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59級畢業43周年同學會--大連旅順北京7日豪華遊隨記 

【感謝日 59 級徐振錕學長提供文稿、陳美鳳學姐提供照片】 

 

前言：套一句美鳳所說的話：會讓沒有參加的同學羨慕死！ 

日期：2013/8/23~2013/8/29 

同學：施岳明伉儷  康  修伉儷  羅月鳳伉儷  楊宣皋伉儷  黃本諒伉儷 

       楊珊珊伉儷  洪添福伉儷  張輝明  顧杉家  陳美鳳  許添火 

      徐振錕  黃棟樑  謝金虎  葉慶揚  季潔心  蕭如意  張金郎 

      莊俊榮  馬忠芳  王緒國  (計 21 位同學與 7 位寶眷) 

 

熱烈歡迎新會員：楊太平兄(羅月鳳老公)及龍右軍兄(楊珊珊老公)；尤其家住香

港的許添火，特別在前一天從香港回台，於出發日到自由廣場與大夥會合出遊，

盛情可感！還有當天清晨從台中北上的張金郎，也直接到機場準時會合，精神可

佩！ 

第一天 8/23 (週五) 下午 2:20 飛大連 

中午報到時，領到壽司一盒、運動

帽一頂、旅遊背包一個。壽司購自

東門市場名產，不是路邊攤的；運

動帽紅色底黑色頂與校旗顏色相同，

正面印有校徽，校徽下緣印著東吳

大學 59 年級會計系等字，同學個個

愛不釋手久戴不放。蕭董僅訂做 30

頂(與會 28 位，一頂在長城被大風

吹走，一頂贈榮譽同學)，值得珍藏。

旅遊背包大小適中，顏色也是紅黑

相間，充分凸顯東吳風格，可見蕭

董辦事之用心。 

 

前往桃園機場車上，慶揚抱怨：蕭

董早講備有中餐我就不會出門前吃牛肉麵；美鳳也埋怨：早講我就不會吃瘦肉粥

了；嘀咕歸嘀咕，大夥都把壽司吃得乾乾淨淨。 

 葉慶揚說笑：去年出差重慶，返台班機因故拖延，機場廣播：機械故障須一

小時修復。但 15 分鐘後機場廣播：旅客請上機，即將起飛！我滿腹狐疑走

進機艙。問空姐，何故，回曰：這位機長為了獎金而飛！ 

 蕭董談話：約 20 年前，許添火任職的台北公司出 80%(許任總經理)、大連

市府出 20%(郝專員任副總)，督導興建約 2 甲有 6 樓的勝利廣場購物中心。



此項大樓係當時首宗外資興建案，頗受市府重視。開幕後，更成為帶動週邊

經濟繁榮的先趨，在大連市府裏，許總更是聲名遠播！ 

 許添火談話：督導興建大樓時，面對三頭六臂黑白兩道，幸好沒有沉淪，尤

其要管數百位營業部門小姐，也無粉色新聞，好家在！然東北冬天冰天雪地

達半年，某年曾因受寒咳嗽不止，看當地醫生連打數天抗生素，仍未痊癒。

香港家中老婆下旨乃返港就醫，醫曰：沒救了！！驚嚇曰：何故？醫曰：大

連醫生使用的是“雞鴨用抗生素”！ 

 莊俊榮報告：除吃喝嫖賭外，無不良嗜好，平日經營家庭式休閒農場，隨時

歡迎各位同學來玩。 

 

搭機的意外驚喜：因前天譚美颱風過境致幾個航班擠在一起，我團除五位外都被

升等享受商務艙的服務，福氣啦！ 

        

禮物失而復得：蕭董在桃園機場買了一箱(12 盒)鳳梨酥，準備送給 10 年後升官

的郝書記。到大連機場取行李時，等了又等不見蹤影，蕭董急得滿頭大汗，以為

給其他旅客取走。失望又懊惱時，蕭董福至心靈走到行李輸送帶出口處，地面上，

赫然發現那箱禮物！因大連機場係郝書記的管轄區，通關前，許總前公司女財務

經理前來向許總獻花，充滿無限溫馨情誼。通關時我團更享 VIP 禮遇(不用排隊

即迅速通關)，許總，要得！ 

 

晚宴也是同學會，席間享用美酒佳餚。只見莊俊榮、康修、洪添福三位酒仙，整

晚逐桌敬酒，千杯不醉，

今晚算是小 case。而張金

郎連啃三個魚頭，獨領風

騷。餐會近尾聲時，季婆

婆示範甩手健康操，楊宣

皋也加入討論，可見保健

議題人人重視。晚餐結束

時，看到楊珊珊將春捲與

宮保雞丁打包，我問：準

備宵夜用？她回：給晚到

的馬忠芳與王緒國準備！

同學之愛在此顯現！ 

 

21:30 返抵凱賓斯基大酒

店時，從上海飛來的馬忠

芳與王緒國也剛到，熱烈

歡迎之聲響徹酒店大廳，畢業 43 年才在大連首次見到馬忠芳，令人異常驚喜！ 



 

第二天 8/24 (週六) 暢遊旅順 

6:30 到酒店對面比台北大安森林公園大五倍的勞動公園走走，在大門口見施會長

兄嫂運動回來，他倆真的早睡早起身體好。 

 

8:30 出發，蕭董說笑：轉述前海基會官員焦仁和的故事，話說有一男人得花柳

病，就醫，醫生鄭重警告：從今起不得同房！男曰：不行呀，我家只有這一間

房！醫生又曰：那就從今起不得同床。男曰：不行呀，我家只有這一張床！醫

生再曰：那從今起不得「性交」。男急曰：不行呀，我是「姓焦」呀！ 

馬班長報告：目前在上海有投資電子城及觀光墓園，生意尚稱興隆。 

王緒國報告：曾與楊儒林為同事，記憶猶新。目前服務的公司在重慶有投資，故

每月須出差。 

 

9:30 參觀日俄監獄，面積 22.6 萬平方公尺，走在陰森牢房，陣陣陰風宛如抗日

志士的魂魄在漂蕩。 

 旅順軍港：港闊水深，嚴冬不凍，北海艦隊基地。 

 203 高地：海拔 203 公尺，1904 日俄戰爭的主戰場。  

 勝利塔：紀念 1950 抗美援朝的歷史象徵。大夥四處拍照留念，不在話下。 

 

晚餐地點是許添火行前推荐的萬

寶海鮮坊。走進餐廳，郝書記與財

務經理、行政經理、王專員等早已

恭候；此宴席由郝書記作東，海鮮

味美、醇酒飄香，引吭高歌、賓主

盡歡，熱鬧氣氛更勝前晚的同學

會。 

 

第三天 8/25 (週日)早上逛遊大連，

下午前往北京 

8:30 出發，蕭董說笑：重慶市寸土

寸金，公寓高聳入雲，某一富商養

二奶，該女住 9 樓但無電梯，富商

每次爬完 9 層就體力透支實在無法攻頂。故奉勸有此行為者，尤其在重慶有投資

的王緒國，若有，事前千萬小心要探知大樓是否有電梯。 

 

遊覽車沿著風景秀麗的濱海公路前往風景區，沿途依山面海景觀奇佳的山坡上遍



立療養院。季婆婆疑惑地感嘆這些業主真的神通廣大，得此美地興建療養院，後

經導遊解釋此乃公司行號所投資興建的招待所，方才釋疑。 

 北大橋：貫穿大連海濱風景區的旱橋，三跨懸索橋，長 230 米寬 12 米，中

間跨徑 132 米，橋型新穎別緻。 

 老虎灘：係極地海洋動物館，因時間不夠僅觀賞亞洲最大的老虎石雕，虎雕

栩栩如生。 

 百年城雕：紀念大連建設 100 年，用百歲人瑞到老年、壯年、青年、少年、

嬰兒的腳印做成地面石雕，比喻一代接一代，生生不息。 

抵達勝利廣場時，許添火為自己的成果沿途意氣風發地導覽。許總，同學以你為

榮。這時看到走在最後的 CPA 謝金虎，被三位 DAMA 團團圍住，且親熱交談，

疑？豔遇嗎？  

 

15:00 到大連機場直飛北京，而馬忠芳與王緒國直飛上海，依依不捨地紛紛話別，

同學們「又送王孫去，淒淒滿別情」。 

 

17:00 北京出關；北京面積約台灣

的二分之一，3 千年前就建城，歷

經遼、金、元、明、清五代為首都，

經承辦 08 年奧運後，現在是國際

化大都市，是古老與現代結合的城

市。逛逛「王井府大街」，此街原

有一井供居民取用而成聚落乃得

名，現為觀光街，遊人如織，名牌

商品，琳瑯滿目。晚餐同時觀賞蜀

國演藝變臉秀，師傅變臉國技讓人

嘆為觀止。餐後夜遊三里屯酒吧街，

看看瞧瞧後，入住北京萬豪大酒店

且連續四晚。正門前面遺有一座碩

果僅存的明朝古城牆，每晚以古蹟

為伴，不幾秒就進入夢鄉。 

 

第四天 8/26 (週一)全日參觀 

8:40 出發，蕭董說笑：鄉下有一地名叫高潮村，某一男士搭公交車前往訪客，因

怕過站不停，乃每到一站則高聲詢問車掌小姐：高潮到沒？車掌小姐被問得煩死

了，答：高潮到了自然會叫 !哈哈哈！ 

 

早上參訪中國大劇院(又稱水煮蛋)、天安門廣場、紫禁城(故宮)：600 年歷史，有

9,999.5 間房間，圍繞 50 米寬護城河，10 米高的城牆，城牆內無任何樹木，乃防



怕人暗殺。因路程漫長且陽光炙熱，葉慶揚主動幫小軍拿導遊旗，同學鬧曰：居

心不軌，近水樓台！連續四個小時的行走與導遊小姐(小軍)的介紹，除一磚一石

皆是歷史外，吾輩爺爺奶奶老當益壯地走完全程，讓小軍肅然起敬。走過龍脈，

同學變成王爺與格格，從“出發囉”喊成「起駕了」! 王爺格格吉祥！  

 

 

中餐享用全聚德烤鴨，脆酥外皮油而不膩，滑嫩鴨肉與餅皮配食香甜麵醬，讓人

口齒留香別有一番風味。餐畢，康修立於二樓電梯口，一直不搭乘，問：何故？

曰：未見老婆跟來不放心！下到一樓，康嫂卻立在一樓櫃檯前，楊宣皋立即上樓

告知，康修乃下樓，康修兄嫂鶼鰈情深，感人肺腑。車上，小軍說笑：古時皇帝

上朝若時辰未到，會在主殿後的側殿休息，當時辰來到，會直接從主殿後門進入

大殿，這就是「走後門」的由來。而對不是北京人講北京話時，速度要慢，否則

「國家大劇院」說成「國家大妓院」，真的會貽笑大方！ 

 



下午遊逛天壇與景山公園，又是歷史典章與歷史故事互相揪扭，綿綿不絕。在排

隊參觀天壇的雕樑畫棟時，施會長突然驚嚇大叫：太太不見了！隨後幾位大阿哥

立即在隊伍前後急急尋找，

但未見芳蹤，緊張又耽憂！

等到從壇階下來到集合點

時，施嫂卻悠然地從五百

年樹齡的柏樹樹蔭下出現，

會長鬆了一口氣立即向前

熱情擁抱，鶼鰈情深又一

例，令人動容！ 

 

傍晚欣賞由張藝謀導演的

「金面王朝」水上秀。當

日雖非週末但仍是全場爆

滿。我團尊貴地坐第一及

第二排，倍享殊榮。此秀

以金色女王與藍色國王的

愛情故事為楔子，發展到

金色女王為保護臣民不受洪水肆虐，而犧牲自己祭拜水神的故事。此齣大型舞台

劇，集合舞蹈、特技、功夫等表演藝術，讓觀眾大飽眼福。尤其在舞台上，要設

計出噴射滾滾洪水且演員在惡水中載浮載沉的特殊場景，更是令人震撼與難忘。

當離開劇場行經廣場時，有一個 5/6 歲男孩遛雙排輪摔倒，珊珊立即上前扶起，

在昏暗夜色下像是金面女王與藍面國王的精靈在跳舞。 

 

第五天 8/27 (週二) 全日參觀 

從北京到八達嶺長城約 2 小時車程，車上：蕭董說笑：二匪持槍搶銀行，吆喝客

戶扒下，有一貌美浪女仰面扒下，姿態撩人，匪首喝曰：大爺今日劫財不劫色！

匪徒隨即搜刮而去，回巢穴擬算錢分贓，匪首曰：不急，看電視就知！電視新聞：

銀行被搶 8 仟萬！匪首立刻數鈔僅有 3 仟萬！他媽的！銀行污了 5 仟萬！ 

 黃本諒報告：昨天上傳大連旅順之旅遊照，Rita 及黃明添回函表示欣羨。 

 楊宣皋報告：曾與蕭成安同事，在美受訓時於雙子城碰面，實乃友誼長存。 

 楊宣皋說笑：某男招女開房，每親熱一次就下床休息，過 5 分鐘上床又生龍

活虎，連續炒飯 6 次，該女累垮也要下床休息，一看床下躺有 6 男。 

 施岳明報告：近期眼睛乾澀，看眼科，判斷由白內障變成輕微視網膜病變，

為免眼瞎，醫生囑咐：少看電視、電腦、手機等，這也是我未留 e-mail，帳

號及不回手機的原因。 

 



10:30 從山下搭纜車上登山口再爬八達嶺。此段長城路況陡峭，又逢細雨霏霏霧

氣濛濛，路面濕滑攀登不易。雖往返一趟約 40 分鐘，但人人無不汗流浹背。像

美鳳被許添火與季潔心又抬又扛才攻頂，下山已是嬌容失色，氣喘吁吁。毛主席

有句名言：不到長城非好漢，爬完長城一身汗，爬上長城心也酸，再來長城是笨

蛋！此言誠是！可惜當時雨霧籠

罩，雖然站在最高點的烽火台，

仍看不到塞外風光，有點遺憾。

約個把鐘頭後同學陸續回到登山

口集合，左等又等只欠葉慶揚，

膩友 CPA 奮勇再回八達嶺尋覓也

無蹤，在焦急氛圍中，蕭董手機

響起：我是葉...慶揚..在..山..停車

場…！好家在，沒有掉到塞外去！

大夥才忐忑地搭纜車下山到停車

場。如意連續撥打慶揚手機都不

通(事後才知葉的手機電池沒電)。

因公園面積遼闊，具有三個停車

場，如意只好包車與 CPA、導遊

去找尋。約個把鐘頭，一輛私家

車駛到遊覽車前，喜見葉在車內！原來葉健步如飛，誤闖下山路徑，竟走到相距

20 公里的後山停車場，人是英雄，錢是膽，葉花了 200 元包車而返。趕緊報知

蕭董，回到車上，CPA 深情久久摟抱葉，眼眶含淚，無言勝有言，同學之愛表露

無遺！ 

 

近午續遊明十三陵之一已開挖的明神宗墓，於地下 21 米處原棺槨古物已被紅衛

兵燒毀，如今只擺複製品。民間流傳，在地宮拍景不拍人；不覺背脊發毛。 

 

下午回北京車上，張金郎報告：每週打 Golf、練太極拳、跆拳道，身體還算硬朗，

靈修方面則常誦唸佛經，體會逝者已矣，來者未知，要活在當下！ 

 康修報告：醫學學名數千項，放下隨它就不會煩惱；快走與跳繩，攝護腺就

不會上身。每日沿新店溪健行步道快走 3 小時，百病全消。 

 洪添福報告：每三天早晨跑 4 百公尺 10 圈，再練練氣功，至今咳嗽感冒遠

離我；平日當「單親爸爸服務專線」志工，生活充實。 

 楊珊刪報告：受兒子刺激，於 57 歲在銘傳修畢行政類碩士，平日當環境衛

生志工，但家裏卻亂七八糟。 

 珊珊老公：自中航油輪船長下內勤，否則追不到珊珊；曾與張大方為同事。

希望 2038 年還能參加貴班同學會。 

 月鳳老公：於一銀副總退休，與康修是老同事，每年都會參加同學會。 



 

傍晚回到北京，順道遙望壯麗的奧運主場館鳥巢。晚餐時，包廂寬敞、備有舞臺，

像是辦喜酒處。飯前觀賞功夫表演，主角是張金郎，戲目是弓型抬腿健身操。此

操之效果可以降低攝護腺發生率及減少夜尿頻率。會長嘻曰：我的攝護腺已割除，

希望可以減少夜尿次數，也善莫大焉！ 

 

第六天 8/28 (週三) 全日參觀 

上車後，蕭董宣告：這兩天來導遊美女“小軍”服務親切，照顧周到，與同學打成

一片，乃特別聘為榮譽同學，並請會長頒贈運動帽一頂以為留念！贏得熱烈掌

聲。 

 小軍謝詞：能成為東吳大學 59 年級會計系的榮譽同學是我的榮幸。從這幾

天的相處看到各位同學的精神奕奕、樂觀又健康，我們這班 2038 年的同學

會若到北京召開，屆時我一定參加！言畢響起如雷掌聲！ 

 黃棟樑報告：膝蓋軟骨只勝一公分，走過故宮、天壇也不痛，連我自己也驚

訝。雙腳好壞，影響人生，我輩要注重保養身體。 

 季潔心報告： 6/1 辦妥兒子婚事後，無事一身輕，平日打打太極拳，健走新

店溪岸，早上看美鳳的 e-mail，下午看 andy、rita 的 e-mail，日子充實。年

底將當奶奶，我會請大家吃紅蛋。 

 謝金虎報告：首先聲明在大連所遇到 Dama，是她們因聽不懂台語而好奇訊

問我輩來自何處，僅作禮貌

的寒喧。而蕭董家有三個醫

生，一定會活到 2038 年，

也可以活到蕭家長孫的結

婚日。 

 

 北京南站：是亞洲最大的火

車站，係屬高鐵專用站，建

物宏偉，媲美機場。 

 前門大街：兩旁建物古色古

香，小吃雜貨任君挑選。北

京最早的有軌電車一路噹噹

作響，引人發思古幽情。 

 頤和園：前經英法聯軍又經

八國聯軍的破壞，建國後修

復。此園佔地遼闊，又是宮

又是殿，有碧波萬頃的昆明湖(原是一條小河，經人工挖鑿而成)，有老佛爺

燒香唸經的萬壽山(由挖昆明湖的泥土堆砌而成)，一花一木都是歷史，更是



「門當戶對」的考證處。走在長 800 公尺的畫廊裏，只見黃棟樑指出張飛戰

馬超的“挑燈夜戰”圖，三國專家實至名歸。                  

 首都博物館：建築宏偉，但所擺古物如陶瓷、銅器、玉器、書法、繪畫等乏

善可陳，另各展館的參觀動線雜亂，也是敗筆。 

 

晚餐在東來順吃涮羊肉，薄薄羊肉片涮一下高湯，滋味鮮美入口即化，我等大快

朵頤，真是名不虛傳。 

 

第七天 8/29 (週四) 全日參觀     

8:30 出發，張輝明報告：2006 年咳嗽不止，小診所醫生僅以感冒治療，因久治

不癒，經友人介紹轉台大看診，確定為呼吸道過敏，經對症下藥乃癒。奉勸同學，

若有疑難雜症，速找大型教學醫院為宜。 



                                  

 什剎海：指十幾湖泊相互連綿，源自元代塞外民族首次見到大河與運河，河

面波濤洶湧宛如大海而得名，如今是一條酒吧街。 

 三輪車遊胡同：古時水井多而名胡同。二人一車浩浩蕩蕩遊胡同，一路上古

蹟建物星羅棋布，巷弄蜿蜒曲折，真是柳暗花明又一巷，不禁令人懷古思情。 

 恭王府：前是乾隆愛監何珅的府

第，亭臺閣樓雕樑畫棟，宛如皇

帝所住。府內藏有世稱三絕(西洋

門、大戲樓、藏寶樓)與一寶(福字

碑)。兩層樓約一百五十公尺長的

藏寶樓中，所藏寶物等值大清帝

國十年稅收；尤其康熙大帝親書

的「福」字，何珅拓寫刻在石碑

上，而能與日月長存，算是功德

一件。 

 秀水市場：係六樓現代商場，乃

山寨版之手錶、皮包、毛草、衣

服、鞋子、玩具等的集中地，琳瑯滿目、貨色齊全，討價還價、不亦樂乎。 

 

16:00 前往機場 

 蕭如意報告：鄉下初戀情人因故分離，她後來遠嫁溫哥華，某年因公出差於

WALL MART 不期

而遇，她帶著兩個女

兒來採購，我趕緊給

小女孩各2佰美元去

買東西，經詢婚後情

形，她略有憂愁說尚

可，不過還是想念你！

害我又拿出2佰美元

給她買東西。回台，

太太查問我的6佰美

元出差費，我無言以

對！ 

 羅月鳳報告：前年發

現大腸息肉，手術後

身體虛弱，去年申請

退休，目前每週二與

退休員工到郊區爬爬山，身體逐漸好轉。 



 添福嫂報告：大陸建設突飛猛進，讓人大開眼界。我輩資深國民不要諱疾忌

醫，每年要實施健康檢查。 

 陳美鳳報告：這次同學會不是個人所為，是大家熱心參與而成，非常感恩！ 

 施會長報告：順利完成多年願望，盼明年有更棒的旅程。謝謝大家! 

 

傍晚五點抵達北京機場，托運行李後，蕭董考慮不讓同學挨餓，特別安排到機場

二樓享用豚肉拉麵。若是一般旅行團，領隊絕無安排此項，可見蕭董之貼心。 

 

過海關，下樓換搭電動車，連過四個航

站才到飛台航站，可見亞洲最大機場龐

大無比。 

 

20:50 起飛返回台北，23:10 進入國門，

出關上車到市區已是週五清晨 1 點。 

 

 

後語：畢業 43 年的豪華旅遊圓滿結

束，精神與物質的享受無與倫比。雖

然已過數天，耳裡仍在迴盪「西瓜甜

不甜」! 耶！ 

 

 蕭董，我班有你真好！  

                                         

徐振錕 記   201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