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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想起五十七年度六月中旬的第一決畜展。在此

，首先向盤主任及各位師長 i'J~精神上及物質上的資
助，致最高的謝意 ω 回憶整位展覽得以圍攏告成，
端賴全系群策群力，同心協 1J 前致 υ 上自林朝舜主
任的資借、鄭丈輝副教授的支持 F 更有鄭謀平教授

、 :8!F宗雄講師按術的指導 3 里諸位師長的督導﹔下
有向學們到處奔走，獻出個人的力量，時間，更應
集我們的熱忱與犧牲前產生的結晶。其前撞得的優
巔，先前有親歷其境的師長，同學們難以忘懷。

畜展之起輝﹔忍多＝竿子拉血饅﹔接系友心中之念頭，
尤以每逢他系舉辦各種展覽，譬如：花卉展覽、農
產品加工展覽等，或是聽到泠諷熱嘲，真是感受萬千、難 L.?.( 描繪。屈服於這口氣嗎？不！任誰也不，我們應該挺起

齣膛、立足肺眼，不要被他人斤斯之瞭解前誤會。我們迫切地希望被整體前暸解。我何知道，一切事情的價值在於
「實行」，但是，如何把希望付諸行動呢？記得每當春節來臨，正是本系得意的時筍，手提措昧，邁過校園，羨慕
神情頻頻傳來，總算揚眉吐氣。然而，若曇花之說，何其短暫，並不能深深的將本系的整體，介紹給校內校外，很

多的人對本系還是茫然無所知蹺，甚或連冷凍一、二字級商學亦然。長此以來，影響商學學習情緒甚鉅。第一次畜
展正是錯鼓舞同學、增進系譽、促進校內外對本系暸解的動機下，亦受是年校運時農產品加工展覽的催生而成＠
在行動即將開始之時 3 最底辣手的 P 莫過法經費問題。頃經發起商學研討，擬定兩項方策，原則上提議向本系

各班募款，並向學校及系里申請補助 r 不足部完－則洽借﹔或者，全部徵求本系商學私人投資。畜展擬議傳至系上，、
食獲得名字級立熱烈讚訝，住見系主任 F 復棄其首肯 P 指示：假本系成立十近年之便，擴大舉辦、聯合展出，兼辦
學刊。在系務會議捏丘1 討論 P 由於：時間惚促和程質的限制下，決定縮小原擬定立畜產加工展覽。本案大略確定。
旋即召開首次籌備會 F 邀學會總幹事及各班之正副班代表參加，會中商議四頂位題：

一．．經質問題：畢業班自動移送舊賢：宇：芯「展覽送舊」？再自立了系各位問學募捐十五元，爭取學校與系的補助
？未足者借款（只限：：；-q旬二字系師長和高－巳〉。
三、工？作叮
付製造組：以立.. !Jl」： t宇－級昂主？完到負責各類產品製造。

~總、務組：由三二．．三年級分住 P 擔任財務工作。

目文書組： Et一午級負責，擔任文稿之擬定，油印及商標之設計等。
制連絡組：由學會總幹事負責 f 各班代表協助。擔任各班級與校方與系之連繫， 以及補助之巾請、場地用
具之洽借。

國服務組：由 各字級共任，協助 f布置 F 並負責展覽會場之服務接待。
約預售組：由各：宇級封住，擔佐預售產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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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踩膳組：由三、四年分任，負責製造材料及其他需要材料之購買。
的包裝組：由二、三年級負責，擔任產品包裝，及包裝設計，包裝容器設請注消毒，展覽時產品 tt-.: 運送。
的佈置組：由三、四年級負責擔任宣傳和會場的佈置設計。

的計劃組：由四年級負責，擔任工作計劃之訂定和工作的協調。

三、日期：請期收到增加宣傳之效，建訂於畢業具體前一天（六月十一日〉起，展出二天。
四、地點：在新活動中心（舊禮堂〉蓋該地處畢業典~）禮堂（蔥課堂〉及校內各處也、經之處。

會殺不久，佳音頻傳，先裝鄭文輝先生蔥捐就值五百元的物質贊助，對畜展不雷注入興奮劑，更于同學精神的
鼓勵甚犬，接著爭取到系補敢一仟元，護黨系主任貸款三仟元，問時，數位同學商洽，古已經費不移時盡﹔可惜賢（是
時，含有外系開學熱誠贊助，欲借給資金，認貫徹本系始辦之初衷而統拒，謹此申謝。〉，並採~預售產品辦法，

於是經費困難借故解訣。然餒，著手綴完工作計量呵，商請德師長同意擔任各項工作指導。乃于期中考前迦邀請各位
師長和各組工作負責人，請主任主持第二次鑄備會中說：明各組工作概要及進行時間，並討論展覽日期和地點 if-_;變異

，當時鑒於本校正主辦五十七年度大等新招，報名日期與畢業考（六月七日～十日）重疊，只好延展畢業考民寸四
～十六臼舉行，而華業典禮亦因之由六月十二日先延於十八日，復延至十九日，認達到增加展覽的收效，畜展勢非
延期展出不可，但是緊逼其前發是應屆畢業考及一、二、三年級之期末考，全系問學之考試，勢非受影響不可 ω 雖

然如此，為了達到目標，到會同學一致同意維持原蓋在一一在畢業典禮時（十八、十九日〉展出，可見當時全系破豈是
說舟之訣心＠接著討論地點問題，其時正值福制社折除重建，販賣曾遷至活動中心，先避免乳製品供應眼商人街突

起見，因此將前所擬之地點改詩舊活動中心替代。籌備工作能略完成絡，第一階段工作告成。

期中考後，各頂工作陸續分頭推進：罐製品商標之徵求，產品價目前訂定，各類文件之印製，整理製造設備，
發動宣傳等。並於五月下旬鹿始數造苟且久置的產品，醬缸！罐車E品、乳美索、牛肉干等。六月一日張貼海報，預售

開始恥預定十天，印製預購辦法與畜產加工成品種類衰，封寄告，班及各系錯。自師長及問學 fr:聯合組成的預售粗，
則直接推銷至全校各處組、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兼及校外，尤政郭炳輝、許寶財間問學，推銷最力，遠至僑光、

重重要校。在預售初期，琵增加宣傳廣告之效果，推出乳美素（命名為「祭品、思」〉，以供領取或說購，問時又在
商標包裝上三力求改善，消息傳出，瞬息被搶購一空，以往雖是連續不斷趕工製造，總是供不應求？一再採購者，為

數不少，盛況出乎意料之外，給予大家建立甚大的信心，加工效率激增，個個不眩深夜加工的辛勞駕苦。至預售宋
期由於加工不泉之故，不得不筍制預售數量。

預售截 .L!::. 後，統計預售量約值三萬元。以預售量加上現場供應家長、來賓的預備量及陳列﹔需要量估計時，在製
造土，已感、力不從心，加上在製造能力、時間、設備等因素的限制，如嫌經類、乳製品類 F 起求保持其最佳色、香
、味及外觀，是、賓在臨展前製成，而且研需要的數造和 ~r存的設備，皆相績突，倍加惶恐，乃決定加緊駐造，再得
鄭丈輝副教授指導，利用問學們從未使用過的大量製造設備。製造速率倍增，總計六十一種展覽品，才能在展出前
有F 製造獻緒。
現將展覽品．屋類列舉如此：
I 乳製品：

可可冰淇淋

當頭臘肉

學L美素

葡萄冰淇淋

五花llw. 肉

雪糕三明治

椰子冰淇淋

里脊臨肉

鮮乳

皮蛋

檸檬果汁牛乳

鹹蛋

鳳梨冰淇淋

蟻蛋

草莓冰淇淋

板鴨

E 蛋製品：

風梨果汁牛乳

爆攏

血肉製品（非﹔樣煙顯〉

終鶴

E 肉製品 C﹔厲煙類〉

鹽潰肝

橘子冰淇淋四

當肉香腸

錯皮 凍

四季果淇冰淋

當肉、牛肉混合香腸

揖肉 干

香草冰激淋

錯肉、聲肝混合香腸

牛肉 干

桂圓冰淇淋

鵝頸香腸

聲肉鬆

玉米冰淇淋

PRESS HAM

當肉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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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肉聽

紅蟑牛肉罐

草菇錢肉罐

V 罐製品：

咖哩牛肉罐

洋菇措肉罐

咖哩馬鈴薯牛肉罐

蘆苟賽車肉體

紅燒吉普肉罐
咖哩猶肉罐

紅燒鴨肉罐

胡蘿葡囑肉耀

咖哩馬鈴薯搗肉罐

咖哩鴨肉罐

錯內臟罐

海帶醬肉罐

冬菜鴨肉罐

鶴肺罐

蠶豆揖肉罐

紅燒錯肉罐

克肉罐

胡蘿蔔搗肉罐

咖哩噶肉罐

VI克皮毛

語肉醬罐

咖哩馬鈴薯鑄肉罐

回顧全系，不少商學擱置課棠，暫時忘了考試的東臨，間心一志貫注此行動中，諸如晝夜的趕工製追，甚或整
夜未曾闡眠，問時師長何亦親歷於工作中與問學何謂甘共苦，常遠深夜，頁有施宗雄講師帶病監督，使得人人在精
神上都更竭力以赴。
再言製造加工間外諸事，一方面申請補助，組織服務組，接洽會場，高借桌椅和其它用兵，並由哇罩扭助教的

爭取，乃得本沒農業推廣工作妻員會應允，版印中與食業推廣月刊，專載畜產製造﹔雖付兩千份，快躍來賓索取﹒

另方面又加強宣傳，以引人注目之海報張貼學校要道，每遇更換一次，配合了預害之宣傳和乳美棄立提前俱其及包

裝商標的力求盡善，發揮了宣傳的效果，以致於街未展出即巴風聞全校，乃有慕名者，欲先睹而到系館參觀＠對外
則發請帖，附展覽品種錯表，邀請有關畜牧機構，全省主要食品工廠及各系參觀＠

六月十八日上午，正值全校忙於準備畢業典禮之際，出動全系商學，佈置會場，陳列展覽晶＠午後兩點半，兩
個月來刻意準備的畜產品加工展覽，終於司空劉校長的剪影下隆重揭幕＠四周圍集的人群，即是蜂踴而入，一時講之

擁塞＠全按師長陸續涯臨參觀，多前讚譽，甚至懷接非本系製造者，而發出質疑，終白眼前事實的證明，和師畏輿
聞學的解說，方始釋然。周時農林麗、踅i.~ 試驗研等農業機構及聯勤糧隸廠等，皆派專人至會場參觀，農林磨夏鹿
專車集體參觀，使招待人員頓時應接不醋。儘管大家忙碌異常，然而心情倫快＠彼時，不便於行的畜產製道學

起草至教授，持杖坐在入口左前側的椅子上，頡首微笑，注租出入的人群，接受腕賀， E犀血近年來難得一觀的神麓
，可見這種場面對他有多麼犬的安慰＠反觀欲購展品者，無費服務問學的口舌去設服，因氣除了已被預購者外，現

實則不多，錯了避免參加畢業典禮的家長、來賓向隅起見，乃決定第一日不出售＠而乳製品，自揭幕起未浦兩個小時
，即被搶購一空，還是始料不及的＠

正值展覽進入高潮，金教官指示：校長剪彩參觀後，派人間堇豐電觀公司接洽，講完第二天（十九日〉來拍攝
畢業典禮及畜展實況的消息，頓時全系雀躍。展覽提前結束，商議電棍拍攝事宜，晚上，在畢業典禮組組長和電麗

拍攝員指導下，重新佈置會場和展品，以利電觀拍攝 ο 製造紐則動員十數位商學通宵加工，製造乳美索、冰淇淋，
雪糕三明治，以供勢，日需要。

六月十九日清早，畢業生紛紛陪河家長參觀，拍攝紀念照。几點詐，主主席、海聽長等一行，在校長和系主佳
的陪河下，蒞臨參觀，全系夾道熱烈歡迎，此時正式開始拍攝電棍，多麼令人興奮的時刻，兩個多月來的埋頭苦瞥

，多少獲得了期望的漏足與安慰，畢竟國此而得以介紹給全省更多的觀漿。或許是因為電鵬的拍攝，招來更多的觀
眾，盛況超過首日，尤其在畢業典禮桔束後，展覽場地左側的座次無虛席，莫不欲一嘗產品之佳睬，單就冷飲部，
即已出動六位同學服務，尚且照顧不蝦。一千多的乳類冷凍製品，須奧被購精光，而欲購肉、蛋、罐頭製晶向開者

更漿。十一時詐，不得木把陳列的展品臣當血供應。正午，第一次畜產品加工農覽，終於宣告閉幕。
展覽結束，一、二．．三年級的問學帶著興奮疲憊的身心，回去準備廿一日的期夫考，畢業河學收拾善後，並軍費

期宋考完當臼 C六月廿 六日〉召開檢討會。在誠懇地檢討畜展工作的得失，討論淨賺餘款用途，議定：一部分依贖

原定計劃作﹔志辦學刊禮贊外，餘者充為畜展基金＠第一次畜展至此才告功德圓渝地完成。
提及成效得失，首需暸揖畜展芝目的何！但？而能達成與否，說得先檢討我問前持的工作態度與重點＠當時現持

的工作態度是謹守認真 、負責、精誠、國給自及合而忘私的精神，雖總體驗欠缺，但不惜自全副精神去彌捕，最偉

終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自拾至終＇ :::f'知有多少的漂夜，多少個通宵，在系館祖加工廠內埋頭苦絆，全神貫注於畜展

工作準備，無暇顧及積累之課棠，這一切只為了要讓其犬畜控系出人頭地之意念研使，忘記了疲憊的身心，期待著

畜展的成功﹔當畜展結束，如顧t{ 償，精神剛一聽抽，乃有揀靄帶高舉突然不支而倒－…．．，由故上詐詐多多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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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畜展的成功是建立在全系研持的精神與態度之上。
畜展工作的重點，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品質的控制：這方面做到量的充分和質的新鮮與良好。
三、加強宣傳：宣傳的效果促使展品供不應求，吸取更多的觀眾。

三、商標包裝之盡善。
以上三個重點係配合工作研持的態度，以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一、促進校內外對本系之瞭解，增進系譽，提高本系地位，結果，各方均有良好的反應，甚至使他們驚奇。 M
至後來有電觀之間拍，足見此次畜展之被重觀。此外，電觀的傳播，電畫、雜誌記者的踩訪等，都直接間
接介紹給六眾，或多或少瞭解些本系的內容 Q 而食品工廠的邀請，亦促進他們對本系概括的了解，或可因
此促進外界工廠與本系的連繫，增進問學的實習就業的機會。

二、籌集學刊經費：不可諱言畜展曾獲得一些勞力代價，而將這些代價轉作辦學刊之用，又可使同學獲取更多

的學識，增闢同學寫作園地，促進系友的團結，以及司ii親問學辦事能力。
三、建立畜展基金：將原本籌集的經費移作畜展基金，以確立連續再辦的基礎和信心。

此外，俑獲取不少意外的收種和寶貴的程驗，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有待人接物，處世治事方面的，也有學
街實際方面的，學習真實習的機會增加了。前前未曾但用之大型生產設備，彼時亦能實際使用，親身操縱。更因此

訶德以覺察與改進錯誤的製造方法＠更可貴的是使間學的對自己師學，產生了信心，還是最值得垃耀的。

成效雖顯著，該檢討的地方也不少 ω 人雖多而熱心，由於未能及早安排，未能密切的分工，秩序顯得凌亂，效
率降盤，浪費不少時間精力，而顯現協調欠佳。一郡王子機械設備的構造與使用方法，未能充分熟悉了解，更應充實

﹒服務組亦因事前未加以訓鞭講解 C尤以一、三年級〉以致於會場秩序未能充苦苦維持，且每每回答不出觀眾民甜的
蔚題．在產品研合屁完如蛋白質與乾翰質等含有率、 PH 值等未曾測出標明（筆者會故詢及而無法回答〉和罐數品

色擇的不佳，是藹美中不足。最可惜莫過於未曾把前遭遇到多次製造前生不良結果酌情形、原因以及改進方法，加

n記穢，作有系統有組織的分析整理，無真是項巨大的損失。字L美素容器的清洗消莓，方法簡陋賣力，極需改進。
對受季笛性影響的製品之數量與製造儲存的方法，應多留意，以助久聽變質。以上種種皆應牢記並加改進，以作借
鏡e

今距第一次畜展已遠半載，全系都希望這支畜展之棒繼續不斷的傳遞下去，要不斷的努力改造，擇其善者而固
立，其不善者賢以借鏡，勿蹈其覆轍。記縛在檢討會上，系主任會給我們寶貴的訓示：「勝勿驕，敗勿餒，繼續努
克，虛心求取進步。」不錯，全系都昂前獲得的成效站出自害，然而切勿忘記我們的目標一一連續不斷的舉辦畜展

現嘩刊，進而，以能長久的保持臨得的成效，改變人們斤斷的了解，則要一本初衷，不lj 用現有基金，並以辦第一次
畜展的精神，言已取前獲得的經驗，教訓，繼續不斷努刃，著實的貫徹年辦一次的目標，則畜展、學刊當能連續不斷
面世，系譽之蒸蒸日上，當可預期＠

C 註：本文作者為五十七年學業系友史竹茂同學，第一次畜展之主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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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

月開花好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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