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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期間，堅拒排我會籍的議案，因為

我國是發起國。如今，這個中心照常運

作，我國的中國回教協會與中國的回教

文教基金會都是會員。

二是提供中國回教協會青年獎學金

到利比亞研讀宗教與語文。這是我國中

斷埃及獎學金後，利比亞與沙烏地阿拉

伯是二大中國回教青年留學國，政府遷

來台灣後，是培養我國外交與語文教育

的人才庫。

三是台北新生南路台北清真大寺落

成，利國國王慨贈禮拜大殿地壇和水晶

吊燈。

四是台灣桃園龍岡清真寺改建，

利國捐一筆款，得以完成停工多時的工

程。這是新政權的持續作為，得力於亞

太宣教中心副主席澳洲醫生王爾勵博士

從中促成。利國成立宣教會，秘書長夏

利夫深得格達費的信賴，奔走國內外，

執行格達費的宣教政策。

格達費發動不流血政變

很不幸的，歷史重演。1969年9月1

日青年軍官格達費發動不流血政變，推

翻易得利斯王朝，取得政權。

格達費建立利比亞阿拉伯社會主義

人民合眾國，解散議會，逮捕閣員，利

王則仍走老路，選擇埃及開羅定居，每

月接受利比亞新政府的生活津貼，這真

是戲劇人生。

易得利斯國王何以這樣輕易就轉往

埃及？這是因為埃及與利比亞領土不可

分，利比亞、埃及部份稱西部沙漠，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發生過激戰。（作者

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

法國分會活動報導

法國分會2013年3月31日中午假巴黎101 
TAIPEI小館(48, Rue Gay-Lussac, 75005, 
PARIS)舉辦餐敘。同時由邵榮仁會長頒
發第三屆「熱心會務狀」，計有羅健武、
費冠仁、梁子漢、陳世明、徐清靈、徐錫

僑生回國求學甘苦談
▓蘇玉珍

1949年5月，隨著荷蘭駐上海總領事

館的撤僑行動，慌忙中，我和哥哥弟弟

趕到碼頭集合，搭上荷蘭郵輪「芝加連

卡」號離開上海，回到了印尼棉蘭。

不久，上海淪陷，同時中共在東

南亞地區進行統戰，大肆宣傳新中國的

好處，並揚言要在短時間內解放台灣。

父親堅持我們必須繼續念大學，他說：

「政府到那裡，我們就到那裡，要念

大學，不是廣州，不是香港，而是台

灣。」

要到台灣念書？親朋好友都說我父

親是不是頭殼壞了？因為「台灣很窮，

老百姓三餐都吃不飽而吃香蕉皮，歡迎

海外華僑返回祖國共同建設新中國。」

這是中共在海外宣傳的重點。

拜訪傅斯年第一位台大僑生

父親堅持自己的想法，帶著我兄

妹兩人來到台灣，1949年夏天，我們先

到香港，再設法申請入台證。對入台證

的手續毫無頭緒，便到處打聽，請人幫

忙，尋找各種管道，還是要在香港等了

三、四個月，拿到入台證時已經十月，

各大學都已開學。因政府遷台不久，那

個時候的僑委會，教育部對於僑生回國

升學都還沒有任何召考入學的辦法。我

榮、符如梅、石瑾瑜、陳乙江、李湄、陳
慧芬、沈珍明、林麗芬、歐陽明、林華桂
等十五員。現場氣氛熱絡，對會務活動交
換意見；最後大家合影留念。（編輯室）

▲蔣中正總統伉儷接見國家女子籃球隊，攝於民國40年代，後排最高者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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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想進台大，於是便大膽地自己直接

去拜訪傅斯年校長。

也許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裡，

我的反共愛國精神感動了校長。雖然招

生考試已經過了，但他還是開了特例，

當場給我單獨在校長室考試的機會並親

自評分，送教育部審核。這段時間我先

返回印尼，後來接獲教育部的通知，於

1950年來台就學。我成了台灣光復遷台

以來第一個自海外回台求學的僑生。

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我一生中最

重要的部份，我努力於外文系的學業，

也享盡了同學的友愛，那個時候國家沒

有錢，老百姓也不富裕，每個月僅三十

元的伙食費，一天三餐，一餐一塊錢，

每餐只有一碗沒有油只有水的蔬菜和糙

米飯的日子是清苦的，物質上雖然有欠

缺，但大家都能以共患難的精神與國家

共渡時艱，也因為這樣，這四年大學生

活的磨練使我更茁壯、更能適應任何環

境，對於我日後數十年的記者生涯有很

大的幫助。

　　在台大的日子裡，我曾激動地為社

會運動全力付出，為學校在運動場上爭

取榮譽，更曾為國家，在亞洲籃球運動

上爭光。

組軍中服務團金門前線勞軍

1952年，政府有鑑於前方士氣低

落，希望能由大專院校的學生組成軍中

服務隊，利用暑假前往金門、澎湖，與

前方戰士共同生活，娛樂、學習，讓他

們更有尊嚴，士氣更高昂，來捍衛中華

民國。

學校採自由報名的方式，我們一團

共90人，因為那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

女同學只有十幾位，也許是因為我的熱

忱和活力，我被選為總隊長。

我們8月1日從基隆乘108號登陸艇出

發，個個精神奕奕，滿懷熱忱和興奮，

準備為辛苦的忠勇將士們服務。

到了金門才發現島上連一棵樹都

沒有，雖然烈日當空，還是得馬上展開

工作。從這個營到那個營，再到另一個

連，我們在大太陽下唱歌、講笑話、教

他們跳土風舞、表演口技，戰友們真的

樂極了。因此「陌生」兩個字已不在我

們之間存在，我們一塊兒玩遊戲、賽籃

球，最有意思的是做遊戲，不管誰做錯

都要被罰表演，那些平時雄糾糾，氣昂

昂的「丘八」（阿兵哥），拿起槍來一

點也不含糊，輪到自己表演時，卻羞怯

得直往人背後躲，越是躲，大家喊得

越厲害，好不容易推推拉拉才出來唱兩

句，大家大叫大笑快活得很。

所有的活動都在戶外舉行，連吃

飯都在戶外蹲在地上，所以一個暑假下

來我們都曬得脫了皮，一層又一層，皮

膚變得又紅又痛，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

的。

由於政府提倡綠化金門，六十年後

的今天，金門已有千萬株樹，都是那些

防衛前線的阿兵哥一棵棵種出來的。如

今，金門已經美得像一座公園，開放觀

光以來，已成了民眾最愛的觀光名勝之

一了。

吃飯的時候大家邊吃邊聊，上至國

家大事，下至各人的生活情形，他們像

碰到親人一樣，什麼都講給我們聽，最

後也許會問：「你是哪裡人呀！」

「湖南。」「哎呀！我也是湖南

人哪！」這一來立刻可以找到一大堆老

鄉。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每到別離時

大家都依依不捨，我們也感到心酸難

過。

服務隊中有許多醫學院的同學，

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向戰友們講解一些醫

學常識，有時還要為患病的戰友診治，

我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一個團，一個

營，或一個連，要離開時，總會得到一

個不變的承諾：「打回去，把朱毛消

滅，讓我們在大陸上重建家園。」

既然擔任總隊長，自己更要以身

作則，除了打球、唱歌、跳舞、搞笑，

樣樣都來，表演節目中，有一個短劇叫

作「看西洋鏡」。是姚同學和我兩人演

出，一定要照他寫的劇本演，開始時先

自我介紹：「在下姚嘻嘻！」我便要

說：「奴家蘇哈哈！」接著姚同學叫我

往前去看西洋鏡，在這同時他卻唱著：

「王八望裡瞧呀！乖乖隆地冬！喂，你

瞧見什麼東西？」，於是大家大笑，我

覺得很奇怪，這有什麼好笑的。後來我

才知道，原來王八就是烏龜，僑生那裡

懂這些。當時我的回答是：「我看見在

海的那一邊，大陸同胞─我們的父母兄

弟，妻子兒女，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正在死亡線上掙扎，他們在那裡痛苦流

涕。」

一個多月下來，我也背得太熟了，

當我們要離開金門回台灣時，金門的戰

友們，在炎熱的陽光下，列隊在海邊沙

灘上送行。送行的人，被送的人一一握

手話別，到最後卻相對無言只有汗和淚

水在交流。

部隊派出一個代表致告別詞後，

廣播器中傳出請蘇總隊長致詞，我正哭

得不能自已的時候，這突如其來的致詞

卻不知要說什麼？腦裡一片空白，又不

能不說，我一急便把「西洋鏡」的詞冒

了出來：「各位，我們不要忘了，在海

的那一邊，有我們的父母同胞，妻子兒

女，他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

還沒有講完，突然聽到有人偷偷在笑的

聲音，才知道自己真的出了洋相。還

好，內容沒有太離譜。

被高粱酒灌醉

在離開金門前的一天晚上，金門衛

戊司令部司令胡璉將軍在司令部設宴歡

送我們。席開十幾桌，胡將軍還未到之

前，各部隊的團長部都已到齊，其中一

位團長拿了兩杯高粱酒過來敬我，感謝

我們服務的辛勞。

我永遠記得父親常對我說的一句

話：「女孩子在外面不可以喝酒。」所

以我對酒毫無所悉，僑生更不知道什麼

是高粱酒。

身為總隊長，可不能丟台大人的

臉，看著那一小杯像白開水一樣，大概

不會難喝吧！於是我二話不說，一口就

喝了下去。接著各團團長也跟著來敬

我，一杯杯的喝，我空著肚子連喝了六

杯。敬酒的人離開後，感覺頭有點暈便

坐了下來，圓桌上只有我一個人，其他

的隊員都在忙著準備晚上要表演的節

目。不久，胡將軍也到了，晚宴正要開

始，卻找不到蘇總隊長，原來我已經從

椅子上滑到桌子底下去，醉倒在裡面

了。

這是我破例，為了尊敬前線戰士第

一次喝酒，雖然出糗，但也體會到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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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怕，以及自己所能負擔的酒量只有

六杯金門高粱。

兩個暑假都去前線軍中服務，感

觸良多。回台北後，曾代表大專院校學

生前往晉謁蔣經國先生，當時，他是國

防部總政戰部主任。我們向經國先生提

出，有鑑於前方戰士的需要，要求成立

軍人之友社，和青年救國團，之後不久

這兩個單位便分別成立了。

台大四年，我曾多次入選「良友」

國家籃球代表隊隊員，也曾擔任過「良

友」隊隊長，1950年代，60年代曾多次

參加歷屆全球華人「介壽盃」籃球賽，

東南亞「泰皇盃」錦標賽，並遠征香

港、韓國、日本，良友隊都曾為國爭

光，締造優異的成績，可以說是稱霸亞

洲籃壇。受良友隊的刺激，韓國政府才

開始鼓勵企業界培養女子籃球隊，到

1970年代，韓國也漸漸取代我們在國際

籃壇稱霸的地位。

印尼獨立後，父親說：「在那個國

家居住必須要愛那個國家。」因此，早

就把我們的荷蘭護照更換為印尼護照，

表示對印尼政府的尊敬。

蘇三起解

有了台灣的身分證，進出台灣有

身份證，返台入境證就可以了。大三暑

假，我返回棉蘭老家，那個年代交通不

是很便利。飛機只到香港，隔一兩天才

有飛機自香港到印尼的班次，所以到了

香港我便把身份證和入台證放在香港交

給父親保管，再持印尼護照回印尼，回

來時也是一樣，得先到香港取回身分證

入台證，不巧的那一次偏偏遇到氣候不

好，飛機無法降落香港，被逼就近迫降

台北。當飛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因

為是突然飛進來的飛機，在那戒嚴又保

守的時代，政府看得非常嚴重。抵達

時，地勤人員也一陣忙亂和緊張，所有

旅客都不准離開坐位。由幾位警備總部

員警上機一一調查旅客身份，當我交出

印尼護照時，警員大吃一驚，頻頻用對

講機向地面報告：「有一個沒有邦交的

旅客，是印尼人。」當所有有邦交國家

的旅客都可以下機自由離去時，我卻被

兩名警員押上警車，一路把我送到圓山

飯店把我軟禁在房間裡，門口還站著一

名員警，甚怕我偷偷離開。那個年代，

做學生的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有這麼

好的機會住進圓山飯店，心裡是興奮

的，但也有點害怕，只好在房間裡打電

話給同學，一聽說我回來了，那位同學

叫我設法一定要出來，因為晚上有一場

選拔賽，如果不參加，台大隊員便沒有

機會選上國手了。她們會把球衣帶到球

場給我，借這一件事，我苦苦哀求那位

警員，但他不敢作主，我一再解釋，請

他打電話去請示，一個電話，兩個電

話，他不停的撥電話，最後准了，但必

須由兩名員警押送我到球場，球賽完後

再回圓山飯店，那場球賽我被選上國

手，還擔任代表隊隊長。第二天的報紙

體育版上的一個大標題寫的是「蘇三起

解」。

自由祖國的兒女

我是政府遷台後第一個僑生，所

以大學畢業，典禮剛結束，台北的美國

新聞處便邀請我將四年的台大生活寫成

《祖國兒女》一書，由美新處將這本書

發行到全世界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協

助我國積極對海外宣傳，鼓勵海外華僑

子弟回國升學，鞏固台灣的地位。書中

描述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許多華僑青

年看了這本書紛紛回到台灣唸書。

僑生學成返回僑居地不僅成為反

共鬥爭的中堅份子，在東南亞各地協助

台商，對政界、工商界影響很大。目前

海外各地分別成立了留台校友會。全球

約有二十萬會員，八十二個留台校友會

的組織。由於分佈在亞洲地區的人數較

多，所以每兩年均在亞洲地區舉辦留台

校友聯誼會，留在台灣的也成立了留台

校友會台灣分會。

華僑是最愛國的，他們在海外永遠

都是支持國家最強的動力。（作者為前

台灣新生報社社長）

▲由各大學僑生組成的籃球隊，在全國自由盃表現優異，後排最高者為作者。

▲良友隊，意涵為蔣方良之友隊，是中華隊前身。良友隊獲得介壽盃冠軍合影，
站立者右五為蔣方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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