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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中八秩回憶錄 

(80-Year’s Recollections Of Chenchong Lin) 

～台灣民主運動與宗教信仰告白～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Confession 

of Religious Faith～  

序文(Preface) 

本回憶錄記述一個平凡台灣人的人生經歷，見證台灣人民追求民主

運動近代史，又是告白個人宗教信仰歷程。本回憶錄係自傳，嚐盡人間

八十寒暖，看慣世間政權興亡，經過多年自然和超然思考後所確立的人

生觀和宇宙觀，與現代人分享並留給後代參考。本回憶錄，自己電腦打

稿(採中文手寫輸入系統)及編輯。感謝吾妻蔡雅雪對本稿的細心校對。  

我一生時間(在這地球上活動期間)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  1927-1945(18 年) 日本統治時期(國籍：日本) 

第二期  1945-1977(32 年) 國民政府時期(國籍：中華民國) 

第三期  1977-2007(30 年) 移民美國時期(國籍：美國，維持台灣

戶籍) 

我一生空間(在這地球上居住環境)分類為四種故鄉：  

第一故鄉  出生地方(嘉義，居住 18 年)。  

第二故鄉  居住 10 年以上(台北，新竹，新澤西)。  

第三故鄉  居住 2 年以上(京都，慕尼黑，西雅圖，洛杉磯)。  

第四故鄉  將離世地方(可能是新澤西已住 2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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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一生時間和空間 (即 Space-Time)中換過三次國籍，在世界

有多處第二、第三故鄉，平常操練五種語言與人交際，感覺自己經歷是

個世界人。但靈性上的歸宿只有一處而永遠不會改變，就是超然界「天

國」。  

台灣人民的形成 

(Forma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住民各族群比率為：閩南人 73.5%，客家人 17.5%，1945 年後

遷台的大陸人 7.5%和原住民 1.5%。根據馬偕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主任林

媽利醫師的基因分析，原住民的血緣和東南亞島嶼族群(印尼、菲律賓等)

很接近。在菲律賓、越南、波羅洲、泰國南部新出土的古墓內飾玉是來

自台灣卑南玉材料，可見台灣原住民與東南亞島嶼在三千年前已互相遷

移做貿易。至於閩南、客家人的基因結構多元而複雜。九成以上有中國

東南沿海的「越族」血統。八成五有原住民血統。例如、台灣民主運動

先覺者彭明敏的父系祖先有原住民血統，母系則有北方亞洲人血統以及

客家人血統，顯見許多台灣人經過不同族群的混合和融合。所以大多數

台灣人與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有血統關係而與正統的北方漢人比較

無緣。「越族」是中國南方最大且分佈最廣的族群，屬於中國東南沿海(從

上海到越南河內)的原住民。至於 1945 年以後自中國各省來台的大陸人

第一代到第二代以後，因通婚也已混合於台灣人族郡全體之血統中。所

謂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將隨時代而消失並趨向於認同這塊土地而生長為新

的台灣人。  

1895 年清日簽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

降，而放棄台灣主權，但未簽定台灣歸屬。終戰台灣由國民政治接管，

而四年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政權，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至台灣。是故，

從台灣住民的自主性而言，自馬關條約後的百年來，台灣處在外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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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宰制之下。然而經本土民主運動的進展，2000 年終政權輪替，改由

本土政權執政。如此，台灣自中國大陸隔絕己超過百年以上，台灣漸漸

形成台灣歷史意識的命運共同體。依現實而言，台灣是一個主權政治實

體而其未來國際法理定位要靠兩千三百萬台灣島民自決。  

第一期  日本統治時期 1927-1945(18 年間) 

Part One-----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1927-1945)(For 18 Years) 

幼少年回憶(Birth Place and Childhood) 

1927 年我出生於台灣嘉義市。為日本統治台灣 50 年的後面一階段。

因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我出生時是日本國藉。換言之，我一生之中，有

18 年間做過日本人的經歷。這段時期我主要生活在嘉義市。所以嘉義是

我的出生地，是我的第一故鄉，留著我幼年時代的許多回憶。  

日人領台的法理根據是 1895 年的「馬關條約」由中國清朝割讓台灣

給日本的。我祖先在日人統治台灣前，已定居於台灣善化。係來自中國

福建漳州府韶安縣北門。在我曾祖父含隆公(來台第五代)時才從善化移居

於諸羅城(現嘉義市)。父親林淇漳是我祖父林榮仁的次子，於 1899 年出

生，時已是日本統治時代。日治時代台灣人為過比較舒服生活就做醫師

或律師(辯護士)的自由業。家父經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做開業醫師，

生育有四男二女。我是三男。父親於 1928 年建築了私人廣大病院命名「長

春醫院」位於嘉義市中央噴水附近(現在的公明路、日治時代的元町五丁

目九番地)。父親後來 1933 年又在嘉義近郊山子頂購置二甲餘的山地命

名為「梅園」做為別墅，並購買自用汽車一部，父親應診時開車前往，

有時開車帶我們遊玩近郊。對當時的水準而言，屬於富裕文明的生活。

我回憶中幼年生在美滿家庭，嚴父慈母的正規傳統，無憂無慮的快樂童

年。父親大戰後，又創設「私立嘉義博愛救濟院」，收容貧苦人民，曾是

嘉義一地方名士。當時的地方聞人，諸如林歡邦、劉傳來、賴邱鴛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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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獅、林抱、郭炳均、張乃賡、陳福財、李連頂、翁大有、李茂松、張

李德和、林文樹、林玉書等人。尤其，市內醫院中，梅村醫院(院長梅獅)、

振山醫院(院長劉傳來)和長春醫院三醫院每年舉行友誼卓球比賽，家族間

有頻繁往來，我幼少年印象猶新。有關家父生平，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或

文化協會都有祥細記錄保存文獻。1939 年父親 41 歲時受洗，成為熱心基

督徒(曾擔任嘉義東門教會長老廿多年)，時我 12 歲，所以我自少就在基

督教家庭中成長。所以在東門基督長老教會的活動是我少年回憶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當時歷代牧師中，黃武東牧師的講道印象最深。黃武東牧

師是大戰前後在嘉義東門教會牧會。因為他的漢文根底極深，台語講道

有名。黃牧師是給我洗禮的牧師，也是我們結婚的證婚人。他生前著「黃

武東回憶錄」對台灣教會的宣教以及合一史上，有所貢獻。大戰直後我

正是嘉義中學(日制)剛畢業。如此，我幼少年時期處在日治時代的社會裡

而長大於基督教家庭，對一生的人生觀和宗教信仰有所影響。  

嘉義中學時代(Ka-Gi Middle School Years)(1941-1945) 

當我唸完公校要考入中學校，就開始感覺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差別待

遇，心理上並不舒服。當時日本人讀小學，台灣人讀公校，日人、台人

分開基本教育。我讀東門公校，於 1940 年畢業。我們是第 27 屆畢業班，

後來我們每年開同學會於嘉義，雖然每年人數越來越少。到了 2000 年畢

業 60 週年時仍有周水河、江瑞揚、江長春、王登茂、江德茂、張文芳、

蔡北辰、江火炎等 17 名來參加真是很難得。後我進入嘉義中學。殖民地

教育本就有差別待遇。嘉義只有一所中學，稱為台南州立嘉義中學，日

本人幾乎無條件可進入嘉義中學，而台灣人能進入中學就讀可說是少數

中的少數。在嘉義中學就讀，一直總有受岐視之感。尤其是正值日本軍

國主義興起，我在嘉義中學就讀的印象就是崇拜日本天皇的皇民教育 , 令

人反感。日人、台人學生間常打鬥，強迫參拜神社，出征歡送行列，國

語(日語)家庭運動，防空演習等，當時的少年記憶，至今仍極深。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我 10 歲)，日本開始向中國發動全面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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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突襲真珠灣引起太平洋戰爭(時我 14 歲)

導致日本軍國主義崩潰的命運。到 1945 年二月我在嘉義中學四、五年級

全級全面休學被召集為所謂「學徒兵」在嘉義近郊的營地接受軍事訓練。

是年四月三日嘉市遭受美軍空炸，市區大半燒毀，但我家「長春醫院」

倖免於難。當夜，我們學徒兵自白河徒步回嘉義目睹城市一片大火，手

足無策，也無可奈何。當時台灣遭美軍空襲，但美軍並末登陸台灣，倖

得避免全面直接戰場的大災難。我們在白河營地時曾經遭遇美軍飛機掃

射險失去生命。到 1945 年夏季「大平洋戰爭」已近尾聲，是年 8 月 13

日美空軍投一顆原子彈於日本廣島市，8 月 14 日再投一顆於長崎市。到

8 月 15 日，日皇向美國宣告無條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

也導致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歷史的結束，時我 17 歲。在日治時代父親在

家裡教我們漢文，中文以台語發音，保持古代漢民族的文化習慣。所以

自少雖受日語教育，但我們仍看懂中文。在中學時代下面南宗儒家朱熹

的一首詩我最喜愛而做為座右銘，至今雖已屆八十歲我仍朗吟此詩不厭。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光陰是競，學問是難，無論古今，無論東西是個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的台灣  (Status of Taiwan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WWII) 

中華民國領台的根據於 1943 年美英兩國在開羅會議(所謂開羅宣言)

對蔣介石的許諾。但在和平條約未簽定之前台灣法律定位未確定。後來

在舊金山和約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但未轉讓給中華民國。因此當時的

中華民國領台行為，不過是受太平洋區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命

所採取「受降」行動而已。台灣要歸屬於中國的國際條約並沒有。所以

目前台灣法理地位未定論比較現實。但依國際慣例，台灣將來的定位，

或許要自己自決。中國國民黨欲教育台灣人民說沒有中國國民黨(或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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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就沒有台灣。但從雞蛋理論而推，也可說沒有台灣就沒有中國國民

黨(中華民國)。若你了解台灣的存在早於中國國民黨，就知道後者道理才

符合邏輯。  

回顧日本統治台灣 50 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島民受政治岐視並

不自由，因之曾遇著知識分子以及民主主義人士的反感與反抗。其實，

日統時代台灣的民主運動中，板垣退助(日人)、林獻堂的「臺灣同化會」

(1914)、蔣謂水、林獻堂、蔡培火等的「台灣文化協會」 (1921)、「台灣

民眾黨」(1927)及終戰直後吳濁流、林茂生的「台灣民報」(1945)都是謀

求台灣人自由平等地位的結社與組織。然而五十年抗日運動史中，蔡清

琳的「北埔事件」(1907)，台南的「西來庵事件」(1915)，原住民的「霧

社事件」(1921)、蔡惠如的「治警事件」(1923)等，更令人難忘的反抗流

血史蹟。  

另一方面，日人的開發建設台灣 , 使得台灣人民一般生活水準提

高。僥幸，在世界第二大戰中台灣又避開了戰場的災難。台灣的經濟、

以農業的發展為顯著，台灣的「在來米」改良成功為「蓬來米」；甘蔗的

改良，使台灣砂糖產量娩美世界。全般而言日本統治台灣 50 年後，台灣

的交通、教育、治安、電力、水利、工業、衛生以及人民生活水準比當

時中國大陸任何地區為高。日本統治台灣四十週年 (1935 年)時，蔣介石

曾經派福建省主席陳儀來台考察，陳儀回國報告中，公然讚揚日本的殖

民地制度成就。可見，當時中國政府人物莫以日本政治經驗做為借鑑。  

從結果而看，台灣人民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好處在於經濟發展上奠

定了基礎。對我個人而言，自幼年至中學接受日本教育，多熟練一語言(日

語)並認識日人對自己一生有正面作用。其實 , 日語對我的一生求學有很

大的幫助(碩士學位在日本獲得)。大體而言，我的思想不屬於狹窄的民族

主義而偏向於無國界主張的世界人。不過，現實世間可不是那麼理想。  

回想大戰後台灣島民一片歡喜，想終可脫離日本統治，獲得自主。

自日本投降至同年 10 月 25 日陳儀接管期間實際上仍由日本人與民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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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作管理。雖 50 天處在無政府狀態，社會治安、

秩序相當平穩。後來日人全部被遣返日本，每人只准帶一個背包及若干

現金。這是我一生中由日本籍轉變為中華民國籍的過渡時期。如此目睹

一時氣焰萬丈的日人，低頭喪氣，倉惶離去，而由八年抗戰疲勞不堪的

中國政權所代替，國家盛衰流轉，風雲莫測，令人感慨系之。對台灣人

民而言，從 500 年來，隨外來政權輪替，而最近 100 年來更分屬於日本

與中華民國外來政權所統治，任憑強權擺佈，台灣人無法享受真正政治

自由和自主。這是台灣人的過去悲哀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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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國民政府時期 1945-1977(32 年間) 

Part Two------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al Rule 

(1945-1977)(For 32 Years) 

台 灣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Taiwan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al 

Office)(1945)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戰敗，同年 10 月 17 日陳儀的軍隊搭乘

美海軍艦艇，登陸基隆及高雄。並於 10 月 25 日正式由日本台灣總督安

藤利吉接管台灣的統治權，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註：安藤利吉被告

為戰犯而在上海戰犯監獄內服毒自殺)。是故國民黨 10 月 25 日定為台灣

「光復節」。這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台灣統治的開始。 (註：稱呼「光

復」是國民政府的扭曲，當時麥師命令蔣介石軍隊來台「受降」或「接

管」而不是「光復」。今日的台灣人終覺醒以「終戰」稱呼代替「光復」

的國民黨神話。) 

在日統時代台灣人難免懷有祖國之情節。但來台陳儀佔領軍是身披

棉襖的非正規軍，讓迎接台灣民眾大為失望。台灣人希望在祖國之下，

能夠台人治台。但事與願違。陳儀接管台灣，以征服者姿勢統治台灣人，

低估了台灣人的文明水準。同一漢民族竟採殖民制度，行政上級職位完

全由大陸人擔任，中級職位也被經驗、能力較差的大陸人所取代，特別

軍隊、警察一律大陸人。陳儀政府顯然成為新的殖民政權，而且比日本

統治時代的殖民政策更不效率，更不公平。如此，台灣行政公署以貪官

污吏實行「訓政」，台灣民眾怨聲載道，終引發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  

台北高級中學(Taipei High School Years)(1946) 

學校制度由日式學制改為美式學制，對日式中學剛畢業者而言就需

要進入臨設大學先修班或新設台北高級中學就讀後才考入大學。於 1946

年 4 月我考入台北高級中學(日治時代的台北高校，現在的師範大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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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嘉義來到台北。就讀台北高級中學起初學生都保持日治時代的高校

風氣，尤其我住在「七星寮」(日治時代的高校學生宿舍)，每到季節寮友

就逢火踏「台高舞」，維持一片日本高校時代寮風。當時唱的寮歌的一段

就是「あ純真の意氣を負ふ，青春の日は暮れやすく，一たび去つて歸

らぬを，など君起ちて舞はざるや，いざ手を取りて歌はなむ，生の歡

喜を高らかに！」。但過去的生活方式，因時光流轉，環境不再，現在回

想這一段時光，感慨萬分。  

國民黨統治之後，禁止使用日文，加強中國話文的教育。我於 1947

年 7 月順利畢業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校長是李季谷，當時在高校的

老師有老師陳蔡煉彰(國文)、楊基銓(體育)、朱際鎰(歷史)、陳秩宗(化學)

等。從日本教育變為中國教育，雖時勢所迫，對我多熟練了中國語(當時

叫北京官話)，在自己生涯中，得以適應而集思廣益。小時候，家父教過

我們漢文，例如「三字經」、「千字文」我們都可以台語背書(唸書歌)，所

以學習中文並沒有什麼困難。如此，我受高等教育以及就職的地方在國

民政府統治下的台北，居住總共 30 年之久。台北就成為我一生中的主要

第二故鄉。  

二二八事件(2/28 Event)(1947) 

從 1945 年(民國 34 年)10 月 25 日陳儀接管台灣不到一年半的 1947

年(民國 36 年)2 月 27 日傍晚，六名台灣省「專賣局」緝私警員(都外省

籍)在台北太平町取蹄私煙，毆打一位販賣私煙的中年寡婦林江邁，並沒

收她的煙及金錢，後來又打死了一名旁觀市民陳文溪，引起了民眾憤怒

反抗。第二天，2 月 28 日早上，兩千多名的民眾到南門專賣局總局抗議

未得到答覆，下午更多民眾集結長官公署(目前的總統府)情願將肇禍人員

正法並要求改革省政。此時為驅散民眾，憲兵用機關槍向群眾掃射，至

少四人死亡，九十多人受傷。這一連串流血事件引起了一連串全島性的

群眾反抗暴動，就是所謂「二二八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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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學校全面停課，民眾毆打外省人，街路不安，因

台北舉目無親就決心回嘉義故鄉。3 月 2 日火車半開半停，坐整整一天一

夜先赴虎尾，因虎尾機場正有零戰。翌日才回到嘉義。3 月初，二二八事

件己波及嘉義。當時嘉義機場軍兵困守，市街就為民兵所控制。其實，3

月 3 日至 7 日台灣民眾已控制全省主要城市。陳儀一方面同意「二二八

事件省處理委員會」要求從事政治、經濟改革。一方面電告南京派兵來

台鎮壓。3 月 7 日陳儀接獲蔣介石密報己知援軍將到。3 月 8 日中國五萬

援兵已分別到基隆和高雄登陸，陳儀就反面拒絕「處理委員會」提出三

十二條處理大綱，而且自 8 日起也開始抓人了。數日後處理委員會宣傳

組長及台北分會主席王添燈也數日後不經審判，慘遭處決。8 日基隆、高

雄就聽到機槍在街上掃射的聲音。登陸中國國軍開始進行狂暴的、殘忍

的屠殺鎮壓行動，其後一個月中被士兵濫殺的全省民眾，不計其數。  

3 月 11 日嘉義市民不察中國部隊的隱謀，由參議員及各界大表開會

決定派潘木枝副議長及八名代表開赴機場，勸導軍隊解除武裝。結果，

除國大代表劉傳來、參議員邱鴛鴛以及一位「半山」，三人被釋放以外其

餘全部被監禁。翌日中國援軍已到就自機場進入市區掃射大肆搜捕。十

一天後分三批在嘉義火車站前將陳復志(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 )、陳澄波

(名畫家)、潘木枝(市議員)、盧柄欽(市議員)等共廿人槍決示眾。槍決人

還要將屍體示眾，是我頭一次看到這種野蠻刑法，讓過去生在日治文明

社會的人悚然難解。其中，藩木枝是我台北高級中學同窗潘英章的父親，

陳澄波是我嘉義中學同窗陳重光的父親。嘉義的慘案，我親自目睹並參

與其中。如此，自己是二二八事件活活見證人。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四百年歷史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政治事件。據

估計二萬以上的各界精英在這事變中被殺害，包括林茂生(台大文學院院

長)、王添燈(省參議員、茶葉公會理事、自由報社長)、林連宗(制憲國代、

省參議員)、陳炘(留美經濟學家、銀行家)、李瑞漢和李瑞峰(台北市律師

公會會長兄弟)、楊元丁(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陳能通(淡中校長)、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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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醫學博士 )、郭章垣 (宜蘭醫院院長、宜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負責

人)、張七郎(制憲國代)及其子張宗仁和張果仁二人、宗斐如(人民導報社

長)、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都是

台北市參議員)、王育霖(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廖進平(抗日運動家)、潘木

技(醫生、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畫家)等社會名士。他們無一人造反，

卻遭殺害。這時台灣人才覺醒中國人軍隊的殘酷面。  

依張炎憲(國史館館長)分析，1947 年台灣會發生二二八屠殺慘劇，

首要應負責者是蔣介石，因他同意派兵入台。至於台灣行政長官陳儀、

警備總司令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輯也應一併負起連帶責任。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投奔中國大陸，戰後隨陳儀來台接收的台灣

人，當時一般稱為「半山」。半山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錯綜微妙角色。

有些半山反而被事後算帳。例如，接辦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李友邦，

曾是抗日英雄。事變以後，被召回南京被監禁，後來藉題處決他。為什

麼國民黨要處決李友邦？至今仍是一謎題。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只因為

台灣人辯護，卻在事件中也被槍決。  

做陳儀走狗的半山，有如謝娥、王民寧等。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

更協助陳儀報復台灣人。其他如黃朝琴、丘念台、劉啟光、許德輝、李

建興、游彌堅、連震東、黃國書、蘇紹文、陳天順等都以「半山」姿勢

出現於陳儀行政公署政府或在後來蔣氏父子的國民政府中，扮演了積極

或投機分子的角色。  

另外日統時代的御用紳士許丙和辜振甫等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關在

監獄，事件結束後，被釋放而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國民黨御用紳士。  

在台中領導民兵「二七部隊」與蔣介石援軍作戰的謝雪紅在二二八

事件後逃離台灣到香港，創辦「新台灣叢刊」為中共做政治宣傳工作。

因她的台灣民族意識強烈，曾經在 1950 年代及文化大革命期間遭二次中

共政治鬥爭，於 1970 年病逝於北京，可謂晚期相當淒苦。(註：中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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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台灣統戰，後來使謝雪紅平反，1986 年 9 月將謝雪紅的骨灰移放於中

共一級公墓。) 

廖文毅 1947 年 3 月中旬得從台灣經香港逃亡日本最早的海外台獨運

動的領導人，於 1948 年向聯合國總會提出，在聯合國的監督下，經由公

民投票決定台灣獨立的訴求。1950 年 2 月 1 日，先與同志在日本創設台

灣民主獨立黨，至 1956 年 2 月 28 日，正式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被選為大統領的廖文毅，常常在日本各地進行有關台灣民主獨立的演

講。當時在日本活動於台灣運動中彰化出身的陳智雄最出力，後來被自

日本引渡給台灣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藉題以叛亂罪名逮捕並於 1963 年

5 月 28 日將他處決。陳智雄成為最純粹殉於信念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第一

位烈士。至於廖文毅本人於 1965 年被國民黨引誘放棄獨立運動回台度晚

年(註：廖文毅晚年回台係為救他姪子免死刑與國民政府交換條件，迫不

得已。)。台灣聞人林獻堂在其晚年寧不願返台而抱憾客死於日本。  

二二八事件魁首陳儀，在事件後被調離台灣，不但沒有為二二八事

件被處罰反而於 1948 年被任命為淅江省主席。但後來卻因欲投降共產黨

而以「背叛罪」被捕帶回台灣，於 1950 年 6 月 16 日在台灣被處決。曾

是一位國民黨威權，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卻在自己國民黨手下被處決。蔣

介石槍斃陳儀是通匪？叛變？為二二八負責？為安定台灣的國民黨政權? 

雖然這是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的迷霧，如此淒慘下場，對投機政客而言，

也算自取其果。  

無可否認的二二八事件給台灣近代政治上有負面影響。只不過是一

年半前，台灣民眾歡天喜地慶祝光復、迎接祖國軍隊與政府，而一年半

後卻被同樣祖國的軍隊與政府血腥鎮壓，從這時台灣人澈底覺醒。嗣後

本省及外省的「省籍情結」，長久難以消除。加上，國民黨的 40 年獨裁

更助長了台灣人覺醒自主意識，在台灣民主運動近代史上寫下各種轟轟

烈烈的抗爭史蹟。美國人士中，或許 George Kerr 最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真

象。他是二二八事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目睹二二八事件。後來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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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叫著“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彎)，詳細分析二二八事件原

因並客觀報道了二二八事件，道出台灣人被國民黨壓迫的真相。國民黨

一時企圖不讓這本書流傳，但未成功。不過，此書到 1991 年才由陳榮成

翻譯為中文正式出版。該書不單是禁書，翻譯者陳榮成成為國民黨的黑

名單。然而這本書讓許多美國人和留學生了解二二八事件真實面並對台

灣民主運動有很大催化作用。  

台灣大學化工系就讀(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Years 

at NTU)(1947 – 1951)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我繼續學業，隔年 1947 年 5 月台北高級中學畢

業，同年夏天考入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時 19 歲。一個原對政治亳

無興趣而以技藝求生計為志的自己人生規劃，卻在中國政局亂中，風吹

草動，起伏不定。但最後乃得進入高等學府。當時日人師資已被遣返，

從大陸來台的師資薄弱而有限，只好在這一段時期自習求進步了。  

於 1947 年夏天考入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就讀而於 1951 年畢業

(36/化工)，時 23 歲。台灣大學是當時惟一大學，在學中時的校長是傅斯

年，我現在留有一張與傅斯年合影的珍貴相片。傅斯年是當時來台中國

學者中屬於自由派。因我畢業那一年的 1951 年在議會中猝死，我畢業時

証書上的校長是錢思亮。在學時正是中國大陸國共內戰，局勢極為危急，

許多中國人逃難到台灣來。台灣成為中國內戰難民的天堂。我進台大時

班上約 30 名，第二年時撤退來台青年軍插班進來，畢業時班上膨脹為約

60 名。四年間的老師有陳華洲、魏喦壽、謝明山、勞侃如、許永綏、謝

惠、趙耀中等教授。我於 1951 年 5 月畢業獲工學士學位(BS)。在台大化

工系校友通訊錄上 1951 畢 /化工。台大學園生活影響了我一生的命運。

凡就讀於台大的人都以「台大人」自負。同班同學中在教育界服務的有

徐獻文(University of Tennessee)，范良政(Kansas State University)，溫錦

榮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郭東耀 (東海大學 )，楊思廉 (台灣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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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林建中(台大、NJIT、交大)。各位同學後來在社會都有成就。  

中國國民政府遷台(Nationalist’s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1949) 

國民黨在第二次大戰後於 1946 年 12 月 25 日與中國各民主黨合作(共

產黨未參與)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並於 1947 年 12 月 25 日施行。當然，

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台灣人民未參與，也與台灣人無關。同年及次年，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選舉。1948

年蔣介石當選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但中國共產黨興起，共產黨與國民

黨之間發生政權爭奪戰爭，1948 年中旬國民黨已失去華北，國民軍節節

後退。1949 年 1 月 19 日行政院提議停火並與毛澤東和談。1 月 21 日蔣

介石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隔天，北京為共產黨佔領。至 4 月

共黨大舉渡江，南京不守。5 月武漢，西安，上海不守，8 月蘭州不守，

10 月廣州不守，11 月重慶陷落李宗仁離開中國飛往美國。1949 年 12 月

蔣介石六十萬軍隊以及大部份人民代表撤退來台灣，國民政府也遷台，

至此中國大陸完全赤化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正式宣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逃亡台灣的政權。  

所幸藉台灣海峽之賜，以及美國軍艦的援護，台灣終得以避免中共

攻佔。美國阻擋中共佔領台灣主要原因是台灣歸屬尚未決定，不容許中

共以武力佔領。1952 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

權及一切權利，但未明定歸屬於任何國家。換言之，台灣既沒歸屬中華

民國，也沒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註：法理上，自 1971 年中華民國被

排除聯合國會籍後，國際上，中華民國在台灣雖是一個主權政治實體而

已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1949 年底國民黨撤退來台，蔣介石馬上復位總統，開始整頓軍隊，

清除共產黨及政治異己，頒佈戒嚴令，以萬年國代為基，建立了蔣介石

終身任總統的一黨獨裁體制。1950 年 1 月 6 日英國卒先承認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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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之，中華民國只是佔據台灣繼續其國民政

府。國民黨來台接收日產，黨國不分，許多日產都被國民黨侵佔為黨產。

國民黨的情治單位(警備總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及各地警察機關 )

藉戒嚴令法濫捕政治犯或思想犯。甚至適用軍事特別法，加以審判。如

此，國民政府遷台起初以專制統治台灣 , 社會恐怖氣氛濃厚，成為台灣

民主近代史上的最黑暗時期。  

白色恐怖(White Terror)(1949-1987) 

自國民政府遷台後，開始實施軍事戒嚴統治。1949 年 5 月 20 日，

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台灣省戒嚴令」，宣告台

灣省全境實施戒嚴。同年 7 月 9 日實施「連坐保證制度」，公務人員未有

保證人具保者不予僱用。國民政府宣告戒嚴令後，台灣陷入清鄉的「白

色恐怖」時代。在我在台灣大學就讀中，1949 年 4 月 6 日半夜，所有台

灣大學及師範學院的宿舍，都被武裝的士兵所包圍，約三十名學生被捕。

次日數名祕密警察再度前往師範學院宿舍逮捕學生，導致學生警察衝

突，結果約三百名學生被捕。1949 年一年中，至少有一萬人被捕，其中

有些人被判有期徒刑，有些人被判長期徒刑，有些人則被處死刑。  

在白色恐佈期間，國民黨自己內部也彼此猜疑，互相暗鬥。例如陳

誠 1949 年 12 月 21 日退出省主席席位，昇為行政院長。接任省主席的吳

國楨博士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吳國楨迅速且勇敢地展開政治及經濟改

革，其中出色的是給予台灣人自治的機會，1950 年 4 月 5 日公佈舉行全

省縣市普選。但吳國楨的自由思想與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的意願未盡相

合。吳國楨逃脫一次謀殺後，於 1953 年 4 月 10 日被撒職，並准許離開

台灣(即外逐)。吳國楨夫婦被迫留下他們年輕的兒子當人質，經美國人士

說服蔣介石，整整 15 個月後，才准其子離開台灣。另一例子是孫立人將

軍事件。當時孫立人將軍為陸軍總司令兼台灣警備司令。抗日以及改革

時期名聲顯赫的孫立人重陷吳國楨覆轍。1955 年中蔣介石在美國大使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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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下舉行軍事檢閱，突一群年青軍官向前呈上請願書。蔣介石極為憤怒，

當場將孫立人解職並將之禁錮。孫立人屬下約三百名軍官在此案下被

捕。蔣介石選拔彭孟緝頂替孫立人為總司令。事後孫立人被控在軍隊內

「庇護共產黨員」，但卻判了「不可容恕的失職」罪，被軟禁住在台中一

棟小房子度過餘生。  

1951年 6 月我經過就業考試後被派進入省立台灣工業試驗所(現經濟

部商品檢驗局)就職(實習生)。同年參加國家高等考試及格。一般而言，

我的就業相當順利。不料，同年 12 月 25 日半夜突然被治安人員從工試

所宿舍被帶到警備總司令部看守所 (即日治時代的西本願寺)，關在獨房

(約一坪面積)，整天不見日光。被羈期間提審詢問二次，都在半夜間。才

知道我嘉義中學時代的同學黃嘉烈涉嫌匪諜案所關連。被關兩個月後被

押拘到軍法處看守所(註：當時在信義路，現移至新店)等待軍法判決。在

看守所十個月中被關在一間牢房約 30 坪牢房，房內有約 30 人難友。在

看守所中有二十數間這樣的牢房 , 每房都人滿。一天有 30 分鐘戶外活

動。這是一天中能見日光的唯一機會。牢房內放一馬桶為大家方便之用。

新進來的人就佔靠在馬桶最旁邊，當有新人進來就升級移到離馬桶較遠

的位置。因房內人數常有變動，但數目保持著約 25 名左右。夜間全部難

友同時睡，就不夠位置，所以輪流二人站立一小時，同時可以搖動懸掛

的毛布吹風，因室內無空調很悶熱，難以安眠。被關的難友人人自危，

因為凡在夜間被提審而不回來牢房的是被判死刑而隔日槍決。在我十個

月被羈押中依我記憶，同室的難友有三位被槍決成為白色恐怖的生命犧

牲者。  

在同房難友中有一位 30 歲左右青年用鉛筆畫了我的肖像在空白明

信片上(當時明信片是唯一能得到紙張 )。這明信片上他為我寫著「1952

年四月廿八日造像於軍法處看守所」而簽名為 Y.P. CHIN。(請看相片)。

當時在看守所的難友都有所覺悟，不一定能夠活著出獄，所以這位難友

給我寫肖像，以備萬一留為遺像。可能他心裡有數，這位難友同房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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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多月後被處決，而他的鉛筆畫竟成為他的絕筆。我一直不知他真姓

名和身分(一般難友間不會講自己來歷的)只知道他是客家人。然而他給我

所畫的這一張鉛筆畫肖像卻成為白色恐怖的活活證據。這位簽名

Y.P.CHIN 難友為我造像而他自己成為白色恐怖的生命犧牲者。當他一個

夜間被提審而不再回來囚房時，我一整天傷心難過，連飯都吃不下去。  

同案的黃嘉烈 (註：不關在同一囚房。一般同案的不會關在同一房 )

判決結果也被槍決。另外，在我羈押在台北看守所的同時間有二二八事

件時代的民間自治領袖劉明(係涉資匪罪嫌而被捕)等人。白色恐怖受難者

能逃離死刑的，大多判有期徒刑或管訓被送綠島 (日治時代叫著火燒島 )

監禁。後代的人，會記起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中，不知有多少哀恨、悲

痛和死與生的掙扎，不知有多少只是因為國共政權的鬥爭而犧牲掉自己

的青春甚至生命的這一代人 --—有台灣人、有大陸人，有共產黨員，有國

民黨自己人。  

在看守所唯一可送進的書籍是有關宗教的書籍。所以我在這坐牢的

機會，精讀宗教方面之書。我查讀「聖經」之外，也研讀了不少佛教哲

理及老子思想等。可說這次鐵窗經驗，奠定了到晚年時，能寫作「宗教

哲學」書藉的基礎。  

直到 1952 年 12 月 23 日我被判無罪交保釋放，坐監獄失自由整整一

年。本人雖僥倖無事，竟也成為國民黨「白色恐佈」的見證者又是受害

者。 如此，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我是「二二八事件」目睹者又是參與者，

也是「白色恐怖」見證者又是受難者。國民黨在台灣近代史中的敗績，

永無法從我的記憶中擦掉。  

赴日進修碩士學位(MS Degree in Japan)(1955-1958) 

「白色恐怖」坐一年監牢後被釋放，我就回台灣工業試驗所復職，

職位是技士(因我高等考試及格)。一年後決心出國進修，因為如此留在台

灣並無前途。1954 年報考留學考試而到鳳山軍官學校受四個月的軍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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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依當時的規定凡出國留學都必受軍訓才得出國。我畢業台大時的 1951

年尚無預備軍官制度，所以我未曾接受軍訓。當時為著方便高官的子弟

能夠中學畢業就可出國留學，政府臨時設了留學生軍訓隊(二年後制度就

廢除)。我們大學已畢業未受訓的就與他們高中畢業生一起參加留學生軍

訓隊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受訓。在同期受訓的有高中畢業生陳履安(後來

擔國防部長)，神學院畢業生鄭兒玉(後來台南神學院教授)、大學畢業生

錢純(後來中央銀行副總裁)等人。我這時被迫加入國民黨。加入國民黨有

好處，無論是出國手續或就職都比較順利。1950 年代一般人民想要出國

並沒有那麼容易。要申請得護照外，也要出入境証，還要找人保証思想 (保

証書)而外國的簽証也是一大關卡。手續繁雜，機關多重，一般手續期間

要一個多月至參個月。托旅行社代辦，甚至旅行社要你繳些公關費 (紅

包)。要出國也需要紅包，可能現代的人想不通。這是我頭一次出國，當

飛機離台灣陸地時我不禁暗中雀躍，也為了出國手續而已感筋疲力盡。  

從當時國民政府的留學政策而言，主要要讓大陸籍特權高官的子女

送到外國，並將私產盡量移到國外，而對台灣人子弟也趁機會得以出國

留學，養成台灣人精英為台灣未來政治添加不少人材，從結果而言，對

於政治本土化也有所幫助。  

為什麼我到日本留學？一方面，因我失去了向美國申請獎學金的機

會。另一方面胞兄林瑞庭是京都大學醫學部畢業，終戰後歸化日籍醫師，

有親人可照顧我。當時以自費出國留學需要一批金錢，家父也同意資助。 

1955 年我到日本京都考進同志社大學院就讀攻讀碩士學位。當時我

是與日人同樣考試入學的，因當時戰後不久，日本尚無外國人留學生優

待辦法或獎學金，外國人需以私費並與日人同樣考試入學。在京都滯留

三年的時光(包括一年在京都大學櫻田教室的研究員)，接受日式教育制度

之外，遊覽京都名勝。京都是千餘年歷史的日本古代首都。京都的平安

神宮、金閣寺、銀閣寺、方廣寺、三十三間堂、清水寺、二條城、京都

御所(舊皇宮)等觀光客常參觀的地方。京都郊外的嵐山的風光相當秀麗，



台灣民主運動與宗教信仰告白 

-27- 

我都去過。因我胞兄瑞庭在島根縣玉造病院就職，所以學校放假期，我

都去那邊，順機會參觀日本「中國地方」名勝，例如出雲大社、しん道

湖、松江城，玉造溫泉等日本西部風景印象極深。  

到日本進修第一年 1957 年暑假回台並於 1957 年夏天與台南市蔡愛

義醫師三女蔡雅雪(師大音師系畢業)訂婚。未婚妻也隨後於同年 11 月 9

日來日。雅雪來東京受日人高野先生的照顧順利進入東京武藏野音樂大

學專攻科進修。所以日本卻成為我們未婚夫妻同一時候留學進修的地

方，給我們結婚前戀愛交際的機會。雅雪在東京，我在京都，在寒暑假

日相約相見，遊玩名勝並到胞兄瑞庭處(玉造)過年。我於 1958 年 3 月同

志社大學院畢業獲得工學修士 (碩士)學位後到京都大學櫻田研究室做高

分子研究員半年。未婚妻雅雪也於 1958 年 9 月武藏野音業大學專攻科畢

業。  

至 1958 年夏天我們倆都學成，就同坐「橫濱丸」(一萬噸)郵輪回台。

日本留學在我一生中留下甜蜜的回憶。我在京都前後住過三年，所以京

都就是我的第三故鄉。  

與蔡雅雪結婚 (Our Wedding Day) (1958) 

我回台灣工業試驗所擔任技正，雅雪在師範大學音樂系擔任講師。

我們於 1958 年 11 月 8 日在嘉義東門教會舉行結婚典禮 , 證婚人是黃武

東牧師、司儀是李連頂長老。終身大事完成後成為我們建家立業的起點。

起初在台北台北市開封街一段租屋，後來才在中正路一段(中崙)買自己的

房子居住。在台北的住所有幾次搬遷，經中正路 1086 巷、安東街等地，

最後才定居於新生北路二段的房子。所以台北是我們夫妻的第二故鄉而

為我們孩子們的第一故鄉。  

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獎金赴日研習原子能 (UN Atomic Energy 

Agent Fellowship)(195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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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申請得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獎金再度赴日本研習原子能和

平利用的技術一年。「原子能」是第二次大戰後最熱門的科技。從這次

的研習我學得了有關「近代物理」的知識。這一年我在東京原子能研究

所半年，住在原子能研究所招待所。在名古屋工業研究所半年，住在名

古屋的一所公寓租屋(名古屋市北區平手町二の十，いせや方 )。日本全

國的名勝是我在名古屋研修時，趁機會到處遊覽。因為當時，國民政府

仍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之一。因此，這次是日本政府公費，趁機會到日

本各地，包括北海道的洞爺湖、湯川溫泉、日光的東照宮、華嚴の瀧、

富士山、箱根、奈良東大寺的大佛為日本屈首的大佛，而大佛殿是一座

世界最大木造建築物。熱海市的海岸以及伊豆半島的溫泉鄉也去遊覽。

參觀廣島市參觀原爆紀念館、原爆慰靈塔、爆風中的母子銅像、和平之

鐘等讓全人類反省戰爭的罪惡和悲慘。為何那麼多的國家還在追求核子

競賽呢？我也到了九州遊覽。九州是日本第三大島，長崎的中國寺院 (興

福寺)具中國味道而阿蘇山的火山口 (地獄谷)壯觀，印象極深。  

1960 年 11 月 15 日回台後就轉到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在新竹)擔

任研究師，後來在國際原子能總署援助下，在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設

立了我國第一所鈷 -60(Co-60)放射線實驗室為原子能和平用途研究之

用。這一時段我在新竹住 5 年之久，後來為了到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才辭

去聯合工業研究所的職位。  

從此 25 年後，我有機會又回到新竹的交大任教，直到我退休為止，

在新竹居住總共 15 年以上，所以新竹與台北相同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其

實，我的最後在台戶籍設在新竹市光復路一段自購房屋。從此我每一年

回台時都住在這新竹自宅。新竹是我晚年常住的故鄉。  

海外民主運動先驅 (Overseas Taiwanese Activists for Taiwan 

Democracy)(1950s, 1960s)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接管。自蔣介石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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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機關由大陸撤退來台外省人所控制。「中央民意代表」變為終身

職。實施戒嚴下一黨專制政權，致使由逃亡海外台灣人以及早期台灣留

學生推動台灣政治民主運動。最早期的 1955 年 9 月 1 日廖文毅、王育德

等人在香港組織台灣「解放聯盟」，後 1956 年 2 月 28 日在東京組織「台

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59 年以王育德為首籌劃發行「台灣青年」雜誌。

1960 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1961 年史明在東京出版日文「台灣四

百年史」，為首度以台灣人本位寫出台灣歷史，對啟發台灣意識有所作

用。1963 年 5 月 11 日王育德、黃有人、辜寬敏、許世楷、宋重陽等人在

東京組織「台灣青年會」。  

在美國方面的海外民主運動的先驅，1956 年代林榮勳、盧主義、陳

以德被稱為費城三傑(3F)在美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1965 年 5 月 9 日改

稱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到了 1970

年 1 月 15 日周烒明、陳以德、陳隆志、張燦鍙等人就組織「世界台灣獨

立建國聯盟」，並分設美國、日本、以及歐洲三本部。海外台灣獨立運動

大多由海外台灣留學生及台僑所發起，知識分子已認識到惟有台灣獨立

民主才能脫離任外來政權宰割的悲運。這種民主運動促成台灣人意識以

及確立台灣人特殊的文化和價值觀。  

雷震案 (Lei-chin’s Opposition against Nationalist Dictatorship) 

(1960) 

雷震是國民黨大老，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系畢業，在學生時代加

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於 1926 年返中國曾任國民政府要職，並被選為

制憲國大代表。1949 隨國民黨撤退來台參與國民黨改造，同時與殷海光

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宣揚自由民主。他對國民黨的權威統治

並不贊同，引發蔣介石不滿，被撤消黨籍。雷震認為要改革政治，一定

要成立反對黨，1959 年起與黨外人士李萬居、高玉樹等合作積極籌設「中

國民主黨」，欲以制衡國民黨一黨專制。雷震的組黨企圖被國民黨認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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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不道，至 1960 年 9 月 4 日警備總部以「知匪不報」罪名，加以逮捕並

判處 10 年徒刑。1970 年雷震出獄，他在獄中所寫的四百萬字回憶錄，卻

被警備總部焚毀。1976 年，雷震帶著永遠的遺憾離開人世，得年 83 歲。 

同時候，費希平是隨國民黨撤退的老立委，因惹蔣介石而遭停止黨

權一年。後來脫離國民黨而與黨外人士積極組反對黨。他是創設民進黨

「十人小組」之一。1986 年 9 月 27 日在圓山大飯店宣布組黨時的會議主

持人就是費希平。所以雷震和費希平是外省人中促進台灣民主運動的可

敬老輩典範。  

島內民主運動前鋒(Pioneers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1960 年在台有陳榮成，蔡同榮，羅福全等參與「關仔嶺會議」即台

灣第一次青年學生集會反對國民黨專政，事後都遭到白色恐怖的鎮壓。

陳榮成後來在美國翻譯美國外交官 George Kerr 所著「被出賣的台灣」為

中文而被國民黨列為黑名單。1960 年代國內本省黨外人士中李萬居、郭

雨新、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許世賢等在野人士以民意代表角色投

身民主選舉，可惜只是個別行動為主，未形成集體力量，對中央政府構

成威脅。例如，郭雨新在 1950 年代中期起就與外省菁英雷震結合推動民

主運動。他擔任省議員達 22 年之久，其間大膽地批評國民政府的專制特

權。1975 年以「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心志參選立委，卻是落選第一

人，他選區竟出現數萬票廢票。郭雨新睌年流亡美國，被國民黨列入黑

名單，有家歸不得，而於 1985 年病逝美國，家屬遵其遺言歸葬台灣。這

些早期的民主鬥士，導致 1970 年代，1980 年代的黨外勢力包括高玉樹、

黃信介、康寧祥、許世賢等繼續民主選舉抗爭。  

外省籍民主運動菁英(Out-Province-Born Democracy Activists in 

Taiwan) 

與雷震一同被捕下獄的是傅正至 1966 年才出獄。他是雷震的得力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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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編。傅正 1927 年生，早年曾擔任國民黨特種

黨部科長，政工幹校擔任幹事等，1953 年因不服上級規定而被撤職。他投

入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從參與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編寫開始。1979 年「美

麗島」雜誌創刊時，即參與編緝工作，同時為黨外公職候選人助選。1986

年組民進黨時，為民進黨創黨「十人小組」之一。組黨時他擔任組黨的決

議文，宣言。傅正和江鵬堅、謝長廷、張俊雄、黃爾漩等是當時組黨的菁

英，而在民主運動功勞上佔有一席之地。  

1982 年 8 月 23 日邵立中、楊新彥、廖中山等人成立外省人台灣獨

立協進會，首自會長是廖中山，在外省族群中，主張台灣獨立的先驅。  

至於張忠棟、鄭南榕、陳師孟、金恆幃、謝志偉等，都對台灣民主

運動有所付出的熱愛台灣的外省籍人士。這些人士在陳水扁總統時代，

對本土政府執政也有所服務。  

彭 明 敏 政 治 庇 護 瑞 典 (Prof. Pong Men-bin Escaped to 

Switzerland for Political Asylum)(1964) 

1964 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謝聰敏、魏廷朝共同欲發表「台灣

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彭教授於 1965 年特赦出獄，但被監視受軟禁在

台灣多年，後受國際特赦協會助援，1969 年 2 月奇蹟成功逃出被嚴格管

制出入國的台灣，抵瑞典獲得政治庇護而恢復自由。彭明敏事件曝露當

時國民政府壓制知識分子思想言論自由的暴政，同時也正式激發了台灣

知識分子對台灣民主的運動。  

赴西德攻讀博士學位(Doctorate at Munich Technical University, 

West Germany)(1964) 

大學畢業以來快做了 10 年研究所工作，我的終結志望在於教育工

作，就決心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得妻子同意決定出國進修。當時台灣

學子大多到美國留學，不過我乃選擇西德。原因是到美國已是過晚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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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學制是拿到 Diploma(相當於美制的碩士學位 )後攻讀博士只少要兩

年。所以有可能兩年內拿到博士的希望。我就申請得慕尼黑工業大學的

入學許可。1964 年初坐中華到香港轉德航赴德。在德國進修中沒有想到

我又熟練了一個外國語言(德語)，對我的人生添加不少精彩。  

恩師 Patat 教授給我一年擔任助教的職位，對在德的生活費幫助不

少。在我兩年滯留西德中，有一次機會到 Frankfurt 參加世界馳名的德國

工業展覽會(AHEMA)，經恩師 Patat 教授介紹，我在會場當翻譯員(日文

和中文)一天可賺 60 馬克，十天賺了 600 馬克。相當於我在德國兩個月

的生活費。我也常為德國廠商翻譯日本專利為德文來補助在德生活費。  

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是以德文寫論文(以實驗數據)。論文完成後由三

位教授德語口試(通常一到二小時)。考試結果，當場宣佈。隨後與全班師

生喝啤酒慶祝。我 1965 年底順利以優良成績“Gut  Bestanden”通過博士

學 位 口 試 。 我 的 博 士 論 文 題 目 為 “Zur Kinetik des Redoxsystems 

Wasserstoffperoxid/Rongalit Mit Acrylnitril Als Polymersierbarer 

Verbindung”。 以外國人學生能在二年之內完成博士論文，以優良成績通

過口試，這是幸運也是奇蹟，感謝神的保佑無盡。我一位台大化工系碩

士學生，由我推薦到同一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卻花了五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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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記憶中，當時在慕尼黑有來自台灣的留學生：陳繼盛、林菊枝

夫婦(都是律師 )、王澤鑑 (台大法律系主任教授 )、劉德義 (師大音樂系教

授)、林幸枝(音樂家)、席慕德(音樂家)等人。在海德堡就有翁岳生 (司法

院院長)、施啟揚(行政院副院長)等人。  

懷念父親(In Remembrance of Father) 

在留德進修中 1964 年 10 月 15 日突獲雅雪來電告父親病逝，當時深

覺失去至親之痛苦而遠路無法奔葬，成我一生最遺憾的事。離台赴德一

週前我與雅雪專程回嘉義向父母親告別，當時父親病情尚未危急，不料

這是我見面父親最後一次。離台直前父親寄在嘉所拍相片給我，我也回

一封信(日文)給父親告別，竟也是成為最後一次通信。後來我為家父撰寫

了「林淇漳傳記」其中所作「序」如下：  

【主後 1964 年初，建中赴德深造，時先父林公淇漳老病侵尋，臨別

前，病況尚未呈嚴重，豈料去國未隔十月，病情突轉劇烈惡化，沈痞難

起，與世長辭。建中孤居異邦，耗訊傳來，悲痛欲絕。惟學業未成，路

途遙遠，未克奔葬，迄今罪深莫贖 , 追悔無既。1965 年底歲暮自德返國

任教台大，利用公餘，整理先父遺留文物墨寶，並以傳記方式，追述先

父生平軼事，藉以記念先父遺德，盼能做為後世子孫楷模。此一傳記完

成時，正值先父忌日三週年，緬懷親思，萬感交集。樹欲靜而風不停，

子欲養而親不在，祭豊何如養薄，謹呈獻此冊於先父在天之靈，亦所以

兼誌沈痛耳。主後 1967 年十月林建中於台北自宅】。  

父親是一位模範醫師為誠篤基督徒，又是熱心社會之慈善家。養成

我們四男二女為造成詩禮庭訓之圓滿家庭。父親風格獨具，做事篤實，

處世嚴正，好詩勤筆。他很疼愛我，也對我有所期待，我一生很懷念他。

當我在寫八秩回憶錄時更加思親。  

台 灣 大 學 化 工 系 副 教 授  (Associated Professorship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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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1966) 

在德獲傳士學位回台後，由過去研究機構職務轉入大學教學職務 , 

因為當時獲有工程科學博士學位而回台者尚屬少數。1966 年二月就受  

聘為台大化工系副教授，時為 38 歲。是台大化工系校友回母校服務的的

第一人，也是當時該系唯一具博士學位的台籍教授。我平常想做教育工

作的意願，終於達成。從此我一生就離不開學術研究及教學職務的經歷。

我任教於台大，雅雪任教於師大，夫婦都服務於教育界。感謝神對我們

夫妻所安排的學術界經歷。  

鴻 博 基 金 會 獎 金 重 返 德 國 (Humboldt Siftung Fellowship in 

Germany)(1967) 

在台大化工系任教中的 1967 年夏天獲鴻博基金會獎金有機會重返

德國慕尼黑研究講學一年。因為該獎金可帶配偶，就與雅雪一同赴德。

當時長子孝東 8 歲，長女美音 5 歲，次男孝榮 1 歲由家母福治由嘉義來

台北照顧並請一女傭幫助。  

到慕尼黑由天主教神父 Pater Gerhart 介紹住進 Oberhofer Platz 附近

的一公寓 (套房)就在此居住一年。 (地址：8 München 13, Illunshofstraβ 

13)。我在德一年當中，就回母校慕尼黑工業大學 F. Patat 教授研究室做

研究。雅雪就到慕尼黑音樂大學進修鋼琴。  

在慕尼黑安定下來一個月後 11 月初台大校長錢思亮受德國政府之邀

請，來到慕尼黑視察。當事台大的系主任是由校長所選定聘任。他當面

邀約我在德研究完成後回台大擔任化工系系主任。  

慕尼黑(München)是德國次於柏林(Berlin)及漢堡(Hamburg)的第三大

都市。慕尼黑的市政府(Das Rathaus) 樓塔上的鐘琴(Glockenspiel)到每中

午就打出幽雅的樂聲，吸引無數的觀光客，與聖母教堂(Frauenkirch)的雙

球莖型屋頂都是慕尼黑市的代表。慕尼黑的德國科學博物館(Das Deut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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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大規模，表示德國人愛好科學性格的另一面。 

慕尼黑也以其啤酒的味道，世界聞名。在 Platzel 廣場的 Das 

Hofbräuhaus 是著名的啤酒店，世界各國的旅客一到慕尼黑必到這裏，味

賞啤酒外還可欣賞吹奏音樂(Brassmusik)。到這裡喝啤酒，聽吹奏音樂，

你的千煩萬愁，必定一掃而空。到慕尼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慕尼黑啤酒

節(October fest)。啤酒節自 9 月 22 日起至 10 月 7 日，其間整個慕尼黑的

人都痛飲啤酒，盡情狂歡。可以看到德國人天真樂觀性格的另一面。愛

好音樂是德國人的特徵，曾經產生貝多芬 (Beethoven)等許多天才音樂

家。慕尼黑國家歌劇院 (Nationaltheater) 演出一流的歌劇，我們常去欣

賞。市郊的 Schloβ Nymphenburg 是末代德國皇家 Ludwig II 的避暑所，

有華麗的庭園和壯皇的宴廳和名畫、家俱以及其傳統 19 世紀建築彫刻，

可察知德國貴族皇侯的豪華生活。  

我 們 滯留 德 國 一 年 中 ， 鴻 博基 金 會 曾 舉 辨 為 當 年所 有 該 會

Fellow(來自世界各國 )分五批德國一週旅行(自 21. April 到 10. May, 1968 

共 20 天，我們參加的屬 Reisengruppe V)。在這次德國旋行中訪問了德

國全國名勝包括新天鵝堡 (Newuschwanstein Castle)， Ulm, Stuttgart, 

Heidelberg、Bonn, 在 Hess 坐 Rhine 河的遊覽船漫遊。到德國浪漫的萊

茵河不斷吸引無數的遊客前往。當萊茵遊輪行經 “Lolerei 之岩，船上便

會播放聞名世界的的這曲子，讓你一面唱歌，一面回想這個淒美的德國

古代傳說故事。 (註：後來 1994 年參加在 Frankfurt 舉行的 Achema 94

會議時我重遊萊茵河，舊地重遊，印象猶新。 ) 這次的全德國遊行中訪

問 Frankfurt, N ü rnberg, Strasburg, Karlsruhe, Düsseldorf, Berlin, 

Hamburg 等地，帶給我們一生難忘的回憶。值得一提的是在  Münster

時跟 10 多年的筆友 Herr Otto Michel 在德見面，並到他的家裡訪問。在

Mannheim 又與同鄉韓顯壽相見。韓先生正在德國實習金屬表面處理的

技術。人生何處不相逢，生在這廣大地球上，又能夠相逢，真是無人可

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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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婦在德國研究中，1968 年岳父蔡愛義醫師因屆齡 65，決意退

休。岳父母夫婦退休世界一週旅行中到慕尼黑訪問我們，並寄宿我們在

慕尼黑的租屋。在滯留一個月中(自 28. May 到 8. June, 1968)到德國各地

參觀，也同去奧地利的維也納及意大利的羅馬、法國的巴黎等名勝遊覽。

這一個月中，父母婿女四人寢食出入一同，可說我一生最愉快日子。妻

雅雪是音樂家，一生之中能夠在慕尼黑、維也納等地陶醉於音樂傳統，

真是幸福。如此在慕尼黑的一年是我們夫婦一生最珍惜的日子。  

慕尼黑前後兩次寄住過 (一次攻讀博士學位，一次鴻博獎學金研究 )

而且總共有三年居住在此，所以慕尼黑算是我的第三故鄉。一生之中，

竟在歐洲也有一處故鄉。而且這次鴻博獎金，又造成我們夫婦環球一週

旅行的機會。  

夫婦環繞世界一週 (Tour Around the World) (1967-1968) 

1968 年 6 月完成在慕尼黑的研究工作，就決定繞西半球路線飛越大

西洋經美國再飛越太平洋回台，從德國經美國回台的後半球旅行花了一

個多月，從台灣環球回到台灣總共有一年的時間，造成我們夫婦繞地球

一週的珍貴經驗。  

這次世界一週，起程到德國講學是 1967 年 10 月 3 日由台北松山國

際機場出發。與來機場來送行的母親、三個兒女以及二十多位親戚告別

先飛至香港。因有住宿一夜在香港的機會就訪問雅雪的三叔蔡愛禮醫師

夫婦。蔡愛禮早期旅居香港的台灣聞人。許多台灣人訪香港都會受到他

的照顧。依我所知第二次大戰終戰直後在香港的台灣人以及廖文毅二二

八事件後逃往香港期間都受他的照顧。「宮前町九十番地」著者張超英到

香港大學唸書是由他帶去註冊等等。我們在香港受三叔、三嬸以及他們

女兒的招待遊覽香港－九龍。隔日 10 月 4 日夜轉德航 Lufthansa 飛到羅

馬。在羅馬國際機場轉機飛往慕尼黑。  

在德國研究結束後，就開始歸程。7 月 25 日離開慕尼黑到第一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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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ürich，在此訪問在日本留學同志社大學大學院日人同學竹田義行博士夫

婦。他是由他公司(三菱化成)派在此研究之中。在此能重逢也是奇緣。第

二站到瑞典(Geneva)，由中華民國駐瑞士商務代表黃演鈔先生接待並去訪

問林宗義醫師，當時他是聯合國的衛生組織官員。在 Geneva 參觀了 The 

Fountain(130m 高)，花時鐘等印象極深。第三站飛到花都巴黎，參觀了

Le Loubre 博物館、Eiffel 鐵塔、Notre-Dame(聖母)教堂、凡爾賽宮等名勝。

第四站就飛到英國倫敦，這是紳士派頭的國家。參覲 Buckingham palace, 

倫敦橋等。在此也碰到陳發清教授，他正在英國做客座教授一年。在倫

敦是一位台大化工系僑生畢業生給我做導遊。到 8 月 9 日從倫敦飛到紐

約。在紐約有雅雪哥哥蔡青陽醫師已移民到美國，我們在此與岳父蔡愛

義、岳母高瓊華以及青陽醫師的岳父母林商號董事長林自西夫婦也正來

紐約訪問中，大家在異國相聚至為高興。8 月 12 日我們開車到 Niagara 

Fall，然後過境加拿大送林自西夫婦到 Toronto 市後，再開回美國來。在

Toronto 時我們也訪問了同鄉陳義達家庭。在紐約十數天期間遊覽曼哈坦

區的高聳大樓，帝國大廈觀望台和自由女神像等地。  

8 月 20 日從紐約我們飛去西部的西雅圖(Seattle)，受蔡愛智牧師(雅

雪的四叔)招待，也訪問了蔡敬仁(雅雪的八姨丈)。在西雅圖港口參觀了

日本投降時所簽約的 Missouri 號軍艦，回憶曾親自經驗的太平洋戰爭，

印象猶新。在西雅圖訪問親人後再飛至舊金山。  

8 月 23 日飛到舊金山，胞弟達明自洛杉磯開車來相見。遊覽舊金山

(如金門橋等)一天後 8 月 25 日飛到東京。東京訪問鄉親包括嘉義出身畫

家郭東榮一家。9 月 1 日飛到胞兄林瑞庭一家在出雲市相聚。胞兄在此地

定居開設有病床 25 位，護士 12 名，職員 6 名的整形外科病院，其規模

之大，醫術高明，在日人中相當出名。我在日留學時受過他的照顧。  

9 月 3 日飛到神戶訪問在同志社大學大學院時代好友田村章雄博士

一家。他請我們在寶塚吃 Barbecue。1968 年 9 月 5 日安全回到台北。從

1967 年 10 月 3 日由台北赴德至 1968 年 9 月 5 日由德回到台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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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出發，世界一週再回到台北，整個費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我們

夫婦環球旅行。  

台 大 化 工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Professorship and Chairma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NTU) (1968-1982) 

1968 年 9 月回台而任台大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 時為 40 歲。這是台

大化工系第一次由校友掌長。從此以後，系主任都由校友擔任。在我任

期三年中，設立碩士班、博士班並聘請有博士學位校友回系服務，其中，

包括呂維明、黃士佑、李樹久、李少梅等多位獲博士學位教授而奠定了

台大化工系學術地位的基礎。最感欣慰的是我在台大研究所親自指導學

生邱文英、謝國惶(1972 畢／化工)後來都能在母系擔任教授繼續傳授高

分子課，青出於藍，我的心願終於實現。值得一提的是 2002 年起台大成

立了台灣唯一的「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研究所」，謝國煌為首任所長，在台

灣將專問傳授高分子科技的研究機構，至為欣慰。  

如此，得在母校台大任教，在台灣正式開拓了「高分子」大學課程

的先鋒，對我少年時想擔大學教授的宿望，終於達成。尤其雅雪也是台

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副教授，我們在 1978 年各由教育部所頌獎的勳章。當

時雅雪在師大服務二十年 (獲四維獎章 )，我在台大服務十年 (獲六藝獎

章)，都在教育界服務，可說對社會已盡義務。  

1968 年正是王永慶開辦台塑的 PVC 工廠的時候，許多我的同學都參

與其初期建廠工作，30 年後台塑發展為今日石油王國。奇美的 ABS 工廠

當時的廠長陳錦源曾經來問我如何製造橡膠乳液。我告訢他不妨先自日本

「合成ゴム」公司進口。今日奇美的 ABS 生產量躍進為單公司世界第一。

1980 年代李國禎擔任研發會主委時引進美國高科技、後導致台積電張忠謀

的世界級半導體企業的基礎。台灣在 1980 年代躍進亞洲四條龍之一，經

濟進入開發中國家之列。我不僅台灣民主運動近代史的見證和親歷者，也

是台灣經濟發展近代史的參與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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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雄、鄭自才刺蔣事件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Chiang 

Chin-kuo)(1970) 

1970 年 4 月 24 日紐約行政院長蔣經國訪紐約時發生「424 刺蔣經國

末遂事件」，驚動台美兩政府，雖然刺蔣未成功，但台灣人欲刺蔣行動一

時震動了美台政界，同時給台灣民主運動打了一針強心劑。  

聯合國排中華民國納中華人民共和國(UN Membership for PROC 

in Place of ROC)(1971) 

因美國聯中制俄戰略構想，逐步背棄蔣介石而討好毛澤東，終於 1971

年底從聯合國排除中華民國席位，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變為微妙。1972 年 2 月 28 日尼克森訪問中國，發

表「上海公報」，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份而美方表明「知悉」

(acknowledged)。至於日本方面表明「充分瞭解與尊重」。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國是宣言」(Statement of Our National Fate 

by TPC)(197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PC)已近 150 年的歷史，初由外國牧師們(如馬

雅各、巴克禮、馬偕、蘭大衛等)奉獻服務，至今基督教會組織已完全獨

立並本土化，成為台灣近代史上，具影響力很深的團體，對台灣民主運

動產生了極大的催化作用。  

1971 年底在美國總統尼克森準備訪問中共之際，台灣基督教會發表

「國是宣言」。這「國是宣言」震動了島內以及國際間。「國是宣言」的

內容中向國際部份的聲明如下：  

一、 向國際的聲明 

現居台灣的人民，其祖先有的遠在幾千年前已定居於此，大部份於

二、三百年遷入，有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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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雖然我們的背景與見解有差異，可是我們卻擁有堅決的共同信念與

熱望─ ─ 我們愛這島嶼，以此為家鄉 ; 我們希望在和平、自由及公

義之中生活。  

(二) 我們絕不願在共產極權下度日。  

我們對尼克森總統即將訪問中國大陸的事甚為警惕，有些國家主張

將台灣歸併中共政權，也有國家主張讓台北與北平直接談判。  

(三) 我們認為這些主張的本意，無異於出賣台灣地區的人民。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只

顧私立而作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  

(四) 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台灣基督教會發表「國是宣言」是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特

勇敢的信仰告白，曾獲全世界教會團體的支持與海外台灣人的回應。這

國是聲明不但是長老教會的聲明，也代表了當時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心

聲。  

台 灣 基 督 徒 自 決 運 動 (Taiwanese Christi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 (1972) 及 台 灣 人 民 自 決 運 動 (Taiwanese 

People for Self-Determination) (1973) 

黃彰輝博士生於 1914 年，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到東京帝國大學就

讀哲學，後來到英國深造，卻因第二次大戰無法回國。直至戰後 1947 年

始回台，並任台南神學院院長 (1959-1965)，在台期間，受到國民政府監

視。1965 年院長任期滿後，旋即受聘為普世神學教育基金會總幹事 (英

國)，從此遠離台灣流浪海外 23 年之久，曾為台灣前途東奔西走，特別

1972 年 12 月 25 日就發起「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 (Taiwanese Christi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是以黃彰輝(前台南神學院院長)為首、黃武東(牧

師)、林宗義(醫師)以及宋泉盛(神學家)共同發起，而到了 1973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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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擴 大 組 織 為 「 台 灣 人 民 自 決 運 動 」 (Taiwanese People for 

Self-Determination)。除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以及宋泉盛以外與各地

代表，諸如田弘茂、林哲夫、黃崑嚴、周吳秀惠等人所組織，以爭取台

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神聖權利和自由為目標。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鄭重聲明：「台灣一千五百萬人民決不容

許再被當作交易的產品，依如已往。我們有權利決定自已的命運，這種

基本人權是上帝所賦與的，也是聯合國憲章所承認的。」黃彰輝此間成

為國民政府黑名單被禁回台灣。直到 1987 年夏天經副總統李登輝斡旋，

特准入境久別的故鄉台灣。到 1988 年 10 月 27 日，因肺癌安息於英國。 

黃彰輝是牧師、神學家、神學教育家，更是台灣人權運動的先覺。

黃彰輝牧師著有回憶錄”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by Shoki Coe 一

書。張瑞雄牧師著有「台灣人的先覺─ ─ 黃彰輝」一書。  

1974 年 9 月 6 日  到 9 日 165 位台灣人從世界各地(包括了日本、加

拿大、美國、巴西、歐洲等地區代表)聚集於維也納共同創立了「世界台

灣同鄉會」。會中郭榮桔被選為第一任會長。1978 年美國與交中華民國斷

時的「世台會」會長是陳唐山。他曾經寫信給美國參議員，提出幾項主

張，這份已列入美國國會紀錄。內容包括：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和台

灣人要自決。現在在全世界都有台灣同鄉會組織。  

我們的呼籲(Our Appeal and Proposal by TPC)(1975) 

1975 年 11 月 18 日，針對國民黨沒收台語白話字聖經、泰雅語聖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我們的呼籲」，對宗教、語言的迫害，請願政

府維護憲法上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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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當時國民黨正在實施愚民政策，欲強迫民粹思想而壓制台灣意

識。國民黨的這種措施是一種征服者心態，令人非常反感。因時間的轉

流反而誘起後來的「去蔣」或「去中國化」的台人自主運動。  

中壢事件(Chong-Li Event)(1977) 

自台灣省政府於 1950 年領布「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條例」以

來，國民黨一直襄括選票。1977 於年底五項公職人員選舉時，中壢第 213

投票所主任監察員范姜新林校長塗改了鍾順玉的選票而引起民眾暴動，

將趕來鎮壓的汽車十餘輛以及警察局火燒掉。這就是中壢事件。在這次

選舉中許信良當選桃園縣縣長，但 1979 年被監察院彈劾。許信良以出國

進修為由離開台灣，轉日本、英國等地，最後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人權宣言(Human Right Declaration by TPC)(1978) 

當蔣介石病死後不久，面臨美國卡特將要與中國建交之際，1978 年

8 月 16 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又發表「人權宣言」，這次在宣言中呼籲：「人

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即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

民決定」並建議國民政府 :「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本人權

宣言迅即函知國內的輿論界和包括美國國會等世界各地組織。  

上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次宣言都是由總幹事高俊明牧師所主導。

高俊明是台南神學畢業，曾是玉山神學院院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

事。為了忠於基督教信仰，關懷台灣未來命運，勇以敢言。但終於 1980

年 4 月，被國民政府以「藏匪叛徒」罪名坐監 4 年又 21 天。高牧師為信

仰入獄，無懼生死威脅，教內比擬為今日之保羅。而高牧師之《獄中書

簡》，讀之亦有「保羅書信」亮光。高俊明牧師是我妻雅雪的舅舅。是一

位有愛心的傑出傳道者也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一位先覺。如此當台灣

人民長期處於威權、白色恐怖與政治仇恨之下，台灣基督教會乃秉持著

信仰良心，在戒嚴體制之下，勇敢為民前鋒，陸續發表民主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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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民主運動近代史上佔有崇高的領導地位。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1978) 

1978 年底中共與美國終於外交正式化，同時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

隔年(1979) 6 月美國國會立法「台灣關係法」，規定保障台灣的安全是美

國的責任，並繼續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台灣關係法，從此到今

一直成為中共侵台的有效阻力，但也構成為美、中、台三角較力的微妙

關係。雖然台灣政權仍在國民政府手中，國家主權尚可守住。但台灣的

國際關係變為模糊，成為亞細亞的孤兒。不獨不統現狀是美國「一個中

國政策」的特殊產物。可說台灣問題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尚未解

決的國際懸案之一。  

蔣經國時代(Period of President Chiang Chin-kuo)(1978-1988)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病死於台北士林官宅，終壽 89 歲。一代世

界級風雲人物的時代，到此結束。台灣的政權繼嚴家淦(當時副總統繼任

第五任總統)過渡時期後，1978 年蔣經國和謝東閔當選為弟六任總統，繼

續蔣氏父子的統治體制。1978 年底正好蔣經國就任總統之日，美國卡特

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外交。蔣經國已知反

攻大陸無望，就著手建設台灣為主的政策，第一任期副總統由謝東閔擔

任。第二任期(1982-1988)副總統由李登輝擔任。為時勢所趨蔣經國於就

任總統 9 年後，1987 年 7 月 15 日不得不解除實施了 38 年之久的戒嚴令，

終止動員勘亂時期。隔年不料蔣經國第二任期最後二年的 1988 年 1 月 13

日猝死，由李登輝繼任總統。  

1970、1980 年代蔣介石、蔣經國都由於時勢所迫有意提拔台灣青年

才俊，為國民黨專政政府效勞。其實，我也被物色對象之一。我曾經被

蔣介石召見於士林官宅二次。被蔣經國單獨接見於救國團辦公室一次。

結果我拒絕了官職的安排，因為我要維持自己教職的經歷，無意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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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祕史我一直沒有向人提起，反正已無人可對質了。一次在士林官宅

用餐時，我與蔣經國同一桌，吃到甜點時蔣經國親切地要我吃，但他本

人卻不吃。可知蔣經國晚年為糖尿病所苦。在這期間我被聘為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顧問(歷任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三代總統)有機會參加過多次

在陽明山在執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中正樓開會的國民黨全國代表會員大

會。主要目的是選出各屆中央委員、評議委員以及總統、副總統名單。

當時我就親歷於國民黨中央政治圈之中，只是走馬看花。當時的時勢已

是外省人總統配本省人副總統。例如我參加 1981 年的大會。這次蔣經國

第二任期選舉，總統理當然是蔣經國，大家等蔣經國宣佈副總統名單，

謝東閔(第一任期副總統)年老正臥在病床中，必是新人。大家推測是林洋

港(台灣省主席)，但結果是李登輝，出於眾所料。為什麼不是林洋港，而

是李登輝？那要看李登輝的傳記怎麼寫了。如此，在蔣經國時代，內憂

外患，國內因多年高壓政策，民主意識風起雲湧，更有多起民主運動爆

發。  

美麗島(高雄)事件(Formosa Magazine Incident)(1979) 

蔣經國繼任總統的隔年 1979 年 12 月 10 日晚上發生了高雄「美麗島」

事件，民眾與軍警發生大衝突流血，震撼國際，也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

轉扭點。當時，政黨未解禁，凡國民黨以外的政治積極人物都稱為「黨

外人士」。在這事件中施明德逃走，該雜誌社社長黃信介具有立委身份必

須向立法院提出要求才可以拘捕外，共 14 名隨即被捕：張俊宏(現任省

議員)、林義雄(現任省議員)、姚嘉文(律師)、呂秀蓮(民運人士)、王拓(專

業作家)、周平德(自營大韓參藥行)、楊青矗(煉油廠工人)、陳菊(美麗島

幹部)、蘇秋鎮(律師)、紀萬生(美麗島社務委員)、張富忠(助選幹部)、邱

奕彬(牙醫師)、陳忠信(美麗島編輯)、魏廷朝(美麗島編輯)。黃信介經立

法院(院長倪文亞)宣告許可後被捕。施明德逃亡 25 天後也終被捕，而這

時高俊明、林文珍等受連累，以「藏匿叛徒」罪名也被捕入獄。這是教

會人士為台灣民主運動所付出而受難。入獄者中呂秀蓮後來擔過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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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為美麗島辯護的律師團中，陳水扁後來擔過總統，謝長廷、蘇貞昌、

張俊雄就擔過閣揆。尤其是謝長廷是 2008 年民進黨提名總統候選人，蘇

貞昌是副總統候選人。可見當時美麗島事件人物都成為近代台灣民主運

動的領導者。從美麗島事件以後黨外再出發，終促成民主進步黨成立的

機運。可說美麗島事件，創造了台灣民主運動史中新里程碑。當時的行

政院新聞局長是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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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建國聯合陣線(Coali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s)(1979) 

1979 年 12 月 15 日，「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包括「台灣獨立

聯盟」代表人：張仙、「美協會」代表人：彭明敏、「台灣民主運動海外

同盟」代表人：郭雨新、「台灣基督徒自覺運動」代表人：黃彰輝、「獨

立台灣會」代表人：史明、「美麗島雜誌社」代表人：許信良、「潮流雜

誌社」代表人：陳婉真等都參加。台灣民主運動到此擴大到全世界的各

地台灣人。  

林義雄宅大慘案(Slaughter at Lin Yi-shion’s Family)(1980) 

高雄美麗島事件涉嫌人正在軍事法定審訊中的林義雄家中，1980 年

2 月 28 日發生滅門血案，就是台灣民主運動近代史上，最慘酷的血案，

曾經震動全世界。在這慘案中，花甲老母林游阿妹，及六歲的孿生女林

亮均和林亭均，慘遭殺害，而 8 歲的長女林奐均亦身受重傷，但倖免一

命。林妻方素敏因赴軍法處傍聽其夫應詢而倖免於難。兇首為誰？行兇

動機為何? 竟出之於如此殘忍慘酷，滅絕人性。「林宅大慘案」雖未破案，

但是一件政治謀害至為明顯。該案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史中的一個歷歷血

淚事實。(註：林宅大慘案發生時我在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擔任客座

教授)。  

陳文成命案(Prof. Chen Wien-chen Murdered)(1981) 

1981 年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助理教授陳文成回台省親時發生

離奇命案。1981 年 7 月 2 日上午八時半陳文成赴警備司令部約談，約談

整天後晚 10 時許由特務人員護送回陳文成內兄寓所而陳文成不進入房子

而 11 時左右至鄧維祥家，於三日凌晨零時三十分離去鄧家，其後被發現

陳屍在台大校園中，而死亡時間經鑑定在凌晨三時至五時之間。陳文成

是自殺或他殺無法確定而成為懸案。來台審視陳文成遺體的美籍教授認

為可能他殺。陳文成命案，引起了國際對國民黨對台灣人權問題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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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責。  

FAPA 成立(Formation of FAPA)(1982) 

台灣公共事務會(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是一

個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在美境內發起依法設立的組織，1982 年 2 月 14 日成

立。歷任會長為：蔡同榮、陳唐山、彭明敏、王桂榮、陳榮儒、樊豊忠、

陳文彥、吳明基等，推行進行國會遊說。歷年來對美台關係的建立和協

調草根工作，有實質的貢獻。  

記者 Henry 劉被暗殺(Journalist Henry Liu Murdered)(1984) 

1984 年 10 月 15 日國府特務又紀者 Henry 劉(中名劉宜良，筆名江南)

因撰寫「蔣經國傳」揭露台灣政壇祕密，以及國民黨權力鬥爭內幕，在

美國自宅被國府情報局指示的竹聯幫陳啟禮等人刺殺死亡。命案涉及國

民黨祕密組織。這期間所發生國內外謀殺案而看，政府國安機構利用黑

道祕密組織來撲殺異己分子的明顯例子。  

台 灣 民 主 進 步 黨 成 立 (Formation of Taiwa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1986) 

尚未戒嚴令解除之前的 1986 年 9 月 28 日，包括傅正、費希平、黃

信介、康寧祥、江鵬堅、尤清、謝長廷、張俊宏、張俊雄、姚嘉文、施

明德、林義雄、周清玉、游錫 、呂秀蓮、陳菊等在野黨人士冒著「叛

亂罪」被關的危險之下，組成「台灣民主進步黨」，係在台灣民主運動史

上所成立的第一個本土反對黨。從此，開始對抗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民

進黨的誕生，雖在戒嚴令之下，政府也不敢阻止，表示威權統治者不得

不向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低頭的結果。成立民主進步黨，迫使

國民黨於 1987 年解除戒嚴、黨禁和報禁。  

1988 年 4 月 17 日民進黨 417 決議案中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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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屬中國，台灣地位的變更必須人民同意」。民主黨於 1991 年制定

台獨黨綱，其目標是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但 1999 年為了執

政，又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中沒有否定中華民國國號和體制，

是「兩個中國」的思維範圍之內。為 2008 年大選，民進黨又通過「正常

國家決議文」，放入「早日完成台灣正名」的字眼，而沒有採納游錫 提

議的「國號正名為台灣」的字眼。(註：台灣民主進步黨於 2000 及 2004

年大選時，均嬴得勝利，在台灣民主運動近代史上建立了首次本土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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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南 榕 引 火 自 焚 (Self-burning Suicide of Cheng Nan-jong) 

(1989) 

1987 年國民黨雖撤消報禁，但對言論乃採嚴格管制。1989 年 4 月 7

日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以汽油引火自焚的激烈行動，震動國內外。  

鄭南榕 1947 年出生於台北市是外省人第二代，極愛台灣的外省囝

仔。鄭南榕曾在台大哲學系就讀，只因堅持不修「國父思想」這門課而

未得畢業。1981 年後成為自由作家，在當時黨外雜誌寫稿。1984 年 3 月

12 日創辦「自由時代週刊」雜誌，宗旨是「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1986

年籌劃推動「519 綠色行動」帶領群眾在龍山寺集會要求政府立即解嚴。

「519 綠色行動」後，1986 年 5 月 19 日依選罷法被捕而入獄，於 1987

年 1 月 24 日才被獲釋。1988 年 12 月「自由時代週刊」刊出許世楷所寫

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一文。1989 年起便接到法院發出的傳單，

罪名是「涉嫌叛亂」。鄭南榕拒捕自囚在自己雜誌社辦公室內。1989 年 4

月 7 日軍警欲強行攻打進入辦公室拘捕，突然鄭南榕在室內引火自焚。

外省囝仔鄭南榕是黨外組黨的急先鋒，「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在台

灣民主史上的第一位烈士，為了台灣人爭取自由而殉道。  

李登輝時代(Period of President Li Ten-hui)(1988-2000) 

李登輝由蔣經國繼任總統後，召開國是會議，中止動員勘亂，廢除

刑法一百條，國會全面改選，萬年中央民意代表 1991 年底以前全部退職，

自 1996 年起總統改為直選。第二屆國代選出後李登輝再依「國是會議」

(1992)的共識，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並開放黨禁，報禁，後許可人民赴大

陸探親。這種政治民主化為大勢所趨。從此，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漸漸露

出曙光。  

李登輝以台灣人身分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並於同年經第十三次全國

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當時中國國民黨國民黨黨部祕書長李

煥，中央委員會祕書長宋楚瑜。所以李登輝、李煥和宋楚瑜關係，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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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李登輝提拔宋楚瑜，宋楚瑜援護李登輝而對抗李煥。李登輝為了

掌握三軍指揮實權又調任參謀總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院長以化解「郝家班」

軍中掌控。李登輝能夠掌握黨政大權於一身，自有其由來。1991 年李登

輝總統的內閣經多次改組後，人事有本省籍人材被提拔，唯一黨外人士

張博雅入閣，有安撫的味道。那個時候想進入中央政治圈必須是黨員。

當時一次郝伯村內閣為例介紹如下：  

行政院院長  郝伯村  72 歲  黃埔軍校 12 期  

行政院副院長  施啟揚  56 西德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內政部長  吳伯雄  52 成大工商管理系  

外交部長  錢  復  56 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國防部長  陳履安  54 紐約大學數學博士  

財政部長  王建煊  53 政大財政碩士  

經濟部長  蕭萬長  52 政大外交碩士  

交通部長  簡又新  45 紐約大學航空博士  

法務部長  呂有文  64 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  

教育部長  毛高文  55 美國卡內基化工博士  

蒙藏會員委長  吳化鵬  66 美國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碩士  

僑委會委員長  曾廣順  67 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學院政經系  

政務委員  王照明  71 韓國東亞大學名譽經濟博士  

政務委員  郭婉容  61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碩士  

政務委員  高銘輝  60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教育博士  

政務委員  黃昆輝  55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博士  

政務委員  郭南宏  55 美國西北大學電機博士  

政務委員  張劍寒  63 台大政治碩士  

政務委員  黃石城  54 東吳大學法律系  

陸委會主委  黃昆輝  55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博士  

陸委會副主委  馬英九  41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研考會主委  孫德雄  61 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學博士  

環保署長  趙少康  41 美國南卡州立大學  

衛生署長  張博雅  49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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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主委  趙守博  51 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博士  

農委會主委  余玉賢  57 美國普渡大學農經博士  

經建會主委  郭婉容  61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碩士  

原委會主委  郭雨雲  61 美國大學化工傳士  

國科會主委  夏漢民  50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文建會主委  郭為藩  54 美國大學數學傳士  

青輔會代主委  蔣家興  52 美國卡羅萊那大學材料工程博土  

中央銀行總裁  謝森中  72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農經博士  

人事局局長  卜達海  69 三軍大學法規班畢業  

新聞局局長  邵玉銘  53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  

主計處處長  于建明  67 美國陸軍財務學校  

郝伯村內閣結構是中國國民黨遷台以來，起用本省籍增加，平均年

齡降低(56 歲)、專業技人員增多的一任內閣。但可察知國民黨仍採一黨

治國政策，政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為主，還沒有脫離以少數外省人統治

多數台灣人的殖民地政策實質。  

1996 年起總統由人民直選。國民黨李登輝搭配連戰，而民主進步黨

由彭明敏搭配謝長廷競選首屆民選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李登輝、

連戰當選。因為當時民進黨內，無論組織和人材都尚未成熟，另一方面

國民黨擁有龐大黨產支援，而且多年專制政策下，大眾本土意識思想尚

未明顯形成，中華民國也逐漸台灣化。外交政策方面，李登輝又提出特

殊「兩國論」，對台灣主權確保有所作用。更要注意的，當時引起中國飛

彈試射台海峽的事件，中共恐嚇台灣選舉之行為至為明顯。其實，中國

飛彈恐嚇，受台灣人反感，效果正反。當時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尼米茲

號」和「獨立號」巡弋台灣海峽，展露維護台海和平的決心。結果，中

國態度明顯軟化下來。  

李登輝 1996 年就任民選總統，馬英九後來當台北市長並成為 2008

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而配當時經濟部長蕭萬長為副總統候選人，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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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為正，以台灣人為副的舊觀念。可見國民黨人事安排到今尚未完

全脫離「外來政權」專制時期的心態。(註：指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一詞由

擔任總統的李登輝說出，曾遭自己國民黨內的激烈批評。)剖析李登輝擔

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施政理念與原則是「不急統，不急獨」和「台灣主權」

的兩大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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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初是國民黨員，乃首次台灣人擔任總統職的第一人，在 1996

年再當選民選總統一任，宣告台灣的主權獨立及主張「特殊國與國」的

關係(即所謂兩國論)，以抵抗中共併吞台灣的企圖。李登輝任期中將國民

黨一黨專制改革為民主政治體質，但將國民黨從中國政黨轉換為台灣本

土化政黨卻未竟其功。2000 年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後，辭去國民黨主席，

繼而退黨，另組「台灣獨立聯盟黨」。李登輝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確有

特殊地位。  

台北中崙教會沿革史 (Chong-lun Presbyterian Church)(1963- 

present) 

在我一生中，不能沒有教會的生活。從小生長於基督教家庭。在任

何時段，任何地方每逢禮拜日必定上教堂，做禮拜養成為習慣性的行為。

我到了台北學生時代到工業試驗所時段我到過和平教會、東門教會、中

山教會。等到我們結婚後，就到濟南街教會。後來到 1963 年中崙教會創

設者鄭興讓牧師在中正路 1032 巷開拓教會(租屋聚會)後，因離我們住家

附近，從此，我們就做為自己在台北的永久教會。我在中崙教會從 1967

年創始起擔任長老 15 年之久，到 1982 年因移民美國後才辭去長老職。  

中崙教會創設者鄭興讓牧師，1927 年生，與我同年。自台灣神學院

畢業後，即服務於基督教芥菜種會數年，於 1963 年 7 月由美國進修回國

繼續在該會監獄傳導並協肋美籍宣教師孫理蓮辦理救濟事業。鄭牧師心

理切望牧會，獲孫宣教師的了解，孫宣教師自動代付房租，租一店鋪 (台

北市中正路 1032 巷 28 號)供鄭牧師開拓教會，於 1963 年 11 月 23 日舉

行中崙教會開幕典禮。這就是中崙教會的起源。鄭興讓牧師從此，就服

務芥菜種會及中崙教會 40 餘年直到退休為止，一生盡忠主工的傳道者。 

1964 年六月成立教會委員會，1967 年 7 月遷入慕款新購公寓(新臺幣

24 萬多)自己新教會地址聚會。於 1967 年 9 月召開第一次和會選出長老三

名：郭鐘美、王松山、林建中；執事五名：趙米國、鄭炎金、劉啟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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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姚喜年等為本教會第一屆長執。當時主日聚會人數近百人。1972

年 12 月 10 日遷入新購置公寓二間(共 75 坪為原教會之兩倍寬，新臺幣 130

萬)的現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983 年底為紀念設教 20 週年，購置(敦

化南路 80 巷 32 號)一樓及地下室共 78 坪為教育館(新台幣 600 萬)。1997

年 11 月新購置敦化南路 80 巷 36 號一樓及地下室，新舊教育館銜接擴大

為 230 坪。1999 年三月教會成立松年大學中崙分校。我在中崙開拓時期擔

任長老，我妻雅雪也在教會司琴，擔任教會幼稚園園長，執事等熱心為聖

工服務。我們雖然離台赴美，但中崙教會仍是我們一生心靈上的依拓所

在。我們雖從 1982 年後定居美國，但每回台灣時乃到台北中崙教會做禮

拜。現在退休後每年 9 月到 12 月間我都回台灣，通常在長輩會演講或松

年大學開課，與教會銀髮族，共度餘年，也是我晚年的樂趣。中崙教會這

40 年來，在 1978 年開設中坡教會，1986 年開設東湖教會，1993 年開設水

源教會三間分會。教會另設立有石碇基立溪營地及可容納 250 名之山林禮

拜堂。 

至今鄭興讓牧師也已於 1998 年退休，經許榮豊牧師牧會，於 2007

年許榮豊牧師辭職，現在由陳天來牧師牧會中。想起過去在中崙教會的

日子，也在教會任長老職 15 年的機會，這也是神的奇妙安排，感謝神的

恩典無盡。我們夫婦都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所以一生從未離開教會的敬

拜和事奉。  

第三期  移民美國時期 1977-2007 年(30 年間) 

Part Three ---------Period of USA’s Years (1977-2007) 

(For 30 Years) 

移 民 美 國 的 第 一 站 ------ 西 雅 圖 (Immigration First Stop ─

Seattle)(1977) 

向美國申請移民，全家移民被獲准後 1977 年 5 月我們帶領長女美音、

次男孝榮，在美國西雅圖登陸美國而取得綠卡。長男孝東由建國中學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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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院，因尚未完成服務兵役未克隨行，後來慢一年半才順利來美，

而終於達成全家移民美國的計劃。起初，孩子定居西雅圖繼續他(她)們的

學業並交託岳父母蔡愛義、高瓊華以及姻表妹戴振國、蔡雅美夫婦照顧他

們。所以西雅圖就變為我們的第三個第三故鄉。  

移民後因臨時在美國找適當職業不是那麼容易，起初，移民得綠卡

後仍往來美台之間。而我們夫婦回台繼續服務。我們得綠卡的隔年，1978

年底美國終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灣的國際地位變為更孤立。  

西雅圖台語教會(Seattle Taiwanese Church) 

我們移民來美國，第一個居住的地方是西雅圖。前後又住過五年的

時間。西雅圖馳名國際的城市象徵是太空針塔。太空針塔是 1962 年世界

博覽會時所建，成為西雅圖觀光客熱門去處。對我生涯而言，西雅圖的

太空針塔和海湖的美麗一樣，印象極深。  

移民起初定居西雅圖從 1977 至 1982 年都以西雅圖為根據地。孩子

們都在西雅圖就讀。當時岳父母蔡愛義，高瓊華已歸化為美國公民並定

居於西雅圖。另外姻弟戴振國全家也移民在西雅圖。我們親戚大多以西

雅圖為移民美國的第一站是因為蔡愛智四叔早在西雅圖擔任日人組合教

會的牧師，多方幫助我們親戚移民到美國。所以我們住在西雅圖都很快

安定下來。在西雅圖的台語教會，也很快就組織起來，我們得以台語做

禮拜。我們也很想念當時在西雅圖的同時敬拜神的許多同鄉教友。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客座教授一年(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LSU)(1979) 

1979 年我在美國化學雜誌上看到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化工系提

供一年客座教授的職位，就申請獲得。這一年妻雅雪就向師大申請留薪

留職，一起再度赴美與孩子們團聚。1979 年雅雪一起來美，留在西雅圖

照顧孩子們。  我就單獨到 Baton Rouge 任教。這是我頭一次在美國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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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正式受聘任教經驗。這一年我開一門「高分子化學」課外充分利

用時間去享受美國南部人的風俗習慣。Louisiana 州屬於美國的東南地

區，在於南北戰爭時，佔在南軍這邊。一般人民思考比較保守，鄉村農

產是其特徵。鄰近的新奧良(New Orleans)市“ French Quarter” 尚留 18 世

紀南歐古風姿態。法國人區中心廣場，有傑克遜將軍之銅像。有一條古

街是美國爵士音樂的發祥地，夜間相當熱鬧。  

(註：我在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客座教授這一年，「美麗島」暴

動和林宅慘案連接發生。1980 年 8 月客座教授期滿後，我回台大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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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車橫貫美洲大陸(Drive Across American Continent)(1980) 

1980 年 5 月初客座教授一年結束後，我叫妻子來 Baton Rouge 一起

開車回西雅圖，路程 8 千英里總共費一週的時間。此次開車橫貫美州大

陸(東南向西北)，穿越 Louisiana 、Texas、New Mexico、Arizona、Utah、

Idaho、Washington 七個州，參觀了許多名勝。所經過的各州大多屬於美

國山岳和沙漠地區，尤其是科羅拉多河費了 150 萬年功夫形成的大峽谷

(Grand Canyon)，這偉大大自然，景色莊麗迷人。在途中，訪問了鹽湖城

(Salt Lake City)的摩門教總部  Mormon Temple。他們聖殿廣場(Temple 

Square)的建築花 40 年時間才完成。廣場中央有一圓柱形黃金色紀念塔，

塔上飾有兩隻海鷗，在夕陽照輝下無限燦爛。在鹽湖城經驗了摩門教生

活圈的趣味。更值得一堤的是 5 月 20 日當我們已進 Washington 州接近

終點西雅圖時正碰到 St. Helens 火山的大爆發(這次是 123 年來的爆發)。

因火山灰，萬街灰塵，猶如下雪，交通中斷，不得不南繞經東邊海岸線

回到西雅圖，對這一次長達一周的駕車旅行中，想不到添上一插戲。這

火山一百多年才有一次爆發的機會，正好我們在 St. Helens 山鹿約 100

英哩東邊，親睹其爆發 (其威力為原子彈的幾倍大 )而天空蕈狀黑雲的偉

觀，並受到火山灰的侵襲，車子蓋著灰塵，成為一生難得的火山爆發親

自目睹經驗。  

任 NJIT 教授(Professorship at NJIT)(1982-1988) 

1982 年得知新澤西州立理工學院化工系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Chemistry)有一專任

教授(教高分子課程)缺位。我就申請並專程自台灣來該校向師生發表一篇

學術論文(相當於面談)。結果該校提供我二種絛件：一、副教授－終身職。

二、研究教授－聘任職。我選了第二的職位。如此，沒受美國教育的教

授，意外地正式被聘為美國州立大學專任教授。時我是 54 歲。從台灣的

一個專任教授，變為美國大學的專任教授，自感稱心如意，感謝主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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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一生道路。同時就任 NJIT 中的 1985 年我順利獲得美國公民權。

1982-1988 年間我在 NJIT 任教，共指導了 17 名碩士班學生，一名塼士班

學生。這是我對美國學術界、教育界的貢獻。這時美國 Regan 總統時代，

我就支持共和黨。 

在 NJIT 任教中在 Whippany 購置房子。雅雪也於 1986 年自師大提早

退休 (服務 25 年 )而孩子也從西雅圖遷至新澤西團聚。當時長男已在

Cornell 大學唸博士班，長女美音轉學入 Rutgers 大學音學系，次子孝榮

轉學到 Whippany Park High。任教的時期，在 Whippany 全家再度團圓可

住在一起過美國式的家庭生活，盡享天倫之樂。這是我一生心理上過如

猶太人無祖國似的流浪生活中，值得安慰的地方。在這期間，1985 年後

全家陸續獲得美國公民權。但我夫婦在台仍保留著戶籍，即所謂雙重國

籍。在新澤西我們住了 20 年以上也可能我落根歸土的地方，所以成為第

三個第二故鄉。  

母親安息於洛杉磯(Mother Passed Away in Los Angels)(1983) 

在新澤西居住第二年的 1983 年 5 月 22 日下午六時，居住在洛杉磯

胞弟達明處的家母林陳福治蒙主恩召，享壽 85 歲。我從新澤西，二兄嫂

從日本，胞妹祝英從加拿大趕來洛杉磯，於 5 月 28 日在洛杉磯玫瑰山紀

念禮堂(Rose Hill Mortuary, Memorial Chapel)由東安教會高集樂牧師主理

舉行葬式。  

家母骨灰後來由胞弟達明親帶回台灣，同葬於先父林淇漳在嘉義的

墓地。此後，每有機會到嘉義就去掃墓。  

紐約新城 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 of Newtown in NY) 

1982 年起到新澤西州立理工學院任教，就在 Whippany 買房子，全

家再度團圓，就在這裡找台灣人的教會。當時在新澤西州沒有台灣人的

教會，所以每禮拜天開車約一小時(通過 Holland tunnel)到紐約皇后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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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教會。新城教會台語部是 1980 年 8 月由李信彰牧師所開始，於 1982

年 4 月正式併入歸正教會並聘李信彰收師為台語部同工牧師。李牧師是

我妻雅雪的表兄，會友中有她親哥哥蔡青陽 (長老)和弟弟蔡嵩陽(長老)全

家，每一禮拜日聚在一起，也是異鄉生活中的一安慰。所以從 1982 年到

1985 年我們每禮拜天從新澤西開車到紐約皇后區做禮拜成為我們日常生

活的一部份。  

新澤西台語歸正教會及牧歌達歸正教會 (Fair Lawn Community 

Church and Bogart Memorial Reformed Church) 

從新澤西赴新城的會友，希望能在新澤西當地聚會，經李牧師在新

澤西設佈道所一段時期，終於 1985 年在 Fair Lawn 設立新澤西台語歸正

教會。並聘得許錦銘牧師為首任牧師。我們全家就在此做為在新澤西的

教會做禮拜。1987 年許牧師回台北雙連教會擔任主任收師新澤西教會在

一段時間無牧師狀態，經邀請盧榮富傳道師，幾年牧會後，正式封收為

牧師直到 2004 年底退休為止。現任牧師是陳正憲牧師。長子孝東在新澤

西歸正教會任職長老。盧牧師退休時，部分會友因建教室意見不合而分

裂另在 Bogota 設立了牧歌達歸正教會，成為北新澤西台灣人聚會的另一

選擇。現在新澤西台語歸正教會以及牧歌達歸正教會都在台灣人社區活

耀而繼續生長，主恩算不盡。(註：台語歸正教會增建的教育館，已於 2007

年 9 月 23 日落成啟用) 

另外，台美團契長老教會(在 New Brunswick 地區)和佳壇長老教會

(在 Livingston)、主恩堂台語教會(在 Parsippany)也陸續設立，都成為新澤

西台灣人基督徒聚會的地方，神的恩典特別對北新澤西這地方倍加豊富。 

岳父蔡愛義 90 大壽 (Father-in-law Dr. Tsai Ai-yi’s 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1992) 

1992 年 8 月 22 日岳父蔡愛義 90 大壽，岳母高瓊華女士 85 歲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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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66 週年紀念日，親戚朋友及眾兒孫共約 200 人由台灣及美國各地專程

聚集於西雅圖為岳父母慶生並藉 Sand Point Community Church 舉行感恩

禮拜。長子蔡青陽、次子蔡嵩陽、三子蔡明陽、長女蔡萌芽、次女蔡蕙

心、三女蔡雅雪、四女蔡雅美、五女蔡雅珠、六女蔡雅香以及各婿媳與

孫兒女均參加，這次是蔡家以及其後裔值得紀念的一大盛事。(註：岳母

高瓊華 2000 年 7 月 25 日安息，享年 92 歲。岳父蔡愛義 2001 年 2 月 27

日安息，享年 98 歲。夫妻一起葬於西雅圖墓地。) 

大紐約區海外台灣人筆會 (Greater New York Region-Overseas 

Taiwanese Pen Club) 

在移民美國生活中，大紐約這海外台灣人筆會(The Greater New York 

Region-overseas Taiwanese Pen Club, OTPC)是值得一提。該會成立於 2004

年，首任會長是蔡榮聰醫師，將＜本土台灣和台灣人＞這目標發揚光大

於新澤西。與台灣同鄉會一樣，提供為新澤西台灣同鄉聚會的機會。台

灣人筆會，我的台大化工系學生林淑麗也是該會發起人之一，都是愛好

寫作的同鄉聚會。我在該會 2007 年會時演講「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在 2007 年 5 月 6 日演講「科學與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與

同鄉分享知識與經驗。這次的演講內容鄭國寶醫師寫了一篇報告，並登

刊於「自由時報」(June 6~9, 2007)。另外我也將我一著作「一個基督徒

科學者對 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 的回應」(2007)(英文)投稿在該會由

該會 Web Side 可閱覽到。這著作是做為基徒科學者對一位無神論者的挑

戰所回應而寫的。  

台灣海外網(TaiwanUS. net) 

過去在新澤西台語教會的會友蔡明峰 (現民進黨海外黨部主委 )於

2005 年以獨資創辦了「台灣海外網」而短短時間內成為台灣人在美國的

媒體傳播中心，對美洲台灣人間的連繫有所貢獻。通過「台海灣外網」

美洲台灣人可極方便又迅速地獲得台灣國內的政治、經濟、文教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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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洲台灣人生活、社區活動的情況。台灣海外網相當於海外台灣人

現代社會中一份報紙的效用。  

加州萬縣台美基督長老教會與台加恩典基督團契 (Presbyterian 

Church of Ventura County and Taical Grace Christian 

Fellowship) 

移民美國後，因次子孝榮，自學成(洛杉磯加州大學電機博士)以後，

以加州為建家立業之地點。所以我們就有去洛杉磯居住的機會。我們去

洛杉磯與次子孝榮一家同居住時間前後有兩年以上，而洛杉磯又是胞弟

達明一家以及許多親戚居住的地方。我們去洛杉磯起初都到胞弟達明去

的教會或蔡一信牧師 (親家)的教會，後來孝榮定居 Oak Park 後，就到

Ventura County 的「萬縣台美基督長老教會」。萬縣教會初期 1995 年代由

林武彥醫師、林泰山醫師等有志兄弟所組織，聘請幾位牧師輪流講道。

後來 2001 年聘請卯思興牧師專任，從卯牧師就任以來，發刊「懇莫離我

心靈週刊」，現達 500 份分發至美國各地，該會文字事工相當成功。後來

因種種原因，元老級的林武彥、林泰山、陳農哲等離開教會另組織「台

加恩典基督團契」聚會，由吳東河牧師牧會。因兩方都有很好交誼，所

以我目前一到洛杉磯後，都會到兩方聚會。無論「萬縣長老教會」的會

友或「台加恩典基督團契」的會友都是我們時常有連絡。次子孝榮目前

是萬縣長老教會的長老兼 Youth leader。我相信有一天兩教會會再合併的

一天。在我一生中，洛杉磯成為我的第三故鄉。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任 教 (Professorship at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1988 - 1997) 

在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中我已開始規劃退休。1988

年屆 60 歲。假如我不再回台灣服務的話，恐我在台灣的服務年資就將完

全消失。所以決辭去 NJIT 教職，而應聘為交大應化研究所客座教授。回



林建中八秩回憶錄 

-62- 

台後，住在交大學人宿舍，都是新進學者。其中有電機系的張俊彥 (後來

擔任交大校長)、張豊志(應化所長、後擔任理學院院長 )等人。隔年，校

長阮大年要我擔任新設立的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的首任所長一年，我

就轉到材料所任教直至順利辨退休為止。1988-1995 年間 7 年我在交大任

教這一時段，是我一生中最輕鬆愉快的時光。在這期間我的著書和論文

發表都比任何時期為多，也出國發表論文最多的時段。在交大任教 9 年

中，共指導了 20 名碩士，4 名博士學位，這是我在學術界任教最後的成

績。  

在我教職經驗中(包括交大任教)，多次出國學術論文發表，包括到美

國、加拿大、德國、荷蘭、比利時，捷克、蘇聯、泰國、馬來西亞、澳

洲，中國、日本，韓國等世界各地。這是在學術界中的唯一調和。特別，

1992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訪問了蘇聯莫斯科能夠親看克里姆林宮和紅廣

場(The Kremlin and Red Square)，在一生之中竟能親歷曾經是鐵幕的大本

營，至感興奮(註：這次的慕斯科之行是由中央研究院資助。院長錢思亮)。 

至於捷克的 Prague, 在 1992 年及 1997 年(這年與雅雪同行)兩次訪

問，對 Prague 的東歐風城市的幽雅清潔，印象極深。從對岸觀望 Prague

城和在其中的聖彼得大教堂風景，一生難忘。從我在這地球上的活動範

圍而言，覺得自己是「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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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記(Traveling of China) 

我這一代的台灣人對中國的感受是很複雜的。第一、中國是我祖先

的根源地，總懷有尋根之意願。第二、出生時是日本殖民地國民。第三、

生長於終戰後蔣介石國民政府專政之下接受大學教育。第四、現中國變

成為共產國家。與台灣政治文化價值觀，有顯著差異。第五、目前，大

量台商資金投入中國，每年有一百多萬台灣人到中國旅遊。基於上述因

素，總想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訪問了解中國的真實內涵。我這意願卻意

外的實現了。在 NJIT 服務期間認識大陸交換教授徐昭東(武漢工業大學

有機建築研究所所長)，經他介紹，我受中國民主同盟的邀請得以建材專

家教授訪問中國大陸 20 天。  

時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直後的 1989 年 11 月 10 日我頭一次進入中

國大陸。我就由中國硅酸鹽學會王禮云先生陪同之下遊覽北京、西安、

武漢、上海等地。從這一次的機會認識了許多各界人士而結果造成我是

後 10 年間在我回交大任教中，藉台灣－中國對岸方便，總共訪問了中國

十多次之機會。幾次是參加學會會議之機會，幾次是帶廠商尋找在中國

大陸商機。但主要是與武漢工業大學技術合作開發聚合物混凝土。其中

有一次因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91 年 10 月間在上海召開)與雅雪同行，順

便重遊了武漢、西安、上海和北京等地。下面是我中國大陸的遊覽印象。 

北京：北京是古代及現代中國首都。有兩千年的歷史。在學生時代

所唸的「中國歷史」能親自經驗，至為高興。「故宮」 (舊稱紫禁城)是明

清兩代皇宮，距今有 600 年的歷史，為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又最完整的木

材結構建築群。其中最大建築物「太和殿」是重大典禮，諸如皇帝即位、

大婚萬壽、命將出征以及春節、冬至等節日慶典均在殿內舉行。  

「頤和園」和「北海公園」是北京城內著名的皇家園林。頤和園位

於萬壽山，佔地 300 公頃，是中國現存最完整，最規模的皇家園林。其

中長達 700 公尺的長廊，廊裡數以千計的彩畫，嘆為觀止。「天壇」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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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南城，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天和祈禱五殼豊收的場所，現開闢為公

園值得一看。「長城」是秦始皇起一直到漢以至明代不斷修築擴建，成為

現存的長城。其宏偉工程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北京的八達嶺長城

是明代所建保存得較完整一段，為觀光客訪問的地點。遊客可乘纜車直

達城關的烽火台或好漢坡。站在海拔 500 多公尺的城關西望長城面望長

城猶如翻騰長龍，景象壯觀。所謂「不登長城非好漢」，我登過長城三次

(1989,1990,1991)，其中一次與雅雪同行(1991 年)。到北京也必參觀清代

皇室的陵墓群－清「東陵」和「西陵」。皇墓都設有地宮安放靈柩以及陪

葬物。明代的皇帝陵墓中明代「十三陵」最為完整，處於北京西北 50 部

離北京中心公里。十三陵中定陵是明十三代皇帝朱翊鈞和孝端、孝靖兩

皇后的合葬陵墓。定陵被發掘成功以來吸引了許多海內外觀眾來參觀這

規模宏偉的地下宮殿以及培葬文物(包括絲織品，首飾、金冠、玉、瓷器

等)，展示昔日中國皇帝生前的豪華生活。  

北京烤鴨是中國傳統名菜之一，在多次訪北京中，有一次 (1990 年)

在北京全聚德烤鴨店享受了正道烤鴨，算我一生有吃福。  

西安：自西周至隋唐，前後共十二個朝代建都於西安。震動世界的

秦代「兵馬俑」是 1974 年發現，出土文物成為人類偉大遺產。來到西安

參觀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其陣列有秩，軍容鼎盛，氣魄雄渾，栩栩

如生，令人歎服。驪山的清華池，曾以楊貴妃而聞名，景色優美值得一

遊。在西安也參觀了「西安碑林」，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寶庫。我也訪問西

安交通大學(由兩位副校長孫國基和潘季接待)，又在西安城市學院做一次

學術演講。西安留有西安事件舊址，蔣介石紀念館。西安我訪問過兩次。

一次 1989 年，一次 1991 年。1991 年時雅雪同行。  

武漢：武漢市位於長江與漢水交匯處，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部分

組成，有武漢三鎮之稱。我所學術合作的武漢工業大學在武昌。我很感

謝在武漢工業大學合作之間孔憲明高級工程師的友誼。武昌東郊的「東

湖」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東湖依自然環境分為六區。我去過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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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兩次，以汽車繞湖也需兩個小時。距東湖不遠處，是名勝「黃鶴樓」

矗立於蛇山上，為江南三大名樓之一，距今 1700 年的歷史。詩人崔顥的

「黃鶴樓」是唐詩中膾灸人口之作，如此誦：〔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

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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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遊黃鶴樓，有仙人黃鶴已去空留鈴音之嘆。遊覽古蹟之餘，也

體會一下古人的情懷。  

隔江為漢陽，參觀了「歸元禪寺，寺院以「唐僧取經歸來圖」最具

特色。院內「羅漢堂」排有五百羅漢木雕像，其數量之多，嘆為觀止。

漢口與上海同為商埠，為長江中游的交通和經濟重鎮。  

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位於長江南岸的一個繁華都會。我

四次訪上海，有一次與雅雪同行。到上海訪問對象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學

和上海城市和建設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我訪問了兩次，一次由校長翁史

烈親自招待，住在學校招待所(教師活動中心)。校園內有飲水思源的紀念

碑(註：新竹交大校園內設有同樣紀念碑)。我也去第二部校園參觀，地坪

相當廣大。  

上海的主要街名以中國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廣

東路等。尤其南京東路日夜人流不息，相當熱鬧。在 1991 年與雅雪同訪

上海的南京東路，可比台北的南京東路。上海的外灘是金融、貿易、政

府機構所在。外灘夜色，燈火通明，幽情萬分。  

到上海必觀光古典園林「豫園」位於南市城隍廟「九曲橋」後側，

至今有 400 多年歷史。豫園的圍牆，衛飾游龍蜿蜓起伏生動。城隍廟附

近有不少茶館，異常熱鬧。「玉佛寺」為上海著名寺廟。廟內放置從緬甸

所得兩尊玉佛，高約兩公尺，色澤瑩潔。  

1990 年代起中國政府積極開發浦東地區，招來不少外商投資。目前

新建現代化建築物，成為旅遊新社區─ ─ 新浦東。  

蘇州：1990 年 11 月 24－27 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合物混凝土

會議時由大會主辦的一次蘇州行。這次蘇州行雅雪同行。參觀了蘇州的

園林，所謂「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參覽了東山寺鐘。東

山寺鐘由唐代詩人張繼一首詩而聞名。因為日人很喜歡這首詩，我在日

治時代就知悉這首七言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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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想不到一生之中親臨此地，朗吟古詩體會一下寒山寺鐘聲響，令客

居人淒清的愁眠。蘇州河道多的水鄉，小橋共一百六十多座是蘇州的另

一特色。無錫是另一次機會時也去過並遊玩「太湖」。太湖是中國第三大

淡水湖，太湖中有湖，湖中有山別具特色。  

山東：在我中國旅遊中到過山東省兩次機會。一次是直接飛至濟南，

由山東建築材料工業學院接待。在這次機會訪問「三孔」(孔廟、孔府、

孔林)以及登上「泰山」。曲阜是中國著名文化古城，以三孔稱著。孔廟

中主體建築是大成殿為中國三大宮殿式建築之一。孔府是北宋至和二

年，宗仁宗賜給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願。自此封號世代由嫡裔長子承

襲，共傳三十二代，歷時約九百年。孔府佔地二百四十多畝，具有宏偉

建築和花園。孔林佔地三千多畝，為孔子和其家族的墓地。到此訪孔廟，

不禁想起台南的孔子廟。  

古人謂「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海拔一千五百四十多公尺，被譽為

五嶽之首。若徒步登山，山道全長約十公里，須攀上七千多級石階。若

乘專車到中天門，再轉乘纜車，十分鐘便可到達南天門。從南天門山谷、

河川的壯闊景致蓋收眼底。從南天門到極頂沿路有摩崖石刻，廟祠等珍

貴文物。  

廣東：廣東是中國交通量發達的省份。我訪廣州有五次之繁，主要

廣東工業大學李士恩教授接待。有一次李教授導遊廣州越秀公園。越秀

公園是廣州綜合性文化休息公園，位於越秀山崗。著名古蹟鎮海樓，又

名五層樓，建於明洪武十三年 (1380 年)，高二十八公尺，登樓眺望，羊

城景色，盡收眼底。我也認識南海縣交通局的人，有機會訪問南海市和

佛山市看看他們建設產業公路的工程。因為鄉鎮工業以及產業公路的建

造帶動了珠江三角洲市鎮的發展和改革，致使這一帶成為中國最富庶的

地區之一。廣州市東區為新開發區，摩天大廈林立。名勝有白雲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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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以及西漢南越王的陵墓。廣東人講廣東

話，似與北方人不太相同，另具特殊風格，充滿南國的情調。尤其省會

廣州為美食天堂，素有食在廣州的名譽。深圳和珠海是中國的經濟特區，

也是旅遊的好地方。  

以上我所接觸的中國，確擁有悠久的歷史，為世界的文化古地。我

們看到中國從百年來的衰退邁向復興的過程中，中國成為共產一黨專制

國家而意欲成為世界強國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再經國民政府一黨專制統

治後正轉變台灣主權的民主國家。如何將兩岸關係和平解決將是今後兩

國關鍵課題。明顯地，台海的和平穩定將影響亞洲的和平，甚至與世界

和平息息相關。  

退休(Retirement)(1994) 

1994 年我正式由交大退休，時 67 歲。雖然退休，但 1994 年到 1997

年三年間我仍以兼任教授留在交大校園。因自專任變為兼任所以心情極

為輕鬆，沒有任何壓力。我一生在台灣工作正式年資 30 年，美國工作年

資 10 年。一生的教職、研究工作從 1997 年以後就完全結束。  

在美國我們老夫妻二人從過去在 Whippany，Bee Meadow 的 House

搬到 Yardley Place 的 Townhouse。長子孝東 Cornell 大學化工博士，服

務於 Dow Chemical 為資深工程師，家族住在 Whippany，教會是新澤西

歸長教會長老。次子孝榮，UCLA 電機博士，家庭居住洛杉磯並服務於

Aerospace 為資深工程師，教會是加州萬縣台美基督長老教會長老。女兒

美音 Rutgers 大學音樂碩士，現 Parsippany Presbyterian Church 的 Organist. 

母女住在 Denville 離 Whippany 只 15 分鐘車程。因長女美音的關係我們

也常參加 Parsippany 美國人的長老教會禮拜，交際許多美國人教友。雅

雪在師大時代的學生林美瑜認親為義女，她留美後也歸化為美籍，夫婿

莊漢明博土服務於 Washington DC 的美國氣象局。我們常有來往，猶如

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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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來，我以寫作為樂，隨筆寫宗教哲學，安度餘年。每年我都

回台灣一次(新竹市有自宅)居住三個月後才回美國來。我的退休生活中，

旅遊也是重點之一。事實上，老年期是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雖然已近

黃昏，但彩霞滿天的景色，無限美好。所以一個人能「樂享遐年」可說

是人生圓滿的極致。我退休至今已十多年了。將以往沒有時間閱讀的書

籍，沒有時間參加的遊樂，沒有時間崇拜的宗教，都可以運用這一段的

時光來實行欣賞！我覺得只要身體保持健康，退休休閒敢稱為一生中的

黃金時代。我們一直保持著定期運動的習慣。幸運地，新澤西住家附近

開車 10 分鐘就到的猶太人文化中心(JCC)設有健身房、各種運動器材、

游泳池、跑道、籃球場、熱水浴、蒸氣房等設備，可參加為會員。我們

夫婦也退休後才完成聖地巡禮以及保羅傳道路線探訪的旅行。另外 2000

年到西班牙坐地中海的 Cruise 漫遊，經西班牙、法國、意大利三國，特

別上岸訪問意大利中部都市 Pisa 的比薩斜塔印象極深。2003 年巴西旅行

中 Iguassu 瀑布、基督山的耶穌像至今也印象猶新。這些旅遊都是退休後

實現的。  

國際學術名譽(International Academic Honors) 

在我一生最後階段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因過去在學術研究上的成

就終被國際上承認，分別於 1994 年獲美國名人傳記協會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abi)終身會員 (FABI)，1995 年獲該會文化卓越獎

(Magnificent & Distinguished, MD)，1966 年獲 Presidential Seal of Honor，

1997 年獲 20 世紀成就獎(Twentieth Century Achievement Award)。  

另外在 1995 年，我獲國際名人傳記中心(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ibc)的終身會員 (LFIBA)， 1996 年獲該會國際領導者成就獎

(International Leaders in Achievement)，1996 年受聘為該會副總裁(Deputy 

Directors General, DDG)及獲胸章一枚。這些獎狀勳章都是名譽上，但將

在美國和國際上留名，特別在英國 Cambridge 大學名人館內名人錄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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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則留名到代代，對自己的人生深感滿足。  

桃李滿天下(Former Students Spread Over the World) 

我在台灣工作年資 30 年，在美國 10 年，專任教授有台灣大學、新

澤西理工學院、交通大學另外兼任或客座教授或研究工作、就在京都大

學纖維化學研究室、名古屋工業試驗所，輔仁大學化學系、台灣技術學

院纖維系、慕尼黑工業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等，所培養學子

不可勝數。從 196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學術環境，科學技術不斷進步，

且每看到子弟，在社會各單位活躍，比比皆是。在美國，過去的台灣學

生定居美國，在大學或公司工作。他(她)們各級同學常有集會，就邀我參

加，可說在美國也能享受師生恩情，至為愉快。尤其是 1972 年台大化工

系畢業班在新澤西有倪洋洲、田旋、林淑麗、嚴興綱等同學，常在聚會。

林淑麗化工專家，搖身一變為作家評論家，著有「普林斯頓散記」，文筆

十分流利。田旋的 Yale 大學指導教授 Dr, Fenn 是 2002 年諾貝化學獎得

主，在田旋家理一次聚會中能與他合照至感光榮。(註：Fenn 教授曾經受

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之邀請，2006 年訪問過台灣)。1972 畢 /化工最近一

次聚會是 2007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在南新澤西 Woolwich Township 的嚴

興綱廣大家莊，與會的有高麗娟夫婦(從 Michigan 州來訪)，吳家驥夫婦，

史宗岡全家，林淑麗夫婦，陳堅誠全家等。嚴興綱服務於法國 ARKEMA

公司，在自已家裡自釀酒(命名為極品石榴名酒)，品味絕倫(當地水質優

良外靠他化工技術)。這一次由主人贈送各人一瓶帶回家，賓主盡歡。另

外 1969 畢/化工的黃炎和(在台大擔過助教)現服務於台塑美國公司擔任經

理，在一次他們一班同學聚會，遇到林慰文、劉育南、吳云台、黃振銘

等，離校多年能在美國相見，師生之誼，至為珍貴。1969 畢／化工的畢

業旅行時我同行，印象深刻。  

1973 年畢／化工的李克明，最引起我的注意。他從台大化工畢業後，

改行唸法律。他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企管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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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律博士。現在台北開法律事務所，相當成功。他是國民黨員中的自

由派，常建議國民黨從事政治改革。他無論在社會、企業和政治都很活

躍。  

在交大任教期間，台大化工系畢業生辛哲宏，我做他的碩士、博士

指導教授五年時間相處，猶如父子之情。他畢業後在工研院任國防役五

年後，擔任碧悠等公司經理，中華映管處長、無鍚菱光科公司任副總經

理，現任元太科技公司處長，為光電材料專家。交大我指導碩士班學生

宗偉基、許克宏等都到中國工作了。因為台商向中國的大量投資，結果

台灣就業機會減少是事實。另一方面，台灣對中國的工業開發應有相當

作用。  

在 30 多年教學生涯中，培養許多後進，在世界各地，在各項領域，

貢獻人類歷史，已達「春風化雨」的理想，我一生教育及研究經歷，桃

李滿天下，又能夠活到現在並與後進交誼，心滿意足。  

聖地巡禮記(Holy Lands Journey)(1996) 

做為基督徒總有一個心願就是在一生之中能夠到聖地巡禮。當我回

台任教於交大期間，於 1996 年(雖已退休，但以兼任留校)我叫在美國的

雅雪回台，一起參加台北中崙教會舉辦的聖地巡禮團。巡禮團許榮豊牧

師做領隊，由中崙教會會友共 25 名所組成。我們一隊，於 1996 年 11 月

15 日由台北出發到馬來西亞轉約旦皇家航空到約旦首都安曼(Amman)南

方的愛麗亞皇后國際機場(Queen Alias)，這次聖地巡禮來回，都以安曼做

為起點，所以有機會訪問約旦首都。並自安曼再用 Bus 過境進入以色列

的。  

我們巡禮團由約旦入境以色列。進入以色列後先觀光以色列北部加

利利海南邊這是舊約時代的舞台。根據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後，

經過曠野，渡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第一站征服的城市是耶利哥城。耶

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古戰場中掃羅和約拿單就是也在此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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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11 月 12 日參觀了加利利海南端一集体農場而其附近就是加利利海

水的出口，這裡是著名的約旦河洗禮地點，稱為「亞得尼」。這裡常常可

以見到由世界各地而來的基督徒朝聖者，身披白袍，在此舉行洗禮儀式。

因為根據聖經記載，耶穌也是在約旦河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這裡

的水為聖水，裝入水瓶，附上證明而販賣，全世界基督徒將聖水帶回自

己家鄉。  

11 月 13 日車子向北開越過約旦河橋，加利利湖就呈現眼前。正如人

所稱頌的，湖水碧藍清澈，湖畔椰子樹，繁茂成蔭，與南部沙漠成強烈

對比。我們的雇船是模仿新約時代的帆船，遊覽加利利湖，經驗一下漁

夫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這裡撒網打魚的情形。加利利湖的風相當

強烈，到這地搭船，首次經驗湖上的船在波濤中強烈的搖蕩著，就想起

聖經上所記載著「這裡常有突起的暴風」的事實。中午就在湖岸一餐廳

用餐。吃的魚叫「彼得魚」(Peter’s fish)，魚肉白而硬，雖肚子已餓，但

不覺得好吃。我們也參觀湖邊塔加的「五餅二魚堂」。教堂裡的聖壇上有

一片美麗的馬賽克鑲圖：五餅二魚圖。在五餅二魚堂不遠，有「聖彼得

受職堂」，為記念耶穌吩咐彼得，要牧養他的羊群。在湖邊的一座山上 (就

是八福山)，耶穌向人群講道，就是著名的「登山寶訓」。在山上建立的

八角形教堂，就是象徵這「八福」。在教堂的八面窗上寫著：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有

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

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我覺得耶穌的教訓專為著弱勢族群而講的福音。下午車上北開到哥

蘭高地。自 1948-1967 年之間，賀拉山谷的集體農場經常受到駐紮在哥

蘭高原的敘利亞軍砲火的威脅。1967 年「六日戰爭」後，哥蘭高地被以

色列佔領。所以現今不僅可到此觀光而且又可以從此看敘利亞境內。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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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色列人大量移居到哥蘭高地，苦心經營，開闢了許多良田。我們到

哥蘭高地，可遠望敘利亞並看到戰爭時建造的許多壕溝、碉堡。更認識

了以色列在猶太教、基督教、回教三大宗教中求共存的複雜性。  

11 月 14 日訪問拿撒勒。「報喜教堂」乃於公元 1969 年完成的第五座

教堂(從前有第一至第四座教堂蓋過在此地)。羅馬天主教會認為天使加百

列向馬利亞報喜信息她將要由聖靈懷孕生子就是在這裡。拿撒勒是耶穌

度過孩子時代的地方，拿撒勒街是耶穌青年時代回憶最多的地方。「報喜

教堂」教堂內的左側有地下穴，通往約瑟、馬利亞的家。附近有馬利亞

水泉，耶穌的母親一定曾在此打過水。昔日的拿撒勒是位於美基羅

(Megiddo)北方的山莊，但現在的拿撒勒已由阿拉伯人所居住，而住在中

心街的阿拉伯人以基督徒佔大多數。拿撒勒附近迦拿小村，是耶穌行第

一個神蹟水變酒的地方。現在的「神蹟堂」乃建在第六世記教堂遺址上。

教堂的地窖擺了一個羅馬式水缸，象徵當時耶穌用來行神蹟的大水缸。  

經過耶斯列平原有許多農場，是一片肥沃的農業區。然後到了米吉多

古城址。米吉多古城位於古代幾條大道的中樞，它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

古代許多戰爭的主要戰場。「啟示錄」記載，世界末日時，善惡最後決戰

的戰場就是在此「哈米吉多頓」(米吉多)。在此山丘考古挖掘，發現山丘

有二十層之多，最早層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這地方有人居住以來，曾被

毀又重建二十次之多。在考古遺址上，還可以看到一座古代迦南人的神

殿、王宮、倉庫、地下取水道、瞭望塔、軍營。 

耶斯列平原有一座圓形山丘「他泊山」，在此參觀「登山變貌堂」是

耶穌曾經改變容貌的地方。他泊山也是西布倫支派和以薩迦支派的分界

嶺。先知何西阿曾指責在此山上非正統的獻祭。  

11 月 14 日夜終進入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猶太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回教)三宗信仰的共同中心。在以色列這塊土地上，她好像

是皇冠上最大的寶石。1948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國復國。以色列建國後，

耶路撒冷的非以色列人，就自稱為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城經 196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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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一次「六日戰爭」之後，完全由以色列軍隊所控制。但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人如何在耶路撒冷和諧相處，一直未解決的問題。耶路撒冷城

內教堂的鐘聲，回教寺擴音器呼召教徒禱告的聲音，猶太教社區頌經文

喃喃的聲音，共同奏出的交響曲，大家正期待著這三大宗教能夠和平共

存。  

耶路撒冷舊城區有八個城門。到耶路撒冷頭一天(11 月 15 日)我們參

觀了金門，獅子門和希律門以及大衛塔。大衛塔，它一直都是代表耶路

撒冷城的路標。由塔頂府視，整個美麗的舊城，盡在眼底。大衛塔內的

考古挖掘，發現了第一聖殿時期 (1006BC－587BC)的建築遺跡。在馬加

比時期在此建立了一個城堡。主前第一世紀末，統治者希律王曾在這裡

建造了他的王宮。  

「客西馬尼園」位於橄欖山西側的山坡，是耶穌流血汗禱告的地方，

也是耶穌被逮捕之處，親眼看到二千年前長存下來的橄欖老樹，真令人

感觸萬分。  

「苦路」指耶穌基督被審判後，背負他的工具十字架，遊街示眾，

走到刑場所經過的路途。「苦路」共有 14 站，由安東尼堡內的「鞭打教

堂」開始，止於「聖墓堂」，每一站都有耶穌走過的路段故事。「聖墓堂」

由三個建築構成：一座圓頂教堂蓋在耶穌的空墳上，一座巴西里佳堂，

以及位於兩者之間上面的加略山，即耶穌被釘之處，又稱為「各各他」。 

「聖墓堂」是康士坦丁的母后聖海倫修建在耶穌的空墳上的。當我

目睹這復活的墓穴時，耶穌死(埋葬)與生(復活)，在時間上與空間上並無

間隔之感。因為對一個基督徒而言，耶穌的被釘十字架與復活是「救贖」

計劃中一連串的必然過程，也是歷史事實。所以耶穌的死和復活給基督

徒「死後有永生」的希望。復活後的耶穌也在這附近昇天(現蓋昇天教堂)。

二千年前的耶穌生平故事，今天同樣感動世人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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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山為基督教重要聖地之一。「主禱文教堂」由康士坦丁皇帝所

蓋，是根據路加福音 10, 11 章所記戴橄欖山上耶穌教導主禱文的地方。

1878 年建為迦密修女院，現在主禱文教堂內有 62 種文字的主禱文。座落

橄欖山邊的萬國教堂(註：此堂因 16 國捐款建造而得名)其華麗的外觀顯

得格外耀眼。萬國教堂上方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也稱為「白俄教堂」，

為俄國東正教會所有。  

隔日(11 月 16 日)參觀了猶太人的「哭牆」以及聖殿山上的金頂回教

寺和銀頂回教寺。金頂回教寺的屋頂是以 85 公斥重的黃金覆蓋，為回教

國王阿比德瑪立克於公元 691 年下令建造。銀頂回教寺是回教國王亞瓦

立德(阿比德瑪立克的兒子)於公元 709 年所建造。聖殿山是三個主要獨一

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的歷史與精神中心。猶太人視聖殿山為最

神聖的地方 , 位於聖殿山中央的大岩石(現被金頂回教寺所覆蓋)，是亞伯

拉罕，準備獻他的獨生子的地方。對回教來說，這裡是莫罕默德昇天的

地方。對基督教來說，這裡是耶穌基督常到講道的地方。猶太教的舊聖

殿地點，現竟蓋著回教寺。現在聖殿山的治安卻由以色列軍兵所維持。

這歷史的變遷，將來聖地的命運將如何，恐無人可預料。  

哭牆(Wailing Wall)(西牆)就在神殿的西邊，高 20 公尺，長 47 公尺。

據說猶太人在公元 70 年與 132 年兩度發起反叛時，聖殿上部為羅馬軍所

破壞，所以自那時殘留下來的只有這段哭牆。哭牆有新掘的穴洞直達城

壁的深處，不知何時才到達台石。足見過去聖殿是如何的宏大，如何的

壯嚴。  

猶太人每天一邊眺望著對面被回教寺所佔的耶路撒冷聖殿，一邊反

覆地發出嘆氣的抗議，希望這地能夠重建新的聖殿。無論夏天或冬天，

無論白天或晚間，都可以看到他們在哭牆前禱告。其祈願之情，委實之

切，雖然有一點頑固，但也表露出猶太人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哭牆成

為猶太人禱告和舉行儀式的地點，正象徵著他們的信仰和苦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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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哭牆邊的考古公園出城，就是大衛時代的耶路撒冷城。在城的

山坡下，有一個當時城內居民賴以為生的泉水─ ─ 基訓泉。公元前約 1000

年，大衛王就是順著基訓泉取水口侵入城內攻下了這座易守難攻的耶路

撒冷城。300 年後希西家王，為了保護城裡的居民在戰爭期間的飲水供

應，在岩石中開鑿了一條地下引水道，把城外基訓泉水引到了城內的西

羅亞池(Pool of Siloam)，並把城外的泉水入口封閉。直到 15 世紀，城內

居民都還以為西羅亞池是個天然泉。  

11 月 16 日我們也到耶路撒冷外的另一聖墓處 --------陵墓和花園。該園

於 1894 年被英軍士兵所發現，認為該處是聖墓。該墓園由墓園協會維持

和管理，並向外開放，供遊客參觀。到底那一處 (與聖墓堂對照)才真正的

聖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穌的墓是空的，因為耶穌復活了，沒有留下

任何骨肉在這世間。若有任何耶穌的骨肉留在世間，那麼基督教就無意

義。  

錫安山庭落於耶路撒冷舊城外的西南角。天主教傳統上相信，黑色

屋頂的安眠堂是聖母馬利亞安息之處。大衛王的墳墓，是猶太教之聖地

之一。最後晚餐樓(The Cenacle：Hall of the Last Supper)就在上面。  

11 月 17 日參觀了耶路撒冷舊城後到西耶路撒冷新城。隨著 20 幾年

來高度經濟發展，新市區的面貌己經現代化，形成非常特殊的風格。值

得參觀的以色列博物館，死海卷軸博物館以及大屠殺紀念館。大屠殺紀

念館大廳裡的長明火炬，提醒來訪的人，不可忘記這世紀曾發生過的大

慘劇。參觀死海卷軸博物館展覽死海卷軸是 1947 年在死海附近岩洞發現

的最古代聖經抄本。在一生當中能夠親睹死海卷軸，可說這次以色列之

旅，收獲豊富。在此地有聞名的國營鑽石加工廠。據說世界鑽石交易，

在猶太人商人的手中。  

在耶路撒冷參觀之後，訪伯利恆，在耶路撒冷近郊約 6 公里處，耶

穌降生的地方。康士坦丁大帝的母后，於公元 385 年在耶穌降生的地點

建了一座教堂。但這「救主誕生教堂」(Church of Nativity)經多次戰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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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又重建。十字軍時期，整修教堂，牆上的馬賽克鑲圖與圖柱上的油畫

是十字軍時期所留下來的。救主誕生教堂內有伯利恆之星，耶穌降生的

地點。「拉結之墓」在伯利恆城外，為猶太人特別是孕婦朝聖之地。伯利

恆周圍的野地，依然有許多羊群在此放牧，好像兩千年前聖經中所描寫

曠野牧羊人一樣情況。曠野是聖經「出埃及記」所提到以色列人曾經在

曠野飄流 40 年之後，才得進入應許的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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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從耶路撒冷，車子朝南方開，目的地是「死海」(Dead Sea)

的 Galei Zohar Hotel。途中駛入沙漠的中央，開始經驗聖經中所記戴的炎

熱沙漠遊牧民族的生活。在這裡有一山谷公園自然景觀，參觀「所羅門

王銅礦坑」以及「所羅門石柱」。  

過了沙漠，經猶太人移民村後，死海終於出現在眼前。死海在海面

下 395 公尺之處，舊約聖經稱為「鹽海」(創 14:3)，含一般海水之 5、6

倍鹽分, 在水中你不會游泳也可漂浮。看到幾根岩鹽之柱，讓人想起「羅

得之妻」變鹽柱之故事。其實，在此可看到覃狀的結晶鹽柱，也可看到

觀光客全身塗上黑泥巴的光景。據說對治療皮膚病或肌肉方面疾病有療

效。  

11 月 19 日到了碼薩達(Masada)參觀。在漫長的以色列歷史中，公元

73 年猶太人在碼薩達反抗羅馬統治的史蹟。本來瑪薩達是大希律王建立

的城堡之一，落座於死海邊一座高台地上。公元 66 年，猶太人激進黨人

佔領了碼薩達，做為反抗羅馬人的基地。公元 73 年，羅馬軍攻上山頂，

猶太人守軍，無論男女老幼全體自盡，以免淪為羅馬人的奴隸。如今，

瑪薩達成為今日觀光點，表徵著猶太人誓死不屈的民族英雄精神。  

我們在南下經曠野到西奈山(又稱何烈山)在西乃半島南端的一孤立

的巨石，其勢十分壯觀。我們在山下的旅館宿泊。11 月 20 日凌晨登上西

奈山体會摩西登山在山頂領受十誡的情形。  

11 月 20 日車子經過西乃半島沙漠，晚上開到埃及的開羅。11 月 21

日參觀了聞名的金字塔以外參觀了保存法老和尼羅河五千年前文明歷史

的埃及博物館(The Egyptian Museum)。其實，埃及與聖經有密切的關係，

在舊約時代以色列人來到埃及受欺壓，摩西在埃及出生被法老的女兒收

養在皇宮長大，後來帶以色列人出埃及。新約時代約瑟、馬利亞帶剛出

生耶穌逃難埃及。在此我們也參觀了馬利亞在埃及滯留的住所。  

11 月 20 日晚餐後，前往機場飛回約旦安曼。11 月 21 日凌晨到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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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旅館休息後再前往尼泊山參觀摩西葬身之地。下午參觀舉世聞名的

傑拉斯古城，有二千年歷史，其中有神殿列柱道、廣場、住宅等，可見

當時繁榮的景象。在安曼後山西塔達山丘(Citadel)山腳的一座具有 5,000

個座位的羅馬戲院，壯觀豪華。其實，約旦也是新、舊約聖經及早期回

教的聖地。  

11 月 21 日晚上由安曼乘飛經吉隆波，11 月 22 日平安抵達台北而結

束豐富而充實的 12 天聖地巡禮之旅。  

這次聖地巡禮的另一收獲就是能夠到開羅(屬非洲)，達成了一生之中

能到過世界五大洲觀光的心願，值得一生的回味。(註：世界五大洲就是

歐洲、非洲、亞洲、美洲、澳洲) 

保羅傳道路線探訪(Paul’s Missionary Routes Tour)(2001) 

做為基督徒一生之中能探訪聖保羅外邦傳道的歷程，也是值得欣慰

之事。我們夫妻在 2001 年，有機會參加由新澤西台語教會主辨的巡回保

羅傳道歷程的旅行團。  2001 年 9 月 3 日晚我們一行 30 人由 Newark 機

場搭 Swiss Air 飛到瑞士的 Zürich。 時為 9 月 4 日上午 10:55。Zürich

是我們夫婦的第二次訪問 (第一次是鴻博獎金訪德期間來訪問過 )。在

Zürich 暫短遊覽(如 Zürich 湖)後，下午 8：40 坐 Swiss Air 飛到土耳其伊

斯坦堡 (Istanbul)。到時是 9 月 4 日中午。當夜住宿 Madison Hotel, 

Istanbul 。 伊 斯 坦 堡 是 千 年 古 都 是 古 代 絲 路 的 終 點 ， 曾 是 拜 占 庭

(Byzantine)、鄂圖曼(Ottoman)兩大帝國的首都，為中東文明的發展地。  

9 月 5 日整天參觀 Istanbul 的名勝古蹟 ,包括聖索菲亞大教堂 (St. 

Sophia)(有 1000 年以上歷史，為全世界最大基督教教會)、藍色清真寺

(Blue Mosque)，賽馬場廣場(Hippodrome Square)，托普卡匹室宮(Okapi 

Palace)等地。  

9 月 6 日坐 Bus 到以弗所 (Ephesus)途中我們訪問了 Temple of 

Artemis(Diana)和馬利亞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後，遷居的家屋以及聖約翰(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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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的墓地。  

以弗所處於小亞細亞的西部又叫 Anatolia，今日屬土耳其的領土。以

弗所起初，由來自雅典的 Androclos 王在公元前 11 世紀所建立。在 540-480 

B.C.期間希蠟哲學盛行，民主 (democracy)思想興起。到 334 B.C.，

Alexander 大帝取得以弗所。到 190 B.C.，以弗所由羅馬帝國所統治，所

以以弗所留著各時代相當豊富的遺蹟。在以弗所廢址中參觀了音樂廳

(Odeon)，大劇院(The Grand Theatre)，海岸街道(The Harbour Street)，圖

書館 (The library of Celsus)(2
nd

 Century, AD)，競技場街 (The Stadium 

Street)，最後競技場 (Stadium)等遺跡 ,可回顧古代以弗所的繁榮生活情

況。保羅是在以弗所寫信給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後書)，他一部份的監

獄信(腓立比書)可能也在此寫的。保羅離去後，就留下提摩太照顧教會。

後來，他也寫了一封信給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書)。  

9 月 7 日開車沿海岸北上經 Izmir，然後在 Bergama 參觀古代希臘市

場(agora)及古代羅馬會堂(basilica)以及戲院(theater)，可知當時希臘及羅

馬文明的影響。其中，Zeus 祭壇、The Asclepion(醫術之神)，印象深刻。 

9 月 8 日到 Troy 市為詩人 Homer 敘情詩所描寫的都市，也是古代木

馬之役故事之都市，我們在此參觀木馬之模型，回想古代發生特洛戰爭

的歷史。通過 Canakkale 海峽車開到國境邊境進入希臘，夜住宿 Hotel 

Egnatia, Kavala。  

9 月 9 日訪問 Neapolis(Kavalla)，是新約聖經所記載保羅所登陸之海

港，也就是保羅傳道由亞洲擴延到歐洲的頭一站。這裡也有許多神廟和

劇場古蹟。然後直向腓立比(Philippi)，這裡有古代腓立比城市遺跡。夜

宿帖撒路尼迦  Hotel Capsis。腓立比和帖撒路尼迦都是使徒保羅傳道過的

地方。  

9 月 10 日參觀帖撒路尼迦 (Thessalonica)市的博物館以及參觀 4th 

century A.D. 的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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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一早參觀希臘中部 Meteora 的 Roussanou Monastery 是蓋

在石岩山上的一座修道院，為 1500 年代所建設。登上這修道院令人不禁

感歎古人開路這樣險涯石山而建造修道院的敬虔和毅力。車繼續向希臘

南方行駛，途中有許多公元前第四世紀遺跡。例如神廟，Apollo’s sanctuary, 

Stadion, the Sanctuary of Athena Parsoaea 和劇場(擁 14,000 座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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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途從導遊得知 9/11 紐約貿易中心被恐佈分子攻擊的消息。晚

上大家圍觀 TV 中 CNN 的報道，親看二大樓倒塌後，心極憂傷，全夜難

眠。) 

9 月 12 日車開至哥林多(Corinth)。哥林多的廢址，只以簡單的鐵絲

圍繞著，教堂就在廢址的中央，石柱至今仍殘留著。當我們走到保羅曾

在民眾面前受審的「公會」之前，不禁追憶往昔保羅佈道的偉大信心和

勇氣。這裡是保羅站在總督革老丟之前的法庭舊址。保羅時代 (50 A.D.) 

的哥林多，是聚集各種人種的國際都市，交通發達，商業繁榮。另一方

面，風紀敗壞，人口買賣，風化街極流行。  

據推測保羅曾經三度訪問哥林多，而最後一次是經過馬其頓去的。

這一次是他被囚之前的一段苦難的旅程。你到哥林多就會想起保羅在

1900 年前對哥林多人所說的話 :「弟兄們，從前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

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

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之被釘在十字架。」(林前 2:1,2)。保羅的十

字架道理成為基督教神學(Theology)的基礎。我們在這裡參觀了新建的今

日哥林多教會(屬於希臘正教)。  

9 月 13 日住在雅典(Athens)，參觀著名的 Parthenon 是 Athena Nike 女

神神殿(無翼勝利女神廟)，約在公元前 438 年所建立。我們看到雅典到處

是神廟，這古老的城市讓人產生一種希臘文明懷古幽情。  

本來我們 9 月 14 日飛 Zurich 然後轉機飛回紐約，但因 911 事件飛機

班全停，因而我們在雅典比預定多滯五天後，待班機回復後才飛回紐約，

成為一生難忘的保羅傳道路線巡迴旅行經驗。  

9/11 恐怖事件(9/11 Terrorists Attack)(2001) 

2001 年 9 月 11 日我們正在希臘旅行中，遇到世界震驚的 911 事件，

也是我一生最感恐怖的事件。美國 4 架民航飛機遭反美恐怖分子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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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兩架撞擊了紐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造成兩座塔樓相

繼坍塌，導致總共 3000 多人在一天之內死亡或失蹤慘劇。紐約世界貿易

中心末坍塌以前我將有登上頂樓展望台之經驗，至今己不再，感傷無已。

我著作「現代人生哲學中」於 2001 年底完稿。我在本書中如此作序：【本

書完稿時正遇 911 美國恐怖事件發生不久，筆者為此心情沉重，不得不

省思為什麼這世間有這樣的仇恨呢？人性能挽回人類自毀文明的命運

嗎？本書是不是可讓大家真正認識「生命」和「死亡」的意涵？】  

911 事件給我們產生疑問：為何人生有苦難？  神的慈愛和公義在哪

裡？ 從此以後，我就開始深入思考生死問題。尤其是我退休後，唯一樂

趣就是寫作「宗教哲學」(religious philosophy)方面的書 ,一方面在離別人

間以前對自己信仰做最後的整理與修正，一方面可與世人共享宗教經

驗，因為宗教信仰畢竟是人生大事。同是「唯一神教」(monotheism)的猶

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回教)，如何互相對話，改正對神的觀念，是今

日三種唯一神教間的迫切課題。  

陳水扁時代(Period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2000-2008) 

台灣首次民選總統選舉時，民進黨的彭明敏、謝長廷失敗於國民黨

的李登輝、連戰。經再接再厲，在 2000 年大選時民進黨的陳水扁終擊敗

國民黨連戰和親民黨宋楚瑜兩對對手而民進黨獲得執政權。這次政權和

平輪替，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又創立了另一里程碑。2004 年大選時連戰

和宋楚瑜改合作對抗陳水扁、呂秀蓮，結果陳、呂本土政權仍獲連任。

可見台灣民主，本土意識已相當成熟。  

從本土政權執攻 8 年來，因國會受在野黨(泛藍)所控制，民主政治步

履困難。但人民對本土政權多一份鼓勵與支持，雖在「罷免案」、「國務

機要費」以及  「紅衫軍」等衝擊下，仍能順利完成 8 年的任期，奠定了

台灣民主政治的輝煌成果。陳水扁本土政權的特徵在於主張「兩岸一中

一台」，始終堅持本土政權和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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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大選贏得本土政權後，台灣人民又面臨 2008 年的大選了。

民進黨候選人為謝長廷配蘇貞昌。國民黨候選人為馬英九配蕭萬長。因

大勢所趨，今後任何政黨要追求本土化，加強台灣意識，確保台灣主權，

才有執政的機會。假定中國國民黨澈底本土化而改名為台灣國民黨或新

國民黨，到時台灣的兩黨制政治就圓滿成熟。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超半世紀，台灣政治在不正常國家定

位下已民主化。今後應不再有省籍族群之分，統獨的認同也已脫逸族群

身分。今後無論朝野，共同建立建全的政黨政治，以確保主權獨立國家

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才符合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盼望。因此，我的

感想是 2008 年的大選中，任何候選人如不站在台灣民意主流這邊，恐難

當選。我相信台灣人民已覺醒要選的是「台灣」的總統，而不是「中國」

的總督。所以 2008 年是否選出能維持一個主權獨立，法律公平，人權平

等，台灣自主而建立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乃靠台灣人的智慧選擇。(註：

雖有台北市政府反制，陳水扁政府於 2007 年 12 月將「中正紀念堂」更

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並拆掉大門牌匾「大中至正」換成為「自由廣

場」，代表告別威權，迎向民主的時代意義。 ) 

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UN for Taiwan)(2007) 

陳水扁時代最大的成績是在他任期最後一年(2007)，首次正式向聯合

國申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會員」以及推動「入聯公投」。這是過去

以中華民國名義返聯之策略或思考不相同的一大突破。美國對於台灣推

動加入聯合國以及舉辦入聯公投的行動，公開表示反對的態度，除了白

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韋德寧公開表示：「台灣或者中華民國目前在國際

社會不是一個國家」之外，美國副國務卿尼格羅龐提接受香港「鳳凰衛

視」專訪時也威脅說：「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是朝向宣布台獨的第

一步」。但美國政府並未進一步施壓，反正，台灣人民公投是台灣人民的

權利，美國無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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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十幾年來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與贊成台獨的比例急速上升作

為佐證，尤其 2000 年底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民調顯示出有六成民眾自認是

台灣人。如果中國不干涉，六成二民眾選擇台灣獨立，就算中國不允許

台獨，也有五成四民眾支持台灣獨立。然而台灣主權之意識，年年在上

升之趨勢，目前有七成八的台灣人贊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2007 年

9 月 15 日來自大紐約、紐約上州、新澤西、華府、波士頓、芝加哥等各

地海外台灣人 4000 名在紐約聯合國大遊行，並與高雄的 50 萬人台灣入

聯活動現場進行視訊連線，強烈向國際宣揚台灣入聯的訴求：UN For 

Taiwan!。會後大遊行到中國使館前向北京嗆聲。雖台灣入聯的申請案 15

次被封殺，但充分表達了海內外台灣人團結一致的心聲。台灣民主運動

及追求國際人權平等又邁進一新階段。  

美、日、中、台關係下的台灣前途 (Taiwan’s Future under 

Competitive Influence of USA, Japan and China) 

台灣國際地位怎麼樣？在美中日台四角政治勢力角逐下，台灣的未

來將怎麼樣？隨著中國的興起，美、中、日、台關係變為至為微妙。台

灣的國際地位未定，但已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現實。美國的「台

灣關係法」(註：美國國內法)、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註：中國國內

法)、日美間的「日美安保條約」，日台間所締結的〈舊金山和約〉(註：

日本只放棄主權，並不規定台灣歸屬)，加上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都可

能影響台灣的未來命運。在美國方面「台灣關係法」中約定對台灣出售

武器有保衛能力。台灣如遭攻擊，美國將協防。在日本方面日美的「日

美安保條約」，其保衛範國必加台灣近海在內。中國方面制定「反分裂國

家法」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想統一台灣並讓台灣高度自治。今日

台灣的戰略地位一百年來未曾這麼重要過。戰爭不僅是打軍事，更是打

經濟以及思想。在美、中、日夾縫下，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至為複雜。

台灣問題是從第二次大戰所留下的懸案。最近布希政府官員連續發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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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說：「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暗

示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論現實(所謂現狀)。顯然今日台灣問題已不是中國

內政問題而是國際問題。  

到底台灣現狀是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是等待他國來給你做決

定而由人民自己爭取的。許多殖民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獲得獨

立成為一個國家。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由馬來西亞獨立。美國是

300 年前經人民爭取由英國獨立的。夏威夷(Hawaii)原是個王國，1900 年

由住民自願請求變為美國屬地，1959 年才獲准為美國的第 50 州。至今台

灣民眾認為台灣是主權的國家已佔大部份比例，歷史需自己創造，國家

由自力建立的。世界已進入 21 世紀，台灣現實上，無論經濟或軍事上已

進化為民主制度主權國家。台灣的法理定位無需外國武力干涉而決定。

依筆者之見，台灣的命運主要將繫於「台灣人民自決」而 2008 年「台灣

入聯公投」是否成功將成為台灣前途的徵兆。  

台灣將來將會變怎樣？過去國內外有許多主張或方案出現：包括一

中政策(美國)、一國兩制(中國)、兩國論(李登輝)、入聯公投(陳水扁)、其

他有如：統一派、獨立派、聯邦或邦聯制、一而不統或統而不一、終結

統一(馬英九)、國號正名為台灣(游錫 )、和解共生(謝長廷)、兩岸和平

共處法(曹興誠)、台灣中立化、美國托管或一州等等。這些變數都可能發

展的模式而會隨時間而演變。但以我的看法，台灣的前途將由台灣人民

自決。台灣的未來應該走的路，要台灣人民自己選擇。  

我的結論是沒有台灣自主，台灣就不會有和平與穩定。沒有台灣的

和平與穩定就沒有亞洲的和平與繁榮。沒有亞洲的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

可待。  

宗教與科學(Religion and Science) 

宗教和科學是人類歷史中的兩大成就。從人類歷史看我們肯定宗教

和科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宗教是“神”的知識，科學是“自然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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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科學雖各屬不同範疇(category)，但都以「知識」(knowledge)為根

底，所以知識為尋求真理的力量。若說宗教信仰不需知識或思考都屬錯

誤的觀念。當然宗教信仰需要知識以外，尚靠靈感 (信心)。筆者提倡以科

學的理性  (scientific rationality)做為基礎來研討宗教教理，然後靠信心建

立宗教信仰。所以一種宗教信仰需要以知識做基礎，以信心(相信)為選擇

而確立的。  

由科學無法檢驗神的存在。神學也非能證明神的存在。但由科學神

學可理性領悟神的存在而認識神的本質是超然 (超越時間、空間、物

質)(beyond time, space and matter)。唯是超然的神才是能夠從無而創造出

宇宙和人類(Creation out of nothing)。這是基督教「創造論教義」(Doctrine 

of Creation)的真髓。  

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之間的爭論在於神是否存在的問題。無神論者

說：神的存在無法科學証明，所以神不存在。有神論者主張神是超然的，

假如神能以科學証明，就不是神。所以神的存在不在科學是否能證明之

議論，而在於你靈性上是否能察晤神的存在。直言之，科學是自然界真

理檢驗的範圍而宗教是超然界真理信仰的範疇。因為人生涉及科學和宗

教兩領域，故科學和宗教聯合，才能更暸解並把握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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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神是誰？我個人對神的認知是：神是現宇宙及地球上生命起

源的創造者，而神的本質是超越時間、空間和物質。神創造宇宙與自然

律(laws of nature)。神以自然律運行宇宙而賜人類自由意志(free will)來管

理這世間(world)。這樣現世界現象叫著「天意」(Providence)。天意的意

義是自然界一切現象是在神的計劃之下以人的自由意志所影響的結果。

所以「天意」(Providence)與「神意」(God’s Will)不盡相同。講清楚一點，

「天意」是神意和人意互應的自然界現象而「神意」是在超然界 (天國)

的攝理。人類歷史就是依「天意」原則正在一直向神所計劃方向進化之

中並邁向宇宙終點，接著將有新創造。理論上，自然界(宇宙)的終結將轉

變為超然界。然而自然界就完全消滅。換言之，舊天地是自然的，而新

天地將是超然的。無論舊創造或新創造，都在神的計劃之內。這「新創

造」與神的存在一樣科學無法預測其發生，但也無法否認其將發生。  

無神論者 (atheists)，否定神的存在而更無「靈性」以及「來世」之

觀念和認知。所以無神論者雖然同樣過人生，但他們的人生哲學或處世

的態度與有宗教(包括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 ) 信仰的人自然有所區別。

假如無神而無來世的話，對世間的苦難和不公平的事實，就永遠無解答。

我們的「生死」掙扎，就永遠無釋放。結果人生與動物一樣變為虛度無

望的生活。反之，有神論者(theists)對上述人生兩大問題，均有所領晤。

所以有宗教的人，人生有得救規劃，充滿希望。顯然，我們人生的盼望

不是在於今世而在於來世。  

那麼，什麼是生命？生物學上，凡自然生命必含有 DNA 分子。DNA

分子中的基因密碼(genetic code)可能決定一個人的生命，甚至情緒和行

為。既然 DNA 基因密碼就左右一個人的性格。我們的將來命運是註定

嗎？記住！人生有 DNA 以外尚有靈的存在。無論科學上或神學上研討的

結果，證實世間的現在現象未必完全決定世間將來的命運。同樣你身體

的基因未必完全決定你的將來。換言之。我們的將來命運不是完全靠「命

定論」 (deterministic)也不是完全靠「不定論」 (indeterministic)。以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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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語言描述就是：現世間是「命定論」和「不定論」成為平衡之狀態。

至於超然生命，依人類知識無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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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個真理討論議題是(1)我們的宇宙如何形成? (2)

人類何時出現在這地球？ (3)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4)人死後有來生嗎 ? 

前兩個命題屬科學的真理，而後兩個命題屬宗教的真理。總括之，今日

人生的問題歸納為「進化論」和「創造論」的爭議。做為 20 世紀以及 21

世紀初旬的科學家盡可能從科學神學觀點上，尋求得真正的答案。因為

最近代科學已證實在 137 億年前由單一體  (singularity)的大爆炸而形成

了時間(time)、空間(space)和物質(matter)，而形成為現今的宇宙(註：Big 

Bang Theory)。科學的 Big Bang 理論終於証實這宇宙必有開始 (The 

universe has a beginning)。Big Bang 造成了宇宙萬物包括從星球塵埃(star 

dust)產生了生命及人體(Our body are made of stardust)。假定 Big Bang 由

神所主導，那麼這與聖經的「創造論」基本上一致。其實，宇宙觀有些

宗教(如佛教)主張「無始無終」的“ 恆態說”(Steady State theory)，而只有

基督教等唯一神教一直主張「創造論」。又近代基因檢定 (DNA test)技術

証實全人類祖先起源於約 10 萬年前的非洲。所以聖經 「創世紀」中所

記載的亞當係指人類帶有靈性(spirituality)的第一人，而非指基因上的人

類始祖。聖經証實：「神從一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使徒

行傳十七：26) 如此，人類起源確實是神的作為，聖經記載與科學數據

不矛盾。聖經記載：「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一：1)，「神用地上的塵

土造人」(創世記二：7)。做為科學者基督徒不得不佩服聖經作者的靈感。

如此，有關宇宙以及人類起源兩大真理，因科學發達，幫助了對聖經的

科學解釋，使現代人更能夠理性接受聖經上所啟示的真理。  

聖經最大難題或是各種神蹟的解釋。因為科學的發展，聖經中的神

蹟就變為人類所能理解的邏輯可能性。例如耶穌「變水為酒」的故事(約

二：1,2)從現代合成化學暸解乙烯和水可合成為乙醇(酒精)的事實 , 致使

現代人從現科學技術上可洞察神運用自然律的大權能而不會懷疑耶穌

「變水為酒」的可能性。  

例如從馬利亞「聖靈懷孕」的故事 (馬太一：18-25)，對古代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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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件神蹟。但現代醫學可用「人工受精」、「代孕母胎」、「体外受精」甚

至 「無性生殖」等讓嬰兒出生。所以以神的大能讓處女馬利亞懷孕是件

現代人能理解的邏輯可能性。更重要的「聖靈懷孕」之意義在於證實耶

穌聖潔靈性(無罪性)的正當性。因為馬利亞由聖靈所懷孕，耶穌並沒有約

瑟和馬利亞的人類基因(gene)在肉身裡面。結果，耶穌誕生的目的是以無

罪清潔的耶穌人性救贖有罪污穢的全人類。所以「聖靈懷孕」的故事即

給「代贖」的基督教教義具有合理根據外，也給耶穌具有人性和神性「神

人合一」的教義有所邏輯解釋。  

如此，科學和宗教是融合而非衝突，中世紀的宗教哲學家 Moses 

Mennobites 說 : 「科學與聖經衝突起因於不是缺少科學智識就是不熟習

聖經。」(Conflict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Bible arise from either a lac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r a def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Moses 

Mennonites)  20 世紀偉大科學家 Albert Einstein 說 : 「宗教無科學是瞎

子，科學無宗教是跛子。」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Albert Einstein) 

宗教哲學─ 科學神學(Religious Philosophy─ Scientific Theology) 

筆者提倡以科學的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做為宗教哲學思考的基

礎並選擇「相信」以建立宗教信仰。晚年時我在宗教哲學上，提倡“三實

在”學理(Tri-realism)的世界觀。(註：傳統上，世界觀有一元論和二元論

兩種)。“ 三實在”學理主張人生有「身」(生理的)，「心」(心理的)以外有

「靈」(靈性的)的“ 三實在” (三元論)，缺一不構成「人性」(humanity)

意義，也不成立宗教(religion)的目的。若否定了神(God)的存在，宗教就

失去作用，若不體驗靈(spirit)的存在，人生就毫無意義。  

人生由身(body)，心(heart)和靈(spirit)所構成。身屬肉體的(somatic)，

心屬心理的(psychic)以及靈屬靈性的(spiritual)的三實在。然而，身、心、

靈三元之間有互動關係。換言之，人生就是一個有靈性生命體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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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段生活的時間，以完成生命目的和生命價值的過程。身和心原為一

體而屬於自然的實在  (natural reality)。而靈由身、心獨立而屬超然的實

在 (supernatural reality)。其中，靈是人生最重要要素。動物生命沒有靈

的要素。直言之，人區別於動物就是在於是否有靈性(Spirituality)而定。

(註：至於心 (heart)和意 (mind)或魂 (soul)的差別請看敝著“ 聖經現代釋

義” (2005)一書，有祥細分析。) 

宗教應認知自然界是自然律在運行，科學是追求自然律的真理。科

學應認知宗教是追求形而上的真理，而非科學所能檢驗的範圍。宗教與

科學相配合將可更接近真理。現代人的宗教應脫離「神祕主義」而取代

現代的「科學理性」 (scientific reality)做為基礎，追求現代科學 (modern 

science)和「現代神學」(modern theology) 的調合而達到理性的「察晤」

神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以及選擇靈性的「相信」或「靈感」神的

內涵(the insight of God)。  

如此，我所提倡的“ 科學神學” (Scientific Theology) 就是以”三實

在 ”學理為根基，用科學思考 (scientific thought)及科學語言 (scientific 

language)為工具 (方法 )詮釋基督教教理 (Christian doctrines)的學問。如

此，“ 科學神學” 是以科學思考和語言邏輯解釋基督教聖經的福音。至

於「相信」就要靠你自己的靈修。“ 科學神學” 提供聖經的科學釋義以

便能引導在科學時代的現代人以理性認識神而得宗教信仰。同時也能化

解基督教長久以來在聖經釋義學上「似非而是」(paradox)的解釋法或將

調和神學上及學理上的教理爭論。特別在科學和宗教間的理論衝突，將

以“科學神學”思考方式，邏輯解答基督教教義。  

無論你信神與否，對每一個人「人人必死」是個真理。死亡就是今

生變換為來生之轉化點。對來生之觀念，依宗教而有所區別。印度教或

佛教認為生命是輪迴 (wheel)或循環(cycle)。佛是由人經過修養、苦行或

功 德 而 達 到 的 “ 涅 槃 ” (Nirvana) 境 界 。 “ 涅 槃 ” 是 覺 悟 “ 空 ”  

(emptiness)的境界。人成為證悟真理的覺者稱為「佛陀」(Buddha)。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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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後就可超越生命輪迴或循環的命運。  

依基督教的教理，宇宙以及生命由神所創造，人生死後有永生 (eternal 

life)。永生是一種超然的實在。超然就是超越時間、空間以及物質的境界。

時間概念上，超越時間 (beyond time)就是 “永遠現今 ”(eternal now or 

endless now)。“永遠現今”就是「過去」、「將來」集中於「現在」的狀態。

到底“永遠現今 ”是怎麼樣的境界？我們無法以一般人類思想或語言表

述，也沒有一個活人經驗過“永遠現今”的狀態。不過依科學上概念，就

是依「相對論」，在光速之下，時間將會停止即變為所謂“永遠現今”的狀

態。人類歷史上，只有耶穌基督死後復活。耶穌所教示的天國是超然

(supernatural)的。超然的境界就是“永遠現今”的狀態。因為神(God)的本

質就是超然，所以永生與神性都是超然而相融的。這是聖經所說：“ 我

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約翰十四：20)之意涵。 直

言之，我們死後的永生就是與神融合。然而來世的盼望依宗教各有不同

方法。依基督教的教理，我們得救的保障，並不在於你在世的道德、品

行、財富而在於你對神的正確認知以及絕對信任神而定。  

世人最不易理解的人生難題是：為什麼世間有苦難？為什麼好人也

會遭遇災禍呢？依佛教的看法，人生當前的身心苦果是從惡業而生者，

所以世間苦難的原因是「因果論」或「命定論」。  

基徒教的苦難觀也有些「因果論」或「命定論」的味道。但聖經真

正的教示是所謂「天意論」 -------世間所有現象是依神的計劃而進行，但結

果由人的自由意志取決。換言之，世界現象包括人間苦難是神意和人意

互動的結果。可知世間苦難有的自然災害，有的人的自由意志選擇的結

果(出自魔鬼)。不過無論天災或苦難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此，世間苦難

發生，除自然律與魔鬼的詭計(即人的自私)以外，尚須從神的旨意和計劃

全盤去瞭解。當然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世界所有殘障、天災、疾病等苦難

真正意義，但我們相信苦難都在神掌握之中，深信神的計劃必是美好的

結局。我們從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有關財主和討飯的名叫著「拉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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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得知三點 : (1)人死後有來生；(2)兩種不同人生(奢華和貧窮)，死後

在來世正相反的狀態(天國和地獄 )；(3)人死後欲懺悔，已無補於事。本

故事啟示我們，世間的苦難或不公平無法避免，而且不一定在今世就得

平反而常在來世始獲得釋放而且是永遠的。同樣在今世的放縱、罪惡不

一定都在今世之中就有惡報，有時在來世才有處罰而且是永遠的。耶穌

說 :「我將這些事靠訢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十六：33) 

最後我藉問答方式來說明“ 科學神學” 的世間苦難觀：  

問：為什麼世間有苦難？答：因為自然律和人類自由意志所造成的

綜合結果。問：神知道世間苦難嗎？答：知道的。但一切苦難在神掌握

之中，因為自然律是神的創造而自由意志是神所賜。問：為什麼慈愛的

神不阻止世間苦難？答：因為阻止自然律，這世間將變為陰沈沈的星球

(planet)，假如奪去人類自由意志，人類就變為沒有自由選擇的機械人

(robot)。這樣情況非神創造宇宙以及人類的原始計劃。問：義人也會遭

苦難嗎？答：好人壞人同樣遭遇苦難，因為苦難起因自然律和人類自由

意志選擇的結果而不是神原來的計劃。問：義人受苦難，今世得釋放嗎？

答：不一定，有時在來世始得完全釋放，但來世的救贖是澈底的而且是

永遠的。問：基督徒對苦難之態度應怎樣？答：無論任何一種災禍，必

須勇敢面對事實。因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一切苦難之真正意義，但將世間

苦難交托主，深信神的計劃必是美好的永久結局，因為「我們所遭受這

短暫的痛苦要為我們帶來無可比擬的永久榮耀。」(林後四：17) 

人生最大苦難莫過於「死亡」。但基督教的信仰人死後將公義審判而

且有「永生」。基督教對來世的希望靠在耶穌的贖罪功勞。換言之，我們

得救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grace)。從以上觀念來解釋下面聖經經節即更清

楚：「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

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十一：25-26) 因人生(自然)和永生(超然)都

是生命(記住：人生是自然、而永生是超然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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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沒有中斷(死亡)的。這就是聖經所說“ 雖死了也必復活” 或者“ 信主

必永遠不死” 之道理。所以基督徒在今世中已領受「永生」的趣味而在

來世將享受「永生」的實質。意思說天國的內涵已降臨在得救人生中間。

(路加十七：21) 因為天國的真涵是“ 永遠現今” ，也就是過去、將來集

中為現今的境界。  

回顧 80 年的時光不是很短的，但也不是很長的。活到 80 歲，才真

正了解下面一段聖經節的真正意羲：「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

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

飛而去。」(詩篇九十：10) 這經節在提醒人生的短促而人生必死的真理。

做為科學家經 80 年研討，才覺悟宇宙和生命並非偶然產生而必有創造

主。然而聖經裡詩人卻在約 4000 年前非科學時代就已領悟：「耶和華啊，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豊富。」 (詩篇

一○ 四：24) 聖經確實是神啟示和人靈感所結合的傑作。聖經雖不是完

全無錯誤性，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整而最權威的人生指南書。因為我

認為聖經的權威不在於推論的 (discursive)而在於福音的(evangelical)。既

然如比，我的人生唯一剩下來的心願就是如何將自己的科學神學交代並

與現代人或後代分享。就是聖經和基督教教理的科學釋義。這是一生做

為跨越 20 及 21 世紀科學家，又生活在基督教環境中，追求宗教與科學

和諧的人生觀或世界觀，這正是自己一生的心靈歷程告白。因為我們的

生命由神所賜而一生的經過依神的計劃加上我們自己自由選擇的結果。

所以每一人生有義務將自己的生命過著豊盛而有意義。一生的最大智慧

就是認識出一位超然而絕體的神。豐盛人生的祕訣就是以感恩的心情享

受神所賜平安和快樂而日日儘本份努力的人 ---------無論你的境遇如何，無論

你的人生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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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回憶(日治時代) 

Home in Childhood (Japanes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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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回憶(日治時代) 

Family Life of Youth (Japanes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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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台北高級中學、國立台灣大學化工系時代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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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與出國  

White Terror and Out of Country 

 



台灣民主運動與宗教信仰告白 

-101- 

日本留學的回憶  

Advanced Studie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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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成家 

Wedding and New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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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獎金赴日研究及德國留學獲博

士學位 

UN Atomic Energy Fellowship in Japan and 
Doctorate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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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父親 

In Memory of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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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博獎金夫婦赴德研究  

Humboldt Stiftung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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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一週 (起程)(a) 

Around the World (From Asia to Euro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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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一週 (回程)(b) 

Around the World (From Europe to U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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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一週 (回程)(c)  

Around the World (From USA to As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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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化工系任教點滴  

Professorship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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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家移民美國  (西雅圖與新澤西) 

Immigration to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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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巡禮 

Holy Lands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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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行傳路線探訪  

St. Paul’s Missionary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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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見聞  (a) 

Traveling the World (a) 

 



林建中八秩回憶錄 

-114- 

世界見聞 (b) 

Traveling the Worl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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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記 

Travel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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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譽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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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點滴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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