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早楓城雪泥鴻爪（PartⅡ-5）
醫學院退休職員 西礁子
前言：在前一回 PartⅡ 之四說到杏林合唱團在 1988 年 6 月 23 日第一天午夜扺達加拿大
多倫多，迎候大夥的是最令人難忘北國夏季深夜略帶寒意的冷風和飢腸轆轆的感覺，經過壹
整天與太陽競逐的旅程，台北→東京→舊金山→芝加哥→多倫多，長途旅行換機轉接有如接
力賽跑，相當耗費體力精神。幸虧全團大都是年青力壯的大學生，而且以醫學院學生居多，
很會自行照顧保健的事情，筆者與旅行社的全陪馬潮先生正值壯年，風裡來，浪裡去，全不
是問題，領隊黃伯超院長為生化學科營養學專家，身體康健，不輸年青學生，所以在這方面，
可說是一切「安」啦！這實在讓大家輕鬆自在不少，出門在外也真是需要有點福氣。可惜美
中不足的地方是出發前台北旅行社負責方面與美國負責安排接待者方面之間出了些問題，以
致在美期間沿途頻頻跳針，出了不少紕漏，尤其是在晚上深夜與清晨一早接送交通的遊覽車
常出狀況，幸好我們應變得宜，處理得當，運氣又好，總能在緊要關頭化險為夷，全程得以
平安大吉。沒有耽誤到大事情。也幸虧事前就感到輔導學生社團數十位團員出國巡迴演唱十
餘天，任務艱巨，責任不輕，雖然學校方面並沒有財務支撐予以領隊事務實際情況需要支出
之經費挹注，只好厚著臉皮與領隊黃院長商量，我們每人需要另行私下多結匯伍仟美元，依
當時匯率約需新台幣廿萬元左右，也獲得同意。是以總共有壹萬美元作為沿途不時之需的應
急調度。
〝好家在〞預先有這個計畫，否則「杏林」在旅途中好一些臨時補破網，化險為夷的
關頭就不好順順利利的過關了。
杏林結束美加之行返國後，當年 10 月 10 日出版了一本「北美記遊」1988 Summer 小冊子
發行 60 份，發行人杏林團長陳文翔（現復健學科教授）
，黃伯超院長在「院長的話」中表示：
從多倫多開始，接著在紐約、華盛頓 D.C 及休士頓的四場演唱會，在場的校友們都高興看到
遠道而來的學弟學妹們，並且由穿著整齊團服的杏林合唱團的形象及和諧悅耳的歌聲中獲得
了種種母校及家鄉的訊息。促進了台大醫學院和北美校友之間的感情交流。而且在多倫多的
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年會期間，向校友募捐增購醫學院圖書館的學術期刊經費，然後在到
紐約時，該地區校友會會長蔡哲雄校友向他表示募捐圖書經費的事已有眉目，讓其感到原先
的希望並沒有落空。雖然旅程中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同學在美加各地高興
地參觀遊覽，順道造訪了不少知名的大學學府，哈佛醫學院、德州醫學中心等等，這也是一
種收獲。也謝謝杏林團長吳英奇熱心負責的各種服務與奉獻。筆者忝為杏林社團導師表示了
一些鼓勵大家的話，經過大家齊心合力，不計成敗的努力，終於可以自豪地說：別人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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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冀望將來老杏林回饋杏林的理想能夠實現。杏林團長吳英奇也
向大家開誠佈公的解說，由於籌辦出國的時間過於倉促，從 3 月中旬接到邀請書，4 月中旬
學校的核可，5 月中旬教育部批准，過程十分曲折，總計只有約三個月來辦事，尤其役男出
國很費神，耗費不少寶貴時間，若非有諸多貴人相助，以及教務主任林瑞祥大力援手加拿大
簽證，我們幾乎是無法如期成行的。若錯過了參加北美校友多倫多的年會，此行主要重大的
意義將遽然失色，乃因申請核可時少數行政的本位主義使得公文時常阻塞在毫無意義的往返
旅行，平白損失寶貴的辦事時間，以後各方，宜痛加檢討。經過這次第一回的陣痛，後來杏
林多次辦理出國巡演的手續就平順得多了，我們從這次經驗得到非常深刻的教訓，更能體會
「凡事豫則立」的道理。
一、看看加拿大，想想咱台灣，旗正飄飄
6 月 24 日多倫多夏天的清晨，仍然頗為冷涼，走在整齊雅觀的街廓，安全島上的花圃也
有些美麗的花花草草，馬路、人行道見不到垃圾雜物，清潔溜溜，空氣清新，寧靜舒適，予
人一片良好美觀的印象，真不愧是世界知名的現代城市，緩步與馬先生繞著鄰近街廓走了一
大圈回到旅館，沿途所見的銀行及政府機構大樓十分宏偉壯觀，外牆牆面都是材料顯得非常
厚實堅固的原石大丁掛，看得出來無論是經歷如何再大的風雪也不會脫落，既美觀討喜又耐
用，真正地代表了北國的地方風情與格調。大廈前則懸掛著多面巨幅的加國國旗，紅色的楓
葉國徽迎風飄展，簡直是無須再用美麗的詞藻來作觀光宣揚，就已經展示出泱泱大國本身應
有之風範。思及此，我中華民國國旗在元旦升旗典禮及國慶節日慶典迎風飛揚的模様，旗正
飄飄，其設計的國徽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所象徵的特殊意義，其實不愧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
Republic of China 之名尚留存在聯合國憲章之中，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亦曾經飛揚在聯合國廣
場多年，以及大陸北起興安嶺，南迄鎮南關，東起台澎金馬，西至新疆邊陲大漠，風起雲湧，
莫不景仰，這是這面旗幟本身歷史擁有的榮光，吾人則慚愧萬分無顏引以為榮。這面旗幟曾
經引領國人推翻帝制，抵禦外侮，保護庇蔭國人的生命財產以及生存的空間，讓子子孫孫永
能存續。現時雖然只能懸掛在有效合法治權及主權所有的台、澎、金、馬，所能涵蓋照耀的
土地及人民的確大量縮減了，而對岸的執政黨合法的取得大陸的政權與治權，雖然尊稱中華
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為革命的先行者，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但只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時常樹
立孫中山先生肖像以之作為中國全民革命的典範，而卻蓄意忽視了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
的精神表徵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所象徵的國魂，到處打壓，甚至有輕侮的行為，這是被政治
鬥爭沖昏了頭，太沒有正確的歷史常識，更沒有處理政治的智慧，才導致如此這般的予盾不
通的行為。而有些國人盲虫附禍，也被政治權術迷了眼睛，沒有用理性來對待自己國家的國
旗，因為在現行民主政治的體制，什麼事情都是以民意為依歸，已經不須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流血流汗去改變現實，必須用冷靜的頭腦去思考、判斷，用最經濟實惠，最民主最合理正確
的方法，來謀求國人的最高政治利益和合法正當的權力。另者也許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應該尋求合理、合情、合法的國際法律地位，以合乎國際認定國家一致的標準：1、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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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權與治權的領土（台澎金馬）
，2、2 千 3 百萬合法統治的人民，以及 3、有數十年有效行
使在台灣的政權體系。從速聘請國際權威的法學專家及人權律師到海牙國際法庭訴請 Republic
of China 的聯合國原有的會藉應予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恢復，政治務實才是正途，國人要先看重
自己的國家，才不會被外人看扁了，挺起腰骨重新振作，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新飄揚
於聯合國與全世界才是正務。以國際法庭的法律權威判決應足以對抗及否定聯合國常務理事
國之否決權，同時也應該與對岸優先協商協商這些事情。雖然形勢比人強，惟英雄亦可創造
形勢，在有合法主權及治權的領土，實在不必降下或收起代表主權的國旗來迎候對方，這在
古今中外歷史的記載尚未有的事情，當仁不讓才正確。這是國際間雙方往來，必須講求的重
要禮儀之一，不能讓步。互相尊重就必須從這裡開始。沒有平等，等於屈居下風劣勢，若對
自己的基本立場都在動搖，就則如下棋一般一步輸全盤輸，失去往來的意義。就算是親兄弟
也要明算帳，恩怨分明。何況？！這是從看加國國旗旗幟的感想，引出來的國旗餘話，如今
言歸正傳，續說杏林訪美故事。
二、突來不利訊息，有如晴天霹靂
豈料中午在華人開設的南國酒樓午餐時，得知負責安排接待「杏林」此行的美國方面的
旅行機構傳來消息，有些不利情況尚不十分清礎。雖然美食當前卻是倒足胃口，食不知味，
因為杏林大隊人馬初到北美，遠隔重洋，而今後在美行止竟然可能有不安跡象，真是非同小
可，有如晴天霹靂，感受到無比壓力。下午到達當代仍稱世界第一的尼加拉大瀑布觀賞世界
奇景之一雄偉壯麗風光，雖也是與眾生一般首次駕臨其境，理應感受其震撼與特殊壯觀才對，
但是當時的感覺，卻是好像無啥米碗糕，十分麻木。看著眾生觀賞美景歡天喜地頻開奏拉，
彼此拉著拍團體照。然吾人心有千千結，真是樂不起來，雖也坐上遊船靠近瀑布區玩水，卻
也無法淋漓盡致，沒有一點興頭。既然失去遊樂的興致，只好拍了數幅瀑布的特寫風景鏡頭，
留待日後慢慢品賞，至今尚壓在書桌玻璃墊下作為到此一遊的紀念。多年後與妻閒遊黃石公
園順道到水牛城（Buffalo）站在美國尼加拉瀑布岸邊遠眺加國多倫多彼岸瀑布洶湧澎湃，水
流急湍，霧氣四起，不覺勾起昔日情懷與幽思，真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思
潮，古今多少事盡付諸流水，頓感人生如夢，夢裡不知西東，徘徊良久，不捨離去。
想當年與眾生遊罷尼加拉瀑布，即續往多倫多市知名國際地標 CN Tower，當時亦號稱世
界最高塔之一，有世界最快速電梯登頂，俯瞰多倫多市容，四面八方景觀全然在目，比之登
泰山小天下有過之無不及。惟筆者當時正逢遽遭衝擊之際，情緒低落，豪氣難發，反而感到
腳底下十里洋場正有不知多少爾虞我詐在進行著，前程多艱，還得要放步前行，步步為營為
是。而人生際遇有時真如快速電梯忽起忽落，身不由己，更須小心應付，惟看著眾生興高采
烈在搶購紀念品，不忍實情予告，只能偶然示意，要他們出門在外多留些隨身防身之財力，
以保旅途平安。因為如果美方負責安排接待旅行方面之情況太壞時，是有不排除集中全團財
力解決困難，先行渡過難關之打算，否則要如何完成北美巡迴演唱的行程呢？！但在事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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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緊要關頭，還未有須要出此下策，以免影響軍心士氣，只好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三、安大略湖（Ontaria Lake）「馬爺」初秀香車美人，頓成開心果
翌晨 6 月 25 日上午自由活動，杏林全體團員搭乘渡輪到安大略湖上的休閒小島去體會多
倫多人們度假休閒的生活情趣，該島就像是湖上公園，到處奇花異卉和稀疏的林木，因為湖
水非常廣闊連接天際看不到岸，有如大海一般，海鷗水鳥甚多，喜與人親近，只要手中有吃
的，牠們就快速地不請自來，瞬間飛來啄取鳥食，十分靈巧不會碰到人手，大家都樂於餵食，
就像自己飼養的家禽，樂不可支。
島上主要的休閒活動是有出租雙人或三人共騎的自行車，前任團長馬惠明同學（現急診
學科教授），團員都稱呼他的雅號〝馬爺〞，人緣甚佳，一馬當先，首先以雙人共騎秀出場，
成為眾人相機追逐的標的，香車美人成了典範，接著其他的更以〝三人行〞之姿搶出，一時
安大略湖蔚藍的天空，澄澈的湖水，响亮著，台大杏林合唱團喧嘩歡樂的笑鬧聲，海鷗水鳥
更加頻頻旋繞著大夥兒飛翔來湊熱鬧，形成了一幅難得動態天成自然逸樂的迫真畫面，好如
是在人間天堂。吾人原本充滿憂慮的情懷早就隨著學子們歡愉輕鬆的氣氛拋到九霄雲外，中
午回到南國酒樓用餐時又回復了平常該有的感覺，也許是上午休閒小島活動真的發揮了莫大
的休閒效應，以致如此。
四、杏林首次海外演唱，成功踏出第一步
6 月 25 日是晚北美校友年會以盛大餐會歡宴杏林合唱團，然後在年會寬廣的大會場舉行
合唱聯誼晚會，安排杏林與當地僑社組成之（藍姿？）合唱團同台演出，演唱多首台灣的民
謠與藝術歌曲，充份地與校友們及僑胞作了一次十分誠摰親切的情感交流。全場爆滿，人山
人海，熱鬧非常。彼此惺惺相惜，臨別大家依依不捨並預約下次再見。也鼓勵他們來台訪問
互相觀摩。有機會的話，今後彼此增加往來，促進台、加兩地國人友好關係。杏林成功的踏
出了第一步。贏得多倫多北美校友年會所有出席的校友們熱誠的歡迎以及當地僑胞真誠的友
誼。
五、場場有特色，處處有溫情，發揚「台大人」精神
杏林的鋼琴伴奏大力水手陳慧玲同學（現小兒學科教授）在〝美加點滴〞一文中表示，
曾對北美巡迴演唱各場次作過問卷來排名，卻是無法抉擇，因為實在是場場有特色。實際情
況是這樣的；（一）6 月 25 日多倫多—校友年會大會場開闊，演出像是野台戰，場面熱鬧擁
擠，觀眾最多。（二）6 月 28 日紐約—法拉盛台灣會館禮堂，場地不夠理想，但座無虛席，
小朋友（校友及僑胞子女）特別多與當地僑社亞細亞合唱團同台演出，校友經營的亞細亞銀
行並舉辦歡迎餐會非常熱情。
（三）6 月 30 日華盛頓 D.C—N.T.H 的禮堂屬於政府機構的場所，
場地非常正式，管理嚴格，禁止在場內飲食，讓肚子餓得發昏。演唱結束後始往參加歡迎餐
會，已晚上十時多，雖然美食當前，吃飯時眼皮已經快不聽話了。杏林在當晚正式獻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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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場全場演唱會，雖然大家又累又餓。（四）7 月 2 日休士頓—僑教中心禮堂，氣氛溫馨，
還有供應點心。當地僑社有一個 8 人合唱團隊與杏林合唱了一首〝回憶〞的歌曲，也演唱了
一些其他藝術歌曲，互相觀摩交流，十分熱切。校友並在自己經營的麗園餐廳舉辦盛大歡迎
餐會盛情可感。從陳慧玲在當時對北美巡唱在各大城實際感受的簡介中，雖然稀疏數語，在
字裡行間可以深深了解到杏林合唱團因為宣慰校友、僑胞種種的努力，為校爭光，無怨無尤
辛勞的付出與奉獻，是為海內外國人所歡迎，讚揚與肯定的，而且亦足以作為「台大人」榮
譽的典範。
其實杏林在 6 月 26 日在波士頓有一場臨時即興的演唱，在校友會款待波士頓著名的龍蝦
大餐之後，雖然餐廳沒有鋼琴，但因在場眾人都十分渴望聽到杏林優美的歌聲，合唱指揮邱
碩堯同學盡力發揮與團員最高的默契，仍然可以在沒有鋼琴伴奏的情況下，成功的把杏林看
家本領最拿手的歌曲全部出籠，在演唱稍停瞬間隔壁廂房的隔間拉門驀然拉開，赫然出現多
了一大批秘密聽眾，原來是另外有華人團體在隔壁廂房大廳舉辦畢業餐會。美妙悠揚的歌聲
樂音來自遠渡重洋的故鄉，最能聊慰流落異鄉遊子的心靈，於是乎整個餐館充滿了鼓掌喝采，
安可的聲音，驚動四鄰，人人注目。吾人認為這才是杏林北美巡唱最傑出，最精采，效果最
好的一場演唱，能夠自自然然的感人肺腑，實在至為難得。筆者出生海外，最能感受如此遊
子的心情。
六、感恩的心，杏林足跡無處不飛花
雖然退休多年，然於執筆為文報導杏林北美巡唱之際，仍要誠摰地感謝已往諸多貴人曾
經對杏林北美巡唱各種不同之協助，以及多倫多、波士頓、紐約、華盛頓 D.C、休士頓、洛
杉磯等地校友會與眾多校友僑胞們熱誠感人的接待外，因要感謝的人太多，族繁不及備載，
遺珠之憾難免，就此請予多多海涵。惟事隔廿餘年吾人感恩之心，汹湧澎湃，無時或已，其
中更有三位非常特別的人士，必須提出來讓杏林眾子弟多予認識的，現按各該貴人出場的先
後次序，依序介紹：第一位是林瑞祥教授（教務主任）在得知杏林出國時間緊迫快要來不及
了，因和加拿大駐港人事熟悉，馬上施加援手，原本三週的簽證時程縮短為一週，讓大家如
期到多倫多參加校友年會，真是偉大的幕後功勳，當之無愧，惟其默默行善，不為人知。第
二位是林瑞雄教授，當時擔任公衛學系主任，杏林 7 月 1 日到 Washington D.C 時林主任碰巧
也在當地，除了帶領杏林大隊人馬參觀白宮、國會大廈，Lincoln Memorial、Jefferson memorial、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Marin Corps War Memorial 花了整整一
個上午，中午送我們到機場搭機前往休士頓，發現我們因誤點班機延後到傍晚，大夥的午餐
沒有著落，馬上親自駕車到市區 China Town，給我們帶來熱騰騰有名的中餐「雜碎」
，看著大
家吃飽了才離去，令人感動。回國後除了謝謝他的幫忙外也覺得不應讓他私人破費，向其討
了帳單，決定這頓午飯由醫學院學務分處請客。錢雖然不多，但要感謝的是那份古道熱腸的
及時雨，至今尚點滴在心頭。第三位是溫啟邦醫師在美國休士頓的校友，7 月 1 日深夜到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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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頓機場來接機（與市區約一個小時車程）
，7 月 2 日一大早又帶杏林大隊人馬參觀 Texa Medical
Center 及直昇機救護站，下午在 NASA 太空中心陪著大夥參觀遊覽，觀看登陸月球實況影片
（有當時最新科技巨大圓弧形大銀幕約三層樓高度）
，配上立體眼鏡迫真得有如親歷其境。中
午溫醫師又特別準備了豐盛的〝麥當勞午餐〞
，隨著杏林人馬操兵了一整天之後，傍晚出席欣
賞杏林在休士頓僑教中心（Overseas Chinese Culture／Education Center）演唱。晚會結束後，仍
然參加校友在麗園餐廳的歡迎晚宴。給人的感覺，溫醫師就好像是鋼鐵人一般強健，尤其是
對杏林子弟寸步不離貼心的照顧，真情可感，在在讓人難以忘懷。
後記：這次杏林首度遠涉重洋宣慰僑胞聯絡北美校友感情，什麼大誌都很好，都很成功，
只有唯一的一件令人遺憾的，就是美方的旅行業者不夠理想，沒有提供尊重顧客基本權益的
服務。旅館、餐館、機票、長途車等容易做的才做，遊覽車清早及深夜短途接送工錢貴，調
度不易的則放羊吃草，沒有事先照會就不來了，把其認為可以欺負的台灣旅行業者壓著吃完
全不顧道義，紐約 Roosvelt 旅館預訂後居然沒有付租金，團員行李被扣留，黃院長和我趕忙
在出發前簽了旅行支票，杏林人馬才能走出旅館的大門，後來在 Washington D.C 吃罷早餐出
門居然被店家擋駕，要我簽旅行支票來埋單，讓杏林人馬差點變成綠林人馬，真是太豈有此
理了。後來杏林出國再次物色旅行業者，寧願多花幾個也要找罩得住的名牌業者，出門在外，
平安就是福氣，其他的可要看開些。
其後杏林多次訪美趣事不少，限於篇幅，容後或再為文記趣一二，分享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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