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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宜彣】
　  對於未來的家居生活，你有怎麼樣的想像

與期待？除了路癡救星 GPS 導航系統、拍了

照隨即上傳FB與好友分享、走到哪打卡到哪自

曝行蹤，智慧型手機還能做什麼？校慶期間，

不妨到國立成功大學Touch Center的「優質生

活體驗屋」走走，瞧瞧未來的生活，到底該是

什麼樣？

　  結束一天的工作後，回到家，將手機放在

idoor上，大門自動開啟，「主人您好，歡迎回

家，您有一則留言……」一進門，山水如詩，

碧池游魚，蟲鳥啁啾，涼風有訊，舒緩了緊繃

一整天的身心。客廳這端，你正賴在沙發上擔

任專職馬鈴薯，享受裸眼3D電視 9 種視角的

立體震撼；廚房那端，親愛的她正使用智慧餐

桌檢視冰箱食材，同時為全家人的健康與卡路

里斤斤計較，而智慧中島內建的烹飪教學影片，

讓你從此再也不必擔心廚藝不精的她今晚又會

蘇雪林、古鎖、黃金藝品　
盡在成大博物館
【記者陳宜彣／台南報導】魚形鎖、

蝦尾鎖、十二生肖鎖、爆仗鎖，琵琶

、三弦琴、葫蘆、枕頭、福祿壽喜字

體等造型鎖，甚至古老西洋鎖、埃及

鎖，藝術價值甚高、全球難得一見的

「古早鎖具展」，讓來訪的外國朋友

都嘖嘖稱奇；藉互動式造景及裝置設

計呈現成大校園特殊物種樣貌，「都

市綠島－成大校園生態」特展，提供

豐富動植物標本、動物鳴叫聲、互動

遊戲、生態影片等，廣受幼稚園學童

歡迎；「美援時期普渡大學‧成功大

學合作計畫」特展則喚醒許多50年代

校友珍藏已久的記憶……

  全台灣公立大學第一所正式列入校

方組織編制的成大博物館，於2007年

A4 榕園副刊

弄出什麼嚇人的玩意。

    飯後，你在數位書房與國外好友影音通話，

語音撥號的方便快速，圓弧玻璃上的視訊投影，

在在都是種居家享受。從左側玻璃看出去，

她正與鄰居連線戰鬥，奮力踩著健身器材的她，

看著螢幕上的甲蟲終於飛越鄰居甲蟲，忍不住

興奮地與你分享。

    睡前，你看著她透過情境臥房中的換衣系

統搭配明日上班穿著，卻始終不甚滿意。「別

挑了，老婆，你怎麼換都好看！」你柔聲喚她

過去，兩人躺臥床上，柔和的音樂加深了你倆

的睡意，於是你們在濃得化不開的幸福中沉沉

睡去。

    成功大學八十週年校慶期間，Touch Center

「優質生活體驗屋」展場將更新，屆時將有互

動機器人等新品展示。

　

Touch Center 體驗時尚未來新生活

    瑞欽於民國43至47年期間就讀於成大化工系。

初進學校時，還是台南工學院(正確名稱應為台灣

工學院，The Engineering College of Taiwan)，

到大三時，升格為成功大學。在化工系四年中，除

了學習化工基本教育外，我覺得從大三開始所開的選

修課，對我來講，幫助很大。我所選修的發酵化學，

不但為我打開生化之門，指導老師白漢熙主任，還

幫我介紹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台糖研究所臨時研究

員8個月。

    選修煉油工程，不但打開石化之門，費自圻老師

還幫我介紹進入高雄煉油廠，工作了10年。還有來

自Du Pont的方振聲老師幫我們打開合成纖維及石

油化學之門。此外，所造紙工程都讓我們了解到當

時的熱門產業，以及開啟進入該領域的鑰匙，對畢

業後的生涯規劃很有幫助。

 

  

    以產業界的觀點來看，工學院各系若能邀集各產

業的學長或專家回校商討各產業所需的技術發展，

對母系提供意見，加開產業講座。我想對學生、對

學校、對產業界都有很正面的幫助。 

　  成大校慶、系友會即將舉行，歷屆校友將陸續回

校，謹以此文寫出畢業53年的感言，敬請多多指正。 

11月11日成立，主要典藏成大校史文

化資產、台灣古代文物等。「我們都

會先研究文物一兩年，之後才會在博

物館展出，這種作法在國內外非常少

見。」成大博物館館長陳昌明神采奕

奕，話聲裡有藏不住的引以為豪。

  談起館內各項展出，陳昌明如數家

珍，「你知道嗎？『印象蘇雪林－最

後一位五四作家』幾乎快要成為常設

展了！」此展因大受好評，展期無限

期延長，「原本我們只打算展一年，

結果大家反應熱烈，展到現在都三年

多了，撤都撤不掉。」他打趣道。「

但是這樣其實也不錯，可以為博物館

增加一些軟性特質。」

  至於最新的策展計畫，陳昌明說，

校慶期間將於成大圖書館１樓展出校友

許伯夷手工打造的各式黃金、珠寶手工

藝品，內容涵蓋皇冠、權杖、畫作等，

相當豐富，但因造價驚人，故將於保全

設施較完善的圖書館展出。

　成大博物館目前正籌備「校園 3D 動

畫展」，盼藉由最新3D技術重現成大老

建築風采。

    算一算畢業53年了，從台糖、中油10年到民國57

年自行創業 ， 我一直在新材料領域發展，目前華

立已在電腦、TFT LCD、LED、太陽能電池、Touch 

Panel及複合材料等產業提供完整的材料供應。並有

華立企業、華宏新技與長華電材三家上市櫃公司服

務產業界。

化工系47級　  張瑞欽
現任   華立企業董事長　

成大白色牌坊上校訓
「窮理致知」，粵語
或台語發音「窮你就
知」（「窮的時候就
知道那種滋味了」）
為成大最早期流傳的
校園趣談之一。

藝術中心成立於1999

年，不遺餘力推動校
內藝文活動，增添許
多人文氣息。

Bk24蒸汽火車，國內

第一座也是唯一火車
教具，已陪伴交管系
度過50年有餘，現放
置於管理學院旁廣場。

學生活動中心，內有學生社團教室、
國際會議廳、成功廳等。其內部和周
邊是學生活動最密集處，諸如社團表
演、傳情活動等。

女生宿舍勝三舍，位
於勝利校區，大門懸
掛的「男賓止步」和
迴旋樓梯的紅色欄杆

為一大特色。每年2

至5月羊蹄甲開花季，

將女宿外妝點得甚是
優美。

奇美樓，由奇美集團

於2006年捐贈，集人

文藝術科技一身，與
電機大樓合而為一，
成為電資學院。

格致堂(又稱小禮堂)
位於成功校區博物館
後方。早年成大每星
期五理工科學生必來
此考試，故週五被稱
為「黑色星期五」，
該考場為「屠宰場」。

民國76年增購位於台

南縣歸仁鄉之航空太
空試驗場，為南台灣
航空科技理論研發重
地。「成大Ⅱ型1號」

混合火箭於2010年10

月發射成功。

機械系榮譽教授李克讓伉儷 憶昔

【記者陳宜彣／報導】

　「當年機械系比電機系還紅呢！」成大機械系

名譽教授李克讓夫人謝青雯說，當時的台南工學

院（今成大）只有六系，分別是機械、電機、化

工、電氣化學、土木、建築，其中又以機械系最

熱門。「不是嘛，妳說這個幹嘛，人家不是要問

這個阿！」李克讓輕聲說道，試圖打斷太太的發

言。『我是想讓她先了解一下，這是歷史嘛！』

謝青雯說，當時日本政府為進軍東南亞，積極在

台灣培養各種技術人員從事相關研究，身為工業

之母的機械系因此十分被看重，所以台南工學院

機械系當時擁有相當多的實驗室；二次大戰後，

許多留德的教授們紛紛回台至機械系任教，因此

師資群十分優秀。

 

【成大故事】

我們的愛情故事

I Believe

　　一眨眼，來美國已一年有餘，看著初識那年

你為我精心錄製的生日短片，頓時浮現當年那個

對大學三大必修學分：「愛情、學業、社團」─

懷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青澀模樣。

　  記得那是一次英語角(English Corner)聚餐，

我們比鄰而坐，讓不同院系的兩人有了交集，接

著在醫學系館舉辦聖誕晚會，你彈吉他、我拉琴；

一起接待韓國人，導覽台南古蹟、逛遍南台灣夜市、在成功湖畔演奏

《I Believe》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雖然我們認識的時間不長但愛

已悄悄降臨。那天我們在校園走了十四個小時，從醫學院、工學院大

道、到自強校區，不斷得溝通，雖然對愛情我們有著不同的定義，但

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在一起。

　  接下來的日子，因為有你讓我的生命充滿難忘的回憶，在寒冷地冬

天你捧著暖暖地宵夜到 K 館、炎熱地夏天騎著腳踏車送我Eva泡芙、

感冒時陪我去看醫生、心煩時陪我在建築系的小水塘散心、早晨在庭

園早點吃奶油蛋吐司、夜晚到電機系的空教室架起電腦唱兩人 KTV；

日復一日，往返於光復和自強校區，單純得以為這會是我們相隔最遙

遠得距離；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彼此有了不同的生活重心，各

忙各的課業和社團，難得的約會也因我即將成為美國交換學生而顯得

尷尬，直到我們決定還是珍惜眼前相處的時光，才發現出國的日子已

迫在眉睫。

　  在美國的這一年，面對許多挫折和壓力，幸好有你，在地球的另一

端為我加油打氣，這一年很長卻也過得很快；今年夏天你畢業了，我

也返美繼續學業，但我相信這段感情，因為我們曾經擁有在成大的那

段歲月……而值得珍惜。（郭奕信/繪）

這些年，那些年－成大愛情故事

    珍妮絲

會計101 電機100❤

　在那遙遠的純真年代，愛情是個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禁忌遊戲（父母會

下禁愛令），尤其是男女比例7：1的成大校園，保守的台南，未解的門禁

，勝利女舍（只有一二舍）的圍牆雖沒有多高，卻是不可冒犯的藩籬。每

晚上演脈脈含情，難分難捨的鵲橋會，那道牆是有形也是無形的男分女際

，愛情絕不可能灑狗血，大辣辣的昭告世人周知，而是若即若離，似有若

無的悄悄發生……。

　記得每年女聯社的迎新海報，都會在最顯目的位置歡迎「成大寵兒」，

雖然說「大一嬌，大二俏，大三拉警報，大四沒人要」，保鮮期有限，但

每年九月開學，活動就已安排到期末，尤其是文學院三大系，只要賞光，

一切費用全免。縱有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的說法，但在含蓄的年

代，「成大寵兒」很少上演「倒追」的戲碼。愛情是要精心安排，巧妙設

計，低調進行，才能水到渠成，用心耕耘，耐心守候方能克盡全功，所以

有些人只好向外發展，拓展校外聯誼。

　然而只要有心，「熱血」便是長征光復校區的利器，不用鑽石、高檔餐

廳，「榕園」裡，只要有星空明月作見證，簡單的「海綿蛋糕」就可以海

誓山盟，此生不渝。因為愛情的信念；竟單純的以為王子和公主只要在一

起，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為書生論劍，只要膽識，有「理想」

愛情就是美酒加咖啡。所以安平古堡的兩人夜唱，已是最浪漫的夜遊；中

山公園、成功湖畔的「寫真」拍攝，已是最奢華的記錄（單眼長鏡頭相機

對窮學生已是稀有之寶）；校園內的立體設計，是建築系的作業也是愛情

的最佳見證；一張張用針筆（建築系製圖筆）自繪的卡片，簡單的構圖，

就是獨一無二的稀有珍寶；Ｋ館的互留位置以及騎著單車，追著夕陽前往

幾里外的妙心寺搭齋，更是既浪漫又「足甘心」的陪伴。

　在那純真的年代，淳樸的校園，愛情雖然低調卻堅定，縱使愛情長跑10

年，從台南到台北（畢業後在台北任教），從台北到美國，不但修成正果，

更願傳承，只因我們都是「成大」人。

  韓素貞

送給他們（學生）當禮物！我到現在都還留著。」

李克讓說，自己上課要求嚴格，第一堂上課一定要

讓學生選座位，並填入座次表，這樣以後誰缺席，

他都能馬上知道。「座位是自己選的，當時會挑第

一排坐的，現在都很有成就！」談到自己教過的學

生，李克讓臉上忍不住浮現一抹得意的笑容。「大

家都說他很嚴格，還偷偷來跟我打小報告，因為他

連報告的格式都要要求，差一點都不行！」謝青雯

說，後來她從李克讓的書櫃中翻出他學生時代做的

報告，讓學生知道，李克讓當年也是這樣被老師訓

練，後來就再也沒有人來抱怨了。

　謝青雯說，22年前，李克讓的學生想捐錢給老師，

讓老師把研究室弄得舒適一些，但李克讓認為，這

些錢應該花在學生身上，因此設立獎學金，未料越

來越多學生捐款，響應老師這樣的善舉。「獎學金

名額其實原本有限制，可是有時候我捨不得這個，

克讓捨不得那個，我們就乾脆自己掏腰包了。」謝

青雯臉上帶著暖暖的笑容。

　李克讓的研究室裡，貼滿了與學生的合影，但放

眼望去，卻連一名助理都沒有。「因為克讓說，經

費要留給年輕人比較好，就沒有請助理，所以這四

年來我天天來這裡當義工幫忙。」謝青雯臉上仍是

一樣的溫暖笑容，與李克讓兩人相視而笑。

  話聲未落，李克讓隨即拿出一份機械系  69  級

甲班的座次表，「妳看，這是我那時候的座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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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那些年－成大愛情故事

那些年，

林亮宇/攝

【校友專欄】

「優質生活體驗屋」校慶全日開放參觀。林亮宇/攝

                             　

畢業53年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