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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兒彎彎
導讀 陳大道中文系副教授
《月兒彎彎》是一部描繪美國唐人街王姓家
族祖孫三代移民的長篇小說。縱使問世已近40
年，仍具時代意義，因為「留美」仍然熱門，
「綠卡」持續吸引全球移民。另一方面，當年
臺灣留學生小說──例如，於梨華《又見棕
櫚、又見棕櫚》以臺灣「留美不歸」的青年男
女為主角，《月兒彎彎》則選擇廣東（香港）
「舊僑」為對象，頗有引為借鏡的意義。

1960、70年代留學生小說常見情
節，包括思念故鄉、愛情破碎、
打工受苦……環繞所謂「失根」
（uprooting）訴求。然而，1962
年留美的雲菁很快地選定以「移
民」為主題。這樣的轉變，除了
與她個人風格以及皇冠出版社編
輯走向有關之外，或許也受到她
的婚姻影響─她的僑生丈夫在臺
灣完成醫學院教育，輾轉取得
美國醫師資格、開始執業，換言
之，雲菁生活穩定，沒有遭逢一
般留學生常見的困擾。雖然如
此，雲菁早年作品透露對於舊僑
社會的極度不適應，直到她離婚
再嫁，才以比較冷靜的心態，撰

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

寫美國華人故事，其中尤以大河
小說《月兒彎彎》最具企圖心。
《月兒彎彎》描述唐人街一家
生意鼎盛餐廳的創辦人──「王
大立」與「林友文」鐵路契工伙
房的出身背景。廿世紀初，他們
透過美金匯款與廣東台山故鄉緊
密聯繫：已婚的大立匯款養育故
鄉妻兒，未婚的友文匯款迎娶新
娘。友文早逝，留有一子，遺孀
成為大立情婦，蒙在鼓裡的大立
髮妻，嚴守大立栽培長子讀書的
交代。奈何時局動亂，長子一事
無成，全家經濟仰賴大立的美金
支票。大立晚年病入膏肓，由情
婦作主，將四十餘年未見的髮妻

與家人接到美國團圓，大立身邊
的「二媽」，終於曝光。王、林
第二代爭產結果，王家取得補償
金、退出唐人街，幸而，王家在
臺灣習醫的孫子抵美開業，家族
經濟終於有了靠山。
《月兒彎彎》與雲菁實際生活
的重疊度有多高？並不重要。這
部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應是以
前人移民的血汗經驗，啟迪讀者
的人生智慧。小說主角們豪情地
「匯款回鄉」，配合「越洋婚
姻」、「單親家庭」、「親子衝
突」種種情節，在儼然成為僑鄉
的臺灣，重複上演。

◎日文系校友李靖惠執導＜麵包情人＞講
述安養院看護的故事，得到韓國釜山影展
發行獎及亞洲女性電影首獎，3日將於絕
色影城舉辦首映會，5日正式上映！
◎機械系校友金門酒廠總經理吳秋穆接受
天下雜誌505期訪問－金門酒廠／偶像劇
包裝，挑戰大陸茅台。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6日將前往金門舉辦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第8屆第2次年度會員
代表大會」，將頒贈卓越校友獎章，另舉
辦淡江之夜，由金門校友會作東，宴請校
友代表，目前報名已逾130名！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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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李鎮亞）

忘了展翼的天使

工程研究中心

校

文／施雅慧、黃宛真採訪整理報導

緣起：在臺灣並無高樓林立的1980年代，尚無風力工
程研究的需求，國內對於風工程的研究技術也尚未成
熟，本校即已踏入了風場特性評估之研究，成為國內首
創以「風洞實驗」進行大氣邊界層特性研究的單位，播
下本校「風工程」研究的種子。20多年來，歷經前人的
奠基，現由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鄭啟明帶領，團隊有16
位研究員及教師，堪稱國內首屈一指的「風工程」研究
團隊。
「風工程研究中心」隱身在本校建築系
旁，擁有國內大專院校中數量最多、最完
備的風洞設備，研究主軸有兩個層面：
「學術研究」及「工程業務」。「學術研
究」及「工程業務」。
一、學術研究：風力規範、e-wind、實場量測、CFD流
力計算。
團隊聯合開發兩套專家系統：以風洞實驗資料庫為基
礎之高層建築設計風載重專家系統、以風力規範為藍本
之建築耐風設計專家系統，供國內外學者使用參考。
e-wind可定義為在網際網路上提供風工程分析、計算及
服務所需的資訊科技、程序步驟和運作方法。計算風工
程（CFD）與實場監測的研究能量持續增進中。學術研
究的成果用以進行相關工程業務，以獲得的利潤協助學
術的研究。

主軸
應用

這座風洞，是目前風工程研究中
心最大的風洞，多數大型實驗皆用
它來做實驗。（攝影／李鎮亞）

二、工程業務：
透過業界風洞模擬案與業界合作，以研究中心的成果
來提供工程業務服務，而特殊案例也可作為學術研究的
素材。在鄭啟明帶領下，結合多位土木系、水環系等校
內外教授的專長，從事與「風」相關的研究應用，包括
風力對各類建築工程及結構影響、大氣環境研究、風能
開發。曾參與的建案包含臺北市政府廣場雙子星、市府
轉運站及臺北大巨蛋等，皆製造等比例的模型，供風洞
模擬實驗。

歷程
成果

走入風工程研究中心的
模型收藏室，彷彿來到一
個縮小的地球村，裡面擺
滿了各國知名建築物的等
比例模型，從美國雙子星
大樓到高雄地標85大樓，精緻的壓克
力模型都是研究後留下的成果之一。

成立期：1980年代
成立「風洞實驗室」
◎研究重點：1980年代初期，本校航
太系教授簡又新與建築系教授陳信彰
執行林口新市鎮開發的風場特性評估
研究，首創我國以風洞實驗進行大氣
邊界層特性的相關研究。
◎成果：1980年代後期，土木系教授
鄭啟明與水環系教授盧博堅接連到校
服務之後，開始了淡江大學風工程研
究的長期發展。

未來
展望

2002年
成立風工程研究中心

奠基期
1990年至2000年
◎研究重點：1990年代中期，在水環
系教授江旭程與教授許中杰的支持之
下，使用委託計畫案的經費，建造一
座適合風工程研究的大型邊界層風
洞，成為淡江風工程研究的主要設
備。1998年更名為「大氣環境與風力
工程研究中心」。
◎成果：一、透過學術交流與互訪，
風工程研究中心與國際上近20個風工
程研究機構建立起良好的雙邊關係。
二、進行大型研究計畫，風工程研究
中心逐年添購研究設備，強化研究能
力，站穩了國內風工程研究的領導地
位，研究能量也媲美國際上多數風工
程研究機構。

◎研究重點：2012年因應國家科學委員會
推動之「提升私立大學校院研發能量專案
計畫」，遂由王人牧、林堉溢、吳重成、
張正興、鄭啟明（土木系）、盧博堅（水
環系），李世鳴（航太系）等七位工學院
教師，與高雄大學教授陳振華與建國科技
大學教授陳若華組成跨校際之風工程研究
團隊，正式成立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中
心。
◎成果：近年淡江大學風洞試驗室已成為
國內工程界委託相關案件的首選。每年由
穩定數量工程案件的盈餘可以回饋相當金
額供風工程研究中心聘任專任研究人員、
添購研究設備、支持基礎研究、協助國內
外學術交流、提供研究生獎學金等。

一、培育新世代並更新研究設備。
二、提升實場量測與計算風工程／計算流體力學（CFD）的研究能量。
三、投入針對「暴風」的研究。

風工程研究中心將在本學年開始針對
兩座使用年齡較長的邊界層風洞陸續更
換風扇及動力系統，提升風洞性能。
期待在短期內，年輕化的風工程研究團
隊，帶著更新的研究設備與更全面性的
研究能量，展開風工程研究的新紀元。
除了持續增進風洞試驗能力之外，研
究團隊近年來積極的提升風工程研究中
心在實場量測與計算風工程（CFD）的
研究能量。實場量測的重要性，在於它
是走出戶外的實地量測，相較於風洞的
室內實驗，研究數據更為難能可貴，但

是難度也相對提升，其研究經費的增加
與技術理論的加深，亦需要的人力與經
費的投入。「計算流體力學」的研究，
是風工程團隊近期發展的主軸，它是以
電腦模擬流體通過物體所產生的各種現
象，以取代部份的風洞功能。「計算流
體力學」是一套補足風洞實驗不足的方
法，主因在於風洞實驗是屬物理模擬，
沒有完整的理論模式，這使風洞在面對
複雜問題時，無法有效提出解決方案。
然而「計算流體力學」可以節省風洞實
驗時間，得到初步風場分析的資料。

風工程研究中心團隊人員：主任
鄭啟明（右一）、土木系系主任王人
牧（左一）、教授吳重成（右二）。
（圖／風工程研究中心提供）

文／鄭啟明、羅元隆

我們風工程研究中心座落在校園
較外圍的角落，即使外界對我們也許
有些陌生，我們團隊對於風工程是有
感情的，中心外觀是不起眼的鐵皮建
造，甚至到了大半夜11、12點，依舊是

們正從事無數風洞的實驗，企圖將大樓的建造
與四周安全，設計為最符合人類居住的環境。
我們的團隊，早於1980年代即開始研究風場
特性的評估，首創我國以風洞實驗進行大氣邊
界層特性的相關研究。近年，透過爭取國科會
大型研究計畫，逐年添購研究設備，強化研究
能力，站穩了國內風工程的領導地位。例如與
世界接軌的「華人風工程」，是由我們團隊發
起的國際風工程學術研討，我們邀請全球的華
人來台，針對風工程的研究、設計與發展，進
行跨領域的學術發表。對我們而言是一大進
步，讓我們更有自信在研究上，有朝一日與國
際平起平坐。
目前人才斷層與研究產業「質」的不足，依
舊是我們憂心的難題。學生的求知慾不積極，
面對風工程領域是一較深層的理論架構與實務
經驗，學生多所畏懼並轉換領域，招募優秀新
血的難度逐年提升。再者，國內的建案產業
中，大型建物與橋樑數量並不多，這使得風工
程研究能參與的深度有限，無法與國際相比。

近身接觸 著迷未知領域
德文四

范于真

2011年9月5日我前往德國波昂大學，展開在德
國的留學生涯！波昂大學為外籍生規劃了一個月
的銜接課程。課程首先依實力分14個班，級數愈
高，實力愈佳。我被分配到第13班，班上的同學
大部分都非亞洲人，因此有很多機會練習德文。
這一個月中，德文程度突飛猛進，自信也隨著所
熱愛和專長的德語優勢而提升。我總是告訴自己
要出去多參與活動，認識新朋友和體驗不同的文
化，以免習慣窩在熟悉的環境。來這裡，我真的
做到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能通過DSH（德國大學
德語入學考試）的原因─抓住各種使我能成長的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中秋節 Ｍid-autumn Festival（或Moon Festival）
2.月餅 moon cake
3.柿子 persimmon
4.柚子 pomelo
5.烤肉 （n. & v.）barbecue
6.嫦娥 Moon Lady
7.玉兔 Moon Rabbit
8.油膩的 greasy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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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流體力學」雖是未來研究上不可
或缺的方法，但現今國內電腦的速度與
流量，仍不足以支持龐大的數據計算。
鄭啟明表示，即便如此，我們仍持續累
積經驗，期待「計算流體力學」在風工
程領域研究上，比別人早一步，站穩在
起跑點，等待下一波的革命。
「暴風」是指瞬間產生的風，在實驗
中變數較多。風工程研究中心本學年聘
請對「暴風」多有研究的土木系助理教
授羅元隆加入，也期望未來團隊能購入
「暴風」研究的相關設備。

天道酬勤 專家系統終獲國內外工程師肯定
燈火通明。然而，在機械聲聲作響的當下，我
「天道酬勤」是我們團隊的精神，也是我最

這些模型，是依照建築物設計圖等比例縮小製成，
主要用以量測目標物表面風壓。（攝影／劉代揚）

機會！
我很幸運地申請上波昂大學的接待家庭
計畫！我和接待家庭每個月見面1次，每
次都會到「德國父母」的家中餐敍，再去
參觀博物館或是小鎮。我非常珍惜跟德國
父母相處的時光，也很享受坐在他們車上
與他們一同討論社會問題，比如：幼兒照
顧、老人安養問題等等。這也是為什麼我
的口語表達能夠相當流利的原因，我認為
學好語言能力一個重要關鍵是，要循著語
言的邏輯思考方式去使用它。
在德國每學期平均修14個小時的課，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經貿德文」與「國
家概況」。過去我對工商業完全不感興
趣，然而，一開始上課，我竟然著迷了！
原來人民、公司行號與政府是如此密不可
分地聯繫和運轉，若是任何一個環節走偏
了，整個精密的結構就可能會瓦解。每當

態

德文四范于真（中）與德國接待家庭父母，每
月聚會分享生活點滴。（圖／范于真提供）
教授在課堂上拋出問題時，剛開始我總是毫不
猶豫的舉手，陳述我認為無懈可擊的答案，但
是教授總能反駁我十之八九的回答，並讓我們
去思考要如何阻止不公不義的事件發生。這門
課讓我對商人改觀，並感到尊敬，因為他們才
是那些願意花時間促進繁瑣社會關係的人物。
我選修「國家概況」的教授，號稱是最嚴謹，
最像「傳統德國人」的老師！令我最痛苦的

喜歡的一句話。意即：努力就有回報，以此精
神，我們正一步步在前進。很慶幸，我們是團
隊，這是很大的特色，因為相較他校僅是1至2
人在研究，我們有7位老師，各專精於高層建
築、橋樑工程、結構控制、電腦輔助設計與數
值流力模擬，也因此我們總能激盪出更多的學
術能量，進行更多層次的突破。舉例來說團隊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AI, Expert System）的研
發，將風工程研究成果透過電腦化與網路化，
讓設計者更便於使用。我們部份研究成果透過
網路化的專家系統，提供國內外工程師高樓耐
風設計的資料庫資訊與相關服務。不僅在國內
有數百位工程師註冊使用，也有來自國外的使
用者，這在今日國內的風工程學術研究中，是
少數能享有的榮譽與肯定。
我們計畫將既有的研究成果和外面的顧問公
司合作，爭取符合研究能量的發揮，藉由風工
程中心的學術與研究經驗，進行更多的交流與
實質的運用。

是，她竟然將上課85%的重心放在政
治方面。這門課讓我感觸很深的是，
美國人對自己國家是如此的了解。每
當教授說明德國的情況後，美國人總
能及時參與國對國優缺點的討論，而
我總是想了半天還不知臺灣對於這個
事件所秉持的態度。因此我下定決心
改變態度，做一個真正的臺灣人，我
上網查詢，與父母討論…等。我的教
授在學期最後一天跟我說：「于真，
你很特別，不像以往的亞洲人，總是
人到口不到。你上課的參與度也讓我對
台灣有更多的認識。謝謝你！」當下是
我在德國最快樂和驕傲的時刻！
經過這一年的學習，我驚嘆自己能力
遠比想像中好。出國前，叔叔阿姨們總
是說：「出去能增廣見聞。」我當時很
不以為然，待在臺灣就不能有國際視
野？現在我懂了，當我只待在臺灣所見
所聞，約莫只有在亞洲適用。因此要離
開熟悉的環境，才能跳脫既有的思維。

園 無礙

作者／俄文三陳奕先

「匡噹！」一聲，便當盒摔
落地面，巨大的聲響伴隨著散
落一地的飯菜，教室裡所有的
目光都集中在吃力倚著桌子的
女孩身上，老師急忙走過來，
輕聲責備道：「品銘，不是要妳別走來走去的
嗎？妳看，便當被撞倒了。」
女孩扶著桌子，踩著搖晃的步伐，有些狼狽的
坐回自己的位置，當時還只有小學五年級的一干
孩子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猶豫著是否該協助
清理一地狼籍。我不知哪來的衝動，率先抓起一
個塑膠袋幫著老師將地上染了塵埃的飯菜撿起
來、丟入廚餘桶，一旁的同學們見了便也紛紛跟
進。
此後兩年，扶品銘走路就成了我的工作。說
「扶」，其實是品銘將手搭著我的手腕當作施力
點，藉此前行，她是一名腦性麻痺患者，當要換
教室上音樂課或電腦課時，我跟另一名同學就成
了名符其實的「護花使者」，一人拿著三人份的
課本和鉛筆盒，另一人就與她相偕而行。
品銘的母親將她照顧得很好，她如常人般讀
書、寫字，僵硬的手指寫出來的字跡卻比常人好
看，她也如一般的十一歲小女孩一樣，被稱讚了
會害羞一笑、心情不好會癟著嘴鬧鬧脾氣。那時
小學生訂便當吃桶餐，每到中午，我便拎著兩個
便當盒替她打菜，她纖瘦的身體塞不進太多的食
物，兩個便當的分量常有些差距，有一段時間我
都懷疑，是否我的胃口太大，而不是她的胃像小
鳥兒？
老師和同學都與品銘相處融洽，並不因她的殘
疾而有太多的特殊待遇，我想，品銘也希望如此
吧？活得自信非凡，和一般人沒兩樣。至今我
還記得那份搭在手腕上的重量，好似提醒著我，
有一個人將信任放在我手上，我該溫柔、細心以
待，讓她在人生路上盡量走得平穩順暢，就算踢
到石子，也有人扶一把，使她不至跌倒受傷。
母親的職業是一名居家看服員，平日到各案主
家依需求處理家務、清掃、烹調餐食，案主多為
行動不便的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工作內容看似簡
單，其實更多的時候，是給予陪伴和安慰，沒有
樂觀的個性和堅強的心理建設者還真不能勝任。
媽媽照顧阿珠兩年多了。由於阿珠媽工作繁
忙，阿珠三個月的時候發了一場高燒，延誤就
醫，從此失去了視力，除此之外肢體顯得不靈
活，學習能力也比常人差，阿珠媽本來心存希望
地送阿珠去上啟明學校，但阿珠不同於許多後天
失明的人，她幾乎是在還不懂得這個世界的色彩
繽紛前，就陷入了黑暗，因此，她本能的懼怕熟
人聲音外的一切聲響，聽見打雷時，她會嚇得大
哭；收音機放廣播時，她也覺得驚恐，更遑論接
受嚴格的學校教育了，恨鐵不成鋼的老師時常施
以打罵，於是阿珠更加怯於學習，不斷的往自己
內心裡的保護殼中縮去，阿珠媽沒有辦法，只能
將她帶回家自己照顧。
「上輩子做了錯事，這輩子才這麼辛苦。」阿珠
媽無奈而平靜的轉述多次求神問卜的結果。阿珠
已經四十二歲了，長期坐在椅上使她顯得臃腫肥
胖，銀白摻雜的髮絲倍顯老態，四十多歲的人倒
似六十歲了，因為不會自己咀嚼食物，飯菜都得
靠年邁的阿珠媽切得細碎才能吞嚥，一生相隨的
母親骨子裡極為硬氣，就算腰也彎了、背也挺不
直了，自己的女兒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守護下去。
阿珠極愛說話，媽媽和另一名家服員林先生到
阿珠家服務時，她都會喊著：「小姐！妳來囉？
妳吃早餐沒？」知道阿珠很喜歡林先生，媽媽有
時會逗她:「還沒啦！我等下要跟林大哥去喝咖啡
啦！」她就會顯得焦急：「喝咖啡？不要啦！林
大哥還要上班欸！」
儘管看不見，畢竟仍是女人，對長期相處的男
人仍抱持著少女心性，雖然阿珠能夠戀愛結婚的
機率並不高，但這點甜蜜，就令她相當滿足。
老天可能想補償阿珠一點什麼，給了她一副好歌
喉，時常哼哼唱唱聽過的老歌，倒也怡然自得。
生命就像一張五線譜，或許身障朋友演奏得不是
輕鬆愉悅的快樂頌，但在殘疾壓迫下所譜得命運
交響曲卻更加澎湃激昂，只要還能唱出一個樂
音，終究有許多人會為他們的堅韌而鼓掌。
走在校園裡，常能看到牽著導盲犬的盲生或奮
力推著輪椅的同學，他們盡全力爭取自己受教育
的機會，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幫助他們，在前
頭有車經過時，出聲喚住看不清路況的同學，在
輪椅卡住門檻時上前為身障生推一把，走出校園
後，也不忘留心周遭，我們花一點心思留意，就
能免除身障人士的危險，世界上仍有許許多多個
品銘和阿珠，他們是天使，在入凡塵時忘了展翼
而受傷，人人皆有自己的際遇和故事，在社會各
個角落上演著，請一同作他們的眼睛和腳步，讓
陽光的金光燦爛，也能射進他們的心中。
（文／盲生資源中心提供）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9.口感（嚼在口中的質感）texture
10.獨一無二的 unique
11.傳說 legend
12.致癌的 carcinogenic
二、請填入適當英文，並「必須」大聲唸3遍
1.中秋節很好玩。
The _____ ______ is ______.
2.有些人覺得月餅太甜太膩了。
Some people think that ____ ______ are too sweet and ____．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3.柿子有一種特殊的口感。
_____have a ____ _____.
4.嫦娥和玉兔是中國傳說中的角色。
The ____ ____ and the ____ ____ only exist in _____ ____.
5.我們常在中秋節烤肉。
We usually _____ on the ____ ____.
6.烤過的東西可能會致癌，不要吃太多。
____ ____ may be ____. Don't eat too ____.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三、答案
1.Ｍid-autumn Festival , fun
2.moon cake , greasy
3.Persimmons , unique texture
4.Moon Lady , Moon Rabbit , Chinese Legends
5.barbecue , Ｍid-autumn Festival
6.Barbecue stuff , carcinogenic , much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12/9/28 下午 06:3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