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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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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我就問他們如果右了小孩怎麼辦?

他們說: r由國家來照顧這些孩于，自懷

胎起就報告政府專門機構，若是自己原意

撫養，就留下來。不願意，就交由政府領

聲。國家把他們養大了，男的當兵，女的

旅職業如護士之類的事做。」她們根本不

擔心弦于的問題，政府對這些人也沒有歧

靚'因材施教。男的退伍以後，就進入政

府機構，葳派到屬地工作，管理屬地的人

民。


老年人只要能行動，都由法院養活他


們，把法官的帽子一戴，就審案。其實是

別人代審，他-點都不懂，只要做個樣子 翩翩少年


作者民國十三年就讓英倫時

就行，所以英國鼓勵生育，但也有婦女不


顧生弦于的。

7解學校的環境

我因為語言流利，學校功課就進步了。我利用早晨的時間早起，預備

學校的功課。晚上就玩，因此學校功課都在七、八十分以上。因為這關

係，除了上課之外，沒有時間到學校各處君﹒君，所以我花了一天時間去看

學校的環境情形如何。

學校在公園 (Battersea Park) 的後邊，門前者電車道，後面為公

園。學校本身就是一個花園，拉門前者鐵圍牆居住，內有花木草坪，學校

在中央，右四層接高大的麟，右聞書館、鍋爐房及電力房，供給全唔

力，另布機械工廠、木工廠等現模都很大。其餘的房子，前面有辦公室、

韓上樓下都是教室和實驗室，規模有點像母校唐山交大的情形。 

- 40 一

學佼襄有一座體育館，為學生下課活動之用，旁有餐廳學生可以呼:

飯，若不挖飯，可買咖啡、牛油、麵包在那邊毯，真面還有鋼琴、跳舞時

地方，男女社交很公開，秩序很好。有衣帽間沒有小餘，也沒有人管理。

參觀了以後，想到交大的設計有學生、教員宿舍，此地則沒有。又回

憶交大唐院的情形，跟這里差不多一個樣子。從前英國的來唐山交犬設計

人，真正要幫助中國。

第一:唐山出煤，就辦理礦冶班。

第二:火車製造廠，辦鐵路涯。

工作和學術連在一起，不像其他大學空空洞洞的，交大唐院完全和英國的

大學一樣的設計和佈置。

我學習跳舞

在我住處對街有一棟大建築物，每次走過都看見重門深閉，這是一個

區域性的市故廳，為選舉、跳舞之用。平常門關著，沒機會進去。有一天

晚上，我看見很多人提著小皮箱進市改廳，都從旁門進去，我就跟著這些

人進去，因為要入門票，而且我穿的衣服也不對，因此被擋住了。我問: 

暴發綿綿綿綿綿綿翩翩會禽綿禽脅鏘禽彙輪禽*敝禽彙輪會會

案 站閱交大友聲第 m期郝6蚓

靠 四逆動的追琮研克 J 一丈，在第約絢2幻3頁提起家父顧維 害

靠 鈞的夫人陳氏是南洋橡榔膠大玉陳嘉皮之女，請予史 喜喜:
~.;，

章正，因為寄母娃黃，是南洋糖業巨子黃寞柱之女。 發

葉企匕玫 暴

露友聲月刊社 書

車 錢擷椅珍主李

綿綿綿綿綿綿綿綿料綿綿綿綿總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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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觀可以不可以?J 他們就讓說進去，我看進去的人，把皮箱打開，

真面是一雙跳舞鞋，男的穿禮服，女的都是盛裝，男女混雜。p大家先在→

邊談矢，不久音樂響了，樂像也開始奏樂，男女一對一對跳開去，大夥兒

跳得很高興，跳完了自己鼓掌，活躍得很。

出來以後，我就直接罔家，正巧這天Glady且在家沒出去。旗鼓將君

到抽情形，說給她聽。她說:r在英國跳舞，是最普通的事，人人要會跳。」

她要歡我跳舞，跳舞是種專門學術和技能，為男女必定要有的藝銜，主ZE

庭、在社會上都需要，她很願意教我，但她沒空，叫我進跳舞學校(Long 

Worth Dancing School) ，說聽了以後，馬上報名到學校去學。

這所學位，由一對艾女在教學生，沒有書本，和做體操一樣，不品耍

一雙跳舞鞋 (Dancing Shoes)放在小皮箱襄。英國人宿兩雙皮鞋，一雙

是 Walking Shoes一一平常走路時穿的，一雙是Dancing Shoes一一跳

舞時穿的。跳舞鞋很漂亮，鞋底很薄，失頭黑色的，平常不穿的，有個模

于把鞋保護得好好的。

第一天，因為我沒有鞋，他們吽我坐著霜，以後每遇一、三、五或

二、四、六來。第二天，說買了鞋就加入，Mr. Long Worth 教我跳。

跳舞不是隨便跳，必需跟著音樂走步。舞大約分成三類:

一、社交舞一-Social Dance.

三、野地舞一一一Country Dance.

三、宮廷舞一-Court Dance.

社交舞文可分成 One Step, Two Step, Foxtrot, Tango , Waltz，等 

Waltz 叉分 Quick Waltz and Hesitation Waltz. 夫舞廳、都是彈簧地

報，地板下右彈簧，且很光滑，開站起來，整個身體隨彈簧振動，失觀教

完後，女兒就跟著武們跳。我的右手撞著女的腰，左手握女的右手，女的

左手攀若我的肩上，女的身于靠在我的身上，我向前，女的後退;女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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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後退。隨著音樂旋轉後退。社交舞大約學三至四個月就可學會 o

另外 Fancy Dress Dance 為奇裝異服，衣服多是紙做的，既漂亮艾

便宜。 Masked Darce (蒙面舞)男女很現密，頭靠頭，可自由交談，情

話綿綿，跳舞堂裹的燈光很睛，因為這關係，我可以隨意地和女伴談天，

對載的英文幫助很大，對英國的風土人情也更加了解。不過，這需要位學

富的材料，方能和她們腸談，因此我從報紙里面取材。例恥:我曾和旭們

說了報紙中的故事有一對情侶，女的叫.Bywater' 男的吽 Thomson'

他們兩人利用週末到海邊渡肢，租了一間房子，房子里看個壁爐，壁爐上

面有個銅傲的欄杆，欄杆上面有一園箭頭。兩個人在屋子裹鬧著玩，女的

一不留神就摔倒了，很不幸地，女的頭碰到箭頭，死了O 本來這件事報了

案就可以，因為過失般人也沒什麼大罪。可是，男的異想天開，毀昆波

跡，就買了一套切肉刀，用到屋裹，把女的切成一塊一塊地，放在火Q1?宴

面;麓，因為燒不化，就買了聽個箱子，把昆體分裝在里面。接著到海邊搭 

火車到倫敦，沿途把箱子丟到鐵路邊土去，鐵路上工作的工人，發現箱子

襄面有人肉，就報告警察。但是剩一箱沒丟掉，就提到車站，存在存物前， 

(Cloak Room) ，可是有氣味，貓狗聞了這氣味，就在那打轉，站長將

此事報告警察， Scotland Yard 為倫敦偵察機構，位探等著存東西的人

來領回箱子，終於這個人出現了，間開真相，將其逮捕。當時這件案子轟

動全國，為大家談話的資料。可是和我跳舞的女弦不曉得此事，我就說給

她聽。

我很喜歡這學校，每個禮拜裁都去，學了四個月畢業以後，就到倫敦 

~j[舞場去，跳舞場分市中心區及市頰，市中心的很講究，那區的就差一

點;市中心的一定要穿大禮服，好區的可穿便服。

禮服的種類

大禮服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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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orning Coat一一為早晨穿著的禮服。體服的黑掛子很長，豆豆

背心、長形領帶，一帶蝶紋的黑褲子，平常的目于不穿，臨了見皇上或重大

典禮穿外。

二、 Dinner Jacket一一小禮服、白襯毛主、黑背心、黑色的領緒、蝴
蝶式的領幣，黑色褲子，吃午飯時武晚上、跳舞時也可以穿。

三、 Evening Dress一晚禮服自蕉崑服，白領結、自背心、黑褲

子，褲于上者道黑;壘。

領帶有兩種:黑色的一一Dinner Jacket 時用的。白色的-一一穿


制vening Dress 時用的。穿小禮服用白色領帶為侍者 (Waiter) 所用，

應該要注意。 

Morning Coat ]!I.. Evening Dress 都是要戴黑色的高帽 (Top 

Hat) ，帽子分白天戴及晚上戴的兩種，自夫戴的是硬的、有細毛。晚上

的是締傲的，可以摺疊起來。在倫敦做事的人，都要準備兩套禮服(Di于 

ner Jacket and Evening Dress) ，因為倫敦的大戲院及大飯店都要芬

禮服，才能進入，穿夫禮服一定要戴高帽，拿手杖，于杖要黑色銀頭，白

手套，夫禮服可以戴勳章，小禮服則配帶勳表(代表一種勳章的記號。〉

我做了兩套禮服 Dinner Jacket and Evening Dress 到 Town 

Hall 穿， Town Hall (市政廳〉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在里面脫的都是 

Social Dance 很少跳 Conntry Dance 0

倫敦的觀光旅館

說來倫敦大約有一年了，對倫敦街道的情形不熟悉，街上的情形和中

國不一樣，既有的大建築都是石頭傲的，很少有木造或磚造的房屋，只有

靠近鄉下較偏僻的地方有。

每逢禮拜夫放假，就去逛街，拿著棍子到春唔士河邊上玩，意見一個

穿著很講究的軍服，類似中國軍閥模樣的人，站在馬路邊上，為每部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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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建藥的汽車閥門，我心中生麓，想這個人到底是做什麗的?我抬頭一

君，夫建築物上面寫著 SAVOY HOTEL 0

我遠遠地觀察駛來的一部黑色犬1轎車，由司機駕艷，接邊坐著一男一

女，車子停下來後，穿軍服的人用右手去閥門，男的先下車，穿著禮服戴

高惰，拿著銀頭手仗。接著男的抉著盛裝的女人下車，這位男士立刻拿錢

給那位著門的將軍作小費，這位君門將軍把汽車的門關上，車子就閉走

了。這一對盛裝的男女往按館走，從犬馬路到控館大門，鋪有位色地毯，

地毯是道上面有→個黃色的棚子，很講究也很漂亮，這兩人說順著走道，連

按館。以後文有續做的一對對男女走進旅館，我很想進去看看裡麗的情芳草

如何?但我穿著便服，不好意思問那位著門將軍。

同事E後，我問 Gladys' 那到直是怎理商事?她說: r那夫建裝是國 

i單是陸的倫設犬祖光世錯，是全寶貴族、將軍、夫巨招待外實用的，襄面的

臥室分兩種:

一、 Suite 篇文官、貴放、富商住的，有臥室及客廳。

二、 Single bed room. Double Bed Room' 相當貴。

另外有餐廳及 Dgncing Hall ，可為跳舞、開會、結婚、請客之用，富麗

豪華，租金如土。旅館一天開飯五次:

一、 Breakfast:八點至九點，吃麥米粥、火腿、要車蛋、:嘿肉、妞

包。

二、 Lunch: 一點至二點，一菜一湯、冰淇淋、點心。

三、 Tea: 四點至六點，喝茶，備有試點。有Tea Dance 0

四、 Dinner: 八點左右。有腸、菜、肉、水果、甜點、咖啡、 BuNer 

Cheese 。還有 Dinner Dance 0

五、 Supper: 十點。吃魚及容易消化的東西，有且是擇。早餐、午餐

:不跳舞，沒有音樂，跳舞時需白帶舞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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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avoy Hotel 跳舞

我說在右大禮服，也學會了跳舞，在學技要膽子也大了"不像從前慨:

觀學校 tJf醬、死板，敢和學投男女缸學隨便聊天，尤某在課堂上，不明白的f

他敢間，一反從前又聾叉區的態度，老師和同學們都很驚奇，喜歡跟我談

懂，希笙知道中國的情形。

午餐右時在餐館眩，表現裁不是窮學生。有時在體育韻的餐廳吃，和

普遍的問學一樣，一杯恥啡、兩個麵包，兩封牛抽，簡單地就解決了午

餐。 Hall有彈簧式的地放，有留聲擻， I司學們打開留聲機，就開始跳舞，

~會跳，即以也敢下揚了。同學們都很奇怪，中國學生會唱、也會眺，因

為從前中國學生沒人干過場，是因留學生的關係沒事搞好，從此μ後，他一 

ffl~對中國留學生另眼君待。

他們酬的舞都是 Social Dance and Country Dance' 都不會跳宮-

狂舞，而我會跳，只是沒高唱卉。第二天，買了唱片，就帶到學校襄跳。

在這時，說想物色一位女同學，跟我到觀光飯店去跳舞，悶了好去單位同

學，她們都認為太豪華，又沒有衣服，不敢去，怕出臨。我多方開導，說

朋由我送禮服，結果看位海倫小姐，她願意去?不曉得她父母是否答應?

敢說: [""缸先問你的丈母，明天同答我。」她對她的父母說:[""右位中國‘

王于願意帶她去跳舞。」她媽媽說: r只要他能供給衣服，就可以C 只是

去跳舞，不是去結婚。」

第二天，她告訴我，她的父母己答應，但要見見我。下午是電機貫一

般，老師對我的態度有了轉變，教授那邊有自著電學的書，我立刻買了兩

本，他很高興的說: [""在J(;女見學物理，和你同班的:認識她嗎?J 我說:

「認識。」

我和 Helen 在學拉跳了好題是次舞，但是我想如果不到觀光飯店去Zk 

h﹒間，就覺得不痛快。於是徵求Helen 的同意，兩人到 Savoy Hotd

一的一 

zp

去跳揮，她說要練習熟了再去，不能在那襄丟醜，要從坐汽車、下汽車、

進技輯、訂座位，演習→下。即以，我們兩人有時到按館前面去故步，看

那些貴賓怎麼進去?

我決定到觀光飯店去既無之後，就到接館去問價錢多少?如何訂座

位。 Helen 說到張煚店去看直被、帽子、皮鞋，她說: r我有皮鞋，所

以不必買，總其要五鐸多。」我說菊 7張支票抬拙。主服股仔了以後，在自

要穿給我看，我就到她家去，同時徵求她媽媽的同意。

我下午四點到地震喝茶，同時忠實習站聲。我到 Long Worth ，買了

獎張聶哥嘻的回丹，買仔之後艾買了一束鮮花，到抽著可去。她竅在公園邊

上，面對公園，在三樓。我到薄，她而歡迎得很，她艾胡說: r我是第一

個進λ他的房子的外圍學生。」她把話里子打開，開站站擇，他們都話說

得仔，對宮廷舞尤其讚美。他吋講: r就象維多叫亞女主哥代的張賀。」

那天玩玩之後，我就可家，他「丹說可以下身了，於是踐就決定去買票和訂

座位，訂的是 Dinner Dance 的票。

到 Savoy Hotel 買票，票度比普通捧場責五倍。那天七點多鐘，就

到站寰去。她媽媽打電話要一部黑色禮車到控館。我們兩 J間都是盛裝全套

禮服，她姆媽惜我和 Helen 化症，臉上攘1t Rosy Face 0 Helen 穿上

禮服後，非常美麗，具備了英國是女的陳伴 Ginger Hair : (金旻)、 

-S wan Neck (聽頸)、 Dreaming Eyes (夢澀)。她的高度和我一樣高，

所以是起路來很相配。她家有個六鏡子，我們看著鏡中人，海倫的右手插

在我的左膀里，我的右手帶著白手套，拿著手杖。值此看了都很高興，就

下樓，她還和我接個助。她說: r我愛銜。」我說: r我也愛{缸，愛是沒

有國界之分的。」她說: r我♂也認為如此。 J (She said "I love you.叮 

I said:"1 love you, too." I said:"There is no nationality in 

love." She said: "I think so.") 兩人就很甜蜜的下屢坐汽車，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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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都很高興地君著我們，螞媽站在陽台上，君說們上車。海倫先

土，說後上，車子直駛 Savoy Hotel 。在車上，海倫很高興地把載的手

捏著，有點緊張的樣子。

到了旅館，那位君門將軍把車門一閱，我先下車，後扶著海倫下車已

設預備好了一個 Half Crown 兩個半先令，給那位清門將軍，他向我放

了一個軍禮，我點7個頭，海倫的右手掛在我的左手里邊，我的右手拿著

手杖，派頭十足，大大氣氣地就進了旅館。

進了旅館之益，就到衣帽間將禮棍及帽子存在真面，海倫再把手拉在

京的左手上，就到跳舞廳，把兩個人的票交給Waiter 。質的是頂好的座

位，侍者拿閱椅于就坐下來。他問我們要什麼酒?因為酒太貴了，而且我

們不敢喝酒，侍者跟我說日本話，訴說說是中國人。他很驚奇地說:r你

是頭一個到這里來的，你一定是The Prince of China 0 J 海倫說: \是

胎。」

不久，音樂響了，我們就跳舞。不一會見，老間來了，特別歡迎說，

們，為政們車備一束鮮花在桌上，音樂放的是「中國之夜J (Nuit De 

Chine) 為世界名歌，是法國人所作的，海倫好高興，舉杯慶胡說倆今天

的成功，喝的是涼水。她說間去要告訴媽媽這些美妙的事。跳了錢支舞，

右一位新聞記者來，閑說是中國什麼地位的人?敢說; I我是改府派來的!

學生。」記者閑說是不是吳佩字的家族?我說: r是。」第二天，報紙宇

登出吳佩宇將軍的家人在 Savoy Hotel 跳舞，跳得很棒，所帶的舞伴是

英國標車的美人，很漂亮。

那天，跳舞的宿二百多對，沒有黑人，黃種人也只有我一個，男的年

紀都在四、五十歲左右，在里邊讀來試是最年輕的一位，而且在是又是東方

人，途引起他們的注意。在休息時，都對我點頭致意，敢也點頭問禮，海

偷看了這種倩影很高興。這里的英語非常的豐富，刀叉都是很好的。所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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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拜都是普通的社交舞，音樂非常的輕鬆，沒有跳 Tango and Country 

Dance'大家盡情的享柴，海倫高興地說; r下同還要來。」大家跳完，

後?自己鼓掌，跳舞場的佈置富麗堂皇，燈光配得很好，即以女人顯得特

別斐，男人看起來特別雄偉。

跳舞場是長方形的，樂臣表在揚子的邊上，除了跳舞之外，還有表演舞 

(Show Dance) 是跳舞揚請來專門助興的。跳舞場為什漫不做成圓的、

或精圓形呢?按 Long Worth 說: r跳舞有時要直線，才能表現出男女

步法的精神，另可以不用圓形的或精圖形的，因為圓彤的容易使人轉昏了

頭。」我記住他的話，到處去看別的跳舞場，都沒有圓形的跳舞場。

到十一點鐘時，樂毆奏英國的國歌(God Save The King) 之俊少

就散會。我們隨著-大家手挽手走出故館，乘禮車。同時，我叉給那位君門

將軍一個 Half Crown'然後送海倫同家，到她家，汽車在門口等我o

我們手牽手上到三墟，按門鈴前，海偷給我一個Kiss ， 她說"1 love 

you very very much." 海偷按門鈴，她媽媽出來開肉，她告訴她嗎"

姆，我們在旅館的情形，她很滿意。然後，我就離開了，坐車間家。同fU 

Gladys 家時，她們全家都腫了，因為海倫身上洒很多害水，以致我全身一

都散發著香味，我滿懷喜位，想到能臨到Savoy Hotel 跳舞，不僅是宮

中國爭光，而且感到此來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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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偶成 李達三

凜削寒天斗柄悶，疏窗隱約數技梅，輕風拂拂幽人醉，似復中原薦舊酷c

睛光影照耀天台，無i浪江山不染摸，政拾行囊尋勝景，優遊興罷賦歸來C

世事如棋一局闊，能源種族各徘徊。機光早識蹤積厄，要有雍和變理才，

遙望雲天隔海限，浪濤削湧送驚雷，無窮1*扭何時己，不盡生機曙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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