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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年久大、永利追記大要 
章台華 

（本會會友） 

 

 

 

須謀救國瀝忠肝 大事當非作大官 總理嘉言須記取 先嚴1誦此最心安 

推辭贛省工商長 寧願立基先設廠 幸遇同心范旭東 皆憂國弱心開朗 

景公夵白傅冰芝 尚有歐陽字谷貽 一致參加開廠議 高明意見互相知 

夵公職在天津衛 傅伯造船留美滯 赴美歐陽碩士班 先嚴范伯同舟濟 

遍尋南北復東西 購地2塘沽價最低 氣候爽乾光線足 人貧地廣少稀泥 

甲寅3該地猶荒僻 安置風車忙朝夕 灌入鹽田海水鹹 晒成粗粒如山積 

資金拼湊繳花邊 每位均攤五萬元 教長范源濂五萬 景公先墊若干錢 

墟村地瘠無田圃 少數漁撈難飽肚 工廠找文盲上班 員工互利同甘苦 

廠規條款十分嚴 酒賭煙嫖不准霑 惡習全無方錄用 工資依約逐年添 

旭公看臉知良驥 遠近聞風聯袂至 教育從頭重友情 員工此後行高義 

空手平蕪起煙囪 水電皆無豈智窮 河水沉泥承淨水 燒煤發電顯初功 

先嚴為製精鹽粒 攜眷台灣糖廠習 設備全抄操作嫺 糖鹽晶細呈瓊集 

嵗維丁巳4設鍋爐 爐燃煙煤鐵軌鋪 久大精鹽初問世 通商口岸眾歡愉 

員工福利無煩惱 活動中心規劃早 不久工人室建成 包羅萬象般般好 

醫生診病免錢酬 伙食精廉服務周 報紙圖書供閱覽 鞦韆蹺板樂童遊 

精鹽六廠接連見 己未5員工增俊彥 靳伯東山學有成 不辭勞苦參研鍊 

庚申傅伯與歐陽 自美回群獻所長 青島買來鹽場地 新名永裕6象楨祥 

文公公信行芳潔 仰祖天祥高品節 接受招邀自日來 安扛永裕人人悅 

化工經理藝高超 范伯旭東一肩挑 處世謙卑灼見遠 待人寬厚令聞昭 

精鹽各廠呈佳景 製鹼亦非空幻影 廠長時由先父兼 先裝小樣頻修整 

居然出鹼眾歡歌 領識工程漾錦波 依樣設施俱放大 先行設計繪圖多 

繪圖小組精神注 仔細推敲無謬誤 品料須依重力移 廿三大廈摩天鑄 

                                                 
1 先嚴諱任，字舒元。 
2 民國二年，1913，歲次癸丑。 
3 民國三年，1914，歲次甲寅。 
4 民國六年。 
5 民國八年。 
6 隸屬於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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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衣細製若仙縫 儀表標明溫壓濃 管線聯通零組件 安裝機組不輕鬆 

子璜7鍾伯求嚴密 避免鬆弛原料溢 忙煞翻砂鍊鐵房 鉋鑽床匠無瑕逸 

試車之日有嘉賓 無數花圈左右陳 不料機開無貨出 人人在場皺眉頻 

員工絕對無疎懒 忍痛儀機來拆散 漸漸洗清詳細看 完全莫辨何長短 

如圖裝置復還原 檢查再三不厭煩 二度開車仍失敗 不知缺失究何原 

鹼鹽列位技師磋 李燭塵公時在座 久大技師發慧言 春前勿懼寒威挫 

連年血本已無歸 久大員工義氣揮 避免洋人看笑話 皆簽半薪縮腰圍 

連枝永利同仁哭 簽領半薪權果腹 開會股東無利分 資金繼續投深谷 

股東會議尚和諧 范伯聲明釋眾懷 專利外商偏不售 埋頭苦幹運逢霾 

先嚴土話相當懂 暗刺公司多飯桶 多夜失眠嘆氣頻 先慈百慰仍惶偬 

藍睛顧問李江生 駐廠經年出語驚 裝置無瑕如出貨 除非上帝不能行 

江生辭職言謙遜 推薦侯公8以解困 德榜馳名化學家 榮持博士身剛健 

侯公到廠眾稱譽 先父辭兼讓與渠 萬噸仔肩能放下 心存感激手難書 

先父曾往燕京覓 校長老師殊閱歷 乙丑9明星小學開 員工子弟傳嘉績 

醫院建成淨無瑕 頗具規模煥彩霞 院長名醫吳道益 全然免費譽評嘉 

侯公徹底沙盤演 迭次拆裝機亂轉 鹼品千求不見呈 忘眠髮落眉難展 

寒冬頻易草回青 張佐湯君是救星 畢業清華來實習 難關突破解門扃 

英商卜內門聞訊 立刻犧牲其利潤 降價圖謀永利虧 希求永利關門迅 

因應鹼價跌頻仍 避免公司霹靂崩 鹽鹼員工全簽字 半薪持續義情凝 

難堪價落長虧蝕 卜內門求酣戰熄 退出全中國市場 聯營半保南洋域 

洋房宿舍列單幢 磚砌高囪亮麗窗 取代土坯三合院 員工感受勝鄰邦 

婚喪總務多人手 不必自家忙奔走 免費嚴冬裝火爐 燒煤供應隨時有 

公司賬目絕公開 紅利員工樂取回 球場花園俱樂部 柔情照顧不遲徊 

操勞過度心身潰 先父壬申10年見背 甲戌11范公發願云 銨肥必製三年內 

時光把握惜分毫 永利三人探水皋 聞道南京卸甲甸 江濱索價不偏高 

長江北岸壤非沃 兩座童山黃不綠 購後雙峰立剷平 交通便利陽光足 

三年錏廠12幕開聞 余在金陵課業勤 歉未參加開幕式 惟知貨出眾歡欣 

化工研究推黃海 奮鬥多年騰異彩 錏廠短期能建成 黃海功績誠然在 

其他工業路難諳 學悟孫公13食不甘 黃海因渠方向正 人人振奮若狂憨 
                                                 
7 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第一名。 
8 美國紐約大學化學博士，論文為牛皮硝製。 
9 民國十四年。 
10 民國廿一年，1933，五月五日，享年四十七，余方十五。 
11 民國廿三年春。 
12 民國廿六年，1937，正式開工出貨，果然不到三年。 
13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隸屬於久大、永利兩公司，社長為孫伯學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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蘆溝突變真無奈 淪陷八年殘害大 部分員工退四川 崔巍兩廠同時蓋 

麻煩歷盡見歡顏 自貢14五通顯斑斕 路法堪憐成鹼少 從新掘井鹽堆山 

風塵僕僕勞無歇 旭東范伯瑰語發 中國前途在海洋 將來見證惟明月 

誰知勝利驟來臨 范伯忠塋柏已森 傅李侯三公15共掌 重光舊廠感何深 

冰芝傅伯言誠懇 面示修華16辭委婉 錏廠兩年余值班 公錢留美當非晚 

三班晝夜若流泡 時覺心神兩不交 挨過兩冬哀傅伯 胃癌發作命輕拋 

新來廠長難親近 傅伯諾言成土糞 余即離寧17遠觸媒18 同仁餞別19遲聞問 

春申文伯母非讒 泣訴文公20受刈芟 身故公司無表示 勸余以後絕書函 

余辭上海21船身狹 巧遇同燈開玉匣 示我洋書享譽高 英文製鹼侯公法 

                                                 
14 自貢市掘井得鹽。五通橋採用路布蘭法製鹼，產量日僅兩噸。較諸塘沽日產二百噸，不啻小巫矣。 
15 傅冰芝、李燭塵、侯德榜。 
16 胞姊名。 
17 南京簡稱寧。 
18 余在觸媒工場晝夜值班兩載，虛耗青春，至今午夜仍常醒，腹饑欲食。 
19 未及參加，早已離開。 
20 青島文公信世伯，抗戰勝利後，在職去世，兩袖清風。 
21 三十七年八月十八日去美，到達後方知南京兩載收入，在美只一月即告罄。幸賴自費生每半年可結匯

九百，惟只一年，三十八年政府遷台後即無此優惠。三十九年余返台，迄今一甲子尚不足，半世紀則有

餘。果如文伯母所示未通書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