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唐學長慧貞的電話，她說我寫的東西能很幽默，要我為友聲寫一

人 點稿于，限三月十五號前送給她，當然哪，這個高|隔一帶，叉逢三月八號

左右，任何女性的命令，豈敢不遵，因此執筆。

自從去年九月一日起退休之後，我答磨我自己要「休默」一陣子，

「休」有休退也， I默J 者靜默也，這非通常昕稱之幽默，或許也非居學

長所冀望於我的幽默，那麼就讓我「休」正靜「默J '開始發言了。

故非常感激我那位敬重的朋友，七年前把我找向國來，給我為國家再

度服務六年多的機會，同時使我與親朋故舊，重溫舊情，也為先母的骨灰

安葬入土，還是「繫鈴」。我也感謝他去年示意叫，我退休，使我剎住車

子，停了下來，享有一個休息的機會，以資依復心身之疲勞，進而修心養

性，這是「解鈴 J 。去年九月以後，我就告訴朋友們說，不要問我什麼

話，我要做「啞鈴J '啞鈴是不會發昔的，是真正休默的，一直到今。現

在既答應寫稿，就不得不發言，發言是我的權利、人的權利 (HUMAN

RIGHT) 只要不傷害國家、不傷害別人，每個人都右發言之權。當然，

發言之中， J~~幽默最無傷大雅，而右助於去見諦，有助於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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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戀愛的失敗

讀了 Robert Townsend 的 Up the organization一書， (I管理

的奧秘J 右中文譯本，由經濟日報出售)情痴兼書欽的我，耍，照該書第一

~3垂直

六七段 "Teams. two-mangood and bad" 的建議去做，董事長領與

總經理戀愛， "Like yin and yang , man and wife." 哉恕我是操之

過急，沒布把她準備好，她大大地誤會，跑|巳]娘家告我一狀，大概因此原

因，丈母娘把我開了，咎由自取，沒話可諧。

(二j三手

記得一九七一年八月返國的，尼克森巳訪大陸，我們還未退出聯合

國，有一個朋友問另外的一個朋友說，劉永研這時候同來，是何企間?另

外的朋友說，尼克森是「海里興風J '劉永棺木是「雪中送炭J '結束發間

的朋友仍是不安，跑到美國，辦到綠卡，才阿三去寓，而我自己卸是滿懷白

雪了，一點線也不獄，一點紅也不泣。這些話與「三爭J 有何關係呢?因

為雪中送炭，是一點點的意思，去-精Jiirjl..t-.的作用，我不自峙，我以為在

我的職位上應該為國家按勞，作應作的貢獻，盡應盡的責任，做一個董事

長就應該負起責任，把公司辦好，要負責，就要有權，要求授權，即以幾

年以來一直在爭我應有之權，爭董主會聽有之權，此為第一爭。其次是業

務，一個公司的中心是在業務，不是辦公事，不是應付等因奉此，不是打

太極拳，所以在這幾年間，我是是力配合公司各部主管爭取業務，很多場

合親自出馬，固然我和我的勁敵，私人交情很好，說很欽佩他，也可能拉

上一點親戚關係，但是競爭是競爭，君子之爭，並不是向家抱頭睡覺，或

想辦法去扯人家後腿，君子之爭，是在商場和工場上，在同等的競賽接件

下，比個明白，此為第二爭。最後，是在工作上，自由中國可傲的事，貴

在太多，在這種好機會之下，又捨不得不傲，即以君到無人辦的，自問非

為私 i拉過來就做了，然後告訴經理部門說我已辦了，他們廳follow

坤，因為如果僅僅地發動(Motivate) ，或謙讓，或通知別人去辦，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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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好機會大都會錯過，國家在這種時期，當仁而讓，有愧於心，所以這

也許是不常的第三爭，爭事傲。

目六年之癢

一九七八年春我做董事長已經三任，每三年是為一任，到了六年，還

未滿七年，我就發瘦了，說表示詰調職，那知公事下來，再派我連一任。

想起當初返國ili授的初衷，這時仍是國難常頭，假使堅決不幹'怎能說得

過去，研以就也不再提了。很感謝的，過了一個多月，就得到示意，我可

以退休，我可以正癢去了，想想，只要太時不反對，可以正握之處正多呢

!觀光理髮 F 馬鞍舟、三溫l搓、硫E草一浴......。

(的五子佛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我被推選為臺北哈佛同學會會長，一九七四

年六月美國新任大使安克志蒞任，這位先生是哈佛校友，我為協助點國民

外交，當他在華盛頓時，臺北報紙已發表他將來任的消息，說就先去一信

歡迎他，很快地就按他的問信，除謝謝之外並代向臺北同學致意，不久他

先來了，而他的太座則定六月六日上午到達。我們哈佛同學就決定在當天

下午以茶會歡迎他們，我打了電話問美國大使館安克志大使及其夫人能否

接受邀請，京告均可接受，我順便問了一句，他們右星星個子女，文承告有

五位，但都不會來，於是我們就著手準備茶會，六月六日是個很忙的一

天，因為也是中國工程師節，另外文有其他酒會等，我們決定借地點適中

的再保大樓頂摟國際商人聯誼會內舉行。時間定在下午四峙。我想想單單

一個茶會，似乎不移;送一件禮物表示同學歡迎他們的意思，也想不出送

什麼;貴重的東西，不合適;一面哈佛校旗，也太司空見慣"再II吉晚宴，

似乎他們右的是外交酬應;無需我們同學來破費(我從來不用公款請客同

一切一

\}

電年

草草

會

學的) ;忽然靈機一動，到羅斯福路陶l殼中心買了道地士產的磁製五于1前

!陀佛一座巨裝進盒子，包上了花紙，開會時帶去，當茶會開始，皇島十位同

t學到臨，安克志夫婦也都來到，我致了歡迎詞之後，就拿了這包好的禮物

送給他們，作為點綴他們新眉之用，請安克志夫人打開包，他們很驚喜

地，也莫名其妙發現這五子仰，我為他們說明了，I哈佛在中文直譯為

Happy Buddha ，在他的身上爬著五個可愛的孩子，多子多福，照中國

人的從前的想法，這{弗哈哈大樂，他就是象徵安大使，五子就是他的五個

孩子」。於是他們在螢光燈閃照之之下哈哈大笑，攝了影，同學們也鼓掌

大笑，可是安夫人均悶了一句說: I那聽他的太太在那裡呢 ?J 這下把大

家弄得尷尬，我趕緊地說: I 他的太太，就在他們後面坐若，不就是您

嗎?許多女人不都是做若不出面的無名英雄嗎 ?J 她又哈哈→笑。他們夫

1古人是很好，可惜最近被卡特既犧牲了。

但有經營一乃立活之道

(Management-A way of life)

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世界聞名之美國經營協會(AMA) 會長海斯民

(JAMES L. HAYES) 應中國生產力中心之邀，來臺演講，他以「經

川營一一乃生活之道J 為題，吸引了無數高階層主管，政府財經兩部通知各

事業主持人儘量參加，演講內容若重於經營之哲學，認為贊成人類生活不

可分離之一部份，而經營方式必須以國毆合作行動(Team War心，

方能聽付目前復雜龐大之生產社會，當然，大家聽了無可置辯，將近午

餐，他留了錢分鐘時間，f乍聽眾之發悶，可是沉默的大眾竟無人發言，休

默的我君情況不佳，立即起立同時發了二個問題，第一是說，海斯先生今

天講的是「經營，乃生活之道J '而我們時唔，聽到有些美國人批評若干落

→聳國家說他們「貪污一一乃生活之道J , (Carruption-A 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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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倒很想聽聽海斯先生對此君法如何，要怎樣才能管理或控制貪污的現

{寄~? (How to manage the Corruption?) 第二是說到團隊行動，這裡

所謂團陵，要以多大為準呢?譬如我所負責的公司，是國營的，總經理下

面有各處，處下面有各諜，每→單位，都是一個團隊，我們要發揮圖像精

神，是不是要以公司為主，以去司利益為先，其他為次呢?裁們國營事

菜，有許多姊妹公司，是否也應在這姊掠公司中先發揮園區主精神呢?抑是

與外句面其他有勢力的單位去合作呢?在國家立場上是否應與任何國家單位

精誠合作，不必作不必要之惡性競爭，勞神傷財，浪費時間與手續，徒徒

傷感情，也擔擱建設之進行呢?海斯先生答道，貪污的現像，到處皆有，

程度不同而己，廉朗進步的國家，食巧一事件少點，落後不安全的國家，貪

污事件多點，要緊的是要將貪污的定義搞清楚，位樣才算貪污，怎樣才不

算貪污，拿傭金和同扣，如果是合法的，就不算貪污，私人公司如果老間

准許職員收取一定儲金，存入私裳，這也不算貪污，公營事業，要有明確

來詳細的說定既有傭金罔扣或其它不得私藏，都膺餌，於公右，繳入庫存，

如有藏匿不報佔為已有，不論多少，額內或額外，都是貪污。至於送禮，

在{直到一定錢數以上的，必須報到上級核准，方得收下，或觀歸公右，政

府的公司的員工要有合理時常調整的待遇，要右進修JH童的機會，要有好

的工作環境，要給予他們榮譽感、安全感，這接貪污情形自然會逐漸減

少。至於圍毆行動，他認為底該以國家做一個主要的圖像單一，以國家為

主，其他為次耍的。海斯先生的答復，固然很好，其實並未滿足我的第二

問題，我本想再問他反共極權的圖像應該多大，應如何組織經營，自由世

界是否應該好好地培養團隊精神，聯合在一起，揉取共同行動，以對抗共

產?這是右堅於尼克森與福特訪問大陸之後，美國右逐漸破壞自由世界的

聞隊精神與行動之趨勢，而將與匪共勾結，違反美國一種傳統進步的企業

經營原則 (Team Work) 。可是我已發悶了兩個問題，估了他人不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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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非

悶，不便有:悶了，午餐的時間已到，另外如無人難間，於是演講會主他急
急宜佈結束。現在間向來，如果眼緊地，再問下去，海祈或許會同意我
的看法，那就是在反k力面展以自由世界即有民主國家聯合~起形成一個

大圍毆，以討抗既有共匪。以AMA在美國的影響力，或可能使卡特政府

立立;7共陸 9 輕棄鞘違反團隊精神，作一個再次的考慮，而不至

伏)λL去又 (Human left)

-九七七年寸→十七日至甘五日沙地阿刺榔地研究發展公司空車
長法龍博士 (DR. Ghai th Phara叫語世界十幾卡個與他合作的;品

的主持人，到蹦蹦(CARIBBEANSEA)的包租的遊船上住宿、
開會、穿鞋觀賞加勒比海風光，與1每耶古跡(MAYA ARCHIOLOGICAL

SITES) ，我與內人也在被邀請之列，可是她未被按准隨我前往，我國一
邀前往者尚有殷之浩學長與其夫人。兵賞法龍博士還有一個目的，那就;
會向他的兄弟姊妹等為他們的艾母吏'/前四十週年寶石婚的，他們公司高
級主管夫婦也都參加，許多外人都不曉得，另有這個紀念，我是早從第三

方面得到此白自'於是在基北除通知殷學長夫婦外，我準備了壹灣玉印一
對，印頂刻J老壽星及仙女各斗，文把老法龍先生及夫人名字譯成中文划
于去，此外頁了四個大紅按可以摺合的燈籠帶去，到了船上，先將燈
籠，請船長挂起，到那天晚上慶觀賞石概念時，就把這對玉印送贈，殷
學長夫婦也獻遲了大景泰盛花瓶→:訝。老法龍夫婦曾任駐法大使，現任沙
王顧問，甚重外交場合禮節和儀式，對此十分高興。殷學長夫婦於卜→月

間因事先離船赴美，我則一直隨船至墨西哥上岸，當廿五晚饒別宴
時!我被遲至首于JF艾母及家屬向桌，該晚法龍博士先致詞，謝謝
來去參加盛會，主1<:覓處心→致詞33:賀，旅行觀光之成功及其艾母之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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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多朗多區同窗

唐六三

序λ春令，加地仍寒，偶放陽光，大地普照，冰雪就溶，大眾戚歡，

認為快事﹒ (1J日屬寒區，時序反常，年祇冬秋二度，八個月冬而四個月;0

秋，午炎而早晚復其涼如水，有若秋令〉老學長周推車在兄，年高望重，聽

碩不遜少壯，與到1酋能駕車環遊市區以自娛。歲次己末，已屆八秩音一土

壽，，精神銀鏢，平時關注同學會務，不遺餘力;為同窗們既共敬愛，買2吾

婚紀念，致詞者以英美法各國人士為多，說，本無準備，最後亦不得不應酬

幾旬，我先謂法龍博士之舉，達到多項目的，尤以為雙親結婚紀念航海t

笠禱祝，貴為創舉，而其韋造，可以媲美中國之傳統，至於邀集高級主|昆

主婦船上開會，且給于遊息之機會，亦可謂照顧下屬週到合理，對於困戶

朋友之招待，則禮貌備至，感情能以融洽，彼此得以五知，邀約考古軍融

解梅耶文化，珠寶商講解寶石與金剛鑽，也俱見對於學術之興趣，實在可

以敬佩。最後說說，僅僅昨天晚上我們自無線電聽到埃及總統沙達得宜佈

訪問以色列，爭取和平，轉向民主國家如美國者求助，以放棄蘇俄，比于

一大轉變，但美國總統主張、提倡，並保護人權 (Human right) 而對

於人蚊 (Human left) 毫無抵制，中國大陸八億人奴，他竟視若無睹，

松竹樓歡錢言己
Ii-II)

理研當然，無庸贅述。

裁者其賢公郎燕爾新婚，子賢媳季，歡樂融融，急於迎符嚴親喬遷~fr'

太華自一置大廈中"更增天倫之福，同官們共羨同慰之餘，由沈會長嘉芙賢

仗儷領導;"公錢給翁於松竹樓之大堂，說祝喬遷，又合松竹長海之義，說1

名符其實之雅集焉。首由沈會長賢忱儷致頌辭，宣告斯宴之意義重大，紅

不平常;且足資人範。于專輪由諸學長莘向歡坐首席笑頡常開之稚翁鞠躬致

敬，歡聲雷動，久久不息。

到會者右魏凌雲、于克禮、貝仲滋、徐承亮、周威先、林祖根、李鐵

麒、施駒培等各位賢忱儷及江保廉、接春宇、關俊傑夫人、劉蟬錦夫人名

學長兄鹿，新竹同學參加者右奈若松、石健雄、林俊陸、張維四、林

2j主、梁立六對年青佳捐，共右卅三位，游哉盛欺?堪為之詞。

同時魏凌雲學嫂，出伊中區妙製粉紅上壽荳沙饅頭四打，供眾大快51"

右吃右帶，口福匪淺。酒醉飯飽，已近夜午，眾樂未欠，依依不忍顱

散，右盛會不再之憾焉。加拿犬交大分會，共有校友四十七位，散處東區

三岸咒，舍多朗多市區者較多，每年例有三次聚會，夏季再聚，已定郊遊，

地點、日期，推由三位執行委員商決後，另行公告。

- 41 一

連同情之言，也不讓一旬，這末免太欠缺，如果自由世界不能μ叭Cωon立吋t扭e

Human 仙，就無法仲張巨叩n right' 說們今天都是同舟共濟，;r£

j言歡樂慶祝會中，也應該稍為想想，如何合力消誡人奴，以保人權。說話

憬，大家大大地鼓掌，也有些人過來和我握手，說，真沒右想到，我們附

L卡El 提倡 Human r駒，竟不知右Hωn 仙，真是孤陋寡聞，

請您劉先生多多指敬!多多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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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聯船務公司董事長

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奎濟總代理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是3號十樓

遷慮
問

牙呈才其才干

5219614

住址:臺北市士林後港2 之 1 街1在0號

5943371圓山大廈A;陳 6 樓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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