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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語（戴明瑞） 

編輯碎語 -【2020, 再見】(摘自 2021Q1季刊， Issue20) 

2020，一二月我們還全球到處亂跑。 到了三月，春天失

信，新冠不請自來。 夏天，我們停下腳步享受流淌過的時

光。 秋天，慢活讓我們更加感恩身邊的一切。 世界亂了套，冬天不知道該來還是不該來。 2020，我們

在等待中學會放下， 在絕望中看見希望。 

 

編輯碎語 -【2021, 再見】 

2021，疫苗的問世，讓我們看到隧道盡頭的微光。世界又慢慢地動了起來，新秩序緩緩成型，人類在摸

索中，再度逐漸前進。 2021，我們在放下後繼續等待， 在希望中不再絕望。 

 

這一年，成長最多的是我們校友會簡訊，從六年前創刊時的兩三頁，到現在内容充實文采飛揚的二十多

頁。隨著越來越多的校友不吝賜稿，這一年簡訊絕對是質量雙變。深夜孤燈下讀稿，是防疫期間的一大

享受，神遊太虛之餘，有時竟會感到一種悲壯，覺得我們是在用我們的筆為校友會留下一絲命脈。（編

按：據説胡思亂想及自我膨脹都是被關太久產生的症狀。） 

 

謝謝多位校友賜稿，希望我們每一期都有生力軍加入，使我們季刊更多樣更有趣。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

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兩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各期簡訊及校友會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 
 

校友會鼓勵大家捐款回饋母校 (Tax deductible)。請寄支票(payable to NTUADF) 給葛賢芬校友 (Margaret Lai, 

18 Manton Avenue,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再一起寄給在芝加哥的黃慶鍾醫師 (NTUADF 財務負責

人)。黃醫師會將捐款收據直接寄給您。除非特別指定用途,捐款將繼續給“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永續

基金“。目前對助學永續基金的捐款，離目標尚遠。希望校友們能慷慨解囊，多少不拘，扶助清寒的學

弟妹。 

校友會是免稅非營利組織。除了服務校友及鼓勵校友回饋母校之外，也做些社會慈善工作。歡迎校友的

捐款。支票(payable to NTUAA-GNY)請寄給葛賢芬校友，地址如上。您將從校友會直接收到捐款的收

據。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mailto:ray.m.tai@gmail.com?subject=台大校友會簡訊-投稿
http://www.ntuaagny.org/


                              感恩黃梅饗宴 （會長 王相禮） 
 

               享受完火雞大餐隔日，又即刻參加了一個一百二十幾人歡聚的黃梅盛宴，這個感恩節假期的確

是沒白過，真的是讓自己身心靈六根都大大地滿足了！沒想到在這黃梅宴上才得知，小時候那麼多耳熟

能詳街頭巷尾傳唱的經典歌曲都是出自於英年早逝的周藍萍大師之手！那些歌曲實在是太好聽太動人

了，但是卻更惋惜周大師的早逝，未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的驚世創作！ 

 

非常非常地感謝 1976 年歷史

系畢業的林艷卿學姊，特地為

校友會安排請到了台大傑出校

友，中文系畢業，台大音樂研

究所的 沈冬教授(沈學姊)來

分享她幾十年的音樂史研究心

得與難得一見的寶貴史料收

藏。把五十幾年前，令全球華

人陶醉瘋狂的黃梅戲曲與音

樂，在線上透過二小時多的詳

細解說與歌喉演示，精彩地展

現在所有與會校友與愛好音樂

的朋友面前，喚醒了大家深藏

在心底那段五十幾年幾近被遺

忘的美好回憶，也勾起了自己

少時看梁祝電影時對愛情懵懂

啟蒙的那分淒美感！會後內人

更是迫不及待地趕快上網搜尋

找到當年凌波與樂蒂主演的梁

祝電影，再次觀賞了這部當年

讓自己與父母和親友感動的名

著！看著梁祝，不覺地懷念起

年幼時那段平和的純美世界與

愛情時光！ 

 

由於新冠疫情的持續變化與展

延，以致於我們只能在網上相

見，這個狀況大概還得再持續一段時日，希望校友們都注意身體保健，並持續關注校友會的活動，也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我們的活動，廣邀親友一起共襄盛舉！在此謹代表校友會全體理事與幹部預祝校友們，

聖誕節、新年，闔府安康，順心愉快！ 

  

謙回講座-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 Zoom 線上講座 



母校消息 

 在這個世界裡 尋找著你的夢想  你問我夢想在哪裡 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 . .  [more] 

 臺大長年深耕社會責任，近二年內成功排除校務基金於高汙染、高碳排產業撤資，是為亞洲第一所完

成此目標的大學. . .  [more]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雜誌（簡稱 THE）日前公布 THE 2022 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名列第 113 名，

較去年度下降 16 名. . .  [more] 

 利用高階掠食魚類含「汞」累積速率，發現世界海洋汞之循環及污染的全球趨勢；也證實自古以來

「吃什麼像什麼，吃什麼有什麼」的不變真理. . .  [more] 

 愛情像一場旅行 / 在一起，就是目的地 / 感謝有你 / 讓這路上有了難以忘懷的風景. . .  [more] 

 我告訴自己不要太在意成績，享受比賽過程，但站在跳台上，還是感覺到手和腳一直在發抖. . .  

[more] 

 森林遊樂概論課程，結合 VR 設備，將大自然帶進教室，透過虛擬實境設備，讓人即便身處市區也能

學習野外求生與野生動物相關知識，進行森林療癒之旅. . .  [more] 

 臺大國際處除了協助所有國際生抵臺的相關防疫安排及每天基本的電話關懷外，也貼心的準備師長和

學長姐精選的「國際學生防疫包」陪伴國際新生渡過長達 14 天的隔離期. . .  [more] 

 高山一日遊的心血管風險研究，進行冬至及夏至兩次不同節氣的實驗. . .  [more] 

 有感於臺灣地震災害頻繁，工學院土木系長期持續投入地震工程相關的研究與實踐，另透過工學院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平臺，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促進我國耐震技術發展與實務應用 . . .  [more] 

 現在對面的「臺一牛奶大王」，1956 年剛開張時叫做「海源飲料總匯」，就是與臺大校園隔著這條

特一號排水溝。當時為了招攬生意，老闆之一的古海源先生還自己搭建簡單的木板橋，方便臺大學生

跨過排水溝來吃冰. . .  [more] 

 管中閔校長致詞時表示，臺大目標要朝向實踐未來大學，使學生們能以更具彈性的方式發展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 http://140.112.105.106/index.php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不同背景

領域的學習者，例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

的同學們，如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3&sn=21010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5&sn=21026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5&sn=21027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5&sn=21028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5&sn=2103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7&sn=21050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8&sn=21058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498&sn=21059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0&sn=21074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0&sn=21075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1&sn=21082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02&sn=21091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http://140.112.105.106/index.php
http://www.ntureunion.tw/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298&sn=15126


         憶蔣宋美齡談養生  (詹恭明  醫科-67) 

 

本文原應稿於新竹中學同學通訊。前會長賴富雄、葛賢芬夫婦先閱，建議稍

作刪減，登於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簡訊，亦悼念蔣宋美齡去世於紐約第十八

寒暑。近年，前有國史館訪談，有書「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

（2014年），後有倫敦作家張戎訪談，有書「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

（2019年），內有本人口述。 

蔣宋美齡（1898-2003），享壽105，宋氏三姊妹中，最為長壽，必定有因。 

稱謂：蔣宋美齡，官邸概稱「夫人」，以下皆以此稱呼；孔二小姐，官邸概稱「總經理」，民間皆稱

「孔二小姐」，沿用後者；夫人交談稱蔣介石為「委員長」，故沿用；稱孫中山為「孫總理」，亦沿

用。紐約住處，維持三十餘職，一直由忠心能幹之宋亨霖武官執勤，循官方機制，故曰「官邸」。 

 

長壽因素一：孔二小姐之因素 

孔二小姐，名孔令偉，1994年去世。聰明能幹，

一生與夫人，行影不離。國家大事、家庭小事、

生活起居，替夫人著想，無微不至。夫人總是言

聽計從，尊重採納。這是夫人長壽之最重要因

素。 

一日，護士言夫人趾甲長，我囑腳科醫師診。二

日，問護士，言孔二小姐說不用，她要親自剪，

怕腳科醫師不小心傷及皮肉。當時心中浮現一

幕，當今有多少子女，還能親自替年老父母剪趾

甲？ 

一日，護士端了一碗湯，夫人一口後，實在不想

再喝。我見了說，勿勉強。護士言，是孔二小姐

說的，人參對身體好，要夫人喝。夫人實在不想

再喝，護士左右為難，我問夫人，是否喝了不舒

服，夫人言是，我要護士回告孔二小姐，說夫人

言，對此過敏，因此作罷。二人是互相尊重如

此。 

一日，我因回台，去見夫人。當時孔二小姐，在

台北振興醫院，因癌住院。夫人即入內，找了孔

二小姐平時喜歡的時代雜誌舊畫報，託我帶去病

房給孔二小姐。此前孔二小姐曾到士林官邸，包

了夫人床上棉被，寄往紐約，要我回紐約，問問

夫人收到沒有。孔二小姐說，夫人總是覺得，士

林官邸的棉被，較舒適。二人是相互體貼如此。 

感想是，我們都有民主、自由之精神，總有不同

想法，對不同意的，會去抗、爭、吵、怒。錯

了！能有親人如太太，替我們處處著想、建議，

如孔二小姐之對夫人，是福。能虛心採納，如夫

人之對孔二小姐，是壽。 

長壽因素二：夫人有堅定之信仰 

眾所周知，航海有指引，有目標，才不致迷航。

一輩子，夫人有堅定的信仰，是基督教教義。政

治上，一輩子亦有堅定的信仰，是孫總理的三民

主義。夫人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日日祈禱。當年

孔二小姐，在振興醫院，癌症住院，夫人見我，

總會說，日日都替孔二小姐，早上一次，晚上一

次，替她祈禱。深信有堅定信仰者，內心平靜，

是壽之根本。 

長壽因素三：夫人有慈善之心 

宗教重視慈善之心，無神論者，亦重視人道主

義。夫人一輩子，隨著委員長，在戰亂中度過。

東征、北伐、抗戰，見到多少將士死於戰場，子

女成了孤兒，可憐的是他們的生活與教育，夫人

成立了「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收容陣亡將士子

女，助能受到教育。在紐約之校友會長向厚祿先

生，出版一書「宋美齡與我抗日烈士遺孤傳奇的

一生」（2019年），有詳述。 

日本侵華，多少兒童，顛沛流離，無家可歸，夫

人在各地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院」，收容無家可

歸之兒童，提供生活與教育。當年國民政府遷

台，全省許多小兒麻痺、殘障病人，夫人成立了

振興復健中心，即今之台北振興醫院。國民政府

棄守大陳島，全體軍民撤台，為了安頓兒童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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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夫人成立了「華興小學與中學」，即今之台北

華興高級中學。 

我在紐約見過許多當年的兒童，已是八、九十歲

之老人，仍在懷念夫人慈善之心。夫人在世時，

每年生日，總會抽空一日，與他們共度。而孔二

小姐，也經常向我談起，夫人有非常慈善之心。

子曰「仁者壽」。 

感想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慈善之心，赴

諸行，是功德，非刻意表現政績。佛學金剛經亦

云，不刻意之布施，方為無量之功德。常言，積

德者壽。 

長壽因素四：夫人是非分明 

與夫人交談，印象深刻的是，是非分明。夫人如

此，孔二小姐亦如此。是非分明，需要有堅定的

信仰。如上述，夫人有堅定的信仰，是基督教教

義，以及孫總理之三民主義。是非分明者，心安

理得。不惑、不逾矩，得以長壽。 

長壽因素五：夫人經常看書 

夫人生活閒時，經常看書。生病住院，床邊必放

書。老子曰「為學曰益」，書中有知識，亦能陶冶

心境。子曰「智者樂」，快樂是長壽之本。看書之

外，夫人閒時亦作畫。山水花卉，感恩送禮。我

常會問，最近可作畫，夫人常回，作畫要有臂

力，訓練臂力，要練書法。我了解，年紀大了，

是有困難。古今書法家，諸多長壽。 

其他閒時，夫人喜歡參觀紐約市之博物館，畫

廊，等等。因此夫人喜歡住紐約市，較不喜歡住

長島。其他閒時，夫人會偶爾下下跳棋，打打麻

將。 

孔二小姐在世時，經常在電話中與夫人聊天，一

聊常是二、三小時。當今子女，能否常與年老父

母聊天？ 

長壽因素六：夫人謹遵醫囑 

夫人服藥，身體檢查，從不拒絕，醫囑復健，每

日運動，護士總是依照行之，夫人很能耐心做

完。今回憶，於身有益。偶爾夫人也會抱怨。 

記得一日，護士言，夫人嫌藥丸太多。我對護士

說，一顆血壓藥，一顆甲狀腺藥，怎會太多？護

士出示藥丸，竟有七、八顆，原來是孔二小姐要

夫人吃的維他命、鈣片，等等。我想了想。言醫

師開的藥，夫人一定要服，孔二小姐的部份，夫

人可在服藥時，自行決定。服或不服，而孔二小

姐也尊重夫人。因為夫人決定的。孔二小姐不會

強迫。 

長壽因素七：夫人有堅強之意志力 

夫人1943年，在美國國會演講，接著在美巡迴演

講，可看出其堅強之意志力。夫人在紐約，一直

都在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看診。當年，外科主任韓

福瑞教授，到台北參與夫人乳癌手術，術後告別

時，夫人手中還有一支香煙。韓福瑞教授當場勸

夫人戒煙。夫人把煙扔了。誓不再吸煙。從此，

夫人再也不碰煙了。能如此堅定戒煙，終能長

壽。孔二小姐未能戒煙，先夫人而去。佛曰「勤

修戒定慧」，以戒為首。古今中外，能戒者壽。 

長壽因素八：夫人謹守節制飲食 

夫人用餐，都是西式。心中先計劃好吃甚麼，吃

多少。盤子只填一次，就不再填，謹守節制。 

一日，夫人到我診所，量了體重，我說很好，102

磅，護士忙更正，98磅，我說不對，護士小聲

說，夫人體重，要是多於100磅，回家就節食不吃

了。我想了想，就說是98磅。 

一日，見面時，夫人說廚師做的鳳梨酥餅，味道

很好，問我意見，我說好。不久廚師端來二份。

我說夫人先用，夫人倒說，因節制飲食，餐間不

敢多吃，我是吃了，而夫人之盤未動。我吃時，

自然多少不自在。古今中外，節制飲食，是壽之

基石。 

回憶感言：夫人長壽，依我見，最重要的，還是

歸功於孔二小姐之悉心照顧。 

更重要的，是夫人能虛心採納。故若有可信之親

人，替我們處處著想、勸告，是福，而能虛

心採納，是壽。至於野史，有否秘方、藥

膳、按摩、氣功，等等？ 

答案是無。莊子刻意篇，「不導引而壽」，養生主

篇，乃「依乎天理」而已。 



如今，夫人與孔二小姐，去世約二十年了，回憶

起，音容動作，幕幕猶在眼前。棺葬於紐約上

州，Furncliff  之孔家墓室。地之上，幽靜大廈之

三樓，稱為「公寓」。夫人與孔二小姐，隔壁間。 

夫人生前，期盼蔣介石移靈南京中山陵西側，安

葬早年選好之墓地。或能一起安葬，若不許，則

希望葬於上海母親倪桂珍墓旁。 

紐約養生見聞與心得 

紐約地靈人傑，有許多專家、學者、大師。夫人

在此常住。回顧台大畢業一甲子，昔日同窗，幸

多健在，許多養生啟示。其中有佛學養生，故隨

筆佛學、儒學、武術、科學、等養生之見聞與心

得如下。 

佛學養生之啟示：六祖壇經，神秀大師偈「身是菩

堤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

真是養生之道，力行養身及養心。神秀大師，終

能長壽。惠能大師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真是永生之道，

無我及天人合一。惠能大師，終能成佛。 

武術健身之啟示：回顧一甲子，長期在紐約，可貴

的是武術健身。師父余振祥，師承鄭曼青，李壽

籛。授我易筋經、太極拳、及少林十二彈腿，涵

蓋了健身、拳、腿之功夫。而太極拳及其應用推

手，更印證了易經、道德經之內涵。 

宇宙觀之啟示：在紐約有二位著名的理論物理宇宙

觀大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之Brian Greene及紐約

市立大學之Michio Kaku教授。我亦任職二校，聽

其演講，閱其著作，深感當今理論物理之宇宙

觀，印證了佛學之宇宙觀。憶當年，慈濟籌備醫

學院時，證嚴法師，曾對我說，佛學最可貴的是

其宇宙觀，印象極為深刻，此與愛因斯坦對佛學

之觀點，不謀而合，我亦深信不移。佛學心經云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宇宙觀，乃古今

大智者，養心之基石。 

生於儒歸於儒：竹中畢業一甲子，閒時複習論語，

深感句句真切，且「溫故而知新」。當年高中，讀

的是以論語為核心之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我們都

受儒學熏陶，根深蒂固。但當時僅止於背誦。畢

業後，接觸老莊思想、佛學思想、西洋哲學、科

學宇宙觀，等等。陶淵明辭，「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如今一甲子，大夢初醒，眼前竟是

閃爍之一書「論語」，翻開第一章「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

不慍，不亦君子乎」，竟是智者之喜悅，親友相聚

之歡樂，無我之境界，盡是養生之道。上述蔣宋

美齡長壽之因素，皆涵蓋於論語之中。 

畢業耆年感言：隱約浮現，國文老師述說唐詩，晚

唐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心境何

如，盛唐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子

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啟示源自臺

大歐麗娟，網上中國文學史講座） 

詹恭明敬書(kj3@columbia.edu) 

2021年秋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蔣宋美齡生前之家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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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區塊鏈與加密幣 （李嘉章 電機-79） 

 

            區塊鏈與加密幣是近來很熱門的話題, 我在這裡以這篇短文和校友們分享我的學習心得. 目的

不在鼓勵投資, 而是對新興的科技建立一個初步的了解.  

先從區塊鏈講起, 基本上這是一種擁有記帳的功能的資料庫.  它有以下的特性: 

完整 – 每個資產從創始到現狀每筆交易都完整的紀錄在區塊鏈裡. 

不可竄改 – 以散列(hash)加密處理過的紀錄, 任何竄改變動都無所遁形. 

分散 – 當然傳統的資料庫技術以中央記帳處理也可達到上面的功能, 但區塊鏈的特點是不須集中管理

也不用仲介處理, 每個參與者一起保持維護完整而正確的紀錄. 

 

 

圖源: NIST 

上圖顯示區塊鏈的操作模式. 每個時段的紀錄(block data)收集之後以散列加密(Hash of Block Data)之

後放在區塊標頭(Block Header)裡, 與前一個區塊標頭的加密散列(Hash of Previous Block Header), 本區塊

的時間印記(Timestamp), 和一個隨機數值(Nonce, number used once), 合在一起再經過加密散列而成為下

個區塊標頭的一部份. 從起始區塊開始, 區塊間以加密散列的標頭鏈接故稱之為區塊鏈. 任何紀錄如被

更改就會影響加密散列計算與下游的標頭數值不符而被偵測出來. 

也許有看倌會馬上指出如有計算資源豐富的參與者把整條鏈的下游都改過, 不是就可以劫持這個區塊鏈

嗎? 這得再介紹兩種不同區塊鏈的公眾管理屬性. 如果這條區塊鏈是私營的(Private or Permissioned, 

Blockchain), 受邀的參與者之間會制訂如何處理這種情況. 公開的區塊鏈(Public, or Permissionless, 

Blockchain)任何人都可參與, 區塊鏈的正確性是以多數決定, 如有依參與者竄改紀錄, 它的鏈條不被接

受就接不下去. 大家常看到 51% attack這個名詞, 是的, 如有人能操控 51% 以上的計算資源, 可能可以

劫持區塊鏈. 但在大型的公開區塊鏈如 Bitcoin,所需的資源過於龐大, 得不償失, 這類攻擊被認為實際

上不會發生; it is possible but not practical. 



區塊鏈是種基礎技術可多方使用, 在物流管理,金融交易, 個資存取等等的領域上應用發展都是方興未

艾. 2018年一位(或一群)專家以 Satoshi Nakamoto 具名發表了一篇技術白皮書描述一個加密幣如何遵循

一套分散式的規則系統產生與運作. 這個系統完全不需中央管理記帳, 而且可確定交易紀錄無誤保證錢

幣不會被多重使用 (double spent). 於是比特幣從此誕生, 開啟了加密幣的新紀元. 

“I‘ve been working on a new electronic cash system that’s fully peer-to-peer, with no trusted third party.”- 10/31/2008 by 

“Satoshi Nakamoto” 

人類的經濟活動需要錢幣作為交易的媒介, 也用來儲存與計算價值. 下圖顯示錢幣的形式如何與時俱

進. 但不管是早期民間地上地下錢莊, 官方寶鈔提舉司, 或是近年的中央銀行. 傳統上錢幣總是要透過

某個中央系統來發行管理.  下一個階段演變的方向可能是分散性和數理規則管理化, 如比特幣和其他

各式各樣的加密幣都是在它們所屬的區塊鏈上以點對點(Peer-to-peer)分散(de-centralized) 式的運行. 

 

加密幣近年的發展如百花齊放百鳥齊鳴, 看倌會被搞得眼花撩亂.  目前光在 Coinbase, Binance 上可交易

的就有四五百種, 還不時在增加. 至於 altcoins 的總數恐怕沒有人能數的清. 但基本上可分以下幾類: 

- 一級(Layer 1)基礎幣: 如 Bitcoin, Etherium, Litecoin, Solana, Cardano, Algorand, Polkadot 等等, 需要依

靠基礎規則來產生錢幣. 主要方法是用以工為證(Proof of Work, PoW) 和以質為證 (Proof of Stake, 

PoS).  幣值最高的 Bitcoin, Ether 1.0 使用 PoW, 目前被詬病的是挖礦需要大量電力.  新興的 

Etherium 2.0, Solana, Coadano 等等使用 PoS 省電運算快且容量大漸成氣候.  另外 Etherium, 

Cardano, Solana 等等可在上面寫程式發展應用, 也就是做為二級應用幣的基礎. 最近 Bitcoin 也在

朝這個方向改進.  

- 二級(Layer 2)應用幣: 如 Binance, Matic, Maker, Compound, Celo, Graph, Uniswap, Mana, 等等等.  五

花八門各式交易都如股權買賣,借貸, 保險可以程式取代, 以點對點分散式進行. 主要當然是錢



之所在, 以財經應用為主, 籠統稱之為 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二級幣通常以 Smart Contract

的形式建構在某一級幣的區塊鏈上. 目前有七八成都是以 Ether 為基礎幣. 

- 恆幣 (Non-Fungible Tokens, NFT): 把多媒體的材料數據化加密後放在區塊鏈上可永世不變, 智財

權所有與轉移清楚記錄. 所有個人資料, 如駕駛執照, 畢業證書也可製成恆幣, 對個資保護也很

有助益. NFT 會成為未來構建元宇宙 (Metaverse) 的一大支柱. 未來可見的是您在某個 Metaverse 

蓋了棟豪宅, 正廳就掛了一幅 Andy Warhol 創作的 NFT, 或是您的 avatar 穿著 Armani 獨一無二

為您設計的 NFT 服裝出席奧斯卡線上頒獎典禮. 

-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目前各國的想法做法和進度不甚相同, 大多數會選擇以某種

區塊鏈技術施行但仍不脫以中央發行單位管制.  法幣(fiat currency) 會繼續往數據化發展, 但民主

國家藏富於民, CBDC 終究只會輔助而不會取代有分散自主性的加密幣. 

有人稱目前 DeFi 的發展為 Web 3.0. 它的確和九零年代 Internet 的新興萌芽有類似之處.  Internet 最大

的特性是去除資訊傳播的中心化與媒介第三者, 而 DeFi 是進一步把金融個資的交換分散化, 讓任何交

易都可以點對點快速有效且便宜的執行. 

但是如同早期的 Internet, 新興的技術和應用有很高的風險, 當年叱吒風雲的 AOL, Netscape 如今方在

哉? 但是其後興起的 Google, Facebook, Netflix 的確創造了一個新經濟.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問一些十億

元問題(Billion Dollar question): DeFi 會成功嗎? 哪個加密幣有錢途?   

如有人說他知道答案, 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 我只能舉個例子, 讓看倌們了解答案的兩極在哪裡.  比

特幣的價位有兩種極端看法, 極簡者(minimalists)認為一文不值, 極巨者(maximalists)認為至少可取代黃金

儲值的一半($US6 Trillion), 以比特幣總量上限 23 million coins 計算, 每個比特幣會值 US$三十萬以上.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我們就等時間揭曉, 在我們有生之年, 比特幣在零與三十萬之間會落腳在哪

裡 ?! 

  



                                 紐約東河水岸風光   （李勃興  醫學-92) 

 

很多來紐約的觀光客，都知道紐約有免費

的 Staten Island Ferry, 可以從曼哈頓島的

南端，穿越紐約港，近距離地欣賞自由女

神像。但是很少人知道，紐約還有一種交

通船 NYC Ferry ，沿著東河，在曼哈頓、

布魯克林，和皇后區之間穿梭，沿途可以

看到許多有特色的建築物。選個風和日麗

日子，坐在渡輪的上層，欣賞兩岸的建築

風光，來一趟水上建築之旅。所費不多，

從 South Street Seaport 附近的 Pier 11/Wall 

Street 渡輪碼頭出發，搭一次渡輪的票

價，和地鐵一樣，單程只要$2.75，物超所

值。 

 

Top: 這棟在 DUMBO 的建築，原本是一

棟煉糖廠 (Domino Sugar Refinery)。建於

1898 年。後來荒廢了 50 年。直到幾年

前，由地產商買去翻新，雇了 ODA 建築師

事務所設計，加了新的如棱鏡的正面，成

為一個辦公大樓。 
 

 

Middle: Hunter’s Point Community Library 紐約市立圖書館的

一座分舘，皇后區圖書館系統的瑰寶。2019年 9月落成啟

用，造價超過四千萬美元，從提案，設計到完工，歷時十幾

年。紐約時報的建築評論稱它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紐約最精

緻，令人感動的公共建築。外部是幾何，如拼圖般的造型，

由水泥建造。內部裝潢採用竹子材料，讓人有溫暖的感覺。

從窗子向外看，可以見到聯合國，和羅斯福島上的 Four 

Freedom Park. 
 

Bottom: American Copper Building , 2017年完成，48層樓的

雙塔住宅大樓 由 SHoP Architects 設計，像兩個人搭著手跳

舞。除了造型特殊之外，大樓有五部緊急發電機；電路系

統，也經過特殊設計。建商號稱，在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越

來越頻繁的時代，遇到淹水停電，住戶可以在裡面正常生活

一個星期沒有問題。 



 

Upper: 波浪狀金屬正面的住宅大樓 Beekman Tower 

(8 Spruce Street)，設計師是大名鼎鼎的 Frank Gehry  

 

 

 

Lower Left: 這個位於 Long Island City (Queens)百事

可樂的廣告標誌，歷史悠久，設立於 1940年. 原先

架設在附近的百事可樂裝瓶工廠的屋頂。工廠拆除

後，移到這個河邊的公園。到了 2016 年，正式列入

紐約市的地標，永續保存。 

 

 

 

Lower Right: 一棟黃黑相間的住宅大樓，被戲稱為

「黃色便條紙大樓」Yellow Post-it Building  

  



                                     古代美人誰最美?           (陳德碩  醫學-61） 

 

沉魚的西施？ 

落雁的王嬙(昭君)？ 

閉月的貂嬋？ 

羞花的楊玉環(貴妃)？ 

  

我說西施最美，是不會錯的。  

甲情人眼裡出甲西施；乙情人眼裡出乙西施。 

雖然甲西施未必等於乙西施，但是各有各的西施。 

 

從古到今，所有的情人眼裡，從未出過王嬙，貂嬋或楊玉環。 

祗出過他們心目中各式各樣的西施！   

 

蘇軾有七言絕句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他把西施尊稱為西子, 簡直可以同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平起

平坐了!  有誰聽過揚子, 王子或貂子?  

 

                                所以西施最美，乃是不容置疑的！  

                               心領神會之後，德碩謹呈，以博諸君一淺笑！ 

  



 

仿效趙元任大師而作 

僅用三個併音： shi, si & xi 

請用國語朗誦三遍！ 

* ** *** **** ***** ****** ***** **** *** ** * 

《史詩》 

昔時西施嗜食細柿兮，西施時時思細柿。 

是時西施思食細柿兮，西施適時示使侍洗細柿。 

使侍適時洗細柿兮，斯時使侍示西施四十四細柿。 

西施試食細柿兮，西施食四細柿。 

西施試食十細柿兮，西施食十四細柿。 

西施試食四十細柿兮，西施食四十四細柿。 

試思斯事實兮，視！西施實食四十四細柿！ 

* ** *** **** ***** ****** ***** **** *** ** * 

                                        識？ 試細思！ 試細析！ 斯《史詩》是事實？ 

                                                                       《史詩》實是試示戲思！ 

                                                                                                德碩試示戲思！ 

 



                              Decapolis       (張彬彬 電機-66） 

  

 

 

Decapolis (“Ten Cities”) as Romans called the region 

Southeast of the Galilee Sea, many gentiles of God aversion 

Umm Qais exhibits its ruins of Gadara, my memory flutters. 

 

Where Jesus expelled demons into pigs 

drowning in the waters. 

  
“They sailed to the region of the 

Gerasenes.” Luke 8:26 

Jesus opened the beggar’s ears and released 

his tongue. 

Jerash, one of Decapolis, the most well-

preserved Roman city. 

The 5th century quake swallowed it and 

sheltered it from war fatality.   
  

 

 

 



                          Capernaum     (張彬彬 電機-66） 

  

 

 

At the northern shore of Galilee Sea 

Jesus to Peter and Andrew: “Follow me!” 

The tax collector of the town in the collection booth 

Jesus called him Matthew whose Gospel reveals the Truth. 

  

The healing of the possessed by an unclean spirit 

The fever of Peter’s mother-in-law was cured by His visit. 

The paralysis of a Roman centurion’s servant: “Let it be done” 

The paralytic through the 

roof: “Your sins are forgiven, son” 

  

The fishing village, full of miracles, 

Jesus’ ministry for believers 

A one-room house with markings of 

“Lord”, “Jesus” and “Peter” 

An octagon church of 5th century 

enshrined Peter’s house. 

The Franciscan church with a glass 

floor, Peter’s soul to espouse. 

 

  

  



紐澤西著名詩人及退休數學教授 濮青的太極球的設計結構 

          古典的傳承 及 21世紀的創作    (濮青 商學-64） 

 

紐澤西著名詩人及退休數學教授濮青多年潛心研究求證，結合了

數學、哲學、詩意、藝術於一心，創作了八幅一組的雕塑設計，

已於 2021 年 8 月 25 日，由《美國版權總署》審核後頒發證書，

登記有效時期為發明設計者終生，以及延長至身後 70 年。期間中

他人不得翻印或製造其雕塑發明。 

 

濮青教授以或然率（槪率）與三維積分程式計算《三維立體太極

球》中之陰魚及陽魚的體積，以及立體太極的八塊分裂與集體的

組合設計圖，及其石膏鎖。 

 

既然物理學家認為地球誕生於宇宙之大崩裂，伏羲氏又繪製了二

維平面之陰陽太極圖，留傳至今。在 6000 年之後 ，濮青教授用數學計算程式計算製造出《三

維立體的太極球》。雙色的石膏模型,可想像出當時的陰魚和陽魚曾經是流動的氣體! 此固形設

計的應用，前景是無限量的。 

 

如四季 24節氣的立體日曆、新式地球儀，占卜玩具，數學教學遊戲及玩具，公衆藝術雕塑及建

築設計等等。濮青教授的第一項夢想是建築一座用太極球為主題的大型噴泉。可看見太極球內

部的結構，呈古典的《陰陽太極魚》其正切面內部的二幅平面太極圖。它是傳承中國古典文化

與二十一世紀科學智慧結合的公衆雕塑與地標。 
 

   

    



                                   當年的那句話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世界日報 上下古今版：09/03/2021） 

 

一九七○年我考上台灣大學電機系，隔年電機

系分三組：電力、電子、計算機。電力組搞傳統

的發電機、馬達等，都是大傢伙；電子組著重電

子電路設計，都是小零件；計算機組是我們這一

届才新成立的，以前沒有，又叫電腦組。 

當時我對這三個領域都沒有概念，不知要選那

一組好。不過我知道計算機組的數學，僅需要〇

與一兩個數字，就能運算，其他的數字都不必管。

我想這種數學新奇，就選了計算機組，當時不知

道這是改變我一生的選擇。 

有位同學常語不驚人死不休。大三時的某日，

他突然有感而發地跟眾人說：「全台灣僅有兩部

主機電腦，一部就在我們電機系系館的四樓；另

一部在行政院。我們計算機組有近五十位同學，

區區兩部電腦，用得上五十人來伺候？」當時我

一聽，覺得這位同學真是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

所未發，太有道理了。頓時我也覺得眼前發黑：

前途茫茫。 

一九七六年我來美讀書，發現老中同學原來在

台灣不管是念文、法、商、醫、農學院等非理工

科系的，很多人轉系讀電腦，打卡上機。大約在

同時，個人電腦問世，各地英雄豪傑如史蒂夫‧喬

布斯、比爾‧蓋茲等群起，改變世界。 

我離開德州大學五年後，學生宿舍住進了一位

新生叫麥克‧戴爾，他課餘在宿舍幫人組裝電腦賺

點外快，後來他成立有名的戴爾電腦直銷公司。

如今的電腦普及到了《孟子‧盡心上》所言：「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的地步，跟我當年的

前途茫茫，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原來我大學時，正是電腦革命的開始，電腦是

工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最大的一場革命；我要感謝

當年系裡教授們的高瞻遠矚，開設計算機組，讓

我能比一般人早入此道，一生的職場也因此順遂。 

如今我們大學班上有個社交群組，平常大家踴

躍發言，有人談尖端科技，也有人懷舊憶往。有

一天，我心血來潮，寫出這位同學當年說的一番

話，讓我覺得前途茫茫，因為當年受到的驚嚇，

至今仍銘記在心。沒想到這同學竟然說他早已不

記得曾說過這樣的話，即使有說過，他一生說過

的錯話不少，也不差這一句。 

第二件相似的事，發生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有

個楊姓鄰居住對門，楊兄長我一歲，對事情看法

比我成熟，我也以他馬首是瞻，放學後常到他家

聊天。 

當年小孩子流行看「諸葛四郎」的漫畫；有一

次，我們在一本孫悟空的漫畫書上讀到一段有押

韻的文字，楊兄覺得非常優美，要我背下，他說

也許日後作文能派上用場。這段文字是出自花果

山守門的小兵口中：「報告！步兵團，普通兵，

猴子當小兵，組長高德清，要我說一聲，三個獸

王很有名，要見國王交交情。」我們兩人都牢牢

背下。 

高中時，楊家搬走，我們失去聯絡。大學時，

我在台北，他在台中讀醫藥學院。大學畢業後服

兵役時，我們曾在左營海軍航海學校見過一面。 

多年前有次我從美國回台灣時，順路去新竹市

他開的藥局看望他，提起這段童年時他要我熟背

的文字，至今我都牢記，但是從沒機會用上。沒

想到他說對此事早無記憶。 

有很多話，跟著我們一生。可是常常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發言者早已不復記憶，我們卻還牢牢

記得。  

         

 

  
圖一：文章刊出的當天，作者正好在加州，在人生地不熟之地到處找報攤未果（中國超市沒有；中藥店沒

有；中國餐館沒有），最後在旅館的隔條街，灣區世界日報唯一的辦事處，買到一份報紙。 

圖二: 文章刊出之後，住臺北市的弟弟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在新竹市的一個藥局找到文章裏的「楊兄」，

除了分享文章之外，還送給他我今年出版的第二集的書。 
 



                                追求靈動的藝術人生     (陳錦芳 外文-59） 

                                   70 年來透過研究、創作、展覽、演講、出書來追求靈動的藝術人生 

陳錦芳:  畫家、作家、思想家、聯合國文化大使;新意象派創始人 

陳錦芳文化館及財團法人陳錦芳文化藝術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敬愛的台大校友們: 你好, 我是陳錦芳, 台大外文系 1959 年畢業, 今年 86歲, 看到你們有徵文

特別給此篇文章，希望能為我們校友會刊多增加一些文化藝術的內容。謝謝。 我 1963 年拿到法

國政府獎學金到巴黎大學留學並在巴黎藝術學院深造七年。1975 年由巴黎搬到紐約。在紐約 SoHo 

有陳錦芳文化館..我在 1984 年回台灣並開始設立新世界藝術中心及財團法人陳錦芳文化藝術基金

會。將近 38年了, 我維持台北, 紐約兩個家, 所以紐約的台大活動我很少參加。並且我一直在做

巡迴展, 在台灣做了 5次每次 3年藝術下鄉推動藝術教育, 文化建設的活動, 而且與聯合國做世

界藝術運動：「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展 2003_2020 」目前在台灣。可是明年 3-4月我將回到紐

約因為「陳錦芳藝術大樓」將完工。以上完畢。謝謝。                                              陳錦芳敬上 

 

追求靈動的藝術人生 
 

我, 陳錦芳, 1936 年出生，14 歲時受梵谷感動，

立志到巴黎當畫家。台南一中保送高中，高中保送台

大外文系。1959年畢業當兵後, 1963年考取法國政府

獎學金後借了 100 塊美金就飛向巴黎，那永恆的藝術

之都。梵谷是我的導師，他心中那股熱烈的神聖火焰

如陽光普照，卻似星光神秘，是燃燒的靈魂在人生及

大自然中永不停息的感受，發現、苦悶、學習、融合、

追求、表現與奉獻。梵谷是我的起點，他帶我進入西

洋藝術的宮殿與大河，進而擴大到東西文明的匯合、

交融、交響與創新。我乃穿越時空整合各派各流各家

各系的不同「美」之內容及表現，隨境所欲，依靈感

而飛揚，借「意象」（icon，即文化形象）而「藝以

載道」地抒懷，或「藝以敘事」地虛擬想象，而拓殖

了「後現代」藝術的一個面向，成了電腦繪圖拼貼藝

術的先驅。那是我在巴黎建立的「五次元世界文化觀」

的理論在繪畫上的展現，而被冠之以「新意象派

（Neo-Iconography）」，是我覺察到的當今全球化文

化現象之指向：以「愛」為宗的全球新文藝復興之百

家爭鳴的一聲啁啾，而萌芽了「為人類而藝術」的創

作,產生了:「自由女神」、「巴黎鐵塔」、「後梵

谷」、「戴妃」、「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百幅」、

台北的「國際花卉博覽會」系列的「慶典系列」。而

「上海世博百幅」系列應邀展出於世博園區，為世博

歷史 159年來的唯一。 

 

我 2001 年榮任聯合國「寬容及和平文化大使」，

啟動「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展」, 「相對於一般所

謂的「真、善、美」，五次元的文化觀提出「真、善、

美、聖、愛」五個標準為這全球化新世紀的追求目標，

而「聖」與「愛」則從梵谷的藝術本質中最容易感受

到，那不僅是題材及表現形式與內容的問題，而是作

品後面那令人感動的藝術家的內心世界及靈魂的熱切

擾動。 

 

梵谷只有初中的學歷，卻以荷、英、法文寫信而

留下七百多封感人的信函：他喜愛文學，繪畫之外，

飽覽當時的荷、英、法小說名著，包括聖經和一些宗

教書籍，他真正的學院繪畫修業合起來大約四個月，

卻自我教育，多方吸收而成了一代大師。他 37 歲自殺，

一生作畫也只不過 10 年的時間，卻共有 2100 多件作

品產生，其中數百張傑作，而這些都在極其困苦孤獨

的環境下產生的，他被當時代的人認為是異類甚至瘋

子。天才就是天才，藝術家是天生的。梵谷那燃燒的

靈魂如他畫中的絲杉般繚燃而上，如他畫中繁星間旋

轉流動的光之波浪，仰望著探尋著無際無涯的太虛，

「靈」與「愛」融入「真、善、美」的追求中。 

 

爲了向梵谷致敬，我於 1990 年梵谷逝世一百周年

紀念時以他的作品及生活為題材畫了 100 幅作品，是

為「後梵谷系列」，在歐、亞、美展出，並可貴地被

「梵谷基金會」及「梵谷美術館」及荷蘭藝文界安排

到阿姆斯特丹與梵谷同步展出。世界梵谷權威，前荷

蘭文化部長 Jan Hulsker 稱我為「梵谷的傳人（reborn 

Van Gogh）」，我受之有愧，我只不過是他的追隨者

之一。一般認為貝多芬是「樂聖」，則梵谷是「畫

聖」。他那把聖火永遠在引導世人前進。 



藝術是種奉獻，是燃燒自我照亮世人的事業，至

於技巧、風格對於天生是藝術家的人是很快而自然形

成的，且多來自自我教育。我慶幸自己能在人生旅途

的啟程階段得到梵谷的啓發而從事藝術的追求也已超

過一甲子了。 

 

我在巴黎建立了「五次元世界文化觀」及「新意

象派」而於 1975 年到美國，並在歐、亞、美創作、展

覽。「為人類而藝術」世界巡迴展我到中美洲、北美

洲及亞洲展出包括中國大陸，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0

年創作並展出「北京奧運」系列及「上海世博百幅」。

為響應聯合國的「透過旅遊，促進世界和平」的運動，

我一直畫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跡。我從小就喜愛

畫台灣風景,乃有随时可展的 [美哉台灣]系列及[玉山

聖山愛與和平的台灣三年巡迴展 2001-2003】。   

 

近五年來我完成了不少系列，包括：「梵谷藝術

家俱樂部」、「拿破崙」、「後畢加索」、「後馬諦

斯」等系列。這批作品都已運至巴黎，但因武漢無法

展出，但願疫情早日消失，讓人類回復正常的生活。

讓我在巴黎及歐洲的巡迴展能隆重舉行以弘揚「真、

善、美、聖、愛」的 21世紀人類新精神。 

  

Vincent Coming Home 梵谷歸来/ 油画和有限版画/ 後梵谷系列 



                              王國維偶開天眼覷紅塵  （符傳孝 醫科-72） 

  

                        Full Article: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10/2.html 

我反覆思考到底要用那個短句做這篇文章的標題。 

下面三句都好，但各有所指。您認為呢？ 

試上高峰窺皓月 

偶開天眼覷紅塵 

可憐身是眼中人 

 

  
 

 

王國維《浣溪沙》是他 28歲於 1905年在海寧寫的一首詞發表在《人間詞甲稿》： 

https://serendipity-serendipitous.blogspot.com/2021/10/2.html
https://www.blogger.com/blog/post/edit/1305803092873414737/7172782847583928030
https://www.blogger.com/blog/post/edit/1305803092873414737/7172782847583928030


 

Behind the high mountain temple the sun sinks slow;  

Before birds half way there, the crest's in dusky glow.  

Above, the clouds are charmed by the chanting echo,  

Thus I climb up so as to peer at the bright moon.  

All attonce a heaven's eye view of the below –  

A dusty world in which I'm a subject also. 

Translate By Ziyuzile 

 

王國維約在 1904年由哲學轉向文學時寫道： “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

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他引述叔

本華：孤獨是所有傑出人物的命運。哲學理論上的困惑，讓他無比煩悶，也讓他糾結不已。因此，“偶

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其實也是他當時心態的真實寫照”。認識到其實自己便是眾生中的

一員。 

他處在學術高峰，自以為超群脫俗 ，轉眼一想，在《浣溪沙》山寺微茫，偶然慧眼一開，卻看到

了人間萬丈紅塵後面的真相。覺察自己也是那樣，還是脫離不了芸芸眾生，還是平平凡凡大眾中的一

員。 

我以為他那時早就已經心境抑鬱。難得的是他還能愛好研究，講學，著述，他真的以為“五十之

年，只欠一死, 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人雖然可以很聰明，事事洞察，但也免不了有些自己特有的執

著，盲點。“當局者迷”所以會做出一些自己認為正確但卻令人遺憾的決定。 

但是知道人生痛苦無奈，不一定要死。否則也不要等 20 年。清華昆明湖水淺，死時水不過其背。

這不像一般憂鬱患者衝動的行為。他是一定要死，毫不後悔。他死前的行為正常，沒有憂鬱的症狀。

我們推行精神健康，治療憂鬱，防止自殺已過百年，靜安的自殺，用今天的角度衡量，各位方家以為 

有辦法防止他的自沉嗎？ 

【可憐身是眼中人】。真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5ed8490102y5x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