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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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024 新任會長的話  （會長 陳尚勇 物理 - 83） 
 

大家好，我是陳尚勇，新任大紐約區校友會會長。首先我想代表所有理事們感謝上屆會長王相禮，過去

四年的奉献，帶領大家走出疫情的陰霾。去年初理事會決定恢復暫停了兩年的實體年會。年會前還因一

些不確定因素，一度考慮取消，但會長堅持了下來，最終順利的完成第 36 屆實體年會。年會中看見多

位年長的校友，勇敢的從疫情中走出來，讓我們很受感動。經過這次年會的準備，理事們深刻的感受到：

大家祗要團結一心，堅持對校友的承諾，一定可以渡過任何風風雨雨。 

 

這次會員大會有多位校友加入我們的理事團隊，其中不乏年輕的校友們。這給我們校友會帶來了無比的

喜悦和希望。理事會是校友會的縮影，其中包括青年，壯年，及老年，是一群充滿愛的校友，願意放下

自己，敞開心胸來服務校友，關懷母校。我期許這批新理事能很快上手校友會事務，利用更多管道接觸

到更多的校友，迅速擴大校友會。 

 

最後盼望這新的一年，我們能充滿活力，互相扶持，攜手並進。祝各位校友平安喜樂，校友會不斷的成

長壯大！   

 

 

 

 

  

發行人/會長：陳尚勇 (物理-83） 

文字編輯：戴明瑞 (機械-78） 

吳幸娜 (農推-82） 

美術編輯：蘇斐璋 (商學-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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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簡訊 2023 年 Q1 季刊（第 26 期） 

NTUAA-GNY eNewsletter 2023 Q1 Edition (Issue 26) 

 

編輯碎語（戴明瑞）新年新氣象，校友會 2023-2024 理事及

幹事都一一就位，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在新任會長陳尚勇帶領

下，綻放出後疫情時代的精彩。我們編輯部也竭誠歡迎吳幸

娜及王甄煜兩位生力軍加入，共創高峰。本期簡訊内容不但

豐富，而且無心插柳地推出了幾個專題：兩篇杜拜旅遊報

導，兩篇講曼哈頓，兩篇探討易經、天文學及農曆。還有一

些不同主題的好文與大家共賞，篇幅長了點，在這漫漫冬

日，適合大家泡杯熱茶慢慢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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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會理事及幹事名單 

 

理事 

中文姓名 
English Name 

Graduated Yr  
Dept 

理事 

中文姓名 
English Name 

Graduated Yr  
Dept 

蔡仁泰 Jentai Tsai 1956 經濟 李嘉章 Chia-Chang Li 1979 電機 

廖梧興 Wu-Hsing Liao 1957 商學 王子雲 Angie Lem 1980 歷史 

賴富雄 Dennis F. Lai 1963 土木 李淑芬 Sufan Tai 1980 法律 

葛賢芬 Margaret H. Lai 1964 植病 趙君宜 Chuni Li 1981 圖館 

蕭忠正 James Shau 1965 電機 郭復吟 Jennifer Su 1981 心理 

張又霞 Edith Li 1966 農化 蘇斐璋 John Su 1981 商學 

林友直 Yue J. Lin 1967 農藝 吳幸娜 Sheena Chen 1982 農推 

李韻琴 Yunn-Chyn Lee 1971 植病 陳尚勇 Simon Chen 1983 物理 

潘梅林  Meilin Pan 1972 哲學 王相禮 Shunly Wang 1984 造船 

徐美華  Alice Hsu 1975 商學 蔡玲妤 Lingyu Tsai 1985 商學 

林秀全 Shiow Lin 1975 數學 張淑如 Shuju Chang 1985 圖管 

陳淑慎 Susan Wang 1975 法律 賴怡君 Ichun Lai 1986 社會 

殷人琪 Zenia Yuan 1975 社會 李勃興 Poshing Lee 1992 醫科 

林艷卿 Angie Yu 1976 歷史 王甄煜 Chenyu Hung 1993 藥學 

林豐堡 Feng-Bao Lin 1976 土木 滕敬齡 Ching-Ling Teng 1995 物理 

吳秀娉 Hsiu Ping Lin 1977 化學 吳宗澤 Chung-Tse Michael Wu 2006 電機 

戴明瑞 Ray Tai 1978 機械 楊如琛 Justin J. Yang 2010 數學 

幹     事  理事提名委員會 

會長 陳尚勇  Chair, Current President 陳尚勇 

第一副會長 趙君宜  Current First VP 趙君宜 

第二副會長 蘇斐璋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王相禮 

第三副會長 李勃興  Elected Member 賴富雄 

總幹事 蘇斐璋  Elected Member 戴明瑞 

秘書 張淑如  Elected Member 林豐堡 

財務 蔡玲妤  Elected Member 李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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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永久會員名單（updated 2/1/2023） 
 

陳家鍵 陳  達 杜錫麗 江淑嫣 吳秀娉 史宗岡 王劭文 余以敏 

謝月蘭 朱薇玲 孫怡萍 甘立仁 林振成 陳厚麗 鐘宜芳 李曼俐 

張金蓉 陳正男 韓  勇 甘蘭郁 林偉如 何美蓮 魏宣平 阮善初 

張佳和 陳文忠 郝曉倩 金蘭如 林光華 徐長齡 魏正舒 殷人琪 

張少傑 陳耀楨 洪棟樑 金城市 陳玲玲 熊武溪 魏文吉 林芳梅 

楊明德 陳彥玲 徐偉為 郭清癸 郭曼麗 熊慶九 林阿貴 楊尤貲 

邱貴榮 陳又新 夏亞琍 郭正昭 林少達 陸  衡 陳美禮 石鍾恩 

張淑容 陳惠香 蕭錫惠 沈俊龍 黃芳珠 宋佩筠 徐蕙芬 楊麗文 

張淑如 趙倜倜 謝益德 賴富雄 江如珪 王珍瑤 翁正男  

張育珠 鄭  剛 徐其宏 賴怡君 林聖傳 蘇斐玫 劉富美  

張靜怡 鄭天人 許介明 賴國賓 林秀全 郭復吟 王偉德  

艾亨建 程  穎 許海雯 葛賢芬 陳秀合 蘇斐璋 吳秀華  

趙瑞媛 吳惠卿 徐美華 賴斯維 林淑麗 孫作為 吳愛梅  

趙慈之 蔣繼麗 許信一 唐秀慧 林星雄 孫迪芬 吳百鈴  

張  琤 吳至徽 胡蜀山 李正圳 林偉晴 孫德光 巫誠一  

吳念慈 井  琪 薛信夫 李清澤 林炎誠 區少屏 吳振藩  

陳志雄 徐梅珊 華建豪 徐永馨 林友直 戴明瑞 巫均貴  

陳靜蓉 邱義男 黃博文 陳  享 林玉琳 李淑芬 吳瑞成  

黃春英 汪之明 黃清煌 李小雯 劉葆君 陳銀圖 閻台華  

陳英怡 丘彥南 鄭敬欣 李承平 劉秀枝 程伊文 吳順源  

林瑞瑛 鄭翠琴 林喜艷 李玲玉 劉和茂 唐胤智 吳添生  

王婉芬 溫杏儀 黃再添 李明智 劉梅影 滕敬齡 劉玉慧  

陳華琴 周廷潮 黃  玄 李勃興 劉於基 劉鴻燕 顏仁鴻  

陳國楨 周彥丞 丘群華 李弘祺 羅吉原 蔡仁泰 楊崇侯  

陳昭司 周燕羚 許柏寧 李韻琴 羅俊宏 蔡玲妤 楊中樞  

富  瀅 林秀慧 許遵益 雷震海 田之琰 蔡敏演 楊金洲  

周  莉 朱清玫 王甄煜 王子雲 羅銘康 曾倩宜 楊如琛  

陳坤海 朱培青 洪秀美 呂芳雄 呂姝靜 崔渝平 楊淑卿  

陳良駿 莊朝義 張  艾 吳素寧 牛天放 曾明勳 楊緒烼  

黃麗莊 賴鈴月 黃達雄 李嘉章 潘明正 杜新茂 楊鎰田  

陳馨宜 秦惠儀 李永誼 趙君宜 潘梅林 萬祥玉 丘皖生  

陳淩雲 仲崇琍 黃光明 張又霞 裴耀立 許鴻玉 夏德琛  

陳莫愁 郝丹芳 李慧媛 李梅麗 畢薏玲 王鈞生 葉漢國  

陳慕堯 鍾日進 黃瑞煊 李又寧 譚旭宇 蔡如慧 葉玉鉉  

陳培權 郭文瑾 黃淑芬 廖愛華 傅宗明 鄭月霞 顔景堂  

吳幸娜 方培英 黃育民 廖梧興 任珮鳳 王順吉 李麗珠  

林淑美 桑慧娟 詹益清 廖世明 秦培華 王心如 楊華生  

陳守廉 方文章 詹恭明 林棟樑 上官永立 王相禮 上官永蘭  

陳紹棋 范光富 鄭光亨 林恩興 曹淑蓉 陳淑慎 林艷卿  

陳尚勇 王凱琪 洪秀芬 林豐堡 蕭忠正 王宜君 余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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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繁忙的校園生活節奏下，一直以來我像是猛催油門、忘記把煞車放開的車子... [more] 

 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丘成桐院士及王慕道院士，最近在廣義相對論角動量的突破性研究. . .  [more] 

 臺灣大學今年的開學典禮很不一樣！學校此次以新生為中心，恢復辦理實體典禮. . .  [more] 

 斯是芳華 如其歲年─傅園 70 週年暨整修紀實. . .  [more] 

 臺大第十三任校長遴選結果 選出陳文章教授為校長當選人. . .  [more] 

 校學士是臺大新推出的學習制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客製化的專屬課表與學位. . .  [more] 

 台農業科技打造『阿凡達植物』 獲紐約設計大獎三殊榮. . .  [more] 

 飛出大會距離第三遠 15.65 公尺佳績，連主持人都讚嘆「臺大出品，就是狂！有夠遠！」. . .  [more] 

 臺灣為老年化社會，原發性顫抖及巴金森氏症病患人數逐年增加. . .  [more] 

 生動有趣的講解，讓教職員師生得以認識崑曲的特色與魅力. . .  [more] 

 共同研發頸動脈狹窄創新影像技術，以應用於腦中風快篩. . .  [more]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貼上，努力追夢的過程才是重點. . .  [more] 

 如果想要走好這條路的話，基礎訓練還是要下苦功，但這可能就不是很美了！. . .  [more] 

 臺大的好處是有一群瘋子，一般很難在宿舍就可以招募到一個 TEAM. . .  [more] 

 楊怡庭於 2015 年自東非擔任志工返臺後，因心繫東非女性的困境. . .  [more] 

 「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為臺大校長管中閔卸任前的演講分享. . .  [more] 

 校長傳承就像接力賽一樣，每一棒都要很努力跑，才能繼續維持領先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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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AlumniB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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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NTU AR 校友學習帳戶」二部曲正式推出 
https://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article.asp?num=1538&sn=22443 
 

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 (賴富雄 土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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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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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大家加入「台大鐘聲」團隊 
                 陳彥玲 公衛系 - 84 
 

「台大傅鐘 21 響」相信是許多台大人的深刻印記。對我個

人來說，從幼至今在腦海中總會浮現著一個景象：在浩瀚

無垠的宇宙中，有那麼一口莊嚴神奇的大鐘，只要有人以

最純敬的心，去敲鐘，那平和的鐘聲會讓宇宙歸於靜好，

這鐘聲常常敲醒我沈睡或被掩蓋的的善心與寬容。 

 

今年的春天去了美國南部探訪朋友，陽光明媚的風光讓我身心舒暢，沒曾想卻

聽到了一位學弟來美讀研的過程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頓時，心裡的難受無

法以言語和淚水來表述。外子台大精神科丘彥南醫師（兼任台灣大學學務處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顧問）和我在精神健康的領域努力已超過三十個年頭，

聽聞此事後，尋思著如何做些預防的工作，因為撥雲總能見日！就在這

樣的思緒之下「台大鐘聲」的欄目名字則隨之浮現在腦海中。 

 

人的行為大多來自思想的影響，當人面臨著絕境時，他（她）所儲存的

認知就會起到指導的作用。因此，增加正面又真實的人生勵志故事，在

其認知系統中即為一種溫和而有效的方法。因此，藉紐約校友會年刊的

一角，正式向校友們發起參加採訪台大校友人生故事的邀請，成為「台

大鐘聲」欄目的寫手或影片製作或顧問。我們將採訪的文章或影片加以

潤飾之後會請各校友會和學校加以廣傳，可以在各校友會和學校的網站刊

登，當然也可以用電子郵件廣發給校友和在學的台大人，也希望能促成日

後開辦「台大鐘聲」線上講座的方式，邀請校友們向學弟妹和校友們分享人

生的勵志故事。 

 

此事承蒙前副總統陳建仁老師、前北美聯合會創會許希聖會長、華

府校友會李宜軒會長、休士頓 Rice University 江慶華教授、紐

約校友會王相禮會長、芝加哥戴洪灶校友… 等的認同與支持，希

望個人能以微薄之力聚集更多善的正能量，實踐「敦品、愛人」的

校訓。 

 

感謝台大的栽培也感謝校友會們的奉獻，希望「台大鐘聲」的欄目

帶來祥和溫暖與警醒的作用。 

 

敬祝 年會圓滿成功！各位健康平安！ 

 
陳彥玲 敬上 

1984 公衛系 

1986 公衛研 

dr.alicechen999@gmail.com 

 

附注：「台大鐘聲」的欄目刊登處「希望」是: 

1。各大校友會網站（我還沒全部溝通完） 

2。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網站。  

10/13/2022 與陳建仁老師攝於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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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紐約區臺灣大學校友會於 2022年 10月 29

日在新澤西州 Fort Lee 召開第 36屆年會。年會

因新冠疫情而停辦兩年，讓校友們特別珍惜相聚

的時刻，和彼此間多年的相互扶持。  

年會在陳尚勇總幹事、滕敬齡主持下，由會長

王相禮開幕致詞。隨後召開會員大會，由資深理

事賴富雄依據會章，選舉新一屆的理事。賴理事

表示，校友會由 50、60年代的校友創會，至今 

38年，他和夫人葛賢芬每年都參加年會，很欣喜

目前已由 70、80年代的校友主掌會務，更高興在

這屆理事名單中看到 90、2000 年代的校友加入。

校友會能逐步世代交替，是非常好的現象。校友

會並由張淑如理事頒發子女獎學金，由校友呂姝

靜的兒子謝逸天 Ethan Chia 獲得。Ethan 目前在 

Tenafly High School 就讀，不但學業和課外活

動優異，更是國際性鋼琴弦樂比賽的小提琴冠軍。 

校友會特別邀請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教授和副

校長周家蓓教授擔任年會主講。管校長在 “追求

進步，邁向未來 – 向校友們報告” 專題中，介

紹台大近年來持續進步的方向，包括永續校園、

減碳負碳的社會責任，未來的工作重點有籌備百

歲校慶、組建未來大學，他強調校務推動是永續

的努力。 

周家蓓教授報告近年來的募款概況，她指出台

大的經費，無論師生所分配到的經費相對遠低於

與其他世界、東亞、兩岸的名校，因為近年來政

府預算撥款有限，所以更需要校友們的捐款，從

而增加自募收入，達到留才攬才育才的目標。這

幾年來，無論小額或大額的捐款，都逐漸增加。 

校友們對母校捐款，可以指定用途，也可以透過 

“美國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NTUADF)” 得以

減稅。  

李勃興理事在餐前講座分享他 22年來的“帆

船與人生”，從第一次意外接觸帆船運動，從中

學習到御舟的基本原理、由獨立自主、團隊合作、

和脫離陸地的獨特景緻中，享受到孤獨、自由、

快樂。他表示帆船不是貴族活動，不須買船、養

船，一樣能享受風帆的樂趣。王劭文校友分享她

的畫作，她藉由畫作和詩，反映她成長的過程、

對人生的觀察和感受，她以別具風格的“金包銀” 

獨特畫技，博得與會校友的讚美。 

娛興節目由校友們擔任，理事合唱民歌組曲、

滕敬齡鋼琴獨奏、李勃興、李禎的小提琴鋼琴二

重奏，校友陳彥玲女兒和朋友的民族舞蹈，楊尤

貲、林芳梅領跳 Zumba。令人驚喜的是劉鴻燕歌

舞京劇 “梨花頌”，並獲校友薛公惠贈送行書書

法作品一幅。 

大會向最資深的廖梧興校友致敬，也在今年發

行的電子版年刊內專文介紹。 廖學長自幼學業優

異，1958年於台大商學系畢業後，各項工作非常

傑出，並與校友蔡仁泰創立紐約亞細亞銀行。他

慷慨回饋社區，並長年參與校友會的運作。  

眾人企盼的抽獎，由蔡玲妤主持。遠道而來的

管校長伉儷和周教授三位嘉賓都幸運中獎，他們

立刻捐出。周教授抽出的獲獎人，居然就是她的

博士學生李美慧。師生的笑容流露出深厚的情誼。 

年會當天適逢資深校友萬祥玉教授的九十歲生

日。萬教授 1958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她和家人

曾捐款設立台大醫學院女性婦科講座教授研究基

金和錢思亮紀念講堂。會員們為她唱歌祝壽。萬

教授表示，參加年會並和校友會相聚是很重要的，

她承諾每年出席年會，並叮嚀學弟學妹們也要每

年出席參與。 

2022 年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年會特別報導   
                                      （蘇斐璋 商學-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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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張佳和、蘇斐璋提供) 

 

 

 

 

 

 

 

 

  

王相禮會長與台灣大學管中閔校長、

周家蓓教授，致贈禮物                          

 

管中閔校長向與會校友致意 

大紐約區臺灣大學校友會 2022-2024 理事，由賴富雄理事 (台上) 介紹並經大會同意後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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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校長向與會校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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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校長向與會校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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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如理事頒發 校友子女獎學金得主 謝逸天  

 

滕敬齡鋼琴獨奏 

 

李勃興、李禎 小提琴鋼琴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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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鴻燕 京劇 “梨花頌” 歌舞，並獲贈 薛公惠 書法 

Footer Page 11 of 43.



  

 

 

 

 

 

 

 

 

 

 

 

 

 

 

 

 

 

  

校友 陳彥玲的女兒和朋友 表演 民族舞蹈 

校友們跳 Zu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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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萬祥玉教授祝壽 

萬祥玉(右)囑咐得獎校友周銘川(左)：

明年要來參加年會喔! 

抽獎：商學系吳念慈獲得學長廖梧興捐贈的獎金 

 

校友李美慧博士從恩師 周家蓓教授 得到獎品 

Footer Page 13 of 43.



悠悠天地朗朗乾坤 - 記張憶里博士易經講座   (李嘉章 電機-79)  
 

 

   校友會以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繼續推出網上講

座，服務的對象雖以校友為主，但本著為社區大

眾服務的精神，也歡迎非校友的親友一起共襄盛

舉。兔年新春，一元復始，三陽開泰，我們有幸

能邀請到張憶里博士在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到十點和大家分享他對易經的

研究和體驗。 

 

憶里是我的大學同學，長年來對中華古文典

籍很有研究，大學時曾加入奉元書院成為國學大

師愛新覺羅毓鋆的弟子，勤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

他認為讀經所得在就業創業期間不論是在管理策

略為人處事上，都讓他受益良多。臺大電機畢業

他來到柏克萊加大進修，拿到電機電腦博士之後

進入矽谷在加州高科技公司做了幾年，遇到挫折

成為轉機，終於見龍在田自己出來創業開發半導

體測試軟體。公司後來賣給美國半導體測試大廠

KLA，他在 KLA 有 15年成功的技術開發與經營經

驗，以公司的副總裁於 2014年退休。說是退休其

實是退而不休，他投入另一個領域, 與幾位奉元

弟子和我們另一位對易經也頗有研究的同學陳明

德一起創辦「經典創新工作坊」，在台灣制作和

推動高中微課程，介紹「黃帝內經」、「甲骨文

與創新」、「量子世紀與太極」等等，共同努力

將傳統經典的智慧推廣到台灣年輕人的族群。最

近也致力于以甲骨文說故事的方法來推展華文教

育，與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紐約文教中心合

作在去年底共同舉辦冬季教師研習會線上講座。 

 

我所認識的憶里在先進電機專業和古典中華

文化這兩個平行宇宙間交錯運行，是個典型的謙

謙君子，言必有信，行必成果。所謂言必有信就

是他是真人不說假話，也許我們意見不一定相同，

但他一定給你他最真誠的想法。而行必成果正是

他做事治學的態度，凡事盡其所能，做出像樣的

結果。 

 

二十八日參加講座的聽眾大部分和我一樣是

易經的門外漢。憶里在短短的一個多鐘頭裡深入

淺出，不僅讓我們對易經的結構有個初步的認識，

收穫最多的是他把乾坤兩卦的爻辭做了生動的解

釋，更以他個人和朋友的事業經歷對照，顯示如

何使用這六爻具體地觀照和應用在我們人生不同

的階段裡。他也不吝傳授易經進門的不二法門: 

背、悟、問、用。從如何熟記爻辭，不斷地驗證

詢問，直到能熟練地在生活裡使用觀照。為了大

家以後參考方便, 我把乾坤兩卦的爻辭記述如下: 

 

乾卦 坤卦 

上九：亢龍有悔。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六五：黃裳，元吉。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初九：潛龍勿用。 初六：履霜，堅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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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共有一百多位出席，大部分全程參與，討論熱烈。會

後反應熱烈, 有一位身在台灣的學姊已和憶里約好, 將在四月

十六日在台再度開講!  

憶里講述內容豐富，我這裡的簡記百不及一。他不藏私，

願意把所準備的材料和大家分享，有興趣看他當天所用投影片

或錄影的朋友請與我或校友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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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說故事》人生的貴人  (卓以定 植物-66)  
（轉載自美國世界日報新聞網 藝文：2023-01-22） 

戴主編 

 

我們有個孫子小時是自閉症患者。我們－直暗暗的擔憂。 

沒想到，他遇到懂他的老師，而改變了自己，和命運。 

這篇文章也許可以鼓勵更多有自閉症兒童的家庭？希望你喜歡。 

祝福你們一家人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以定 

 

相片中的小男孩是我最大的男孫，

他從小就特別喜歡我，每次去女兒家，

他都會衝來黏著我，不吝於獻上擁抱，

比兩個姊姊更熱情。這張相片是他四歲

時看到我的親熱模樣，當年我們兩家在

紐約聚餐，他們開車來，我們乘飛機趕

去。 

隨著歲月成長，他除了依舊愛我之

外，個子長得很高，卻越來越內向，也

不再愛說笑。其他的姊弟因學習，樂器

都中輟了，他卻仍舊熱中勤練小提琴。 

他愛讀科研小說、研究量子力學，

十二、三歲時讀了一本日本摺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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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愛不釋手，可以無師自通地摺出各

色各樣絕妙的東西。 

從小到大，他都是一個安靜又專注

的男孩，到了青少年時，獨處時越來越

愛洗手。我們一年總在暑假和他們家人

一起度過一、兩周，他還是那個特別天

真、心軟，常被家中兩隻狗環繞的善良

大男孩。 

我女兒的孩子多，每年孩子生日都

鼓勵他們自己邀請同班好友來參加生日

宴會，其他的兒女都有不少同學來參加。

他是唯一一個孩子，每次生日時都信心

滿滿地說朋友 X 或是 Y 會來參加，可惜

沒有一個小朋友出現。 

他安靜聽話，又有自閉症傾向，父

母曾經帶他看過多年自閉症專業醫生，

一直到去年底，公立高中的高三數學老

師居然發現了他的獨特天賦；老師強力

推薦他去選修附近大學數學系大三的

Advanced Linear Algebra。萬萬沒有

想到，數學是孫子的奇藥妙方，由此他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們注意到他有更

多的想法和學習目標。 

每周兩次，他主動又認真的由就讀

的公立高中，乘公車到大學數學系上課，

並和大學老師研討；同時，他也開始開

懷地和高三同學一起聊天、討論。 

感恩節時，他和全家人一起來我們

家，已變成益發成熟穩重的大男孩了。

他告訴我們，在大三的 Linear 

Algebra 考試獲得滿分；同時他剛考的

SAT 也出爐了，幾乎滿分。那名數學老

師鼓勵他申請著名長春籐大學的優先錄

取，錄取競爭非常激烈，沒想到日前他

居然收到通知；他打了長途電話給我們，

告知最愛的名校提早錄取他了。他準備

念數學系，不只父母十分欣慰，兄弟姊

妹為他感到開心，我們二老更是為他找

到了人生方向而鬆了一口氣。 

其實他的一切成長與成就，除了父

母鍥而不捨地鼓勵、姊弟的陪伴外，真

正影響甚巨、給予他畫龍點睛成長的，

就是那位數學老師。多虧老師懂得他的

天賦，珍惜他的才華，讓他能發揮潛能，

邁入未來發展方向。 

我曾在女兒面前表示，感謝那位老

師是我們孫子的伯樂，沒有老師，孫子

不可能有卓越成績。女兒告訴我，那位

老師的太太是小兒科醫生，他們自己的

兩個成年兒女都是嚴重自閉症患者，所

以他對孫子才有特別的理解、同情心和

大愛。 

人跟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妙不可言，

我們自己的一生中，不論是工作或就業；

不論身在何處，都可能碰到不少貴人相

助，受人之惠才有今天，所以每天都要

記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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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姥姥周遊波斯灣列國    (柳鍾城 中文-57) 
  

我們三十二名台大校友及親友於 2023年元月五日至十六日暢

遊了波斯灣列國，地圖如下 ： 

      

大家從各地前前後後來 Dubai（杜拜）集合，雖然有九位沒

趕上第一個外出，去 United Arab Emirates(阿聯酋)宗教中

心的 Sharjah（沙迦）看 King Faisal Mosque，幸運的，他

們按時上了 MSC 遊輪。 

 

杜拜有什麼好？

每一滴水都要海

水去鹽，遍地都是寸草不生的黃沙，我們沒有玩刺激的沙漠

上開吉普。 

 

我們上了 MSC-Europa，最新最大的遊輪，近六千旅客，在波

斯灣中走來走去，風平浪靜，不覺得在動。我帶來的薑糖、

防暈的藥白白佔了地方。第一天，我不適，放棄暢遊阿聯酋

政治中心 Abu Dhabi（阿布達比）最大的清真寺，最豪華的酒店午餐，據說皇宮酒店金碧輝煌，沒有第

二家能比。 

 

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的酋長、是七個酋長的主席。他很

會爲將來計劃，知道不能只靠石油。建立了很多世界之

最，來吸引外客。最高建築，每天上去了人幾萬。最豪

華的七星酒店，不住也要去吃餐百元自助晚餐。填海的

棕櫚島，三十多年前就大大的賣豪宅。世上也就有人願

花錢去趕熱鬧，包括我自己，非得不遠千里去經歷一下。

我們花一整天，去小小的人工島，Sir Bani Yas Island，

看所謂珍貴動物，一些鹿，幾隻駝鳥，三隻長頸鹿，一

隻半死的花豹？ 

 

花了$140得到幾小時的簽證入沙烏地阿拉伯。Damman

（達曼）是沙烏地第四大城市，半點不像最近習近平訪

問沙國時，一望無垠的御宮花園，富麗堂皇，一根草，

一片瓷磚都美不勝收。這個城的記憶是很擠很小的中餐

館，吃了八九道用辣椒翻炒的菜，甚至青菜也有幾顆大

紅椒配上，味道還不錯！廚師甘肅人。沙烏地是大國，

也最富有，在這個城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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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灣走了一圈，回頭來 Qatar（卡達）的 Doha（多哈）看了看，他們剛剛開完世界杯足球賽，費了無

數的錢，造了幾座球場，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是貝聿銘設計，我們留連多時。 

 

最後三天回到杜拜。逛街，看黃金、

香料市場，地球村，奇蹟花園，藍水

島，世界第一高樓，帆船酒店，運河

蕩舟，音樂水舞，美食，美食，美食。

我不解的是所見的穆斯林女人，全部

都是包裹在厚厚的，黑黑的袍子裡，

僅僅一條細細的縫，讓她可以看得到

向前行。各個店裡一堆堆五顏六色，

細細的，輕紗，華麗的衣裳，是給誰

穿？賣給誰？ 

 

穆斯林人吃飯有多道菜，肉有牛，羊，

雞，三樣，大塊，桌上來切，魚，蝦，

素菜有泡菜幾小碗。比中國餐少一點，

比美國餐，一肉，一薯，豐富多樣。至於鮮美，還是差點。我十分同意 Dennis 說的，不如吃碗牛肉麵！ 

 

阿拉伯人生意經厲害，那怕一年只有冬天三個月才能過日子，他們搞得紅紅火火的，引得全世界的人非

來看看玩玩，吃吃。如果有條件，買個棕櫚島別墅。什麼天下第一高樓，最豪華旅舍？ ？ ？噱頭罷了！ 

 

貨真價實的東西我也見識啦！人工島上，看他們怎樣種樹。

六七個人，在地上挖了一個大坑，豎上一株很大的、長了幾

片可憐葉子的樹幹，在坑里安裝了許多自動澆水的管子，大

概埋好，等待一段時間，望它一年一年，慢慢地長起來。我

也看到他們把約一米長、三公分直徑，上面長了兩三片葉子

的棕櫚樹，二三十根排成一行，埋進一組，圍繞了一些自動

澆水管。下一站我看到另一組，葉子多些，再下一組，葉子

更多，直到一排已長成小樹。我感動得哭了，那麼多一道道

的努力，人定勝天！人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 

 

沙烏地的石油博物館，很完美，可惜安排時間不多，走馬看

花，多哈的依斯蘭文化館非常好，我們沒能每個展覽都看，

看到的也沒仔細。想想這些古老的文明，假如你我能夠親自

去巴格達，大馬士革，兩河流域，各處看看，多麼好？近二

三十年的戰爭，不知道千年古蹟被毀掉多少？令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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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博物館，設想前進，設計新潁，落座在杜拜最繁華的市區，一天到晚都可以參觀，非常可惜的是他

們的講員沒有訓練，英文也差，詞不達意，不知所云。最後有一位外國講員，告訴我們下一間有標本 

2600？2200？我記不清，他說這些生物，到 2065年有些會消失，弱者淘汰，強者生存。我懷疑教會同

意這說法？希特勒不是也這麼認為？我老了，看不到 2065，恐怕太快了些，你們的意見？ 

 

既然寫遊記，就把杜拜的重點講講： 

世界最高樓 Burj Khalifa，高度為 828米（2,717英尺），樓層

總數 169層，造價達 15億美元。於 2004年 9月 21日開始動工，

最後於 2010年 1 月 4日正式完工啟用，總共用了 5年的時間建成。

裡面電梯就有 57 個，觀景台設在 124樓，我們又爬到 125 樓看。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90個國家在這裡建了他們最顯眼的房

子，賣些衣物，特產，或表演，或食物。而小販子在大廣場也大

做食品生意。 

 

奇妙花園 Miracle Garden，把各種花長滿在小屋子

上，花籃上，等等，到處擺了座位，小桌子，讓人

休息，吃點心。 

 

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世上唯一的七星酒店，建

在人造島上，要走過 270米的橋才能到，只有客房

202間。住是很難的，倒是可以在酒店吃自助餐，

一百美元的飯沒什麽，主要看看豪華怎樣？不過如

此！ 

 

 

 

運河蕩舟，八個、十個人坐在一條電動的小船上，安靜前行，這

條 1.3 公里人造的運河約三四尺深，清澈見底，兩旁是連著的豪

宅，我享受著這平靜的蕩漾，不時也拍拍帆船酒店的近照，有人

一直說 "有魚就好" 打破安靜。 

 

波斯灣最大的國家是伊朗，即古波斯王國，持美國護照的人沒法

去伊朗玩，唉！人類自古就愛打仗，那年那月彼此能放下武器，

到人家的國家看看，我們實在沒有仇恨，為誰犧牲？為誰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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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與阿聯酋之旅    (張人慧 商學-64) 
 

將近三年疫情的関閉終於憋不住了，去年十月底我們夫婦倆決定參加旅行社來一趟生平未有的阿拉伯之

旅。除去坐飛機的兩日，實際只有 6日參觀。在沒完沒了的疫情下，不敢拉得太長。  

汽車進入市區看見兩旁繁榮的景觀，還以爲身處於紐約市第

五大道，只是英文中多了些奇異的阿拉伯文。最現代化的高

樓大廈林立，都各有建築特色。每一棟大樓都是絕佳的拍照

背景，不禁感嘆這個國家的富裕與整潔。到了晚上，五顔六

色燈光，更是嘆爲觀止。 

第二天隨著導游進入世界最大的杜拜購物中心，裏面有世界

最大的水族館。但是我們的目的地是世界最高的阿里發塔。

塔内電梯 1分鐘就把我們帶上了第 124層樓。繞著塔轉，從

上往下看，風光盡收眼底，汽車也變成螞蟻。下來後我們乘

單軌車往椰樹島。這是深入波斯灣像椰子樹形狀的人造島，

2001年開始填石灌水泥，2006年就建成第一棟百萬美元住宅

及專屬私人碼頭。總數約 5000個豪宅，因爲設備齊全，環境

優美，這裏集中了世界 28家豪華旅館及多家頂級餐館，吸引

了全球各地富豪。同樣的建設集團還在不遠處另外建了一個

規模較小的椰樹島 及世界地圖島。 

下午我們游覽世界最大的花園，杜拜奇異園。它占地 236,000 平方尺，有 5千萬朵奇花異卉還有類似迪

斯耐樂園的奇幻佈局，色彩繽紛，美麗歡暢，令人流連不捨。更令人驚訝的是沙漠中如此龐大的澆灌系

統，竟然是廢水再利用。 

我們也參觀了杜拜舊城，街道狹小擠滿人群，兩旁佈滿了衣服店

及滿框滿簍的香料店。特別是金飾店，從 20到 22K金的各種大小

型胸飾，手足飾都精美絕論，號稱“黃金之城”，絕不為過。我

們另外還參觀了現代化的超級市場，很大也非常整齊。聞不到魚

腥味而且地上乾燥無水，穆斯林人的乾净由此可見。 

 

 

 

黃昏時，我們坐上專門走沙漠的 SUV車，在沙丘上高高低低

奔跑，也有刺激驚險的時侯。到了一個沙漠營地，可以騎駱

駝，手腕站著老鷹照相，畫手紋，跳火舞，看肚皮舞，喝啤

酒，吃烤肉，熱鬧非凡，燈火闌珊中盡興而歸。這裏的沙丘

帶有紅色條紋特別美觀，與他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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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了好幾個精緻的博物館，發現這些阿拉伯人姓名很長。但是大都有一個”bin”在内。“bin”是某

某人兒子，“bint”則是某某人女兒的意思。實際上他們的名字最前面的是名，最後面的是姓，中間經

常是一連串祖輩的名字。 

我們還參觀了有名的帆船飯店，據説是世界第一家七星級旅館，1994年開工 1999年落成。有 18 個電

梯，199 個超級豪華套房，裏面的裝潢貼滿許多金片，金碧輝煌，

高雅貴氣，舒適宜人。有錢當來此一住，不虧人生。因爲房間大，

或許 2到 3家也可以分攤 2萬元一晚的房錢。 

我們還拜訪了阿聯酋國父的故居。高大的沙土城墻内，地板，屋

頂和門窗的材料都是來自於椰棗樹，它的纖維也做成了籃子，罩

子，繩子及地毯。在這個傳統住宅内我們體驗到阿拉伯人的日常

生活。在中東地區幾乎沒能種植椰子樹，卻適合這種椰棗樹。它

生產的大棗子乾燥成熟後，和葡萄乾一樣甜美營養，是重要的經

濟作物。 

最後一天上午，我們去覲見在首都阿布達比的最大清真寺，1996

年施工，2007 年開放使用。外表純白壯麗，内部富麗堂皇。是用

大理石，黃金，珠寶，陶瓷及繪畫建成。室内鋪設的大地毯是上

千人花一年餘時間手工織成。可同時容納 41000人作禮拜。 

下午參觀阿拉伯半島上最大最豐富的藝術及歷史博物館。因爲與

法國的羅浮宮合作展出彼此的收藏，所以正式名稱為羅浮阿布達

比。在此舘，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中國古董。出口大廳有一顆高樹

幹直通屋頂，形成一片開枝散葉巨大形象，這是當初設計者的巧

妙安排。整個博物館的屋頂是幾何交錯設計圖案，呈現出古人的

成就，讓後代得以開枝散葉。 

杜拜政府致力於發展觀光收入以節省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是世界上排行前茅的購物中心及觀光聖地。

2020年在杜拜的世界博覽會因疫情延期到 10/1/2021到 3/31/2022舉行，可惜我們錯過了。 

阿聯酋大約有不超過 1 千萬人口，外國人佔 80%，印度及巴基斯坦人就佔了 50%。政府非常照顧本地人，

從小到大醫療，住房，教育全包。外籍人士想入籍幾

乎無門。但是全國整齊乾净，看不到無家可歸者。目

前的國内生產總值僅有不到 26%來自石油和天然氣。

其他靠旅游，貿易，房地產，航空，金融服務等。杜

拜是該國最大最繁榮的城市。政府的控制力很强，把

一個落後地區在 50年内藉著石油的發現，團結成一

個世界上最富强的國家之一，智慧與毅力令人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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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上的舞會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美國世界日報 藝文 家園：10/02/2022） 

今年（2022年）夏天，我們參加一個十七天的郵輪旅程，從紐約市出海，經過加拿大的 Halifax、

Sydney等到北極圈內的格陵蘭，回程再經過加拿大紐芬蘭省的 St. John’s。十六個晚上，被困在船上

無處可去，長夜漫漫，跳舞是不錯的活動。 

 

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出海。多年前，我們曾乘坐三天兩夜的郵輪，出海無目的地的繞紐約長島一圈，體

驗一下郵輪生活。那次發現船上雖安排有跳舞節目，但場地並不大，唱片師多播放迪士可（Disco）音

樂，年輕人聞聲起舞，很嗨，所以我擔心我們老人會沒舞可跳。上船前，我們曾跟一位會跳舞、又常搭

郵輪的大學同學請教，他安慰我們說船上一定找得到舞跳的。 

 

上船的第一晚，節目單上寫著十一點開始，在船最高第十八樓，有唱片師主持的深夜舞會。這晚，唱片

師專放阿巴（ABBA）樂團演唱過的音樂。阿巴樂團的音樂大都是跳哈娑舞（Hustle）。跳了幾隻，我心

裏想：再怎麽不濟，每晚都可以來這裏跳舞。 

 

不到深夜，在七樓的一個小劇院裡，有事先錄好的交際舞（Ballroom Dancing）舞曲播放，劇院前方是

舞台，有時有真人樂隊演出，舞台下有個頗大的舞池，其外則有許多舒適的包廂，服務員穿梭忙碌其中，

招待顧客點酒。 

 

我們到達劇院時，舞池裡只有一位老美男士，獨自舞著華爾滋（Waltz）順著舞池繞圈子，我們也下場，

有一支交際舞中的恰恰音調特殊，我們把它轉成美國的西岸搖擺舞來跳，跳完之後，下面幾支舞曲都變

成西岸搖擺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後來我們發現，這個事先錄好音樂的節目中每夜有不同的主題。有一夜是鄉村音樂（Country Music），

不是所有的鄉村音樂都能跳舞，譬如強尼‧凱許（Johnny Cash）的鄉村歌曲很少被當舞曲；快節奏的鄉

村音樂對應的舞叫鄉村兩步（Country 2 Step），與狐步（Foxtrot）類似：舞者繞著舞池行進。船上

善舞者不多，會鄉村兩步者更少，我們下場跳了一隻鄉村兩步，頗令船友驚艷。縂之，這個節目有不少

可以跳舞的音樂。 

 

開船不久後，我們發現有一位菲律賓來的女歌星，每晚在一個小俱樂部表演兩場，她利用卡拉 OK 設備，

有時有鍵盤手幫忙，加入主唱女聲，算是半個真人樂隊。台上唱歌，非常適合台下跳舞，她還以國語唱

出《梅花》，可以跳三步的華爾滋，而她唱的其他英文歌曲可以跳倫巴、俱樂部兩步（Night Club Two 

Step）、恰恰、莎莎（Salsa）等舞。 

 

另一位義大利人的吉他高手不需鍵盤手幫忙，直接加入男聲主唱和主調電吉他的伴奏。一曲老鷹樂團的

成名歌《加州旅館》（Hotel California）中的電吉他聲被他彈成如泣如訴，馬上贏得滿堂喝彩。他的

歌曲適合跳各種搖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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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加勒比海牙買加來的樂團，除了鼓手、低音吉他手、鍵盤手，還有兩位年輕女唱將，讓歌曲有兩

部和音。這團人多，音效很震撼，舞客可以跳各種搖擺舞、哈娑，和活潑開朗的「默朗格舞」

（Merengue）。 

 

十六夜的旅程，我們每天晚上忙著跳舞，到了十一點，我們早已乏力，因此很少去十八樓，也不太關心

是否人家還在猛跳迪士可。 

 

 

   

 

  

 照片標題： 

1：小酒吧中，臺上有卡拉 OK設備，有歌手唱歌，很適合臺下跳舞。 

2：小劇院的舞臺上，有真人樂隊演奏、唱歌，也適合臺下跳舞。 

3：十八樓的深夜舞會，由唱片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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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碩玩文    (陳德碩  醫學-61）      

         

        名詩十八首之原文 

                                                   五言絕句八首：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踪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薬去 衹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 寒梅著花未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 

待月西厢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煑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七言絕句十首：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有花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折戟沉沙鐵未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塲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裡人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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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縮短名詩十八首 --- 削足,斷腰或斬首 

 
五言絕句變三字童謠： 

明月光 地上霜 望明月 思故鄉 

不覺曉 聞啼鳥 風雨聲 花多少 

鳥飛絕 人踪滅 蓑笠翁 獨釣雪 

問童子 師採薬 此山中 不知處 

故鄉來 故鄉事 綺窗前 著花未 

紅豆生 發幾枝 多採擷 最相思 

西厢下 戶半開 花影動 玉人來 

燃豆萁 豆在泣 同根生 何太急 

 

七言絕句變五言絕句： 

渭城雨浥塵 客舍柳色新 勸君更盡酒 關西無故人 

去年此門中 人花相映紅 人不知何去 桃花笑春風 

煙水月籠沙 秦淮近酒家 不知亡國恨 猶唱後庭花 

清明雨紛紛 行人欲斷魂 酒家何處有 遙指杏花村 

少婦不知愁 凝妝上翠樓 忽見楊柳色 悔教夫覓侯 

莫惜金縷衣 惜取少年時 有花直須折 無花空折枝 

折戟鐵未消 磨洗認前朝 不與周郎便 銅雀鎖二喬 

美酒夜光杯 琵琶馬上催 臥沙君莫笑 征戰幾人回 

掃匈不顧身 五千喪胡塵 無定河邊骨 深閨夢裡人 

異鄉為異客 逢節倍思親 兄弟登高處 插萸少一人 

        

Footer Page 26 of 43.



 

Footnotes: 

1. We stayed in a small volcanic town, 

Pozzuoli, Italy, by the Bay of Naples 

in 1982. We enjoyed visiting some 

Roman ruins and volcanic bubbling 

mud, etc. In mid-1983 we read the 

news that a major earthquake 

destroyed the entire town and the 

hotel we stayed in was gone. 

2. After we visited Bali in 1999,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devoured 

Bali in 2004. 

3. The 2010 tsunami devastated the 

coastal area of Chile, where we 

toured in 2000. 

4. We stayed at a hotel next to the Christchurch Cathedral,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in 

2008. In 2011, we saw the picture that the Cathedral as well as our hotel was severely  

5. We were in La Palma Island in 2015, and now witnessed the long 85-day damaged by the 

2011 major earthquake.eruption of its volcano in 2021. 

At the Edge of the Eternal Fire    (張彬彬 電機-66） 

 
 

When tectonic plates collide; 

When the landmass shakes and opens wide, 

When the Hell’s fire through fissures thrusts; 

And when the magma puffs poisonous dusts, 

Lava flows from the chamber inside 

And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ies. 

  

People near the faulty earth crust 

Embracing a spelled trust 

Face the fiery tide, and 

Find no place to hide. 

At the edge of the eternal fire 

I ponder what Satan cons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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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s of Follies       (張彬彬 電機-66） 

  
(12/21/2022) 
  

 

 

Pharisees see enlarged reflections in the mirror. 

Philistines seek nods from patronized artists. 

Jekyll incriminates his alter-ego, Mr. Hyde. 

The truth believers love not neighbors. 

Devil’s politeness invites selling of souls. 

Plank-filled eyes search for specks in others’ eyes. 

  

Whitewashed tombs are full of dead bones. 

Crocodile tears flush the blood in the mouth. 

The fox preaches in the chicken coop. 

The chameleon repaints its surroundings. 

The sheep-skinned wolf socializes with sheep. 

The dragon trains the fire-fighters. 

  

The fortune-teller tells the truth in the crystal ball. 

The politicians promise again. 

The scale of justice weighs the power and interest. 

The media select most of “Likes”. 

The preacher talks the talk and talks the walk. 

Celebrities hire tax accountants for charity donations. 

  

 The watchful eyes above see through all follie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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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Aspects of Manhattan Skyscrapers  (林淑麗 化工-72)  

 

Being in proximity to the Manhattan skyline is a blessing you and I share. 

In this sense, we are neighbors in spirits.  

Too often, people from the Jersey side go there to do a thing or two. 

Photography is optional. 

 Nevertheless, each attempt invariably records a story  

only the photographer can tell.  

It is like a graphic diary. An assembly of photos is another matter 

-- The viewers are the interpr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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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的別樣風情  (吳念慈 商學-84)  

2022年耶誕節期間，我會晤了一位來自三藩市的年輕女孩，她在曼哈頓逗留了兩個多星期，臨行前，

她竟有些不捨，說是不想回三藩市工作了，她說行走在曼哈頓的街道上，便覺得十分開心。我完全理解

女孩的感受，曼哈頓有一種親和和包容的氛圍，又充滿了機遇和挑戰，特別吸引年輕人。近些年來，我

走訪了曼哈頓多個街道和景點，或按圖索驥，慕名而去，或不期而遇，驚喜連連，愈發覺得這個城市積

累了深厚且多層次的文化內涵。今不揣簡陋，分別以社區名稱記錄如下，並附帶餐飲建議，其中有些地

方是藏在城市角落裡的 hidden gems唷。 

1）The High Line Park 和 Chelsea：僅有 30至 35英尺寬

的線狀公園，野趣橫生，是半日遊的首選。公園由當地居

民 Joshua David 和 Robert Hammond所發起的非盈利組織 

“Friends of the High Line”起頭籌劃並協助完成，跨

越了 22條街。位於公園北端 Hudson Yard廣場上的「The 

Shed」，外形突出，是一個結合了玩酷科技的多功能文化

中心，其外殻重達八百萬磅，底部有八個直徑六英尺的大

輪子，用來延申或收回房頂。沿著離地面三十英尺高的鐵

道前行，公園左右風味雜陳的建築物此起彼落，遠眺兩側是靜靜的哈德遜河和一條條筆直的街道。園區

的現代裝置藝術作品十分吸引眼球，大葉木蘭盛開著白色的花朵，迎面而來的遊人以多種語言交談。伊

拉克出生的女建築師 Zaha Hadid （1950-2016）設計的公寓位於 520 West 28th St.，其大膽的流線造

型，個性十足。居高臨下，一路景致如走馬燈般地變化，我彷彿置身在一個既真實又夢幻的場景。從

14街出口處走下 High Line，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就在旁邊。外觀平凡的 Hotel Chelsea 

（ 222 West 23rd street， since 1905），來頭可不小，它曾是 Mark Twain、Bob Dylan、O. Henry、

Madonna、Jane Fonda等多位作家、畫家、製片人、演

員、音樂人的長期住所或占時逃離現實的天堂。當年一

些窮畫家若付不出房租，旅館主人 Stanley Bard 便用他

們的畫作當抵押品。上回去參觀其大廳時，櫃檯服務人

員送了我一本活頁夾，里頭是旅館收藏的大批畫作的目

錄和圖片。由名導演 Martin Scorsese指導拍攝的 2022

年紀錄片「Dreaming Walls：Inside the Chelsea 

Hotel」講述了旅館在六零年代改變經營模式時所發生的

故事。展示服裝的 Museum at FIT在 227 West 27th 

St.，免門票入場。Dining: Chelsea Market, The 

Standard Grill, Pastis, Hao's Noodle. 

Footer Page 33 of 43.



2）在喧囂的 Midtown、Murray Hill 尋寶：這一區辦

公和商業大樓林立，除了眾所周知的洛克菲勒中心和

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好多精彩景點，如 The Morgan 

Library & Museum、Grand Central Terminal、New 

York Public Library on 42nd. St.、Saint 

Bartholomew's Church, Saint Regis Hotel's lobby

（a City Landmark）、Saint Patrick Cathedral。

每年三月十七日的 St. Patrick's Day Parade，是愛

爾蘭裔的盛事，據統計有十五萬人參與遊行隊伍，兩

百萬人觀賞，即使下大雨也照樣舉行，當天許多紐約

客會身著綠衣同慶，像是過節一般。公共圖書館門口

的兩隻栩栩如生的石獅，是紐約客最喜愛的公共雕塑,它们原名 Leo Astor和 Leo Lenox ，以兹感念圖

書館的兩位創始人 John Astor和 James Lenox的貢獻。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紐約市長 Fiorello 

LaGuardia為了激勵人心，將兩隻石獅改名為 Patience 和 Fortitude。 

中央火車站在七零年代原本面臨了被拆

除的命運，幸虧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和一群熱愛古跡的人士極力反

對，才得以保存下來。這個一年服務七

千萬人次的百年車站和第一夫人賈貴琳

的氣質一樣，高雅大方- 水晶吊燈、鋪

滿了牆面和地面的大理石磚、黃銅雕花

的售票視窗、鑲嵌著星座圖案的綠松石

色的天花板- 無一不是用上乘的材質，

精心打造。這也是一個藏著秘密的火車

站：罹患小兒麻痹症的 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為了不讓媒體捕捉他

乘坐輪椅的鏡頭，在 1933-1945 年任職

期間去紐約市執行公務時，和貼身安保

人員共乘一輛武裝轎車，轎車直接開進特別設計的防彈火車車廂，當他的專用列車從外地駛抵中央火車

站后，接上一個神秘軌道 Track 61，開到北邊位於 50 街/ Park Ave.的 Waldorf-Astoria Hotel 的地

下層某個秘密平台，然後總統和安保人員乘坐的轎車駛出火車廂，開進旅館的大型貨梯，上去旅館里的

另一個秘密地點。當時很多美國人並不知道他們所敬愛的小羅斯福總統不良於行，而周延的行程安排，

維護了他的強者形象。Dining：中央火車站樓下的 Oyster Bar，餐館外有一個利用回聲原理設計

的 Whispering Gallery。法式餐廳 La Grande Boucherie 位于 6 & 1/2 Ave.。湘菜館 Blue Willow、

希臘餐點的 Ammos Estiatorio、實惠的 Ma L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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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韻猶存又充滿活力的 Upper West Side：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 Museum 的第四層樓，展示了 100

個精緻柔美的 Tiffany Lamps。位於百老匯街的 Ansonia

公寓，已有百多年歷史，外觀有些“招摇”（Beaux 

Arts style），它原先是一個豪華型的長期居住旅館，

特立獨行的地産大亨 William Stoke將其屋頂規劃為一

個小農場，初始幾年，農場養了 500隻雞，很多鴨子，

幾隻鹅，六隻羊，一隻小熊，和一隻名為 Nanki-Poo的

猪，小猪是 Stoke的幼子的寵物。旅館居民每天可以吃

到新鮮的雞蛋，吃不完的雞蛋便宜賣掉，有專人來收購，

後來農場因環境衛生問題在 1907 年被市政府勒令關閉了。

Pythian Temple (135 W.70th St.)的外牆有四支色澤鮮豔的寶藍色柱子和好幾個埃及法老的雕像，乍

看像個劇院。它先前是神秘的兄弟會組織“Knights of Pythias”的會員們聚會的地方，Lady Gaga 的

爸媽於 1993 年，Gaga 七歲的時候，搬入了這裡，不知這個奇特的大樓，是否啟發了 Gaga在音樂創作

之路上頻頻搞怪的作風？老店 Zabar's（since 1924）是猶太人必去的超市。此區最美麗的街道，當屬

緊沿著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南邊的 79街的人行步道，夾道的梧桐樹和落英繽紛的

槐樹將為您在盛夏遮陽，碉堡一般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大氣磅礴。這區的居民似乎對街友比較和善，The 

Work House Thrift on Columbus Avenue 的生意興旺，捐二手貨的人很多，買的人也不少，其盈利用

來幫助 Homeless 人群。街友一族的處境十分令人同情，然而他們也造成了許多棘手的社會問題，紐約

市政府應有短期、中期、長期的應對策略才是。Dining: Arte Café、Harvest Kitchen、Han Dynasty 

(漢唐御廚)、Raku、Leyla、Nice Matin。    

4）在 Upper East Side 感受 Gilded Age 時光：Argosy 

Bookstore（old & rare books，since 1925）有六層樓，

頗具規模。Ralph Lauren 的旗艦店保留了原先豪宅的風味。

建于 1895年的 Squadron A Armory 的外牆巍然屹立，它原

先是一個美國陸軍的彈藥庫和騎兵的基地，目前是 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的一部分。遊覽 Carl Schurz Park

可以眺望 East River 的景色。Museum Mile在第五大道,除

了大家熟悉的 MET,我最喜歡典雅的 Frick Collection，它

原是鋼鐵和鐵路巨子 Henry Clay Frick（1849-1919）的私

人住宅。在興建這個豪宅的時候，Frick便決定了身後要將

它捐贈出來，做為一個藝術博物館。他收藏了許多大師級的

歐洲油畫，其中一幅 Saint Francis in the Desert，出自

文藝復興時期畫家 Giovanni Bellini之手，聖者 Francis

站立在義大利 Tuscany 的沙漠里，畫中有驢子、野兔、山洞、

城池，耐人尋味。話說 SoHo區 Cipriani餐廳的一款很受歡

迎的雞尾酒，就取名為 Bellini。當年餐廳創始人 Giuseppe 

Cipriani在威尼斯老店調出這款加了新鮮桃子泥的雞尾酒，其淡淡的橙色像極了 Giovanni Bellini 另

一幅畫作上的一個聖者穿著的托加長袍的顏色。Nuer Galerie 主要展出包括了 Gustav Klimt等的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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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們和奧地利畫家們的作品。Dining: Avra Madison Estiatorio、IL Mulino, Cafe Sabarsky in 

Nuer Galerie、Cafe Carlyle in Carlyle Hotel，此旅館在 76街上，頗負盛名，曾是甘迺迪總統「在

紐約的白宮」。 

5）重點遊玩 Central Park：自 2018年七月起, 中央公園禁止了非公務車輛的進出，因之公園更加適

合人們步行。個人覺得公園最值得

一遊的幾個景點如下：The Mall、

Bow Bridge/The Ramble、Ladies 

Pavilion/The Lake、The Reservoir、Conservatory Garden、

Belvedere Castle（公園的制高點）、The Pool（欣賞秋葉的最佳地

點）。Dining：公園裡餐廳很少，原先經營不錯的 Loeb Boathouse，

據說由於老闆和員工隸屬的工會談判不成等原因而歇業了。 

6）變化中的 Midtown South：Madison Square Park 是一個小而美的公園,宛如城市裡的一顆綠寶石。

Eataly NYC Flatiron 裡頭的食物和餐點，熱情

四射，讓人應不暇接。Flatiron Building 

（5th Ave & Broadway）的外形像一個巨無霸熨

斗。Korean Town 的食客眾多、通宵達旦。

Church of the Transfiguration 的花園則提供

給社區居民一個沉思默想的角落。自 1995 年起，

Flatiron一帶慢慢聚集了一些科技公司，有

Silicon Alley 之稱, 2008年紐約市長 Michael 

Bloomberg成立了“NYC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大力吸引科技人才留在紐約市工作，如

今，以曼哈頓為首的紐約市，已經成為了一個

technology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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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酷酷的 NoHo 和 East Village：步行街 St. 

Mark's Place 已經完全被諸家亞洲風味的餐

廳征服了，真是了得。Bond Street 幽靜閒適。

Little Ukraine 小區的烏克蘭餐廳 Veselka 

（since 1954）原本就小有名氣，俄烏戰爭爆

發后，其門外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因為餐廳老

闆積極籌措物資捐獻給烏克蘭 ，大家都去支

援他。Veniero's Pasticceria & Caffe

（since 1894）是個著名的百年糕點老店，門

庭若市，店裡有一大片炫麗的玻璃天花板。

Union Square 的農夫市場也是個有趣的景點。

Dining：一定要去捧場的家鄉味台灣小吃 886，Che Li（浙里，地道的江浙菜餚，假日時，大排長龍）。 

8）時尚的 SoHo 和 Tribeca：這區大概是紐約年輕族群和觀光客的最愛，人氣百分百。我覺得欣賞街道

兩旁的 cast-iron建築群比逛商店還

有意思。這些以鑄鐵為骨架的建築，

造價較低，堅固結實，窗戶都很大，

天花板高，採光好，室內的實用面積

也比一般用石頭磚塊搭建的建築物的

面積還要大。一百年前，Prince St.， 

Spring St.， Greene St.， Broome 

St.等街道，全是遍佈工廠和倉庫的

工業區，工廠逐漸搬走之後，六零年

代開始，藝術家們陸續進駐，現在這

兒成了品牌商店的聚落。Wooster St.

的 Drawing Center，是一個比較有

規模的畫廊。商店 MacKenzie-

Childs裡的擺設簡直就像一個怪誕

設計師的作品展。The AT&T Long 

Distance Building （32 Ave. of the Americas）有個讓人驚豔的大廳,其長形的天花板上保留了女藝

術家 Hildreth Meiere 在 1932年用無數個小片玻璃组合成的壁畫,主題是“Continents Linked by 

Telephone and Wireless”。Meiere 以四個虛構的人物和人物旁的動物、建築等，來代表澳洲、非洲、

亞洲、歐洲，壁畫中央是象徵信使（messenger）的一隻老鷹和一隻禿鷹，象徵電話和電報的金色線條

將四大洲和老鷹及禿鷹連結起來。整幅壁畫的線條和色澤都極其優美，可惜大廳平日不對公眾開放，只

有在一年一度的“Open House New York”（Oct. 20-22，2023)才能進去參觀。附近 Greenwich 

Village的維多利亞歌德式建築 Jefferson Market Library，原先是一個法院（1877-1945），這裡曾

經審理了好些個著名的案子，現已被列為國家級的歷史古跡。Dining： Cipriani Downtown

（Cipriani 為一餐飲王國），Balthazar, La Pecora Bianca SoHo,The Ty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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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與世無爭的中國城和金融中心 Financial District：中國城裡蜿蜒的 Doyers St.曾有一家中國劇

院，老店 Nom Wah Tea Parlor（南華茶室），則已有百年的歷史了。歷史老街 Stone St.起始於荷蘭人

殖民時期的 1658年，它是 New Amsterdam 第一條鋪上

了鵝卵石的街道，如今街上餐廳酒吧林立。造價高達

四十億美元的 Oculus由西班牙建築師 Santiago 

Calatrava 設計，外型像是一隻即將展翅高飛的大白

鳥，這個多功能的轉運站，耗時十二年才建造完成。

911 Memorial Museum 大概是曼哈頓最莊嚴的地方之

一了，館內以敘事和追悼為主題，沒有多探究 911發

生的根本原因，凝重的空氣里似乎在喃喃低語：讓仇

恨終止於此吧。   

10）不能錯過的 Riverside Park：這個四英里長的公

園介於 Henry Hudson Parkway和 Riverside Drive 之

間，依哈德遜河向東逐漸隆起的地型而造，建議您從 91 街的花園走到 116街附近的 Columbia 

University，公園這一段的地形落差較大，氣勢不凡，還有一條美麗的林蔭大道豁然鋪陳其中。那次我

走出公園，路過 107 街的一個 townhouse時，徘徊了一下，坐在屋裡的一個年輕人隔著窗子，努力地向

我招手，示意我進去，原來這裡就是展覽俄國畫家 Nicholas Roerich 作品的博物館，免門票。Roerich

的喜馬拉雅山脈等畫作,有一種寧靜致遠、天人合一的感覺。Roerich（1874-1947）也是一位哲學家、

旅行家、和平主義者。他經歷了 WWI和 1917年的俄國革命，深深意識到在戰爭時期保護文化資產的重

要性-不僅是保護古跡和藝術品，也包括大學、醫院、圖書館等。在他長年的推動下，小羅斯福總統和

其他 20個國家的代表，於 1935年在白宮簽署了 Roerich Pact。110街的 Saint John the Divine 

Cathedral & the Biblical Garden 也值得參觀,別緻的花園裡栽植了月桂樹、無花果、櫸桲等聖經上

提到的植物。  

行走城市，仰望天際線，我偶爾會想起那些二十世紀 20 年代和 30年代的 Skywalker – 居住在紐約州

北部和加拿大東南部的 Mohawk Indians。他們有極佳的平衡感，願意遠離家園，冒著生命的危險，在

曼哈頓高聳入雲的鐵架上來回穿梭，以多賺點錢，改善家人的生活。許多標誌性建築，如帝國大廈、

Chrysler Building 等，都留下了他們傳奇的篇章。 

曼哈頓絶對不是一個完美的城市，四百年來，這裡不乏天災人禍、社會動蕩，挑戰一波接著一波，然而，

就像端坐在 42 街圖書館前的那一對石獅的名字一般，紐約客們以無比的耐心和剛毅，自強不息，使曼

哈頓得以一次次“從斷裂處重生“。島上豐富多彩的風情樣貌和奇聞軼事，必將歷代傳承，直到永遠。 

（溫馨提示：1.紐約市的地鐵系統在週末時經常變換車道和服務時間。2.Frick Collection目前正在

整修，其藏品被轉至 945 Madison Ave. 的 Met Breuer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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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 世界各地的人類對日月圓缺與氣

候變化的關係都有濃厚的興趣. 各地的曆法也陸

續出籠.比如我們熟悉的農曆, Julian Calendar, 

猶太人的 Hebrew Calendar, Muslim也有他們的

月曆．現在全世界比較流行的 Gregorian 

Calendar (我們稱為陽曆),則是在 1583年由教皇

Gregory XIII 統一頒發. 

陽曆是根據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軌道一圈所制

定的曆法 ,不理會月亮運行周期. 相對於陽曆, 

Muslim的是陰曆, 只管月亮運行周期,不理會太

陽運行; Muslim 陰曆一個月為 29天或 30天, 一

年有 12個月. 相對於陽曆與陰曆, 農曆則是綜合

的陰陽曆(Lunisolar Calendar), 太陽及月亮運

行周期統統考慮進去. 

一講到太陽及月亮運行周期, 就必然扯上天

文學(Astronomy). 天文學涵蓋宇宙, 太廣闊了, 

但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 卻只有二個天空中

最大的天體:日與月. 天文學家對日月的觀測可以

溯至 5-6千年前. 當時人類在地上生活,都認為地

是不動的, 地, 想當然耳,是宇宙的中心, 因為所

有天體看起來都在繞地而轉. 連古代聰明人 – 

希臘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及埃及的天文學

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都認為地是宇宙的

中心(所謂「地心說」), 各種宗教自然而然也認

為地是宇宙的中心，殆無疑義. 這種「地心說」, 

直到 1543年被一位波蘭天主教徒兼天文學家，哥

白尼(Copernicus)提出地繞太陽轉, 太陽是宇宙

的中心的「日心說」所顛覆, 它震撼了 1500 年來

由托勒密主導的「地心說」的宇宙觀，因此也與

天主教起衝突. 後來在 1609年, 德國天文學家刻

卜勒(Kepler) 根據觀察歸納出有關行星繞太陽運

行的定律, 「日心說」的可信度愈來愈高. 後來

義大利的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 在 1610 年

用他自製的望遠鏡看到木星的４個月亮是在繞木

星轉，證明不是所有天體都繞地球轉，強有力地

反駁了地是宇宙中心的說法，另外他還著書發表

觀測結果，支持鼓吹哥白尼的「日心說」. 為此，

他在 62歲高齡還遭羅馬天主教廷審判，除了書被

禁外，還被判在家拘禁到 72歲(1642年)過

世.( 註：1882年教廷解除書禁，1992 年教廷宣

稱伽利略沒有做錯任何事, 還他清白) . 

綜合過去的學說與觀測, 英國的偉大物理學

家牛頓(Newton) 在 1687年發表他的萬有引力定

律, 完美地解釋了所有天體運行道理. 這包含精

準地預測月亮繞地球以及地球繞太陽的軌道位置

以及週期. 當然, 前人也由觀測知道這些週期,只

是現在從物理學萬有引力原理可以把這些軌道位

置以及週期精準計算出來. 這些數據就是制定農

曆需要的數據. 

  

天文學與農曆    （林棟樑 物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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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農曆的步驟: 

 
 
❖ Step 1: 月有朔望; 農曆以朔(New Moon)訂

為每個月的初一. 從初一到下個月的初一, 

有時 29 天, 有時 30天. 

• 朔, 就是太陽-月球-地球成一直線→ 

New Moon (如右 圖１所示, 晚上看不

到月亮): 天文物理學能精準算出三個

球體成一直線是發生在那年那月那日, 

幾時幾分幾秒. 

❖ Step 2: 冬至一定在農曆十一月. 

❖ Step 3: 黃道(Ecliptic; 如右邊圖 2所示 )

一圈 360 度,每 15度訂為一氣. (360÷15=24. 其中 12個是「節」氣, 另 12個是「中」氣.合稱

「節氣」, 如圖 3所示. 註: 此處用的是「定氣法) 

• 每年的 24「節氣」: 天文物理學能精準算出

每一個節氣發生在那年那月那日, 幾時幾分

幾秒. 

❖ Step 4: 置閏方法: 農曆月份沒有含 1個「中氣」

者, 訂為閏月; 含 1節 1中, 或 1中者, 訂為正規

農曆月. 

  

 

 

 

 

 

 
 

  

春分* 0 夏至* 90 秋分* 180 冬至* 270 

清明 15 小暑 105 寒露 195 小寒 285 

穀雨* 30 大暑* 120 霜降* 210 大寒* 300 

立夏 45 立秋 135 立冬 225 立春 315 

小滿* 60 處暑* 150 小雪* 240 雨水* 330 

芒種 75 白露 165 大雪 255 驚蟄 345 

圖3: 黃道有360度, 每15度為一個節氣 有*為中氣 

 

圖２: 黃道(Ecliptic)是由地球上的人

看太陽運行的軌道. Ecliptic上的 4

個位置分別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黃道與赤道面交叉 23.5度. 

圖１: 朔就是 New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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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制定2023年的農曆  (限於篇幅, 只illustrate一月到四月) 

 
首先, 我們需要新月(new moon)的時間 (圖 4)以及 24 節氣的時間 (圖 5) (用的都是台灣時間). 這些是天文物

理可以精準計算出來的. 有興趣者, 可參閱”Astronomical Algorithms”, 2
nd
 Ed., by J. Meeus, 或是 NASA

的 Horizons website: Horizons System (nasa.gov) https://ssd.jpl.nasa.gov/horizons/. 資料非常豐富. 

 

Lunation* 陽曆年 月 日 時 分 秒 

1237 12/23/2022 18:18 00.3 

1238 1/22/2023 4:54 23.1 

1239 2/20/2023 15:06 56.9 

1240 3/22/2023 1:24 15.8 

1241 4/20/2023 12:13 39.2 

1242 5/19/2023 23:54 22.3 

1243 6/18/2023 12:38 15.3 

1244 7/18/2023 2:32 55.3 

1245 8/16/2023 17:39 16.6 

1246 9/15/2023 9:40 59.8 

1247 10/15/2023 1:56 21.8 

1248 11/13/2023 17:28 32.2 

1249 12/13/2023 7:33 9.4 
*Brown Lunation Number; Ernest W Brown  Lunar Theory 1923 

 

 

 

 

 

 
 

  
年   月  日  時 分 黃道 

  
年   月  日 時 分 黃道 

1 小寒 2023-01-05  22:59 285o 13 小暑 2023-07-07 16:22 105o 

2 大寒 2023-01-20  16:18 300o 14 大暑 2023-07-23 09:57 120o 

3 立春 2023-02-04  10:41 315o 15 立秋 2023-08-08 02:29 135o 

4 雨水 2023-02-19  06:28 330o 16 處暑 2023-08-23 17:14 150o 

5 驚蟄 2023-03-06  04:21 345o 17 白露 2023-09-08 05:33 165o 

6 春分 2023-03-21  05:24 0o 18 秋分 2023-09-23 14:41 180o 

7 清明 2023-04-05  09:16 15o 19 寒露 2023-10-08 21:01 195o 

8 穀雨 2023-04-20  16:18 30o 20 霜降 2023-10-24 00:11 210o 

9 立夏 2023-05-06  02:09 45o 21 立冬 2023-11-08 00:32 225o 

10 小滿 2023-05-21  15:09 60o 22 小雪 2023-11-22 22:04 240o 

11 芒種 2023-06-06  06:16 75o 23 大雪 2023-12-07 17:30 255o 

12 夏至 2023-06-21  23:09 90o 24   冬至         2023-12-22 11:31 270o 

圖 4: 2023 年新月(New Moon)的時間 (太陽, 月亮, 地球連成一線 ) 

圖 5:  2023 年 24 節氣發生的時間. (Note -- 2022 冬至 : 2022-12-22 5:48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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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用如下 2023 年一月到四月的陽曆表, 按 4個步驟進行制曆 (圖 6):  

 

1) 用圖 4 的數據, 在圖 6 加入朔月”初一” ,(顏色為藍色).   

2) 用圖 5 的數據, 在圖 6  加入節氣(顏色為紅色).  

再來就是要 填上月份(綠色). 這個比較複雜, 解說如下:   
3) Examine 兩個初一之間的紅框框,是否含 1 節 1 中, 或 1 中的月份.是的話, 為正規農曆月,否則這個

月就是閏月. 

4) 找出「冬至」紅框框的日子. 冬至一定在農曆 11 月. 下一個初一, 就是農曆 12 月. 如果這個月有

29 天, 就是 12 月小, 如果有 30 天, 就是 12 月大. 現在, 這個月有 1 節 1 中, 所以不是閏月. 再下

來的是正月小, 因為它有 29 天, 也有 1 節 1 中. 再下來的是二月大, 因為它有 30 天, 也有 1節 1

中. 再下來的是閏二月小, 因為它有 29 天, 但只有 1 節(清明), 沒有「中氣」, 所以為閏月. 因為

它的前一個農曆月為二月, 所以這個閏月稱為「 閏二月」. 

 

圖6:  

 

2023年一月到四月的mini萬年曆: 陽曆及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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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七閏: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曆法便採用十九年七個閏月的安排; 古希臘雅典的天文

學家也觀察到 19個回歸年的週期幾乎剛好等於 235個朔望月. 原因就在於一年

大約為 T1=365.24218 日, 而一個農曆月平均大約為 T2=29.53059 日.一年內有

幾個農曆月? 答案是: T1/T2=12.36827個月, 12.36827不是一個整數. 二年內

有 24.73653個農曆月, 也不是整數. 如此類推, 到 19年時, 就有 234.99713個

農曆月, 雖然還不是一個整數, 但幾幾乎是 235個農曆月. 如果每年規定要有 12

個農曆月, 19年就只有 228個農曆月, 沒達到 235個農曆月, 這不足的 7個農曆

月就要用 7個閏月補上去. 所以為甚麼 19年要加入 7個閏月, 讓農曆不會跟太

陽的週期脫節, 保證冬至與春節都會落在寒冷的冬天. 至於如何補法 (置閏法), 

古代的曆書,看朝代,有不同的方法. 本文上面所描述的定氣置閏法是現代採用的

方法.  

 

 

生肖:  

 

古代就開始用天干地支來記載年(e.g.,「辛亥」革命發生在辛亥年,「庚子」賠

款發生在庚子年). 天干有 10個(甲乙丙丁等等),地支有 12個(子丑寅卯等

等).10與 12的最小公倍數是 60. 所以天干地支 60一甲子循環.12地支對應動物

代表是 12生肖. 所以子丑寅卯各別是鼠牛虎兔 etc. 比如,丁亥年出生的, 其地

支是「亥」,生肖為「豬」. 但是天干地支年不是以農曆大年初一做為歲首, 而

且以「立春」(大約在陽曆 2月 4日左右)做為歲首。For example, 2023年的 1

月 30日, 我們翻一翻萬年曆, 就可以查到這一天還是在「壬寅年」: 地支的寅=

虎。過幾天, 2023年的 2月 4日是「立春」, 天干地支年才變成「癸卯年」; 地

支的卯=兔。歷史的演變雖然這樣，近代人已經習慣用陽曆, 農曆幾乎成為一種

「考古學」, 一般人就只記得農曆過年而已, 生

肖也因此馬馬虎虎用農曆大年初一的「春節」為

準, 而不是以天干地支年的「立春」為準.       

 

                 (2023-02 於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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