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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嚴重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

工業革命：正在悄悄的發生

三維列印現在雖然還停留在幼稚園

階段，缺點尚多，但是工業界和設計界

已趨之若鶩。它能夠直接把設計藍圖變

成實在的物體，跳過開模、灌漿這些麻

煩的步驟，這就滿足了極多企業創新研

發的需要，何況它還有那麼多的潛在優

勢尚待發掘。

有人批評說三維列印不能量產，

只能一件一件的生產，所以它不會有什

麼大用途，說這話的人，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雖然每一台三維列印機的產能有

限，但家家都有一台的話，那產能就不

是問題了。

假如有那麼一天，只要更換「墨水

匣」，三維列印機什麼東西都能「印」

出來，而且價格便宜，每個家庭都擁有

一台，由食物到電腦，由手機到輪胎，

由鑽石戒指到翠玉手環，都難不倒它，

這種生產境界，對人類會起多大的影

響？

三維列印正悄悄的擴大它的影響

力，一步一步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圈，說

它是第三次工業革命都有些小看了。

（作者為本會會員）

互補與溝通
莊智淵與陳建安創造桌球奇蹟

▓石永貴

沉悶的五月天，就在2013年5月20

日，天邊的二道光芒奪目的彩虹，帶來

無限的喜悅與驕傲。雙響砲齊鳴，分別

自歐洲巴黎與東方上海，名揚體壇，真

是英雄出少年。

莊智淵、陳建安，來自臺灣的桌球

好手，以四比二的成績，打敗大陸「不

落日」的桌球王牌：馬琳與郝帥的百勝

組合，取得男子雙打冠軍，成為我國世

界桌球錦標賽中金牌得主。勝敗易主，

我由長敗而嚐到勝利的滋味；大陸是桌

球的常勝軍，難得嚐敗績。大陸與世界

同聲驚嘆不已。無獨有偶，由譚雅婷、

吳佳鴻、林芳瑜的中華女箭隊，同登世

界后座。

這是台灣在體壇同時取得雙重的史

無前例的重大勝利。

雖說英雄出少年。莊智淵與陳建

安卻代表二個時代。現在的「莊智淵時

代」與未來的「陳建安時代」，他們真

是「絕配」，既係師生檔，又像「兄弟

檔。」在球桌上，各有所長，又各有所

短，而成為一加一大於二的「天配」。

莊智淵就說：成績與組合，並沒有絕對

關係。他和陳建安剛好就是互補。他們

兼備溝通與互補的專長，莊智淵對台北

聯合報記者說：「就這一點我們做得不

錯。」他們倆真是天生的一對：莊經驗

老到，也是陳建安效仿目標。陳建安

說：「有前輩一起帶著我打，很快樂。

我想學習學長的穩建和速度。」他讚佩

「莊學長個性堅決、有毅力。」他們雖

然雙雙都是「合庫隊」的球員，但莊為

了遍尋「合體」的夥伴，已整整十年。

卻近在眼前找到，這不就是天作之合

麼！

桌球就是乒乓球，真是與兩岸都有

緣。乒乓球是大陸的「國球」，桌球也

是台灣強項之一。

棒球在台灣的推展，與「合庫」不

可分。

台灣的金融體，各有特色與背景。

合庫就是最具特色的「台灣金庫」。有

一般銀行具有的精神，也有一般所無的

特色。

推展體育，與體育相結合，就是合

庫的傳統精神。

棒球與桌球，就是具有台灣特色的

運動。這兩項台灣獨特的體育，與合庫

不可分。橄欖球也具有台灣水牛精神。

如今的發展，具有亞洲四強的地位。早

期台灣橄欖球曾威震「日本王國」。柯

子彰曾領軍日本國家代表隊，曾被選為

隊長。台灣光復，最早一支球隊，就是

由謝東閔先生率領的合庫棒球隊，遠征

祖國，成果輝煌。謝先生與合庫關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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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華僑華人台灣文化之旅訪問團

一行39人，在團長張曼新率領下，6月
13日訪問本會。理事長陳三井偕同常務

理事黃東祥、黃河、黃海龍、趙麗屏及

秘書長劉本炎等接待。

陳三井表示，青田人1903年即到歐

洲，靠賣青田石打天下，青田人可以說

是華人在歐洲的開路先鋒。而他與歐洲

華人接觸歷史，始自1960年到巴黎念書

時，那時很多溫州人及青田人在巴黎開

餐館、經營皮件，為了賺取生活費及學

費都會到餐廳打工，因此與青田人及溫

州人結緣，今天訪問團成員大多來自溫

州及青田，感覺上特別親切。

陳三井是研究歷史的，特提到廈

門大學教授李明歡寫的《歐洲華僑華人

史》一書，但資料仍有所不足，他希望

完整的歐洲華僑華人史有賴訪問團成員

竟其功。

張曼新說，他們這個團來自21個國

家、39人組成，能來拜訪並午宴，至為

高興。他非常贊同陳三井所提的寫下歐

洲華僑華人的歷史，讓後代子孫瞭解先

輩歷史。他誠摯邀請陳三井組團到歐洲

訪問，他們定盡地主之誼熱烈接待。

雙方互贈禮品後餐敘，大家話天

南，聊地北，砍大山，賓主盡歡。（編

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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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餒透露：「接近比賽結束時，

一些美國隊的運動員向中國隊員表示，

他們很想訪問中國，希望得到邀請。」

美國大學生對國際政治，更無瞭解，他

們所以想去中國，完全基於好奇心，玩

玩，看看而已。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視為

「小菜一碟」，但卻成為轉動世界的巨

球，周恩來已批示：「告訴美國，將來

有機會訪問中國。這是一種有理由的拒

絕。」這應該也是毛的標準答案。事實

上，毛已退回周的批示，並將報告退回

給周。「但是到了午夜，毛服用安眠藥

後，開始吃飯，當時毛已昏昏欲睡，語

言不清，但卻做出轟動天下的決定：讓

吳旭君（護士長）打電話給外交部禮賓

司司長王海蓉，立即邀請美國隊訪問中

國。吳恐怕聽得不明白，向毛重複了一

遍。毛點點頭後，深入睡鄉。」這就是

毛在昏昏沉沉的決定，卻扭轉中國以及

世界的命運。

其後的發展，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季辛吉經巴基斯坦的牽線，秘訪中國，

為尼克森探頭鋪路。成就了尼克森總統

於1972年2月21日扺達北京訪問。

毛聞知尼克森一行已浩浩蕩蕩抵達

北京機場。尼是分秒都在盤算何時能見

到毛？

就像魔術師的變化一樣，毛「傳

旨」不只是立刻接見，而且談了六十五

分鐘。毛與尼心裡都有準備，毛並向尼

解釋，中美人民敵意已深，不能立刻解

冰結交友好的事實。但卻拍案稱絕，除

台灣問題仍「懸而未決」外，其他均迎

刃而解。

是誰解開了這個結？中美雙方，只

是取決於毛、周、尼、季等四人的一念

之間。

微不足道的美國乒乓球隊，卻翻轉

成這樣大的巨撼的力量。

這使我想起我的同窗好友黃用兄。

黃用兄的家族，與僑務關係至深。

他的尊人天爵先生，是重慶海外部時代

的處長，台灣時代僑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

詩人余光中的父親，就在同一時

代，任僑委會處長。所以黃余二家有通

家之好。這樣，余就引黃用進入詩壇。

所以，黃用在高中時代（師大附

中），就是余光中所主持的藍星詩社的

健將。

黃天賦極高，但志不在此，所寫詩

不多，但極具份量。黃用在附中時代，

除了偶爾寫幾首詩之外，就是打乒乓

球。當時黃用的乒乓球的功力，已無敵

手。他身體瘦弱，但身材修長。他每天

背書包上學，書包中最重要的東西，不

是書，而是乒乓球拍，他樂此不疲，往

往只能在體育館的乒乓球台找到他。

▲1972年，尼克森會見毛澤東。

切。

這一次莊陳配雙雙攜手遠征巴黎，

也就是合庫隊的化身。此次雙雙在巴黎

告捷，最高興的就是他們的雙親和合

庫。為此，凱旋返國第一場記者會，就

是由合庫主持，合庫也發出一筆獎金。

乒乓原來與大陸土地並無特殊的

淵源，但乒乓卻成就了「中美外交」，

成為尼克森訪問中國的「引線」，而成

為「國球」，成就輝煌，幾乎世界無敵

手，無對手，直到這次台灣「莊陳配」

的出現，改變了「桌球長城」的歷史。

讓我們回顧1971年的中國，正面臨

嚴重的內憂外患。蘇俄與美國，世界二

大超強大國，同時都成為中共的死敵。

1971年3月下旬，世界乒乓球比賽在

日本（世界乒乓大國，幾乎成為小白球

的發源地）名古屋舉行，美國與中國均

應邀參加。

美國的桌球實力，尚在幼稚園階

段，中國卻還生活在嚴峻的「鐡幕」

內，根本無財力亦無心情參加。但毛統

戰神經一動，卻在四月六日，批准了周

恩來的報告，不只是「同意」參加，並

作了二點提示：「告訴運動員，要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這是自文革以

來，中國第一次派運動員出國參加比

賽。」

當然以中國在日本的處境，也確有

死的心理威脅。毛的貼身醫生李志餒在

「回憶錄」中指出：「這時中日之間沒

有外交關係，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日本右

翼分子和國民黨會搗亂，危及運動員，

表示不同意參加。」

李志餒醫生透露：「周恩來想派中

國隊去。周向毛寫了一個報告，取得同

意。」（李志餒，《毛澤東私人醫生回

憶錄》，台北：戴鴻超譯，時報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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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安、莊智淵打球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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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用的天分，接近天才，他考上台

大，先後唸了兩個系：經濟與外文。

外文是他的選擇，到美國留學後

改唸化學，但真正守護他一生的是乒乓

球。

在美國大學校園，他的乒乓球風

靡美國大學，代表他就讀的學校出賽，

無人能敵。並被推選為美國大學隊的隊

長，指揮球員，南征北討。

美國大學生，知道中國乒乓球的厲

害，不是日本人，可能始自台灣留學生

黃用。（作者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

知秋憑一葉 堪懷百歳歲憂
▓鄧普勒

信口雌黃的「俊」才

直到上任前夕，還不清楚當時對

口機構負責人賈慶林是誰的「盲人瞎

馬」、陸委會主委王郁琦，5月7日接受

《中國時報》專訪，呼籲中國大陸撤飛

彈，對台灣展現善意。

他該補修「國際關係」四個學分，

認知當前複雜情勢。

稍具軍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中

共在沿海部署逾千飛彈，豈在單純針對

一個彈丸之地的台灣？真要對付，辦法

也多的是，譬如選擇封鎖，切斷你的外

援、經濟制裁、利用民間無武裝的萬船

齊發登島、癱瘓戰情指揮系統、甚至一

彈擊毀你的瓦斯槽，造成全城火海，考

驗你的應變能力，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底

定亂局，是不是已經夠你玩了？

防止外力介入此一區域，無疑是一

項高度意涵。

試看東亞近因海上主權紛爭，弄到

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5月15

日美日韓於濟州島海域舉行聯合軍演，

美國航母尼米茲號隨即南下，21日取道

中日争議海域釣魚台列嶼、台菲爭議海

域巴士海峽、中菲爭議海域南沙群島仁

愛暗沙、24日就在南海巡弋。它意欲何

為？為菲、日兩國壯膽也。

4月23日，大陸海監曾十船齊發，

八艘長驅直入十二海浬強制驅離日本漁

船；還出動四十架戰機為海監船護航。

日本右翼團體「加油日本」約卅名

成員及漁民，5月26日分乘四艘漁船，

至釣魚台海域釣魚「宣示主權」，大陸

立即派遣三艘海監船，進入釣魚台十二

浬領海內驅離，這是從去年九月日本將

釣魚台非法國有化以來，大陸公務船第

四十六次駛入釣魚台領海。當然，新的

情況自會與時俱進。

  大陸「央視」報導，中共海軍北

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5月24日在南

海完成一次多兵種立體大規模演習。

凡此種種，都不是衝著台灣而來。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指稱，中

共解放軍的潛艦，一直在尼米茲號附近

跟蹤，進行情蒐，並三度駛入日本接續

海域；《產經新聞》也引述防衛省官員

的觀點，認為中國想藉此阻止美軍入東

海。

面對威脅如何因應

1996年中共數度對台近海發射飛

彈，曾經引發兩岸局勢緊張，尼米茲號

當時也在台灣海峽巡弋。

迄今兩岸關係已時移勢轉，對岸

實無須以軍事硬實力輕啟戰端，使用上

千彈羣，藉高成本攻略台澎，若將之夷

為焦土，即為塗炭同胞，重建也勞民傷

財，何況民心向背，必然得不償失，利

空之下，於彼何益？雖愚不可及的決策

者，亦當有所不為也。

孫子兵法以「上兵伐謀」，為最高

福建省僑聯副主席陳式海率團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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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僑聯副主席陳式海率團一行

12人，6月24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偕

同常務理事黃河、黃海龍及秘書長劉本

炎等接待。

陳三井說，我們剛從廈門海峽論

壇及西安僑史交流研討會回來，不到兩

天，迎來福建省僑聯嘉賓，算來今天是

第四次接待福建省僑聯，前有王亞君主

席、廈門市黃菱會長陳昭揚會長等，足

見本會與福建省僑聯交流密切，希望能

一直保持下去，一起來服務僑胞。

陳式海說，原本王亞君主席要率

團來，惟因要到金門主持「兩岸僑界交

流週─走進臺灣‧金門」，所以由他率

團前來，希望明年能邀請本會參加兩岸

僑界交流週活動。其次，福建省僑聯現

正著手進行《福建僑史》編纂，卷幅

浩繁，希本會學者參與。另為使年輕一

代瞭解僑史，薪火相傳，福建省僑聯已

成立青年總會，由年輕一代接棒，希望

本會也能派年輕團體與青年總會交流。

此外，他特別提到本會在海外有22個分

會，人才濟濟，像是英國分會會長鄭少

強推展校園足球運動，人才希能交流，

同為僑胞服務。

說到福建省僑聯成立青年總會，

與本會澳洲雪梨分會青年團頗有異曲可

工之處，皆是希望華僑第二代能承襲衣

缽，繼續弘揚傳承先輩精神。

近二個小時拜會活動，大家暢所

欲言，惜陳式海一行中午已接受福建省

同鄉會午宴，未能在本會餐敘，似有點

不完滿，但本會致贈每位團員鳳梨酥禮

盒，表示我們歡迎摯誠。（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