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英惠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陳儀深

記  錄：曾冠傑

時  間：2018 年 5 月 29 日，

           10:00-12:15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誼廳

陶英惠先生，1933 年生，山東德平（今陵縣）人。臺灣

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1961 年在《新時

代》雜誌社工作，兩個半月後轉職國史館。1964 年進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務，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

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並嘗調院兼秘書組主任，歷錢

思亮、吳大猷、李遠哲三位院長，以及1993年8月-2000

年 9 月兼胡適紀念館主任。2000 年 2 月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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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流亡學生

我是 1933 年生，身分證誤寫為民國 23 年（1934）

生。因為 1948 年到南京教育部報到，登記流亡學生身分，

對方問我哪一年出生，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幾歲，一算

之下把我登記為民國 23 年，但是我知道自己生肖屬雞，

應是民國 22 年（1933）生。我是山東人，可是家庭成分

不好，因為父親是國民黨，在游擊隊。1945 年，我 12
歲，共產黨在山東到處抓人，我在家裡蹲不住，於是到

另一個村莊念書，共產黨一路找到那裡去，要把這個姓

陶的找出來，我為了掩護身分改了姓，但是其他小朋友

一直看著我這個新來的，我嚇死了，連夜走人，後來去

濟南，幾個月後抗戰勝利。那時家裡很窮，因為父親在

1947 年被共產黨害死，我們拿微薄的撫恤金維持最低生

活。1948 年濟南失守，父親的一個朋友帶我往北走到天

津，當時大批共軍隊調去攻打徐州，也就是徐蚌會戰（又

稱淮海戰役），北邊兵力空虛，我們往北走反而一路暢

通無阻。

我們從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到南京。政府看到流亡

學生因為沒飯吃，就偷東西、搶東西或鬧事，教育部為

了安撫各地流亡學生，先後成立八個聯合中學收容，我

向第一聯中報到。第一聯中位於杭州附近的長安鎮，但

是長安並不能真正「長安」，南京很快失守，學校往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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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撤退。我到杭州車站時人山人海，車廂裡進不去，我

想爬到車頂，但是個子小爬不上去，最後在同學幫忙下，

終於爬上最後一班列車的車頂。從杭州開出，到了江西上

饒，前有共產黨部隊，於是火車往回退到金華附近的賀

村小站，從那裡開始步行到福州。本校師生此時有一百

多人，到福州的路上分成兩批。前面走得快、年齡大一

點的人，他們經香港到廣州，與校本部會合。我們這些

走在後面、年齡小的，還有三個女生，最後剩三十幾人，

沒能到香港，就從福州到廈門。老師只有三人，他們想

辦法連繫校本部，把我們接到澎湖。一下船，大我兩歲

的家叔陶清銀和其他年齡較大的學生，直接編進部隊，

我是三個小男生之一，直接進學校。1949 年 7 月 29 日

到澎湖，一共待了三年多。

七一三冤案是山東人在澎湖的一大劫。這個案子發

生時，我還沒到澎湖，張玉法與本家的哥哥已經到了，

同學們都按高矮排隊，他哥哥比較高一點，站在前面，

是要去當兵的；張玉法個子矮，站在後面，也想跟哥哥走，

但不知道去幹什麼，哥哥硬是把他趕回去，張玉法就回

到旁邊坐下，後來才知道小的去念書，大的去當兵。

我們就讀的澎湖防守司令部子弟學校，可以說是教

育部在澎湖設立的唯一一間中學，由教育部出經費。但

是實際上有一百多位同學到部隊冒名吃空缺，上級到司

令部點名時趕快換上軍裝去應卯，司令部再把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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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餉給學校。我們學校周圍是土圍牆，不准出校，我們

被關在裡面，只有採買的人可以外出買菜。澎湖當時有

「小鐵幕」之稱，只有澎湖當地出刊的《建國日報》這

一份報紙可以看，連《中央日報》都看不到。當時整天

吃不飽，1953 年 2 月遷校到員林，臺灣一度發生米荒，

買不起米，只好改吃地瓜，後來生活才慢慢好轉。 

到員林以後，改名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國

立中學就這麼一所，有中學部、師範部與高工部（職業

訓練）等。後來有些考不上大學的學生回到學校，於是

成立特別師範科再訓練一年，有了教書資格，分發到各

地教書，所以是一間很特殊的學校。在澎湖時，最先來

圖 8-1 1951 年 7 月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師生合照，前排左八

為王志信校長，第三排左一為陶英惠（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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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1953 年 1 月 25 日於澎湖馬

公與家叔陶清銀（前坐者）

合照，子弟學校即將於 2 月

遷校彰化員林鎮，行前合照

留念（陶英惠提供）

圖 8-2 1951 年 9 月張文煥（前排右四）應召往保密局電訊班受訓，澎

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同學送行時合影，中排右一為陶英惠

         （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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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海南島撤退的學生，然後是富國島、大陳、香港等

地來的學生，反正各地沒人要的都送到本校。我們在員

林鄉下也不知道怎麼讀書，要靠自己摸索，因為擔心畢

業後無家可歸，所以我高二時留級一年不敢升級，直到

1955 年才畢業。

讀大學與出社會求職

我考大學時，考了三間學校。東海大學是第一年招

生，我考到備取第八名。剛剛由「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

校」（行政專校）、「臺灣省行政專修班」合併建立的

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我也考到備取第八名。張玉法是東

海中文系榜首，校方希望他去讀，給他工讀機會、全額

獎學金等，但畢竟是私立學校，沒有保障，於是他考到

有公費的師範大學，就去讀了。好多同學們填志願不敢

填臺大，萬一考上也沒錢去念，我糊里糊塗填了臺大，

結果東海與法商學院是備取，臺大中文系是正取，我先

入學再說。去了以後，前一年考進臺大的學長告訴我們，

寫一份報告向校方申請學雜費減免一半，再去當家教來

繳另一半費用，這份報告送到訓導處，張樂陶秘書說：「你

們要減免一半，另一半誰給你出？回去重寫，要求全部

減免！」結果我們回去重寫，包括住宿費與講義費全免，

只有防癆協會每年照一次 X 光要繳 5 元，因為這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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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款，結果在臺大四年只交了 20 元。這全是誤打誤撞，

根本不知道會碰到這麼好的一個訓導處秘書，他簽報上

去，經錢思亮校長同意，提報到校務會議作成決議：「凡

是員林實驗中學畢業生，在學校享受公費而考上臺大的，

學雜費一律全免。」這是校務會議通過的案子。

因為在中文系上課，古文對我來說很難，而且王曾

才、王德毅、馬先醒幾個同班同學，他們都在歷史系，

於是大二時我也從中文系轉到歷史系。所以人生一路曲

曲折折，你不曉得到哪一個點拐個彎，就變了方向。我

服完兵役去找工作，因為畢業論文是吳相湘老師指導，

他介紹我到正中書局編審部，1961 年 3 月到剛創刊的《新

時代》雜誌任職，開始接觸印刷出版。

正中書局編審部在南昌街，我住在那裡，沒有自己

的宿舍房間，晚上睡行軍床，連鋪一條棉被也沒有，凍

得要命，白天再把行軍床收起來上班。劉鳳翰那時已經

在近史所，他來看我，說這樣不行，把我介紹到國史館

上班。當時國史館在行政院後面的幾棟矮房子，對面是

公共汽車管理處，旁邊還有一座陸橋，現在都拆掉了。

當時國史館有點像行政院的門房，小小的幾間房子。

我因為沒有公務員任用資格，所以在國史館只能任

雇員。我曾經參加過一次高考，在考憲法時，那時年輕，

進場前還背了一條條文，把書放在門口進去，打開考卷

一看，就有這一題，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於是放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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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我的同班同學熊守暉，比我早一年到館，也沒有任

用資格，但是他家老太爺在黨史會跟羅家倫館長有舊，

就被聘為正式助修。

進入近史所任職

劉鳳翰後來問我：「近史所有缺，你要不要來？」

我說：「有機會的話當然要去。」李敖當時編《文星》

雜誌，向我邀稿，我不會寫罵人的文章，於是寫了一篇

與畢業論文相關的〈關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批

評了郭廷以先生寫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與《太平天

國曆法考訂》幾個小錯誤。郭先生看到了，認為我很細

心，還能用新史料做研究，透過劉鳳翰找到我。郭先生

是羅家倫館長以前在中央大學的學生輩，他稱呼羅先生

為老師，看到我在國史館任職，說要先問問老師意見，

羅先生一口拒絕，覺得你到我這兒挖人，面子不好看。

到了第二年，劉鳳翰又來問我：「你要不要來？不來沒

機會了。」於是我破釜沉舟辭掉國史館工作，辭職後再

去找郭先生。

1964 年 7 月 2 日，我去見郭先生時，張玉法跟我同

時到達。他問：「你來幹什麼？」我說：「郭先生約我

來談上班的事，你呢？」原來他也是。我們兩人高三同

班，他後來讀師大，我讀臺大，畢業後沒有事先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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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同一天被約談，同一天來上班。

當時的時空背景跟現在不一樣，我只有大學學歷，

如果是現在，恐怕連研究院的大門都進不來。當時不要

說博士，連大學畢業生都很少，所以憑大學文憑就可以

進研究院。我先做了兩年臨時人員，近史所有了缺，就

先補為助理員，滿三年升為助理研究員，然後是副研究

員、研究員。研究院完全比照大學，助理員等於助教，

助理研究員等於講師，副研究員等於副教授，研究員等

於教授。那時大學畢業生少，拿文憑找工作比較容易。

吳章銓從臺大歷史系畢業，跟郭先生沒有任何關係，他

自己拿碩士論文給郭先生看，表示想到近史所工作。郭

先生一看他的論文寫得很好，就讓他來，沒有介紹人。

魏廷朝原本是近史所助理員，我跟他都住在單身宿

舍。近史所那時還和民族所同在一棟建築物工作，二樓

是民族所，一樓是近史所，後來民族所搬走，才變成兩

圖 8-4 1964 年 4 月 8 日陶英惠於國

史館門前，當時國史館在行

政院後面（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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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樓都是近史所。一進大門有個廳堂，大家在中午可以

在那裡打乒乓球，但在上班時間乒乓球桌不能放在那裡。

魏廷朝的體格好、力氣大，大家打完球，他再把乒乓球

桌搬回去，他的人緣很好。魏廷朝在近史所的時間不長，

他來的比我早，我是 1964 年 7 月到所，來了沒多久，隔

了大概兩、三個月，就聽說他在中秋節被捕，當時也不

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吳章銓跟魏廷朝在單身宿舍住同一個房間，也被請

進去。他被捕的原因是張存武寫了一本專刊，書名叫《光

緒卅一年反美運動》，那個時代誰敢反美？還得了，張

存武正好出國，吳章銓替他校對，所以把吳章銓也牽連

進來。他有一個長輩是省新聞處處長吳紹燧，可能因為

有這層關係，就以誤抓的名義放了出來。他被放出來以

後，在裡面受到什麼待遇，「奉命」一個字都不能講。

吳章銓再回到近史所，不久就出國，到聯合國服務。由

於吳章銓被抓，張存武的書改名為《中美工約風潮》，

不再叫「反美運動」了。

當時到近史所當助理員，先是看檔案，算是基本訓

練。我奉命圈點四國新檔中的俄國檔，看到翻譯的俄國

人名，根本不曉得是誰，直到有什麼夫斯基，才知道這

裡要斷句。當時刻了一個圓戳，直接在原檔案圈點，點

下去就很難再改。人稱近史所「三公」之一的李毓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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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 是我到所後的第一個老闆，他有一個本子，誰在什

麼地方第幾行改錯，都有一筆帳，到時拿這個來數落你。

他手下有位同仁名叫嚴錦，實在受不了了，就到外

面另謀工作，最後找到臺北女師專（今臺北市立大學博

愛校區）的新職。某個禮拜六上午，嚴錦去向李毓澍請

辭，一進門還沒開口就先挨了一頓罵，李毓澍說：「你

這個地方改錯了，那個地方也改錯了，我要是你的話，

真沒有臉再在這裡待下去。」嚴錦就笑笑說：「李先生

說的是，我今天就是來辭職的。」李毓澍當時愣在那裡，

不曉得怎麼接這句話。嚴錦後來到臺北女師專升為教授，

曾同時兼研習中心及實習輔導處主任，很得校長信任。

可惜已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辭世。

早期研究院的周邊環境

早期南港路叫中正路。中正路在威權時代不能分段，

從臺北火車站一直到基隆都叫中正路，後來才改名為八

德路、南港路等。那時研究院在臺北縣南港鎮，後來才

劃為臺北市南港區。

台車道從南港出來，在現在研究院路的右側，經過

一條河（即四分溪）與大閘門（即圓拱橋），沒有進入

1 近史所三公，指王聿均、李毓澍、黃嘉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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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最後不是通往舊莊國小那邊，而是往凌雲五村

這邊走，再往裡延伸，研究院後面山區底下都是挖煤的，

挖空了。運煤台車剛好可讓一個人坐，後面有一個人推。

1966 年 2 月，我聽說台車道要拆除，趕快去拍照留念，

沒多久就拆了。2

我坐過一次台車，真是心驚肉跳，因為曾經有人翻

車掉到河裡。早年研究院的員工家眷要到南港街上買菜，

坐台車去單趟要 1 元，來回就 2 元，累積起來對家裡是

一筆不小的開支。所以朱家驊院長在每位同仁的薪水袋

增加交通費 60 元，直到我來的時候還領過這筆錢。老會

2 照片參見陶英惠，《雪泥鴻爪－近代史工作者的回憶》（臺北：秀威
資訊科技公司，2006），頁 75。

圖 8-5 1966 年 2 月攝於台車道，陶英惠之妻李明正後方

建築物為南港自來水廠，現已改建（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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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主任吳家槐，他後來調到秘書組，我問他怎麼會有交

通費 60 元？他向我解釋原因。這 60 元真的很感人，當

時那麼困難的環境，朱家驊院長還要想辦法給同仁謀取

一點福利，當時教師薪水大概才三、四百元，60 元不是

一筆小錢。

後來有公路局的車子進入研究院，但是一天只有 12
班，如果誤了車，只能坐三輪車進來，這要有錢才有能

力坐。我坐過一次三輪車，是李念萱請客，他單身有錢，

兩人坐一輛三輪車進來，那時連路也不好走。

研究院在朱院長時期規劃了三條大道。最早的大門

門牌是（今研究院路二段）130 號，這一條是人文大道，

像史語所、經濟所、民族所、近史所等，都在這一條大

道上。第二條是數理大道，包括數學所、物理所、化學

所等，只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成立得晚，錢思亮院長不願成立，最後扛不住壓力才成

立。現在的新大門這一條，是生科大道，最初只有動物

所、植物所。總辦事處則分散數處。

申購公教住宅

1965 年 1 月，我三十二歲結婚，不算太晚，但在我

們山東老家是晚婚。婚後住研究院 2 段 61 巷 4 弄的宿舍

一段時間，大約到 1980 年。那一排宿舍，第一戶是張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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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家，一共五戶人家，如今已經拆除。後來申購第一批

公教住宅，名為元培新村，四層樓，共 11 棟 88 戶；位

於研究院對面不遠處。

第二批公教住宅在和平東路 76 巷，研究院在那裡只

有少數幾戶。第三批公教住宅在研究院路二段 70 巷，叫

思亮新村，造價較高，每坪 5 萬元，許多人嫌貴不買，

因此賣不出去。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簡稱住福

會）的錢無法回收再到別處蓋房子，所以開放已申請過

貸款的人可以再買，但不能享受貸款，必須一次付款。

我也買了一戶，因為那邊有電梯，現在年紀大，爬樓梯

爬不動。這三批公教住宅，是研究院把土地賣給我們，

我們要先繳自備款，貸款分二十年還清。研究院的宿舍

興建，由總辦事處總務組管理。

擔任院士會議紀錄員

1972 年，我被邀擔任第十次院士會議紀錄員，當時

是助理研究員。院士會議每兩年一次，用民國紀年算的

話，是單年召開院士會議。我當初有機會到院士會議擔

任紀錄員，事後聽說是李毓澍向主任秘書萬紹章推薦，

他大概覺得我程度還可以。因為院本部秘書組的人很少，

開院士會議時的業務很多，忙不過來，比如院士分組討

論，要分成數理、生物、人文三組，每組各要一個紀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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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組找我去幫忙，臨時叫我到哪一組，我就到哪一組。

我第一次去以為是臨時性質，沒想到以後每次院士

會議都找我做會議紀錄，變成慣例。因為我不是秘書組

的人，可以拿記錄費幾百元，賺點外快。當時做會議紀

錄有錄音，不過小型錄音機的效果很差，我當時年輕，

記憶力好，現場趕快寫，字認得就行，回去再依據錄音

帶整理。我那時跟錢思亮院長沒有打過交道，但是錢院

長一定會看我做的會議紀錄。

當時錢院長被外界攻擊，我以筆名寫了一篇文章〈我

所知道的中央研究院〉，刊登在《中國時報》替研究院

說了幾句公道話。那時有一股打擊研究院的逆流，因為

研究院是直屬總統府的特殊機構，爭取經費比較方便，

研究院呈給總統府的公文，蔣中正總統批個「閱」或「如

擬」，憑這件公文到各機關爭取經費，沒人敢阻擋。到

後來研究院送公文到總統府，由秘書長轉呈，復以「業

已轉呈」就沒下文了，研究院再爭取經費也就沒有那麼

方便了。

說實話，我認為院士會議沒有多大功能。最初有兩

岸爭取學人的用意，好比說，上一次院士會議回來國外

（主要是美國）院士 20 人，這一次回來 25 人，增加 5
人，這個消息登上報紙，就是研究院的業績，至於國外

院士回來做什麼，大家並不知道。最初國外院士回來，

連院士家屬都是頭等機票，後來院士人數越來越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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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兩岸不再激烈競爭，院士是否回來開會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院士會議的機票就降級了。國外院士住在世界各地，

機票費用很難計算，院方後來不再給頭等機票的錢，而

是商務艙，例如院士從紐約回臺灣，拿商務艙的票價，

自行選擇坐經濟艙，即可替自己省一點錢。

我不清楚現在院士會議的情形，但是以前給錢非常

大方。以研究蛇毒聞名的一位國內院士，曾經在院士會

議舉辦前出國一個月，他向院方說：「我回來時就算國

外院士，要給我頭等機票，不給我頭等機票，我就不回

來開會。」可見當時院士回來開會的人數，屬於研究院

的重要業績。還有某所的年輕學人帶新婚妻子出國開會，

繞地球一大圈才回來，錢院長看公文很仔細，他一看就

說：「這哪裡是去開會，根本就是蜜月旅行。」批示只

補助開會期間的費用。但是時間很不巧，正好在立法院

質詢預算的前兩、三天，這個人的母親還是立法委員。

質詢的前一天晚上，我到錢院長家問：「你准還是不准？」

錢院長跟我講：「這沒辦法，只有照准。」隔天，他母

親很早就來立法院，走到錢院長面前，一句「謝謝院長」

就走了，連質詢都沒有。如果沒有准他兒子的經費補助

案，接下來恐怕就要開始砲轟錢院長。

依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院士有議訂國家學術

研究方針的職權。當時研究院的五年計畫，就是由經濟

所于宗先所長向「經濟六院士」（劉大中、蔣碩傑、邢



陶英惠先生訪問紀錄   301   

慕寰、鄒至莊、顧應昌、費景漢）在院士會議中提出，

在正常預算外，一年再增加 3 億元經費。另外，研究院

院長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今科

技部）主任委員，由長科會補助研究院 1,300 萬元，後

來認為每年這樣來回申請太麻煩，乾脆把長科會補助款

1,300 萬元，直接併入研究院正常經費，研究院還可以向

長科會申請專案計畫。

早年政府機關的經費都很拮据，要非常節省才行，

研究院也是。五年計畫是錢院長爭取的，行政院院長孫

運璿全力支持，像分生所、生醫所，直接找他要經費，

孫運璿照准。再來是李國鼎，他負責科技經費的運用，

錢院長是他的老朋友，錢院長跟我講，李國鼎的個性是

他喜歡你，該給別人的東西也可以給你；他不喜歡你，

該是你的東西也不給你。後來分生所、生醫所相繼成立，

張玉法當所長時有一次告訴我，生醫所經費幾乎佔了全

院預算的一半，現在生物科技更熱門，我們人文所的經

費，實在少得可憐。 

院士選舉的機制

第一次院士會議於 1948 年舉辦，有 81 位院士出席。

第二次院士會議是到臺灣後，1957 年才辦，在國外以及

自由地區的院士只有 19 位，不足法定人數，因為法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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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最少要有半數院士出席。所以朱家驊院長想了一個變

通的辦法，以報到人數為總人數，19 人只要有 10 人參加

就合法，評議會與院士會議因此在臺灣得以恢復組織，

重建研究院的制度。不然的話，研究院最初在臺灣只有

史語所一個所，數學所只有圖書，等於半個所，要發展，

困難重重。

評議會最早的定位是研究院的立法機構，所有院務

會議的法規修改，一定要評議會通過後，才能送上級機

構總統府核備，准予核備才可執行。關於評議會的組成，

各所所長是當然評議員，聘任評議員則是由院士與學界

有聲望的人提名。所以，院務會議的決議案送到評議會

通過才算數；院士會議的決議案也要提到院務會議，等

於報告性質，以及評議會通過認可，才算通過。

院士候選人先由各方面推薦名單（即提名），再由

評議會審查。假設提名四人，經評議會討論後，可能刷

到三人，甚至兩人，這個候選人名單才能提到院士會議

進行投票，被刷掉的人就沒機會了。所以有人會鑽這個

制度的漏洞，譬如我是評議員，同時我也被提名競選院

士，在評議會開會審查候選人名單時，照理說必須避嫌，

但是就有人不避嫌，一定要投自己一票。某人鬧過笑話，

今天出席評議員 40 人，開票結果是某人得 40 票，面子

上就有點掛不住。當年在南京時，汪精衛與蔣中正不對

頭，汪精衛組織一個小型會議要選主席，他怕自己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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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天由張繼做紀錄，比方說他宣布今天出席 10 位委

員，汪精衛同志得 10 票，汪精衛馬上就臉紅了。這不是

選民意代表，去競選市議員或立法委員，投自己一票是

理所當然，但是機關內的這種選舉，你再好都要避嫌，

如不避嫌而全票通過，就不大合適了。

評議會對院士選舉有一個過濾的作用。例如我們三

個是院士，我們三個共同的好朋友就比較容易被選出來，

我們三個共同不喜歡的人，他就很難被選出來。但是經過

評議會的機制，這是另一個不同的組織，這個人選就可

能冒出來，當然也可能被刷掉。吳大猷擔任院長前，他

的好友李振民被提名為院士候選人，但是沒選上。1982
年 8 月 7 日開評議會時，吳大猷看了一下那個人的資料，

圖 8-6 1986 年 8 月 1 日於蔡元培館舉辦第十七次院士會議選舉，主
席台站立三人，左起阮維周、吳大猷院長、陶英惠，前坐者為
邢慕寰院士（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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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質問我：「你們怎麼把候選人資料弄錯，他當然選不上，

為什麼不找正確的資料？」

那時錢院長主持會議，由我來說明：「院士候選人

這麼多，怎麼去一個個調查這些候選人的專長等各方面

背景？第一，我們秘書組的能力不夠；第二，沒有時間

去調查，也無從去查。應該是署名的提名人負責查核資

料，提出候選人的正確資料。你不責備提名人，來責備

我們工作人員，這不公平。再說，你也是這個候選人的

提名人之一，你應該負責提供正確資料，怎麼倒過來要

求我們提供？」他馬上站起來道歉。有人說能讓吳大猷

當面道歉的，我大概是第一位。總之，評議會、院士會

議與院務會議的制度真是錯綜複雜，想要改革，還不知

道要怎麼改革。

擔任秘書主任

我在錢思亮院長的最後兩年擔任秘書主任，1981 年

9 月 16 日接任，1983 年 9 月 15 日錢院長辭世，正好兩年，

一天都不差。吳大猷院長上任後，把我留任，直到 1988
年 5 月辭職。在秘書主任任內，張玉法所長邀我兼管近

史所院史資料室，他認為我在總辦事處可以運用職權，

蒐集院史資料方便，所以於 1987 年 11 月 16 日發給我一

張聘書，就叫「兼管近史所院史資料室事務」，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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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圖書館館長也好，院史室負責人也好，都沒有加班

費或特支費，所以沒人願意做；如果有待遇就不同了。

近史所圖書館的蘇樹，已於 2015 年 3 月 30 日過世，

我真是沒見過那麼負責盡職的圖書管理員，他說：「本

所的評議會、院士會議、院務會議等會議紀錄不全，你

能不能幫我們補起來？」我請他把所缺的會議紀錄開清

單出來，對我來講，是很容易就可以辦到的事。跟現在

的圖書管理員完全不一樣，現在最好不要捐書給他們，

因為以正常經費買的書，就夠他們忙的了。

有趣的是，我在院史資料室上任的第一天，就把中

英文教基金會檔案運回近史所。那一天我正好到總辦事處

一間庫房找東西，裡面堆得亂七八糟，結果在一堆舊報

紙底下翻出幾個箱子，一看名字是「中英文教基金會」，

我問總辦事處是誰放的？沒人知道，我找人拉回所裡，

但是先不要開箱，確定無人認領再開箱。後來才知道，

朱家驊院長當初擔任中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結

束後，這批檔案沒有跟朱家驊檔案一起交給近史所，不

曉得為何留在總辦事處，也沒人管。

1994 年李遠哲接任院長，他邀請我三次，希望我再

去做秘書主任。李遠哲自謙不懂行政，因為那年就要開院

士會議，他說好多人跟他推薦我，希望我幫幫忙。李遠

哲還找數學所所長李國偉邀我，李國偉剛發表為總辦事

處處長，他說：「我們一塊兒幫李院長，因為他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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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情形與研究院都不了解。」一位在商界的朋友陳

宏正也來跟我說，他跟李遠哲很熟，也來勸我答應。李

遠哲當時在臺灣沒有班底，他的好朋友張昭鼎，於 1982
年任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93 年

4 月 24 日以氣喘病發作驟逝，對李遠哲是很大的損失，

如果張昭鼎在的話，可以幫他很大的忙。李國偉當了處

長後，大權獨攬，什麼事都由他來作主。當時副院長是

羅銅壁，很多事情副院長不知道來問我，我說我也不知

道。

我最後答應幫忙李遠哲一年，他說：「秘書主任沒

有聘期。」我說：「聘期是我定的，為什麼我要這樣定？

因為你不了解我，我山東脾氣上來，誰都不在乎；我也

不了解你，不知道我們能不能配合。所以這一年是試驗

期，在這一年聘期未滿前，我不可以失信於你，忽然不

幹了，你也不可以忽然說辭退我，否則我的老臉往哪放？

所以這一年聘期的意思，就是你要忍受我一年，我也要

忍受你一年。」

1994 年 3 月 1 日，我又回去擔任秘書主任。我跟李

遠哲是臺大同屆畢業，他的學術成就沒話講，但是我的

年齡比他大三歲，而且我對研究院的情況比他了解。當

年 7 月，我協助他召開院士會議，沒有出任何差錯。院

士會議結束後，我跟同學去大陸旅遊，要到大連，他說

他在大連有一個實驗室，問我要不要去參觀？我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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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純旅遊。由於院士會議

辦得很圓滿，李遠哲要開慶

功宴，感謝總辦事處所有幫

忙的同仁，那天我在大陸，

沒想到剛好刮颱風，延期到

我回來後隔天，李遠哲很會

講話，就說：「連老天爺都

知道我們上次訂的日期不

對，所以刮颱風，讓我們改

到今天。昨天陶主任回來，

明天我出國，今天是最好的

日子。」實際上這一年，我

除了幫忙辦理院士會議外，

沒什麼事可做。因為院士會

議的程序非常複雜，李國偉完全不懂，其他事他都一把

抓。到了一年期滿時，我跟李遠哲講不幹了，要回所裡

休息。這樣的話，我們兩個都不傷面子，不是我辭你，

也不是你辭我，這是我們當初講好的。

對六任已故院長的評價

我在《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

圖 8-7 1994 年 11 月 10 日陶英惠

於近史所研究大樓（陶英

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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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寫到吳大猷院長，3 有兩個原因：第一，李遠哲院長當

時還在任；第二，我跟李遠哲相處時間很短，不能算了

解他。他回臺灣，據羅副院長說是要做臺大校長，不是

研究院院長。因為他對臺灣的教育制度不了解，若把「教

授治校」這些國外觀念帶回來，影響很大，所以贊成他

到研究院來，院內都是已經成熟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有

自己的判斷能力。所以羅副院長答應在院協助他。李遠

哲似乎對政治很有興趣，常在主管會報上說昨天與李登

輝總統吃飯，談籌募基金非常順利等；後來又和陳水扁

走得很近，公開感謝陳水扁市長協助研究院把活動中心

前的四分溪加蓋，成為現在所見的草坪。他可能認為陳

水扁當總統後，會給他做另一個院長，可能就是行政院

院長。4

回顧我所知道的六位已故院長，都跟國民黨有深厚

的關係，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把政治帶到研究院裡

來，而是利用本身的政治資源幫助研究院。最明顯的例

子是，朱家驊院長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把研究院與故宮

3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下）》
（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7）。

4 1998 年 11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舉行學術活動中心廣場啟用典禮，李
遠哲院長邀陳水扁市長等人參加，李遠哲表示，臺北市民如再選陳水
扁連任，相信陳的第二任會做得比第一任好，市民應珍惜努力的人；
他認為看候選人要全盤看．不要抓到一點小事，就把候選人打得扁扁
的。陳水扁則說，他也期待李遠哲當「另一個院長」，就可有更大的
貢獻。參見《聯合報》，1998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選聞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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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物從大陸搬來臺灣，這要動員多少人力與物力，這

些裝運資料的箱子即使浸水，文物可能還不一定會濕掉，

而這些箱子到現在還保存得很好。故宮寶物是他運來的，

研究院史語所也是他帶來的。因為朱家驊與傅斯年有密

切關係，而傅斯年對史語所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史語

所連同圖書、文物、人員一塊都搬來臺灣。數學所所長

姜立夫，也是第一屆院士，他把圖書送來臺灣後就回大

陸，數學所一個人也沒來。至於其他所都不願意來臺灣，

因為就整個局勢看，跟著國民黨到臺灣沒有希望，甚至

連臺灣在哪裡都不知道。在我小時候，家族裡一個年齡

比我大的晚輩，他要到臺灣來受訓，那時根本不知道臺

灣在哪裡，在地圖上也找不到。

歷任院長還有一個共同特點，也是最大的貢獻，就

是抗得住最高當局的壓力。以首任院長蔡元培來講，研

究院在南京時，總辦事處在上海。因為蔡元培在上海辦

公，不願到天子腳下，後來蔣中正下令讓上海的物理所、

工程所與總辦事處一定要遷至南京，非抓到身邊不行。

蔡元培就用拖字訣，理由是南京的電力不足，而上海的

電力充沛，物理、化學、工程等所需要大量電力，所以

這幾個所設在上海，拖到抗戰一爆發，這件事就不了了

之。蔡元培在抗戰期間不去重慶，一直住在香港，直到

1940 年 3 月 5 日病逝。

第二任院長朱家驊，一度是蔣中正面前的紅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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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政人脈非常廣。最初是張靜江賞識他，後來張靜江

跟蔣鬧翻；再就是戴季陶也很欣賞他，成為蔣與朱之間

的傳話人，有什麼事辦不成，透過他去辦。1948 年，外

傳戴季陶自殺過世，其實不是真的要自殺，而是吃安眠

藥過量。因為他都一把一把的吃安眠藥，家人怕他吃太

多，就在安眠藥裡摻一些維他命，他覺得藥看起來很多

就吃。那一次，他家人沒注意，戴季陶自己抓了一把全

是安眠藥，一吃就死了。於是朱家驊與蔣之間沒有了緩

衝人，最後失寵。

第三任院長胡適，那就更不要講了，他在就職典禮

上就先頂撞蔣總統一下，呂實強在其回憶錄《如歌的行

圖 8-8 2000 年 6 月 3 日於學術活動中心，朱家驊故院長一〇八歲誕辰
紀念演講（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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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裡，記載得很清楚，5 那時我還

沒來研究院。第四任院長王世杰，抗戰期間身兼六、七

個重要職務，曾任總統府秘書長，是蔣面前的紅人，但

後來不知何故，在《總統府公報》登出「王世杰蒙混欺騙、

永不錄用」的消息，我看過這份公報。後來王世杰當院

長時，其實跟蔣的距離很遠，蔣對研究院的幫助也很有

限，王世杰最後因年邁辭職。

第五任院長錢思亮，無黨籍，是胡適推薦的人。他

當院長後，跟總統府的關係比較和緩。他有三個兒子，

大兒子錢純是中央銀行總裁，二兒子錢煦是研究院院士，

小兒子錢復後來做外交部部長。當中他最喜歡錢復，院

內有什麼關於外交、出國開會的事，一定先問錢復的意

見再批，那時錢復還不是外交部部長。

第六任院長吳大猷，抗戰勝利後，因為當時原子彈

是最先進的科技，他被派到美國學習造原子彈，後來去

加拿大教書，身兼長科會（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主任委員，休假才能回臺灣，兩地來回跑。蔣總統想要

造原子彈，吳大猷跟蔣彥士這些可以跟總統講話的人說：

「怎麼可以造？」沒人敢去說，最後吳大猷自己去講，

他說：「總統，你造原子彈要炸誰？炸大陸，受害的是

自己同胞，是中國人，而且鈽原料的來源從哪裡來？」

5 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7），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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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才取消造原子彈的計畫，這樣大的事情，吳大猷就敢

當面反駁。這幾個院長都很有抗上的風骨。

六位已故院長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清廉自持、

安貧樂道。如蔡元培院長，沒有一所自己的住屋，1935
年，其北大師生發起集資建屋獻給老校長；嗣因抗日戰

起，未能實現。朱家驊、王世杰兩院長的居處，我不清楚；

胡適院長也沒有一所可以住家和藏書的房子，蔣中正總

統將其《蘇俄在中國》一書外文譯本之版稅撥出 48 萬元，

在研究院內建了一幢平房，作為棲身及辦公的地方；在

胡院長過世後改成了胡適紀念館。錢院長也沒有自己的

房子，一直住在福州街 26 號臺大校長公館；晚年住臺大

醫院近三個月，積欠一筆龐大的醫藥費，臺大醫院深知

老校長並非富有之人，在他故世後決定免收，以示對老

校長感念之意。吳院長更是沒有恆產的人，一直寄居在

廣州街 5 號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簡稱科導會）的辦公

室內，設備極為簡陋，他所睡覺的床破舊不堪，連彈簧

也失去了彈性。《聯合報》的劉國瑞實在看不過去了，

怎能讓一代學人受這種苦，令王震邦、徐梅屏兩位吳院

長所欣賞的記者，去為吳院長買了一張新床。現在這種

事情，恐怕早已成為天方夜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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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忠謨修法改任副院長

研究院一開始就是院長制，副手是總幹事，沒有副

院長。1933 年，楊杏佛遇刺後，蔡元培院長找丁文江做

總幹事，但是丁說要改成副院長才做。蔡元培努力設法修

法不成，丁文江還是來屈就了總幹事。丁文江的學術地位

與行政能力，不要說做總幹事，做院長都綽綽有餘。直到

1936 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過世後，才找傅斯年、朱家

驊、任鴻雋等人代理總幹事。

錢思亮院長找高化臣做總幹事，各所所長都怕他，

因為他對院內事務一清二楚，他發脾氣指出對方的毛病，

讓人百口莫辯。高化臣退休後，韓忠謨接任代總幹事，他

圖 8-9 2004 年 12 月 17 日陶英惠與高化臣前總幹事（左）於天廚菜
館合影（陶英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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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律，外號叫「韓推事」，什麼事都往外推，你只要

不找他負責，怎麼做都可以，真是會讓人氣死！錢院長最

後出國訪問一個半月，先在美國召開分區院士座談，然後

抱病訪問西德，一回來累得連話都講不清楚，於是送醫住

院。院務找韓忠謨代理，他不敢做事，連院務會議都不敢

開，非要等錢院長出院才召開。錢院長生病要請假，韓忠

謨不讓他請假，因為一請假就是總幹事代理院長，他要負

責。

錢院長過世後，吳大猷接任院長，讓韓忠謨留任代

總幹事。因為在以黨治國的時代，各政府機關正副首長一

定要有一位是黨員，錢思亮不是黨員，總幹事一定要是

黨員，這樣黨的政策才能透過副手貫徹；吳大猷也不是黨

員，所以把韓忠謨留下來當代總幹事。韓不做事，或者做

了很多荒腔走板的事，不必細說，最後他要修法做副院

長，修法過程還有些瑕疵，趁立法院快要閉會，一片吵

鬧、交不出成績的時刻，研究院這個修法案匆匆忙忙遞上

來，就通過了，他因此成為首任副院長。

韓忠謨做了副院長，馬上不一樣了，要求改坐進口

轎車。吳大猷說：「我要坐國產車，不坐進口車。」韓忠

謨找總務主任李念萱說服吳院長：「你是院長，代表研究

院，坐國產車到哪兒開會都不方便，司機們都會認車子，

這是總統的車子，這是哪個院長的車子，他們都認識。」

吳大猷是節儉慣的人，這才同意換車，韓忠謨也趁機換成

進口車。坐進口車沒幾天，他住溫州街，有一天上街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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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遇到兩條大狼狗在追逐，後面一條追前面那一條，

蹦一下把夾在兩條狗中間的韓忠謨撞倒、骨折，於是住

進醫院。吳大猷早就不滿意他，之前不好意思換，趁這

個機會把副院長換成李崇道。

總辦事處有五個組室，會計、總務、人事、人二與

秘書組。秘書組忙得要命，卻沒有經費換影印機，沒辦

法印文件，而且研究院的所越來越多，公事也越來越多，

人手根本不夠，所以我要求秘書組增加一個員額。會計

室的人整天閒著沒事，這時候也要增加員額，我一看這

個簽呈，山東脾氣就發作了，立即寫了簽呈：「在沒有

核准秘書組用人前，會計室不可以先用人。」韓忠謨不

敢得罪會計室，為此和我大吵，我氣得發抖，馬上寫辭

呈。

結果吳大猷在 1988 年 5 月 7 日週六約我談話，他的

辦公室在物理所四樓，跟韓忠謨是對門，我一進門，吳

大猷把門關上，我說：「院長，你可以把門打開，甚至

可以把韓忠謨叫來，三人對質，我把院長室秘書那廉君

也請過來。」因為萬一我講話讓吳大猷心臟病發作，我

有責任，所以要找人過來作證。他問我為什麼請辭，我

跟他講之前的種種事情，談了一個早上，結論是他只能

犧牲我這個秘書主任，不能犧牲副院長，我說：「這是

做官的道理，我懂，你找我談，我也願意跟你談，絕對

不是要求恢復我的職位，我要把事情的緣由講清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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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誰是誰非。」因為吳大猷不管事，院內什麼事都

不管，都叫韓忠謨管，可是韓忠謨也不管，又往外推。

好比說，有四位工友升為職員，他們的工友年資可

以先辦理退職。人事室張某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就是百般

刁難，不給辦理。我跟韓忠謨講：「為什麼一定要把員

工一點點應該得的利益都砍掉？」我說人事室有自己不

大好的目的，太不應該。結果我跟韓忠謨吵起來，吳大

猷來問：「你們倆在吵什麼？聲音很大。」我說：「院長，

一個工友做了二十年，現在改成職員，他再待兩年就退

休，過去二十年的年資應該先辦退職，新職務另外起算

年資，不然工友年資不是白做了！」吳大猷一聽就懂。

經院長面示後，這個結算工友年資的案子才辦成。

一個學法律的人，竟然連這點常識判斷都沒有，我

沒學過一天法律，道理擺在這裡很明顯。他做工友二十

年，升職員是一種獎勵，工友做得好才升職員，但他升

職員後快要退休，如果只計算職員年資兩年，那工友年

資二十年不就完全白做了。這個道理怎麼都講不通，韓

忠謨就是轉不過來。

我在秘書組前後約八年，唯一的一點心得：就是我

們學歷史的，都非常重視原始檔案，認為這是最可靠、

最權威的資料；其實原始檔案也有一些是靠不住的，是

有意做出來給別人看的，檔案的背後，是怎麼運作與協

調出來的，從檔案本身看不出來。我做了八年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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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很多事，所以我不大輕易相信原始檔案，除非另外

有旁證可以證實，不然原始檔案也會騙人，使人得到不一

定對的答案。

院長檔案的徵集

院長檔案的徵集過程很有意思。1982 年 3 月 15 日，

王故院長世杰的二女公子王秋華教授來院，至美文所（今

歐美所）瞻仰甫塑好的王院長銅像是否安置妥當，並禮貌

性拜會錢院長。是日中午，錢院長在蔡元培館宴請以特聘

研究講座身分自美回來的前近史所所長梁敬錞，讓我派車

去接他，便順道送王秋華教授回臺北。在車上我提到：「王

院長的檔案放在家裡，一方面保管、整理很難，一方面是

水災、火災及蟲災等也難於防治，不如交送近史所整理、

保管；開放與否，將會尊重家屬們的意見。」她當時聽

了說：「這樣太好了！」欣然同意。國史館之前對此批檔

案亦深感興趣，經多次接洽，家屬始終未同意。我這樣一

提，她很贊成，並囑說逕與她弟弟王紀五接洽。

我回來立刻報告當時的呂實強所長，請速跟王紀五

聯絡，才把王世杰檔案收進近史所。不過這批檔案不太完

整，有些資料可能被他的侄子王德芳帶去南美洲，找不到

了。此外最重要的是《王世杰日記》手稿，張玉法所長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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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趕在王院長百年誕辰前出版。我拉著張力來幫忙，跟院

史資料室兩位同仁一塊整理，終於如期出版。後來我也看

了《王世杰日記》的打字版，這是由林美莉負責，原來的

手稿本漏掉的幾頁都補上了，並根據他送給近史所的原稿

再核對一遍，並協助辨認有些認不出來的字。

錢思亮院長過世後，我到他家去看，他有很多檔案

帶回家去，我跟錢純講：「你們三兄弟沒有一個人對這個

有興趣，能不能送給近史所保管？我們替你們整理。」他

說：「太好了，沒問題。」我說：「你們三兄弟要不要商

量一下？」他說：「不要，我們錢家的規矩，父親在的時

候父親說了算，現在父親不在了，我是老大說了算，他們

兩個不能有意見。」我請呂實強所長趕快派車拉回來，這

時候錢院長的私人秘書那廉君到他家，在院子把一些檔案

燒掉，我看了真火，但他是長輩，我不能責備他；燒檔案

的時候，剛好有個類似 DDT 的罐子發生小爆炸，因為他

是滿人，我們都喊他「那公」，我趕緊說：「那公，不能

再燒了，院長最重視檔案，他在天上已經看見，都向你爆

炸示警了。」錢純後來問：「你們怎麼還不來拿走檔案？」

我說呂所長一時找不到車輛來運。他說不要找車了，他時

任中央銀行總裁，直接派中央銀行兩輛運鈔車送來，錢思

亮檔案是這樣來的。

此外，史語所當年從大陸帶出一部分早期的研究院

年度總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等資料，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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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借來影印一份，正本還給史語所，複本存於近史所。

但是史語所沒有大陸時期的總辦事處檔案，存在南京第

二歷史檔案館，我沒去看過。該館曾經拿目錄要來賣影

印件，那時大陸還很窮，開價很高，研究院買不起，這

就沒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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