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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學」語出《程子語錄》：吾道南

矣；意涵將中國文化向南傳播的使命。

《國立道南中學校歌》，敦請開國元勳

監察院長于右任作詞，由「台灣低音提

琴之父」國立音樂研究所主任計大偉譜

曲。

民國47年1月，由教育部長張其昀親

臨主持成立暨開學典禮，「國立道南中

學」正式開辦，一所嶄新的校舍美輪美

奐，充滿朝氣的校園遼闊清新，所有越

南返國僑生全數集中在這富有歷史意義

的教育殿堂，在中華文化薰陶下接受完

整初、高中教育。日後陸續有來自柬埔

寨、印尼、婆羅洲、港澳等地自行歸國

僑生，一併進入道南受教。首任校長羅

德馨，繼任校長江學珠（北一女中校長

兼任），第三任校長戴行悌（省立基隆

海專校長，日後創辦私立中國海專）。

中華婦聯總會蔣宋美齡主任委員、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蔣經國主任、僑務

委員會鄭彥棻委員長等，高度重視《國

立道南中學》這一群返國就學的越南華

僑子弟受教情形，曾多次親臨蘆洲表達

關懷之意，獲致全校師生熱烈歡迎，傳

為校園溫馨花絮！民國52年6月，當年

初一班學生已順利完成高中學業，在學

校舉行隆重畢業典禮後，「國立道南中

學」奉令停辦正式走進歷史，原校址經

教育部另行規劃改設為「國立僑生大學

先修班」。

  這一群遠離親人來台就學的「道南

人」特別能感受祖國的關懷與照拂，也

永遠感謝政府所提供教育環境，使他們

在中華民國完善的教育制度下，學習、

成長、茁壯。日後無論在台成家立業，

或繼續出國深造移居國外，在人生旅程

的各個階段，紛紛獲致良好成就都有傑

出表現。他們亦始終不改曾是「道南

人」而引以為傲，也永遠誠摯感謝中華

民國，更衷心熱愛支持中華民國。

道南中學網站開張
前幾年幾位關心「國立道南中學

校友會」的老學長們，有感於歲月催人

老，多數的「道南人」最年輕的已有65

歲上下，第一屆學長們則普遍早已跨越

七十好幾了。只因當年「道南人」吉光

片羽的求學歷史，日後遍尋「台北縣

志」、「蘆洲鄉志」亦或是「國立僑大

先修班校誌」、「國立台北藝術學院校

誌」以及現今的「國立空中大學校誌」

竟然隻字未提全無記載，真是情何以堪

令人不平。幾經討論決定架設「國立道

南中學」網站，成立部落格，號召全球

「道南人」人人進來寫歷史，人人動員

找師長、找校友、找同窗，讓所有「道

南人」為自己的求學經過留下見證，為

「國立道南中學」六年的創立經過保存

史料，充分發揮人際關係橫向連結，網

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完美呈現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境界。

北美地區由旅居加拿大多倫多的

洗崇山學長（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

後赴美留學）負責推動，台灣則有張幗

英（國立台灣大學農化系畢業，任教新

北市永和國中績優教師）、沈季龍（國

立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日後任職中央

廣播電台總工程師）兩位學長隔海輝映

共襄盛舉。誠然人多好辦事，團結力量

大，如今部落格內容呈現豐富多元，粲

然繽紛，一篇篇真誠文章，記憶著彼此

國立道南中學創校紀實
道南人與校歌

▓計安邦

一封驚喜的電郵述說著一段塵封長

達半世紀的重要歷史文獻，一次溫馨親

切的立即回應，激起了許多年過耳順坐

六望七的老校友們，積極動員完成一場

永矢難忘，令人動容的校歌傳唱心願！   

道南中學道南人
今天如果提起「國立道南中學」恐

怕除了當年在那裡求學或任教的一群師

生外，已無人知曉「它」的存在，甚至

連蘆洲在地鄉親都說沒聽過。但是若講

到現在位於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的「國立空中大學」，則一般人都耳熟

能詳。如果時光能夠重返，讓我們再一

次將時間順序往前倒帶，定格在「國立

台北藝術學院籌備處」，或是繼續往更

前面倒帶，定格在「國立僑生大學先修

班」時期，也都還能覓得些許知音。唯

獨經由不斷地思索，將失落的記憶再次

努力的向前倒帶，畫面倏忽出現「國立

道南中學」校門場景時，則放眼當今全

中華民國兩千三百萬同胞，只能剩下幾

百位「道南人」依稀擁有刻骨銘心永恆

的追憶，那可是民國47年1月創校時的

「國立道南中學」啊！

  民國46年（1957）越南吳廷琰政

府頒布國籍法排華，我政府幾經思慮多

方規劃後於同年八月初，派出CAT航空

運輸機飛抵越南西貢新山一空軍基地，

前後分四梯次，將五百三十餘位忠貞愛

國越南華僑子弟送返國門就學。這一群

初到台灣的越南僑生，幾次輾轉分赴南

北各地學校就讀，在此同時政府已撥款

八百萬，經教育部幾處勘察最後決定建

校地點，校址位在觀音山下，淡水河

畔，蘆洲鄉境內。全校幅員近一萬五千

坪，校舍則有兩千坪。校名為「國立道

▲昔日國立道南中學校區現成為國立空中大學校區，校門口正對面為蘆洲李宅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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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計大偉教授肖像，供「道南中學

校友會」網站建檔。另請教張幗英、沈

季龍大學長，本人有意參加下一次校歌

練唱的聚會。結束聯繫後，立即委請先

父計大偉作曲授業弟子黃教授，為國立

道南中學校歌重作電子檔版本，由道南

中學部落格發布。

當天獲此驚喜，精神為之一振，

心想「國史館計大偉文物專檔」，又可

加入一件重要歷史文獻。夜裡上網瀏覽

「國立道南中學」部落格，細細品味各

位學長心聲，綜合思緒提筆撰文《意外

驚喜  無比雀躍  「國立道南中學校歌」

于右任詞  計大偉曲》專文乙篇，經〈中

央日報網路報〉刊登，為全體道南人發

聲，在網路上留下第一篇攸關〈國立道

南中學校歌〉的歷史文獻紀錄。

9月7日一早在「國立道南中學」部

落格已迅速轉載全文，並以興奮的心情

昭告全球「道南人」。心懷熱誠我繼續

向前邁進，將「道南人」要唱校歌的溫

馨故事，告知「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陳

克允台長，經表示此舉甚具教育意義，

該台將共襄盛舉，於正式練唱時派新聞

組同仁，隨行錄音採訪。本人再次發電

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一幀幀泛黃照

片，述說著青春年華同窗讀書，師生雋

永的回憶，一張張校友合影，象徵著情

誼永固道南不朽！

「國立道南中學」網站內容，雋

永文章細分成十四大類，篇數則多達

一百八十篇，珍貴歷史照片已有四百

張。文章中：「有夏日三五結伴徒步通

過田園至大漢溪游泳去暑的過往回憶；

有學長回憶第一次在中華民國過春節，

激起離鄉背井青澀年華佳節思親的感

慨；也有葛樂禮颱風大漢溪暴漲蘆洲成

了水鄉澤國，全校師生在半夜緊急爬上

教室屋頂避難的情境；有人寫下男女同

學代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赴菲律賓出席

國際童軍大會的歷史畫面；也有人捕捉

鄧麗君小學五年級時，在道南中學校慶

登台高歌的甜蜜回憶；有學長回憶全校

總動員由教官帶隊至蘆洲大街上幫忙掃

街的敦親睦鄰活動；還有老學長寫下江

學珠校長逝世時，數十位道南男女學生

感念江校長的教誨大愛，披麻帶孝為江

校長送別的永恆追憶；最後有大學長感

性寫下幾次江學珠校長逝世周年時，幾

位男女同學準備鮮花素果共赴江校長墓

園頂禮致敬慎終追遠的嘉行。」

此項「道南人」上網寫歷史的活動

將持續進行，所展現的成果芬芳豐碩，

已有超過二十萬讀友上網瀏覽。

練唱校歌懷念計大偉教授
民國99年6月，由客居美國賓州費城

的老學長劉偉雄首先發想，將校歌曲譜

透過網際網路傳回台北，並在越洋國際

電話上，清唱給台北負責推動校友會聯

繫志業的校友沈季龍指教，不久經沈學

長將此一訊息告知，另一位志業夥伴張

幗英校友，一番討論興起在台重唱「國

立道南中學校歌」的念頭。如此從地球

彼端傳遞善念開始，在台北此端一棒接

一棒熱烈動員校友翻箱倒櫃找校歌曲

譜，9月2日，終於由鍾英華校友找到校

歌曲譜。9月5日，校友們相約在張幗英

學長家中首次練唱，在試唱過程中發覺

歌詞已無法完整記住。最後，幾經腦力

激盪再次精確修正校歌歌詞。

9月6日筆者接獲一封電郵，來函者

正是張幗英與沈季龍大學長，經告知：

他們前一晚正在練唱校歌，當下緬懷作

曲者計大偉教授，今天一早上網瀏覽很

遺憾得知校歌作曲者已辭世四年，並從

網路上得知很多有關先父的新聞報導，

特別是本人為蒐集父親遺作，飛抵澎湖

縣西嶼鄉外垵國小尋找校歌詞曲原件文

獻，此一經新聞報導的感人訊息，特地

來函致意並告知：「《國立道南中學校

歌》為民國47年1月創校時，由開國元勳

監察院長于右任作詞，台灣低音提琴之

父、國立音樂研究所主任計大偉作曲。

也希望我能分享他們重新找到校歌曲

譜，正在努力練唱的喜悅。」

意外驚喜由筆者接棒
獲知此一天外飛來的消息，真是意

外驚喜無比雀躍，當下陷入沉思，記憶

深處，父親在生前歷次口述時從未提及

此事，如今在全然毫無印象的情境下，

獲致遺世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歷史文獻，

立即回電致謝並問候全球「國立道南中

學」大學長、大學姊，健康、平安、喜

樂。同時電傳〈計大偉教授系列出版

品〉出版新聞暨封面圖片及于右任院長

▲本會曾出版計大偉教授華僑愛國大合唱組曲集，委請政戰學校合唱團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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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立道南中學舊址），隆重舉辦慶

祝建校55週年餐會，海內外道南校友及

師長出席踴躍，共計一百多人齊聚一堂

盛況空前，大家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

彷彿時光倒流回到從前，全體引吭齊唱

校歌：「我們是中華民國的青年，我們

是中華民國的青年。」

道南中學美國網站特設計大偉專欄
國立道南中學聯誼會網站由旅居美

國加州舊金山灣區、南加州、加拿大溫

哥華、台北及香港校友包括：黃雪蘭、

譚聖宏、馮志治、吳銘枝、劉振興、魏

子華、潘祖長、徐有芳、盧紫華、陳

偉材、吳華山、馮忠漢、何廣燦、龍志

強、梁衍封、朱伯韶、趙崇傑、文狄安

等，齊心協力架構完成，於民國104年3

月26日正式啟用。從而達成與台灣及全

球各地區的校友維繫著「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近乎一甲子的道南校園

雋永情誼。道南聯誼會網站共建立11個

主欄目包括: 最新訊息、聯誼會簡介、

道南校史、師恩重重、同學錄、道南憶

往、道南週年慶、同學聚會、道南人心

聲、道南人作品、哀思與懷念。為表達

衷心緬懷校歌作曲者，特於師恩重重欄

目下，規劃「紀念校歌作曲音樂家：計

大偉教授」專欄。

道南校歌永遠精神支柱
緬懷先賢于右任院長，追憶先父計

大偉教授，在各自所處的年代為國家所

作諸多貢獻，寫下不朽典範名留史冊。

誠如國立道南中學校歌由于右老所寫的

詞「我們是中華民國的青年  我們是中華

民國的青年」經先父計大偉以「中庸步

調，似進行曲節奏」譜曲完美呈現，歷

經半世紀傳唱依舊歌詠如昔豪情不減當

年，已然成為維繫全球「道南人」的精

神支柱，二老地下有知定然深以為傲，

與有榮焉。（作者為大學教授）

▲2010年10月7日國立道南中學校友在台北士林百齡國小合唱校歌。

郵告知張幗英、沈季龍大學長此事。

道南原址首次參訪
9月8日接獲回電，得知諸位大學

長們將慎重此事，協調練唱時間、地點

後，盡速通知。當天「國立道南中學」

部落格，再次將此好消息昭告全球校友

周知。

隔天起在部落格上頓然發現，在

太平洋兩岸，各地「道南人」已興起一

股練唱校歌的風潮，有加拿大洗學長電

腦配樂伴唱，美國各地校友個人清唱，

或全家祖孫三代合唱，台灣本地諸多校

友聚會合唱，香港梁永權學長全家綱琴

伴奏合唱。此情此景何等溫馨和睦，誠

然「漪矣盛哉盍興來乎」，令人不禁要

說；忒煞美啊！

感念先人所遺愛的歷史事蹟，9月

12日欣逢周日，於下午一身輕便心情愉

快，與內子聶老師聯袂驅車首度跨越淡

水河，路過三重埔循線直奔蘆洲市「國

立空中大學」校園，捕捉幾幀當年「國

立道南中學」原址，南院、北院校園建

築景觀畫面以資紀念，並就近參觀國定

三級古蹟「李氏祖厝展覽館」，為本次

〈蘆洲道南巡禮〉劃下美好句點。

紀念計大偉教授獻唱道南校歌
一群失去母校長達47年的「道南

人」，於10月6日下午在台北市士林區百

齡國小音樂教室齊聚一堂，黑板上掛著

「國立道南中學校歌獻唱，紀念計大偉

教授逝世四周年」紅布幔，全體校友滿

懷心喜情緒高亢，以年過耳順坐六望七

之齡，與校歌作曲者計大偉教授長子計

安邦，在吳廣沛學長（國立成功大學土

木系畢業，任職於榮工處，參與國家十

大建設，日後醉心嶺南派國畫，用心學

習獲獎無數，退休後開班授課，在國畫

領域有一片揮灑天地）指揮下一起高聲

齊唱國立道南中學校歌「我們是中華民

國的青年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青年」。道

南中學校歌歷半世紀後原音重現，如今

已然成為維繫全球道南人的精神支柱。

經筆者事先聯繫，當天到場採訪媒

體包括教育廣播電台、漢聲廣播電台、

中國時報、聯合報等記者。唱罷校歌由

國立道南中學多位前期學長代表，李培

徽（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任職行

政院新聞局為攝影官，退休後熱心參與

僑務推廣） 致贈小學弟計安邦中堂一幅

及水墨畫作乙件（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畢業，旅港校友梁永權所作），

吳南萍（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畢

業，旅美洛杉磯多年） ，以及鄺少真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創立粵劇

表演協會，大力推粵劇傳承）聯合致贈

國立道南中學校友聯合簽名卷軸，沈季

龍致贈國立道南中學校徽書夾。此舉誠

摯表達全體道南人尊師重道，感念計大

偉教授為校歌作曲，致上崇敬與永懷。

計安邦特回贈《計大偉教授作品選粹暨

華僑愛國大合唱組曲集》CD兩片，請

全體道南大學長聆賞。原先只聯繫二十

位校友參加，後來出席人數總計三十幾

人，其中有幾位遠從英、美返國探親，

在離台前夕趕上此一盛會。校歌齊唱圓

滿完成，全體校友與計安邦合影留念，

為此次歷史性聚會畫下美好的句點，寫

下永恆的回憶！

道南中學55周年校慶
國立道南中學校友會經在台校友通

力合作精心規劃，於民國101年12月28

日，假新北市蘆洲區國立空中大學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