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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課程、設備與師資等均臻一流水準'向非易易。對冶金工程，尤其金中目

的面，更鑽研不懈，獲致優異成就，送次在美國全國性與國際性冶金

金相等學術會語發表專題演講，獲得權威性之認可與讚揚。其專著趕美

國各大學列為教科書或重要參考資料。現任南柯州大學 Chairman at 

Metallurgi.cal Tcchno!ogy Coml11 ittee 之職，為全校師生主所敬重。此
次獲選為長拉最優秀教授，乃眾望所歸，受該梭所能授于之最高榮譽。亦

為四十四年來冶金教授獲獎之第一人。

創宇學長乃謙謙君子，虛懷若谷，認為一紙獎狀，不過是多年耕耘之

教認可而已。僅告慰在臺至友張文豆豆學長一人，並堅囑切為宜揚。友聲叫

吳學長此番獲獎，固為其個人之榮譽，實亦乃母校之光焉。妥為推介，以

鼓勵後進，並仲研賀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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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6, 1977
 

Mr. Tsang Yu Shih
 
416 f1cClelland Avenue
 
Pueblo , CO 81005
 

Dear Tom: 

tongratu1attorts upon recetvfrt9an outstandfng Facu1ty
 
A~~~d -~t' th~ -i977

c CO l1lnencement. It is a pl easure for me

t口 fo門lard the enclosed certificate to you.
 

~ou to be commended for this well 司 deserved recogniti肘， 
and I k

are
now the fee1fng of sattsfact1Dn that th1S BCC側pl i sh

ment has brought to you. 

I extend my best wishes and personal regards. 

Sincer2ly. . 

--// ~ 

Harry P.' Bo啊 es
 

President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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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英國留學(四)

美國柄

英國青年普通的社交情形

我每天讀英丈的時間，是在四點至七點中間的三個鐘頭，但是二小姐

在吃過晚飯後，就不在家，我感到寂寞，就去逛街，到離住處很近的公閱 
(Clapham Common) 去走走。

當時約八點多鐘，我在街上轉，君主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路燈下

一拉手就走了。我就跟著他們後面走，好多人都往那方向去，同家後，就

作了一首打油詩: r今夜散步看門旁，見男女役方住，隨大眾進康門，霧

沈沈燈不亮，草地上當梅林，樹藍下做洞房。啊!此是何地方?J 同家間

房束，房東說: r男少女多，姑娘發狂。」

有第二天晚上八點以後，我到康門去遊蕩，看到許多的男女，.手牽手到

毛少的地方去。我心里想試試看，看見迎面走來一個女弦子，就說聲「啥

囉J '一伸手，兩人就親密起來。她先和政談天氣，接著她說:r唱歇好

嗎 ?j」我說: r你唱，然後我跟著你唱。」一路走，一路唱，歌詞都是男

女的情歌: rTell me why nights are so lonely? Why days are 

so blue? In the spring time, it is wedding wind time. If you 

know Dear, Please tell me, why? J 一路上，我們唱了好多的歌口

走累了，就將外套脫下，在地上坐了下來。後來，她聽說的聲音不對，我已

說我是澳洲人，我們無既不談，~Ij十一點多就分開了，我認為這是個棋習

英文很好的機會，因此只要天不下雨，我就找機會到康門。

英國人把男女的關保，若得很淡薄。不像中國那樣保守，有很多英國

的大人物、改治上有名望的人，都是在公園生的，他們不曉得自己的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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