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參加者:

游仲雄，林春惠:李國欽，毛文安;邱燕局，

葉金陵:徐惠迫，吳幸，孫女 Catherine Hsu ; 

張炳文，傅洪森:游景節，吳秀子;黃政勝，

林碧玉;黃益田，楊素嬋;楊寬量，林心慈，

溫光勇，陳美禮:葉世煌;葉壽美;饒睿清:

李美娟;鄭石先，黎文采;學弟王子文(畢業

49 年系友) ，王夫人:魏祖文。

二、前言:

接受徐惠迪班代表大元帥的建議，王子文

小老弟的鼓吹，要我在飛機上就寫，因此匆匆，

在兩週內，勉強寫了這份同學會旅遊記，錯誤

難兔，請多指正。有些照片，是由多位同學提

供的，在此致謝。

人生三大樂事:1.洞房花燭夜， 2. 金榜題

名時'3.老友再相逢。

畢業 50 年後( 1958-1962) ，在這四年裡
由當時的台中農學院轉型成中興大學。植物病

蟲害學系也一分為二，成立了現在的植物病理

學系和昆蟲學余。我們這些 70 多歲的老同學，

應證了「人生七十才開始J '還能興致澎濟、

火熱又親蜜的相聚，開同學會，談不完的往事，

除了大家情誼仍深，緣間手足，眷念興大四年

同窗生活，懷念母校母系，感恩師長栽培，蒙

上帝的眷顱，佛祖的恩典，沒有其他原因可以

解釋!

例如:葉世煌(葉董)為了早一點看到

老問學，葉董租下一輛大遊覽車，又親自去台

中烏日高鐵站，癡癡地等按老同學，一位有數

百員工的葉畫，不惜放下身段，花時間，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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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50 年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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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旅遊記
。文/植病系 51 級溫光勇

地等待他的老同學，還有李國欽(前藥試所所

長) ，也化很多時間精神，籌劃同學會，又編

輯了接近 300 張照片的Reunion Album (文圖

集) ，太耗眼力，把自內障都拼出來了，為了

要把女同學看清楚一點， reunion 前 20 天，才

去自內障開刀，老同學們個個感動，感謝他和

他的夫人毛文安，也要感謝每位同學與家人的

踴躍參與，否則不會有這麼愉快，難忘的四天

山景名湖之旅，帶回無限的回憶。

這次同學會的紀念冊裡文圖內容豐富，

涵蓋了我們班的燦爛多姿的大學生活與成家後

職場，事業上，打拼的奮鬥史，這次同學會

旅遊經歷與照片，更豐富了我們班的老年生活

( Enriching our ~伊gli企)。我們班的歷史仍然

多彩多姿的正在上潰，感謝上蒼的祝福。

難縷的李美娟對這次同學會的最終評語:

「劃下完美的句點，如也cellent reunionJ 鄭

石先認為 r很高興，非常值得回憶J 學弟

王子文的 email 上也說 r想起這四天快樂的日

子，許多 50 年不見的老友能夠一起享受四天相

眾的日子，真是太難得了，這些 Reunion 照片，

將成為很有價值的紀念品，將來老到走不動時，

就成為坐在搖椅中喚回記情而翻闋的好資料。」

大家都期望數年後再相聚。為了方便，以日記

方式報導我們四天三夜的活動:

三、 3 月 26 日之11

(搭高輯南下台中肩日站，母校興大活動中心

實圈，恩3東林場)

清晨 9AM 前，在臺北高鐵站候車室，初

遇久未見的班代徐惠迪，夫人吳幸和小孫女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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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馨接著也看到了 o

邱人璋老師，葉壽美，王子文...也來了，

鄭石先，夫人黎文采，黃益田，夫人楊素嬋先

後在桃園，新竹站上車，同搭高鐵南下台中，

這輛我們班同學的專車竟然在苗栗，因為山坡

地段與 Signal problems停滯 2S 分鐘，這是高鐵，

少見的事，接稱高鐵若延誤 30 分鐘，會退票賠

款 o 抵達台中烏日站後，離別多年甚至 SO 年的

老友，終於見面，大家極度興奮，又激動的場

面，迄今難忘，枯筆難為形容 o 由李國欽，葉

世煌，導遊小葉小姐領軍，直開中興大學活動

中心，大家都見到邱人璋老師，江瑞湖老師，

郭孟祥老師，林奕耀老師，徐世典學長(農學

院前院長) ，葉錫東(前副校長) ，徐堯揮副

校長，學弟謝文瑞教授(前系主任) ，學弟蔡

惠行董事長，學弟曾國欽教授(前系主任)

學弟張清安教授(前農試所植病系主任) ...恕

無法一一列舉。接著是與師長，學長，學弟妹，

老同學們共進午餐，其樂融融，閃光燈閃耀不

停的照相，得來不易的場面，相當熱鬧感人。

餐後，移往會議室座談，黃益田，鄭石先，溫

光勇，游仲雄，王子文共五位學生，托孫守恭

老師的長媳開車(長子在內) ，一起去安養院

探望我們尊敬的孫師，初見孫師的瘦態，我們

五位學生，眼眶濕濕，游仲雄這條硬漢竟然老

淚下滑，孫師也濕了眼眶，師生真惰的流露，

筆又枯而不管用了!

在農環大樓前合照後，搭遊覽車浩浩蕩蕩，

直開南投興大惠書長林場，進住梧桐山莊(原本

是收費最高的房間，因為是興大校友，打對折

後，再加 20% ruscount) ，房間裡有室內溫泉浴

A 左起:揖仲雄， !~石先，黃益田，王子立， j~光勇五位學
生聯祖擇罰單守聽老師

池，佈置雅美，周圍山景優美寧靜，此時恰是

初春三月，山花處處，清晨早起，散步於乾淨

別緻的步道上，猶如置身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難得一見的國鳥台灣藍鵲，清晨傍晚也出現於

梧桐山莊與餐廳的松柏木林間，台灣有如此豐

富的天然資漓，被稱為「寶島J '一點不為過，

感謝籌劃人的知慧，用心，我們才能享受如此

山晨美景，吸取新鮮空氣，森林的靈氣(有益

健康的負離子)王子文兄，正在遠處，向著太

陽，作氣功十七法，養生晨課。難怪他爬坡，

健步如飛 o 葉世煌，李團欽夫人(毛文安)

昨晚晚餐後，示範教導我們大家氣功十七法養

生防老 o 我們享受美食豐富的晚餐，住間又清

幽宜人，突然發覺我們老同學們個個家庭美滿，

大家又知足快樂，我們真是幸福的一群，感謝

上蒼的賜福，就這樣渡過了同學會第一天愉快

的夜晚。

四、 3 月 27 日之眼

(思索林蝠，九脹文化村，高空軍車鳥間日月

潭全景，夜宿日月潭大飯店)

早餐後，揮別山色宜人的惠萊林場，塵事

全忘記，一日遊，意猶未盡。我們沿途參觀養

蜂場，學到如何分辨真假蜂蜜(最快最準的方

法:用保特瓶加水蜜搖一搖，軍軍會產生綿密

的氣泡久久不會散去) ，接著搭乘高空覽車，

鳥廠遙望日月潭全景，名湖依舊水秀山明，頗

具名氣的「阿婆茶葉蛋J '只有日月潭玄裝寺

才有，導遊小葉子小姐，和我們混熟了，成了

我們班最年輕同學，她買了一袋阿婆茶葉蛋，

分給每位同學一顆蛋，我們謝她時，她說很願

A 在九族文化村



A 老同學與家瞥，在我們的遊覽車前，片刻休息

意再當我們班的下次同學會導避，誰能說我們

班沒有磁力? I 九族文化村的歐洲宮庭花園，

迷人的黨衣草，鮮香撲鼻，讓人忘返。今晚住

宿日月潭大飯店，是老同學楊寬量(蜜月大飯

店董長)好友提供的無料(兔費)餐宿，托楊

董大手筆之福。楊董與楊夫人(林心慈)的羅

曼史，最讓人樂道嘆服。楊董是被一起理髮的

長者(後來的岳父)相中得的，經介紹後，兩

人一見鐘情觸電，一週內訂婚，終成幸福快樂

眷屬。晚餐入夜後，日月潭環湖步道燈光照明

設施浪漫又具情調，漫步其間，勾起了每對夫

妻當年相戀時的引力，大家繼續漫步，無意回

房。

五、 3 月 28 日之跟

(日月潭消遣遊艇遊湖，車程木黨廈示館，車

程酒莊，夜宿東捕違谷蘭梅莊溫景廣場)

日月潭遊艇甲板設施，具世界級觀光水準'

老問學們搭同一艘遊艇遊湖，空氣新鮮，老同

學們能相聚一起，同享乘舟暢遊名湖，三生有

幸，名湖山光水色，不虛傳，恐怕全台灣無處

能比。登岸後，在番王爺禮品店，大家各買了

一頂番王帽，女同學或夫人也買了番后/公主

帽，戴上去就成了毛王爺番王與番后，大家彼

此取笑，歡樂極了，正是「乘風破浪遊湖去，

塵事雜務全忘記。」

午餐後，參觀古色古香的車捏小火車站，

車站內購票的鬥窗排設，把我們帶回童年時代

的景況。這裡的木材業展示館，見証了畫灣木

業發展軌跡，木材運輸鐵道，水力發電的遺跡

茱、校友活動及系所動態 的

A 老同學與家眷車埋小火車車站前休息合照

處處，代表此地山城的特色。接著參觀車埋酒

廠，晶賞梅潤，讓我們大家口齒留香，久留忘

返。今晚夜宿達穀蘭溫泉農場民宿，房間建在

半山坡，山景別緻引人，大家都清晨早起，享

受完全沒有污染空氣，李團欽夫人毛文安與葉

世煌就帶領大家練習氣功十七法，且看個個身

段玲瓏活潑敏捷，活到百歲，不是問題。

六、 3 月 29 日之眼

(南投團史館 '.灣文獻暉，南投酒顱，中典

新村，惜別晚簣，高鐵台中庸日站，回歸l)

離開達谷蘭梅莊溫泉農場，直奔商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陳設的歷史文物照片，見証

臺灣發展歷史是漸進興旺而厚實。大家似乎對

酒廠很有興趣，南投酒廠的參訪，讓我們暸解

臺灣水果酒的興起，例如葡萄酒，鳳梨酒，楊

桃酒，嘉枝，李子，梅酒都是高級水果酒，難

怪有「商投酒鄉」美名，傍晚大家在中興新村

閒坐暢聊，大家開始感觸至1阻天的同學會旅遊，

即將結束，有依依不捨的離情，林春蔥，陳美

禮，葉壽美，小葉子，四位美人的大腿舞，媲

美Radio City Rocke吐es ofNew York City ，恰在此

時出現，沖淡了離愁。懷舊晚餐，尚未結束，

邱燕局與溫光勇兩對夫婦，為了趕往 7:39PM

的高鐵，提早舉杯向每位同學，家眷道別再見，

期待來年再相聚，感謝最高執行秘書長李國欽

所長，請來兩部計程車，分送我們四人上車，

同學就這樣，再次離別，回首這四天愉快，難

忘如夢的同學會，更期待下次的同學會很快地

能再相聚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