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遙遠的地方
的集稿與出版
許翼雲, (52 化工 )
早期同學在 2013 台北聚會時 , 曾發行過<振翅雲霄> 一書. 現在 2014 在 DC
的聚會, 大家也打算再出一版. 但又有些校友, 對這兩次的版本, 與 2012 台大
早期校友所編纂的<振翅雲霄>, 三者究竟有何淵源,頗多疑問,為此筆者受命,
在此把此書緣起與演變, 稍加解釋.
< 我們的那個年代>, 與<振翅雲霄> 兩書,是早期同學在 2012 所出版的各人在
年輕時的奮鬥史. 其緣起可回溯到 2010 年.
那年, 53 化工的曹祖寧校友應華府國建會之邀, 來華府演講, 下榻於 52 化工的
許翼雲家. 兩人回 顧當年,台大同學, 在抗戰中度過童年, 而在內戰時期顛沛各
地, 最後都流亡到台灣, 進入台大. 這些同學, 來此各地,各有其背境及遭遇, 但
卻風雲聚會, 弦歌一堂,也算有緣. 而後來又多半出國攻讀研究院,並開創各人
的事業, 回首前塵, 每個人都有一段值得傳諸兒孫的故事. 我們二人因此覺得
何不發起同學們寫些回憶錄, 大家合訂成冊, 也算是為 20 世紀中華民族所受
的苦難和奮鬥的留下我們的記錄.
我們經與早期同學會 Advisory Committee 的華之星(52 化工) 商量後, 即由我
們三人發起, 邀請老友們投稿.由早期同學會主催, 曹祖寧, 許翼雲編輯, 華之星
出版,( 所有編印, 發行, 全由其出錢, 出力). 最先出的是< 我們的那個年代>, 主
要在回憶各人青, 少年時期的遭遇, 後來因同學們投稿擁躍, 而且很多談到後
來創業的奮鬥史, 我們欲罷不能, 於是再出了<振翅雲霄>2012 版.但是很多老
友, 還繼續有意投稿, 於是丘宏義, (５５物理), 就接下來, 由其自營的出版公司
（EHGＢooks, 微出版 公司 ) 繼續出版 2013 的增訂版.
現在, 2014 DC 聚會籌備會, 認為 如果 老友們對回憶錄的出版, 仍有繼續的必
要, 而我們在 2014 可 能會收到相當的來稿, 我們將煩 EHanism 公司再出 2014
版. 好在現在出版電子化, 增訂, 發行都比以前方便很多. 為此, 我們已在華府
邀約酈民興( 58 化工) 和 涂曼麗(59 法律), 以及羅碧英(57 外文 ) 與許翼雲一起

担任 2014 增訂版的編輯工作, 華之星, 曹祖寧則担任<振翅雲霄>的統籌,長期
策劃,與顧問工作. 丘宏義為 EHanism 的聯絡. 我們希望在如此安排下, 我們既
可以顧到回憶錄的長久延續及傳承, 又可保持與當年主辦重聚的同學會有密
切聯繫.
現在,我們也借此機會, 正式向同學們邀稿. 有興趣投稿的同學把大作寄到＜
NTUEG.org＞，(cc: yyhsu@hotmail.com)。在 2014 會期以後收到的稿件, 將繼續
累積起來,在日後再出版. 為此, 我們才設計出以上雙軌組織.
以上是我們為了 2014 年華府重聚時出版 2014 版的權宜安排.如果以後同學們
的稿件源源而來,這套集體回憶錄將繼續增修, 我們建議不妨在 2014 DC 聚會
中, 大家商定一個回憶錄編篡的正式組織規章, 明定編輯方針, 以及編委如何
逐年部份更新,以求能保持新陳代謝的傳承功能, 以及回憶錄的水準.

華之星,許翼雲, 曹祖寧, 丘宏義, 2014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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