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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53週年1960班老人同學會
文／李 順

1960年畢業至2013年是畢業53週年，平均

年齡約80歲。本班有位同學的夫人是出名

的雞媽媽的媽媽（雞婆，台語，喜管閒事的

女人之意），在2013年年初，閒來無事突然

想起要替本班辦個同學會；地點選在台灣和

美國的中間點Hawaii，大家集合在Honolulu，

然後乘遊輪遊4個島1星期。當初很多人表示

有興趣，但後來一溜二溜，最後剩下8對16

人。台灣兩對：韓良誠，戴鐵雄。美國六

對：陳俊國，陳淵泉，陳友珍，郭哲舟，李

靝順，林秀三（以姓名ABC排序）。

2013年11月13日韓良誠從台灣到達，陳

淵泉從紐約，李靝順從新澤西到達；都住進

了五星級瀕臨Waikiki Beach 的Hilton Hawaiian 

Village；名為Village，其實是很多幢的高樓大

廈。

11月14日上午上述的6人參加了Oahu島

（Honolulu所在的島）的小環島旅遊。上午

戴鐵雄從台灣到達。下午一共8人就去參觀珍

珠港事變的USS Arizona紀念堂（是建立在同

1,177名海軍官兵一起沈沒的USS Arizona的上

面）以及珍珠港事變博物館。在博物館內韓

良誠發見了珍珠港事變之前日本派在珍珠港

的山腰上監視美國軍艦出入情況的間諜頭的

照片。這間監視美軍艦出入的間諜頭的房子

（也算是歷史物件）後來被韓良誠買到了，

現在租給人住。他說：明天要安排大家去看

此山腰上能一望珍珠港的房子。晚上去看了

一場魔術表演。

11月15日上午照原計畫由韓良誠的經紀

人帶大家去參觀在珍珠港山腰上的能一望珍

珠港全貌的間諜頭的房子。中午由大財主韓

良誠在“金ちゃん人壽司＂請客。下午8人參

加了Oahu島大環島旅遊。下午郭哲舟和陳俊

國也到了，變成一共12人。晚餐就由倪雨珠

在中國餐館請客。

11月16日就上船了：Norwegian Cruise 

Line的Pride of America。陳友珍和林秀三也

到了；全體8對16人都到齊了。我們和船公司

安排了晚上6時晚餐16人分兩圓桌。每天晚上

7:30到9:30固定有一房間給我們開同學會。早

餐是在船尾Buffet的地方；不約時間，但差不

多每天早餐大家都會碰面。晚上同學會的議

程是：

11月16日：戴鐵雄回顧同學會歷史。

11月17日：韓良誠醫學演講。

11月18日：陳友珍醫學演講。林秀三談經歷。

11月19日：陳俊國談經歷。郭哲舟談經歷。

11月20日：陳淵泉談經歷。李靝順講“黑白講

的聲樂學＂。拍團體照。

11月21日：太太們的講話。

11月22日：李靝順帶唱。

11月23日：早餐時再次互相握手互道珍重再

見；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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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旅程是：

11月16日：中午上船，傍晚開航。

11月17日和18日：遊茂宜島。

11月19日：船停大島東邊的Hilo，遊與火山有

關的各景點。

11月20日：船停大島西邊的Kona旅遊。

11月21日和22日之上午：遊可愛島。下午1

時：開航，船繞至可愛島北岸峻嶺風景極美

處由海觀山。船然後轉向向東回程。這次巡

迴各島之旅遊，由有華語或台語導遊的Green

旅行社策劃，比船公司辦的Excursions便宜，

大家都很滿意。

11月23日：上午9時以前下船，各奔回程。

總結這次同學會：雖然只有8對16人，但

大家都Super滿意，是一次極成功的同學會。

本班有戴文豪會寫遊記。所以以下我就

只寫我有直接參與的部分。應該都是很有趣

的。

11月20日：“黑白講的聲樂學＂。

這幾天聆聽了各位精彩的醫學演講或

者是輝煌的醫學研究經歷；今天我是要來做

一個另類的專題演講“聲樂學的研究＂；可

是我沒有正式學過聲樂，所以我的講題是：

“黑白講（台語，亂講之意）的聲樂學＂。

大多數的人唱歌是只有一種聲音，一種

唱法。我卻有好多種聲音和好多種唱法。要

練一首歌時都要先考慮要用那一種聲音，那

一種唱法。

以小提琴為例，弦是發音器，葫蘆腰是

共鳴器。人體是：聲帶是發音器，共鳴器卻

有好多種：胸腔，口腔，鼻腔，副鼻竇，前

額竇等等。很有趣的事是：從聲帶發出來的

聲音，你想把聲音送到那兒去共鳴，它就會

照你的意思跑到那兒去共鳴。以下的黑白講

主要是根據我的經驗，所以是講關於男聲之

事。

我要講的第一種聲音是低沈雄壯的聲

音。這是把聲音送到胸腔去共鳴。舉一個例

子是“Volga河的縴夫曲＂。俄羅斯的Volga

河的有些地段船是要靠很多縴夫的人力從岸

上合力用繩子拉的。曲子唱“E-hei yo-ho，

E-hei yo-ho，齊心合力所縴拉＂，要唱得雄壯

就要把聲音送到胸腔去共鳴，成低沈雄壯的

聲音。（示範）。假如把聲音送錯了地方，

譬如送到“娘娘腔＂的位置去共鳴，（示

範），船就拉不動了。

第二種聲音是普通的聲音：聲音從聲帶

發出以後就到鄰近的口腔去。這就是普通人

的普通唱法的聲音。

第三種是叫做副鼻竇（Paranasal sinus）

的聲音。把從聲帶發出來的粗糙的聲音送到

副鼻竇去共鳴；在副鼻竇內把雜音吸收掉，

就會變成比較柔和，比較清脆的聲音。這是

我最多用最常用的聲音。舉一個例子：鄧麗

君的“甜蜜蜜＂假如用普通的聲音唱是這樣

（示範），聽起來一點兒都不甜；假如用副

鼻竇的聲音唱是這樣（示範），聽起來就比

較柔和清脆甜蜜蜜地好聽多了。

第四種聲音是娘娘腔。聲音送到鼻腔

去共鳴就成鼻音。鼻音不大好聽，所以通常

不用。副鼻竇的聲音加進一點點鼻音就成娘

娘腔。舉一個例子是鄧麗君的“你怎麼說＂

（示範：我沒忘記你忘記我，連名字你都說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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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的共鳴是把聲音送到頭頂上前頭

骨裡的前額竇（Frontal Sinus）去共鳴。這是

職業歌唱家唱極高音或假聲時用的技巧。所

以我不會。

以上是講各種共鳴器的位置和所發出來

的各種聲音。

以下是要講唱歌的幾種唱法。

第一種唱法是普通唱法：這無須說明。

第二種唱法是叫做“講話調＂。唱歌是

每字或每句尾都要拉長才像唱歌。講話調是

每字或每句尾都把它切短，像講話，有點不

大像唱歌，但可以唱出特別的韻味。現在就

舉一個例子，台語名曲“相思雨＂：唱歌調

是“窓外雨水滴引阮心稀微～＂，講話調是

“窓，外啊，雨，水～滴，引，阮，心，稀

微＂。並不是每首歌都可以用語調。拿一首

歌出來，用講話調試試看；假如覺得有特別

的韻味，才適用講話調。

第三種唱法是叫做“哭泣調＂或“哭

腔＂。是把悲傷的歌，灌入感情唱得眼淚

都快要掉下來的程度，就是哭腔。例如名曲

“珍重再見＂：用普通唱法唱是這樣（示

範）；用哭腔唱法唱是這樣（示範）。哭腔

唱法的要領是：1.要有重者；2.要用顫聲；

3.表情要做痛苦狀。有位同學問我：我的哭

腔只是表演而已，或者是真的放進感情？我

的回答是：大多是表演，但偶而會真的掉出

眼淚。職業歌唱家或歌星都專注於唱出好聲

音，很少會唱哭腔。所以哭腔是屬於像我這

樣“黑白唱＂的歌手的領域。

第四種唱法是：“邊唱邊跳＂。我常常

表演的“舞男＂是跳Cha Cha，“甜蜜蜜＂

是跳Rumba。現在就來唱一首“甜蜜蜜＂跳

Rumba，當做我“黑白講的聲樂學＂的結尾。

最後要追加的一點是：要表演唱歌最重

要的是“要背歌詞＂。卡拉OK家眼睛盯在螢

幕上是唱不活的。

11月21日在可愛島旅遊時，導遊蔡小姐

還會兼司儀，車內就熱鬧起來。斷斷續續我

被拉出來表演幾次：

1. サシミの歌。原曲是日本歌北國の春（華

語歌榕樹下）。我忘了從那兒聽來的，但

最後經我修編成サシミの歌；是我們這一

輩懂日語又懂台語的老翁們才能欣賞的很

有趣的日本料理之歌：

“皆樣今晚は，サシミun（台語）わさぴ

味噌汁湯擱來―eもも燒ま（烤雞腿之意）

歡歡喜喜又擱笑BiBi（台語．笑瞇瞇）

茶碗蒸（好き燒き，吃飽嘸通（音M u 

Tan）隨返去）

擱來―e流（流浪吉他歌手之意），念歌跳

舞真趣味

啊！躺在（音To Tsai）たたみ，甲你馬殺雞

要（音Be）乎你爽整瞑（音Kui Me）。＂

2. 一人樂隊：我一個人要模仿四種樂器。

（第一個樂器：小喇叭）：比比誰的大

（第二個樂器：小鼓）：脫了褲子看看，

脫了褲子看看

（第三個樂器：大鼓）：通通

（第四個樂器，又回小喇叭）：一樣大

第一輪：我拉高嗓子專門模仿樂器聲

音。然後問大家，像不像小喇叭？像！像

不像小鼓？像！然後我說：樂器聲音裡是有

歌詞的，請大家仔細聽聽看。然後我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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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第二輪後問大家；大家還是沒有聽

出來歌詞。我只好表演第三輪，一句一句解

說了：小喇叭是比比誰的大。小鼓是脫了褲

子看看，脫了褲子看看。大鼓以後就很簡單

了：通通一樣大。80歲的老翁們應該是通通

一樣小了。哈哈！

3. 清唱台語名曲“望你早歸＂。此曲有一間

奏；間奏處我就插入我自己創作的台詞，

每次我念此台詞時都會引起聽眾哄然大

笑。現在就把這台詞寫出來如下：

“想起彼當時，咱（L a n）兩人，在

（Ti）彼個公園內，在（Te）甜甜蜜蜜。我躺

在（To Ti）草圃仔頂，你趴在（Pat Ti）我的

身軀頂。天頂有一粒月娘，光光在（Te）照

著你的腳倉。愛人啊！趕（Ka）緊返來我的

身邊！望你早歸！＂

光光對腳倉：有押韻；假如用華語說月

亮光光照著你的屁股，就一點兒情調都沒有

了。

4. 下車前循老班長的要求唱了“珍重再

見＂，感動了蔡導遊。其實在此車上只能

用“普通唱法＂的珍重再見；“哭腔＂的

珍重再見就留給船上最後的珍重再見了。

11月22日夜最後一次Meeting：

第一個節目是：昨天在車上唱了サシミ

の歌，回船後我把從家中帶來的歌詞一人一

張發給大家；意料之外，大家都非常地有興

趣。所以今天我就提議今晚的Meeting大家都

把歌詞帶來，把此歌練到每人都能單獨唱好

的程度，好回鄉後大家都能當歌王歌后大出

風頭引人哈哈大笑。

我把錄在iPad裡的“北國之春＂的伴奏接

上我帶來的Bose的小型Speaker，連續播放一

次又一次，開始是我帶唱，漸漸地大家都會

自己唱了。

第二個節目是我從Internet上印下來的一

篇“六十而不惑＂的文章，Copy給大家，由

韓醫師朗讀給大家聽。大意是：你臨走時什

麼都帶不走，所以你不必太節省，該享受的

要享受。不必對死後的事考慮太多，因為變

成灰的你對表揚與批評已無感覺。不必對兒

女的事考慮太多，休為兒孫做馬牛。孝順的

兒女有孝心，但工作太忙幫不了你。不必留

錢給兒孫。你的錢財兒女認為給他們是天經

地義。兒女的錢卻不是你的錢，你要從他們

要一毛錢也十分困難。你不要和別人比名利

地位，兒孫有無出息等等。要比就比誰活得

更愉快健康長壽！你無力改變的事就不必太

操心。快樂要千方百計去尋找，天天過得高

興幸福！

我對此篇文章感覺興趣是因為：臺大醫

學院校友姚醫師的太太一向主張錢要給兒女

要趁早給，他們才會感謝你。你仙逝以後才

給他們他們不會感謝。但據我觀察：你把錢

給兒女，他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無論是

何時給或給多少，他們一點兒也不會感謝；

你有事要他們幫忙，就是芝麻小事，他們

也不會欣然幫忙；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勉強

幫忙，一點兒也看不出一大筆錢給他們的效

果。他們有困難時給錢；不然錢就留著自己

做將來住養老院之費用吧！

第三個節目是：我唱一首藝術歌曲“死

神與老人＂。這是我為這一次同學會準備要

唱的唯一歌曲。這一曲是已經醞釀多年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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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敢唱的曲子，深怕得罪了死神。但現在

我已81歲，什麼都不怕了。這首歌的原曲是

Schubert作曲的“死神與少女＂；曲子很短只

有1分30秒，一下子就唱完了；可是卻被評論

為天下不可多得的名曲。死神的主題也單調

無比，一直是la, lala, la－，顯出死神恐怖的氣

氛。Schubert本人也得意洋洋，把此主題採用

於他的弦樂四重奏“死神與少女＂的第二樂

章當主題。

此曲開始是：死神慢慢走過來。老人

看到死神尖叫：“快滾開，快快滾開，你

這暴歹死神，我還健康，快滾開，別靠近我

身邊，別靠近我身邊！＂然後是死神把老人

抓起來抱在懷裡：“把手伸來，老人多麼健

康。我是好意不會傷害你，平心靜氣，不要

恐懼；快靜靜安睡在我懷裡＂。然後是死神

慢慢走遠。

上述Under Lined的三句健康、老人、健

康，改為年輕、少女、美麗，即是原曲“死

神與少女＂。老人或少女的部分用副鼻竇的

聲音唱，死神的部分是用胸腔共鳴低沈的聲

音唱。

第四個節目：是要唱“珍重再見＂的時

候終於到了。我發了歌詞的單子，好讓大家

一起唱。然後我就用“哭腔＂的唱法開始領

唱：

（一）綿綿密密的灰雲堆滿山頂，籠罩著那

山頂上的樹林

那山谷中吹來淒涼的野風，激動起我

們的別緒和離情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　親愛的朋友　

離別就在今天

從今以後　到下次相見前　我們將感

到心酸。

（二）離情別緒都在腦海中縈迴，不能忘的

往事歷歷如繪

你是我生唯一知己的朋友，你我間的

友情將永遠不渝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　親愛的朋友　

離別就在今天

從今以後　到下次相見前　我們將感

到心酸。

唱到最後眼淚真的都要掉出來了。然後

大家握手道別，後會有期！

關於下次同學會的我的一點點小意見：

偶然在報紙上看到南投縣溪頭自然教育

園區的神木區，1 cc的空氣裡約有45萬個負離

子，全台森林中屬一屬二。負離子或森林氣

公認是對健康很有益處的“氣＂。

現在同學們都漸漸老了；很多同學都有

種種慢性疾病等問題，但嘴巴卻老當益壯，

坐下來開講幾個小時都講不完。所以我提議

同學會不必旅遊，選溪頭或類似的渡假村住

下來3夜4天（半天，整天，整天，半天）或

更長；可做森林散步，自由開講，或排時間

醫學演講，專題演講，卡拉OK，大家來合

唱，大家來跳舞等等。

同學會很有趣，但主辦人卻相當辛苦；

乾脆委託旅行社去辦。Committee決定大綱以

後，把e-mail名單交給旅行社去發通知。不

催，自由報名，自由參加。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國新澤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