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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竹中人：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農曆春節已過了。一時疏忽忘了向大家拜年，盼各位在未來的歲月，健康納福、大吉大利、心

想事成。 

 

Bi-Annual Conference 
 

今年我們已決定於芝加哥國際機場附近的 Marriott Spring Hill Suite，舉行北美竹中校友會 2004 年在辛辛那提成立後

之第一次會員大會。時間已定為 2006 年 8 月 19 - 20 日，由芝加哥竹中校友會主辦，會長張系國 (1961 級) 擔任籌備

會召集人，在他的領導下正如火如荼進行，且設立網站於 http://www.ksi.edu/seke/hchs06, 提供信息，並接受報名，

希望各位攜帶眷屬踴躍參加。同時間芝城也有兩項有名之活動：Water Show 以及 King Tut 展覽，可說會帶給大家一

個愉快之周末。 

 

芝城年會主講人為母校校長張瑞欽 (1966 級)以及網路高科技創業家、Acopia 董事長吳錦城 (1968 級)等。芝城年會計

畫特別邀請三位竹中資深老師前來參加。台灣竹中校友總會會長詹尚德 (1966 級) 也將率團前來與會。 

 

竹 中 校 友 會 活 動 

 

在過去一年各分會活動不很多，甚至多處分會已名存

實亡，有待改組重新出發。期間，克利夫蘭新竹中學

校友會，曾於 2005 年 4 月在羅鴻鑫 (1956 級；見右

圖二排中) 教授家聚會，慶祝克城竹友會 10 歲生日，

儘管室外被突如其來的六吋春雪覆蓋，但當天還有

14 名校友攜眷參加，享受各家拿手豐盛美食，並歡

敘往事與近況，達到聯絡感情與互相關懷，同時也不

忘關心母校的進展。晚餐後先唱「竹中校歌」才正式

開會的不成文規定，至今仍保留這項傳統。目前克城

竹友會共有 18 人，包括克利夫蘭州大副校長的郭欽

義 (1960 級；後排左二) ， 最早畢業的古衡山 (1954
級；後排右一)，最年輕的余國強 (1989 級) 是副會

長，會長則為黃肇基 (1965 級)。竹友會期待能有更

多校友加入，失聯校友可與余國強聯絡，電話 330-
493-9083 或 E-mail: guochiangyu@hotmail.com。 

 
辛辛那提─德頓竹中校友會於 2005 年 6 月 11 日假俄

亥俄州德頓城市郊的双龍餐館舉行晚餐聚會。參加的

11 名校友【見左圖】，後排左起：鄭武陽 (1959
級) 、陳克繩 (1965 級) 、林健一 (1956 級) 、陳金福 

(1957 級) 、鄭信傳 (1959 級；會長) 、黃辰一 (1958
級) 、徐健一 (1958 級)；前排左起：王台華 (1973
級) 、林國誠 (1985 級，副會長) 、 王嘉怡 (1979
級) 、林昌洋 (1970 級)。 
 
芝加哥竹中校友會也在 2005 年 11 月 25 日聚餐討論

2006 年北美竹中校友會大會籌備事宜，由會長張系

國 (1961 級)主持，二十三位校友及夫人都熱心參

與﹐組成了以下的委員會：大會議程、晚宴節目、交

通、會後觀光旅遊、募捐等。詳情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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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si.edu/seke/hchs06.htm。 
 

大費城竹中校友會於 2005 年 8 月 14 日中午假市

郊威恩市東風餐館舉行午餐會，由任教於李海大

學的許再安教授 (1965 級) 主持，席間分發了校友

會刊第 30 期中所載「林昌洋 ─ 新竹中學北美校

友會成立大會紀實」及「張瑞欽 ─ 邁向更好、更

高的境界」兩篇文章，並選出曾國樞 (1968 級) 為
會長，曾學長竭誠歡迎費城附近 (包括新澤西州、

賓州東部、德拉維爾州) 之失聯校友早日歸隊且與

他聯絡，電話 609-844-1209 ， E-mail: 
ktseng@gmail.com 或 ktseng@aol.com。餐後，

大家同往附近 Rosemont College 演藝廳觀賞屏東

客家樂舞團之精彩演出，也聽了李彥輝學長 (1956
級) 作詞、黃友棣教授 (母校第二校歌作曲者) 譜曲

之『美國：我的新家鄉』，『海外客家本色』。 
 
北加州竹中校友會也改組成立，由李道焜 (1968 級) 擔任會長，盼北加州竹友會早日歸隊，為回饋母校共同努力，壯

大北美竹中校友會。 

 
1955 級校友為了慶祝畢業五十周年，於 2005 年 12 月校慶一周前舉行同學會，先環島旅行，再於 12 月 9 日晚間相

聚新竹中信飯店，聚餐聯誼後，又到新竹市演藝廳，欣賞學弟們演出的「省中校慶音樂會」，留下難得的回憶。中央

研究院長李遠哲 (1955 級) 特地趕來參加，共有 40 多人與會。【中國時報：10-December-2005】 

 

1956 級校友為了慶祝畢業五十周年，已定於 2006 年 3 月 26 - 31 日 舉行同學會，先環島旅行，再於 3 月 31 日返回

母校。彭商育老師夫婦也決定應邀同行共歡。 

 
1958 級校友也於 2006 年 2 月 19 - 26 日以 Hawaii Cruise 方式舉辦同學會。 
 

北 美 校 友 動 態 
 

• 北美竹中校友會長李彥輝 (1956 級) 於 2005 年 10 月 16 日，假 Rosemont College 主辦慶祝費城華埠建埠 135 周

年暨北美首屆黃友棣教授音樂會。 

 

• 李武達 (1959 級) 當選 2006 年全美客家同鄉會會長。 

 

• 僑務委員何智達 (1959 級)，自美國喬治亞州亞美利卡市桑姆特郡立醫院榮退，院方特別為何學長製作一

幅油畫肖像，永久珍藏醫院中，以表彰他的貢獻。【宏觀周報：20-April-2005；

http://www.ocac.gov.tw/MDT/】 

 

• 鄭信傳 (1959 級) 擔任 2005 年辛辛那提台灣同鄉會會長。 

 

• 郭清江學長 (1961 級) 擔任今年南加州台灣人教授協會主講人。郭學長曾任行政院公程委員會副主委，現

為美國華揚史威靈飛機公司董事長。 

 

• 匹茲堡大學教授張系國 (1961 級) 於 2005 年 11 月 12 日應邀在「紐英崙中華專業人員協會」講演「從

滔滔邏輯到檳榔西施─談台客文化」。張學長也於 2006 年 2 月 18 日應邀在「美中華人學術聯誼會」

以同樣題目講演。 

 

• 印地安納大學畢業的企業家吳錦城 (1968 級)， 於 2005 年 12 月在該校資訊所設立獎學金 ─ 

『Paul Purdom Fellowship in Informatics』，回饋他的研究所母校。 

 
• PC Club 創辦人藍植圭 (1969 級) ，因病不幸於 2005 年 12 月辭世，員工感傷懷念他之言詞請點下列

連結【PC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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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於美國韋恩州立大學醫工所及奧克蘭大學生物系的潘震澤 (1971 級)，近期譯有《貧窮，會讓人生病》，登錄

於中時電子報以及第 47 期『科學人』雜誌。 
 
• 2005 年 2 月 7 - 8 日巴西聖保羅市舉辦的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吸引至少 19 位竹中校友參加【見下列相片】。加拿

大：鄭國奮 (19xx 級)；美國：余金榜 (初中)、李彥輝 (1956 級，左三)、蔡希科 (1958 級，左四)、詹尚武 (1958
級，左二)、何智達 (1959 級) 、彭武昭 (1959 級) 、 李武達 (1959 級) 、陳國雄 (1962 級)、羅志偉 (1968 級，右

三)、馮光憲 (1957 級)、梁政吉 (初中 1957 級，高中？，右二)；巴西：黃濟焜 (1958 級，左五)、鄭功元 (1959
級，左一)、何建功 (1973 級；駐聖保羅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長)；台灣：李榮勝 (1958 級)、李夢熊 (1970 級)、胡

國桄 (1981 級)、謝宇威 (19xx 級，右一)。其中謝宇威乃應邀來擔綱演唱多首客家歌曲，博得不少掌聲。 
 

 

    

竹 中 人 消 息 
 

• 2006 年大學學測【註：類似美國 ACT, SAT】竹中高三學弟表現不凡，共有五人獲得滿級分：涂智展、邱華彥、

張學文、郭垣翔、藍亦倉。他們的志願多希望進入台大醫學系、台大電機系、台大物理系深造。 
 
• 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 莊紹勳 (1968 級) 新當選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會士。莊學長為伊利諾大學電機

博士，曾任交大電機資訊學院學士 (菁英) 班主任。 
 

• 彭宗平學長 (1972 級) 新任元智大學校長。彭學長畢業於台大化學系，獲得伊利諾大學博士，曾任清華大學材料

系主任、所長、教務長等職位。 
 

• 陳文洲學長 (1965 級) 新任大華技術學院校長。陳學長獲有大同大學機

械工程博士。 
 

• 合勤科技董事長朱順一 (1970 級)，長期提供獎學金回饋母校【註：每年

四十萬元給二十名竹中高二升高三優秀學生】。朱學長畢業於交大電子

工程系， Rice 大學電機工程博士。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 6 年後，回國開

創了合勤科技公司 (上市)，在網路電子世界贏得一片天空。【Source: 
民生報記者劉作坤 (1970 級)，15-June-2005】【右圖左一朱學長頒發

合勤獎學金，與張瑞欽校長 (1966 級) 合影；相片是從母校網站下載】 
 
• 竹中數理資優班三年級學生郭博鈞 (2006 級)，以數學科研究題目「兄弟數性質探討─ 偶完全三連結‧漢彌頓雷

斯」，獲全國第二名，將代表台灣參加 2006 年 5 月 6 日舉行的全球規模最大、歷史最久的第五十七屆 ISEF 美國

科學展。郭同學去年所作物理科研究題目「波動奇蹟─皂膜與皂水共振模式之研究」，在國內獲獎之後前往美國

參展，榮獲柯達公司特別獎第二獎。【Source: 中國時報，18-February-2006】 

 

• 台灣史專家戴國煇 (19xx 級) ，2001 年過世後，留下六萬多冊的藏書，他的遺孀昨天將這些書絕大部分捐贈給中

央研究院。戴學長 1931 年出生於桃園縣，在台灣先後就讀新竹中學、建中、台中農學院，1966 年獲得東京大學

博士學位後，長期任教於日本立教大學史學系，1996 年回國出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Source: 中國

時報，16-Apri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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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葆學長 (1981 級) 新任駐法代表。之前，楊學長擔任僑委會副委員長。【Source: 中時晚報，17-August-

2005】 

 

• 總統府國策顧問吳運東 (1957 級) ，新當選世界醫學會 (ＷＭＡ) 亞太地區理事，成為全球僅有的十六席理事之

一，對於未來在推動台灣入籍世界衛生組織，將發揮一定的影響力。【Source: 自由時報，11-June-2005】 

 

• 台大於 2005 年 11 月 14 日舉行六十周年校慶活動，共二 百多位來自國內外的校友齊聚歡慶。其中，最年長的校

友是 1951 年畢業醫科的溫文昭 (1945 級)；他說，考上時的台大，屬於日治時期「台北帝大」，畢業後則因台灣

已光復，台大也改制為「台灣大學」。【Source: 中國時報，15-November-2005】 

 

最後盼望八月中旬在芝城相見，也請轉告其他竹中人，屆時也來相會，憶往說今談未來，互愛、互助、互勵。 

 

北美竹友會訊編輯李彥輝 (1956 級)，林昌洋 (1970 級) 

 
【宋文里】(作者為美國伊利諾大學博士，清大教授，竹中 1970 級) 
【Source: 新竹新聞網@ http://tnews.cc/035/； http://tnews.cc/035/newscon1.asp?number=3806；retrieved on 27-
February-2006】 
 

宋文里談－我的新竹中學生涯 
 

辛校長和那些與新竹中學結盟的老師所發展出來的學校並不只是所謂「五育並重」，因為這樣的標籤並沒有說出什麼

教育內容。當時的竹中教育到底教育了些什麼，竟爾使得竹中人會那麼死心踏地相信他們經歷了一個令人難忘的好學

校？我這就用幾個例子來談談那教育本身如何踏踏實實地教人長大。 
 
我們都知道中學課程裡有所謂「主科」「副科」之別，但為什麼是主、是副，我相信這是我們這個茫然走向沈淪之路

的社會所產生的典型偏見，也是對於教育的死硬而不自覺的意識形態。但是我們記得竹中的那些所謂「副科」的老師

們可一個個都是學校裡的強人，他們對於他們所傳授的知識技能都充滿自信，並且對學生的要求幾乎都毫無妥協的餘

地，蘇森墉老師的音樂課是非常突出的例子。 
 
我讀高一那年，整個年級七百多位學生中居然可以被他當掉三百五十位。但是，在新學期剛開始上課時，他說過什麼

話呢？「你們和歐美國家的人比起來簡直連小學程度都不如，」譬如說，「你們唱國歌唱了那麼多年，有誰能把國歌

的譜寫出來呢？」我記得我是那一班裡唯一不服氣的學生，舉手表示我可以辦到。蘇老師讓我到黑板上把譜寫出來。

我才寫出兩小節，他就點點頭說：「可以了，不錯，不過你有點沒寫對，是從弱拍開始。」就這樣，蘇老師要我們學

會數拍子和讀譜，而我們不能說這是過分的要求，因為我們大多數人在初中階段確實沒好好學過讀五線譜。回想起

來，為什麼讀譜不是一種基本的能力？為什麼它不是主科？我有十足的自信可以根據當代的教育理論說音樂的學習決

不會不如英文、數學重要，我們所缺的也許只是依據學生的性向來分別定義主學習和副學習的辦法而已。 
 
但是就一位音樂教師的立場來說，當他可以盡其所能，不打折扣，不虛與委蛇，對學習者提供最大可能時，學生在經

歷過之後，自然可以體驗到學習之中有踏實的成長經驗。我後來沒有變成一個音樂家，只是個業餘的愛樂者，自己玩

樂器、自己收藏唱片，不過，一九八四年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擔任助理研究員時，在一次咖啡時間，我主持講解了

一些後現代音樂，讓那裡的研究人員感到「大開眼界」，他們問我從哪裡學來這些不可思議的東西，我就只輕鬆地回

答說：「新竹中學呀！」我不是說蘇森墉老師教過這些，而是竹中的學習環境使我很容易可以自己上路罷了。 
 
再談另一個例子，體育。學生要學會的運動技能可多了。我自己雖然不是體育運動的好材料，但是從青少年發展的立

場來說，我總要學會能動的方法，證明我在現實世界中的存在不是個消極被動、容易被時間／空間所淹沒的東西。在

竹中三年，我不但學會打排球、網球、足球、棒球，而器械操、墊上運動、跳高等項目的基本技巧也學得很順利，當

然還有游泳、越野賽跑是必須及格的。 
 
記得高一開始學網球的時候，我常常在放學後向體育組器材室借了球具，自己練習打牆壁，一年後竟以這樣練出的

「實力」參加了校內的網球賽雙打。我打的是副手，我們這隊只打初賽，沒有晉級，但還是有幾回合打得可圈可點。

另外關於田徑運動，有一件更令我難忘的事情，就是每年一度的校運會。那年我高二，報名參加短跑。全校學生都按

體位分為甲乙丙丁組，分組競賽。這是真正的全校參與，預賽從校運會的前一個月就開始，每天放學後在學校裡舉

行，一直到產生決賽者，才正式在縣立體育場的校運會當天登場。像我這種小個子的學生，竟也有幸在乙組一連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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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預賽、複賽而跑到參加決賽。我不知道乙組和甲組實力相差多少，但班上同學們知道我進入乙組決賽，就決定把

不分組的四百接力最後一棒交由我來擔綱。我們班隊最後跑出銅牌的成績。在這個校運會之前，我的十六年生命史

裡，從來不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的光榮。八年之後，我去當兵，在軍中的各種體能訓練，我常常很自信地通過及格標

準，甚至還擔任過器械操的示範。別校畢業的學生很多都沒學過這些東西，很多教育者似乎都不知道讓青少年體會自

己的身體能力有什麼重要。說到這裡，再回頭看看，竹中的體育老師們對於體育教學到底挹注了多少心血？而為什麼

他們可以辦到？這不就是老師們和校長結盟的最佳表現嗎？ 
 
最後一個例子。新竹中學有一位全台灣幾乎找不到第二位的哲學老師─史作檉先生，他教我一學期的世界史，我在那

年上他的課，才真正知道學習智慧可以有什麼深度和廣度。每次上課到一半，我就會頻頻看手錶│這是有生以來唯一

的一門怕下課鈴聲太快響起的課。後來我和其他被感召的學生一樣，雖然已經不上他的課了，但還常常去向他請益。

他說我們學習人文知識就必須多讀書。「在養成教育期間，你若不能讀完兩百本有意義的書，你就不會成為一個夠格

的人文學者，」他說。但只在受教於他之後，我才相信他說的話不是吹牛。而上完他的課之後，我也才開始發憤向

學，一整個寒假抱著一本哲學史從頭Ｋ到尾，同學和家人都警告我，這樣會考不上大學，但我卻一往直前不改初衷，

還繼續Ｋ其他預定的一百九十九本書，只是到大學畢業都還沒讀完一半。 
 
史作檉老師也是辛校長聘來的老師，但各位如果仔細注意，在辛校長退休的紀念照上面，沒有史老師的影子。史老師

哪裡去了？我知道他大概又去十八尖山沈思他的《大覺醒的日子》，辛校長也知道他經常如此不愛參與俗人俗事。這

位我行我素的老師，沒有一位中學老師能寫出像他一樣多、一樣深厚的哲學著作，而辛校長以最特別的方式和他結盟

─不怪他 (不理他吧？) 也給他自由發揮的空間，包括讓他住在學校的一間由教室之間的儲藏室改裝而成的「宿舍」

裡。竹中校友之中有哪位曾經進入哲學世界的人不是由他啟蒙的呢？但這是不包括在「五育並重」之中的，甚至連普

通所謂的「智育」也不能想像會有這樣的知識成長內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