的小石塊，鑲嵌成四幅壁畫（總面積達 4000 平方公尺），壁畫以豐富多彩

的圖像，詮釋墨西哥從古至今四個階段的文明進程。 
 

短短幾天，我和 Rose走馬看花，一瞥這片土地三千年來的演繹。這個城市是蓬

勃而現代的，也是古老又神秘的，這個國家是幸運的（氣候溫暖、幅員遼闊、物

產富饒），也是不幸的（西元 1521年西班牙入侵，1821年墨西哥獨立之後，又

外戰、內戰頻仍、近二十年毒梟猖狂）。西班牙皇室征服 Aztecs後，採用了

encomienda system（賜封制度）來管理原住民，剝削他們的勞力，取走當地的

金礦、銀礦，銅礦，綠松石，黑曜石，棉花等等。殖民期間，西班牙人帶去了流

行在歐洲的天花，麻疹等的傳染病，以至於原住民大批死亡。期間雖有總督

Antonio de Mendoza，神父 Bartolome de Las Casas 等上書皇室，極力為原住

民發聲，可是天高皇帝遠，皇室鞭長莫及，原住民的處境，十分悲慘。於 1519

年同意 Hernan Cortes攻打印第安人的西班牙國王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在 1542年頒布了較為人道的法律 "New Laws of the Indies for the 

Good Treat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Indians"，禁止奴役原住民，並逐

步廢除世襲的賜封制度，然而，新法遭到當地利益階層的強力反對，Charles V

只好在 1545年廢止該法。 
  

換一個角度看，西班牙國王廢止了 Aztecs用活人祭祀的陋俗，遠征者和傳教士

帶去了歐洲的文明，譬如教原住民如何飼養家禽，家畜，馬匹，引進新的農作物

如麥子，甘蔗，柳丁,以及基督信仰等等。根據 2020 年統計，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墨西哥人，同時有西班牙白人和印第安人兩種血統（Mestizo），另外 20% 是印

第安原住民，10%是白種人，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墨西哥人，都是天主教徒。追

朔歷史，在 1810年 9月，號召村人發難，推翻西班牙統治的，是一個土生土長

的純西班牙裔的天主教神父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1753-1811，即墨西哥

的國父）。他忠於天主教皇，並以聖母 Our Lady of Guadalupe 之名，反抗西班

牙政府對殖民地的治理方式，號召鄉民揭竿起義，獨立戰爭打了 11年之久。到

了 1937年，墨西哥政府接納了五百名從西班牙乘船來的兒童難民，並養育他們

長大，當時西班牙正發生激烈的內戰。五百多年來，這兩個隔著大西洋的國家，

有著千絲萬縷的因緣，說不清的恩仇。今日墨西哥城裡看來一片祥和景象，各個

族裔分工合作，同為生活奔忙。我不知那些倖存的古老 Aztec的後裔，都到哪裡

去了，他們是不是都在偏遠的山谷裡？還是在餐館里給我們端盤子的侍者裡頭，

就有一兩個 Aztec？兩千萬人口的墨西哥城，如今還面臨了水資源不足、空氣污

染、貧富不均、甚至地層下陷等問題。 
 

前些時候，聽了一個演講，題目是- New York's Future is in its Past。我

想，每一個大城市的居民，都應虛心地去檢視歷史，感念前人的奉獻，化解過去

的傷痕，珍愛自然環境，才能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