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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望故國神州路
      夜半狂歌悲風起

▓路華平

國史館濟濟一堂

102年10月12日，國史館四樓會議

室，數十高架花籃並列，花簇錦攢，人

聲鼎沸，座無虛席。

曾經叱吒政界及外交界的前輩先

進、歷史學者、沈昌煥親屬故舊及其哲

嗣沈大川至親好友等近二百人，出席由

國史館主辦之《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

《沈昌煥日記》新書發表會
暨百年誕辰紀念會

編按：沈昌煥先生（1913－1998），江蘇吳縣人，曾任新聞局長、駐西班牙、教廷與
泰國大使、外交部長（1960-1966；1972-1978）、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總統府秘書
長任內，襄贊總統蔣經國先生，並主導中華民國外交政策近30年，素有「外交教父」
美譽。

年1946》新書發表會暨沈昌煥先生百年

誕辰紀念會。首由學者闡述日記的史料

價值以及當年美國調處國共內戰的新觀

點，這本日記的出版彌補了中國近代國

共鬥爭歷史的部份空白。再由，曾經與

沈昌煥共事過的同仁及其部屬現身說

法，感性道出沈昌煥的行誼，讓我們深

刻瞭解到「外交教父」之譽，名不虛

傳。

呂芳上開場致詞

司儀由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教授

擔綱，一句「中華民國102年10月12日
《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1946》新書

發表會暨沈昌煥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

揭開今日活動的序幕。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以主人身分歡

迎大家的蒞臨，接著說，國史館向以史

料保存、出版、研究為己任。沈大川尊

翁沈昌煥生前留下的惟一的一本日記，

交由該館出版，至感榮焉。沈昌煥從事

公職數十年，參贊國家機要，為什麼只

留下1946年這一本日記呢？這可能要由

沈大川來為我們釋疑。不管如何，這本

日記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因

為它提供了很多史料，待會兒將由政治

大學劉維開教授及台灣大學石之瑜教授

高足蕭明禮博士，發表他們研究日記的

論文報告。而為了出版這本日記，該館

投注不少心力，蒐整相關註記及照片，

搭配沈大川提供珍貴照片，內容十分豐

富。在這裡，也要順便提到沈大川的外

祖父黎民偉先生，他曾經追隨國父拍攝

影片，在那個時代，拍攝電影可是極為

先進藝術，也由於有黎民偉，我們今天

還能看到九十多年前國父的身影。

呂芳上又說，沈昌煥在抗戰時期

自美返國，擔任蔣中正秘書，進而主理

中華民國外交事務，表現可圈可點。在

其人生中，經歷了1949年及1980年前後

國家重大變故，有為有守，在政治及外

交上是中華民國的正統論者，也是一位

保守政治家。保守不是貶抑，而是在一

個變動時代裡，有其堅持，這個堅持，

毫無疑問的就是對中華民國的堅持。論

文報告之後，請陳三井教授主持行誼座

談會，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認識沈昌煥先

生。

沈大川當下的美麗人生

沈大川是沈昌煥惟一哲嗣，他說今

年是他父親百歲冥誕，經過將近一年的

籌備，蒙國史館舉辦隆重的新書發表會

及紀念會，由國內兩位傑出學者劉維開

▲沈昌煥哲嗣沈大川介紹與會嘉賓。

▲國史館長呂芳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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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之瑜教授的高足提出論文報告，接

著由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先生主

持紀念會，表示由衷感謝。母親小父親

一歲，兩人自從上海光華大學認識後，

手牽手，心連心，在人生旅途上共度

七十個寒暑。9月16日是母親99歲冥誕，

因此今天紀念會不僅僅是紀念父親百歲

冥誕，同時也紀念母親99歲冥誕。在座

嘉賓有不少和其雙親及沈家交往超過半

個世紀，這證明了人生是美麗的。此時

此刻，大家共聚一堂，感覺到當下是多

麼的美好。

接著他一一介紹他的親人，有他

在台灣的另一半陳巴月女士、長子沈一

真、義弟王震南、堂弟沈偉、義妹賴玉

里，還有專從香港趕來的舅舅黎錫、舅

媽唐燕華，以及從新加坡趕來的表弟胡

海，對出席嘉賓的恩典表示永生不忘。

而主辦單位國史館交由他介紹在座

嘉賓，他認為是一項艱鉅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因為嘉賓太多，時間有限，

不可能一一介紹，僅能作選擇性介紹，

既有選擇，疏漏在所難免，他請嘉賓包

涵見諒。他介紹的嘉賓有周聯華牧師、

東吳大學董事長王紹堉、總統府前副秘

書長張祖詒、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前

大使芮正皋、國安會前秘書長丁懋時，

學者張玉法教授、陳鵬仁教授、陳三井

教授。此外，還有周宏濤夫人、夏功權

夫人、熊丸夫人及前立法委員華愛遺孀

林庭安女士等。

就如同陳立文所言的「可謂冠蓋雲

集，老中青三代集結」。

國史館編纂經過

國史館修纂處周琇環女士談本書編

纂經過。她說，海報是以1946年11月9日
蔣中正、沈昌煥及美國柯克將軍同遊南

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照片為主體，氣氛溫

馨愉快，像是年度聚會，就如同今天大

家齊聚在這裡一樣。101年，呂芳上、

沈大川準備出版煥公留下來惟一的一本

日記─民國35年完整日記，希在102年

煥公100歲誕辰時發表。書的封面是1946
年9月19日煥公接獲國府秘書派令時拍攝

的，的確是英姿煥發。

在編輯設計上，以沈大川口述作前

言，闡明這本日記的重要性及特色，並

完整陳述煥公生平及其與家屬關係，的

確為本書增色不少。煥公日記原稿，書

寫工整，但為利閱讀，重新打字排版，

並有註釋項目，簡要說明相關人物字

號、稱謂、學經歷及日記所提到的重要

事件原委，方便史學專家解讀及一般讀

者閱讀。另為增加活潑度，特從國史館

典藏的蔣中正文物照片中篩選當年相關

呈文及照片，再配合沈大川提供照片，

活化了日記中的人物，豐富了本書的內

容。

日記的重要性

周琇環認為本書的重要性有四：

一是這本日記是沈昌煥當年隨侍軍事委

員會蔣中正委員長，1946年戰後第一年

的關鍵年代，完整紀錄了以工作歷程為

主軸，兼述及與同仁親友的互動。二是

當時煥公擔任蔣中正英文秘書，見證了

蔣中正為國為民的辛勞，尤其是國共內

戰和平談判期間，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

及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等重大事件，

也紀錄了煥公翻譯當時重大文件，如盟

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的備忘錄及中

宣部顧問團皮爾的建議書。三是紀錄了

侍從室的點點滴滴，如與周宏濤、夏功

權、曹聖芬、吳文芝等同事之間的情

誼，他們後來都成為終身摯友及革命伙

伴。四是對至親好友的關懷及對夫人的

恩愛情感，也談及對獨子教育重視，顯

現出家庭生活的美滿。

劉維開闡述日記的史料價值

誠如陳立文的介紹「劉維開是位近

代史學者，國史館碰到一些疑難雜症，

不管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任何的學

術問題，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劉維開教

授。」

劉維開說，一年多前沈大川整理

▲劉維開教授闡述史料價值。

▲國史館周琇環女士談編纂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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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公遺物時，發現了1946年這本日記，

先行影印幾頁讓他看看，他看完之後問

沈大川有何打算？沈大川說想出版，他

說若要出版，以國史館最為妥適，因為

國史館在人力、物力各方面都有能力出

版這本日記。他在某個場合碰到呂館長

談及此事，呂一口答應。爾後在某個場

合呂館長與沈大川碰面，因而促成這本

日記的出版。這本書國史館的確做了很

好的整理，放進了很多寶貴的資料與照

片，提供了許多很好的素材。

日記的史料價值

劉維開以歷史學家的角度，直接就

史料價值解題，為什麼要放副標題「戰

後第一年1946」？因為1946年不僅是戰

後第一年，也是沈昌煥進入政壇的最關

鍵一年。1945年10月，沈昌煥從駐印專

員公署二等秘書調任國民政府文官處秘

書，實際上，就是進入軍事委員會侍從

室第二處工作。當時為什麼叫國民政府

文官處呢？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軍事

機構改組，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在1945年9
月3日結束，這個單位原來的業務就由國

民政府文官處及參軍處接辦，其中第二

處工作就由文官處下設政務局，由政務

局接辦侍二處業務。

當時政府組織條例到1945年11月
底通過，政務局才正式開張，而為了業

務銜接，1945年10月先行辦公，沈昌煥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進入侍從室。當時政

務局長還未發佈，仍由原侍二處主任陳

布雷負責。沈昌煥到侍從室的正確時間

點，根據陳布雷日記，10月26日有一則

記載「沈昌煥來見，請示工作內容」，

他認為沈昌煥應是在1945年10月26日到

侍從室報到。

雖然沈昌煥是擔任蔣中正英文秘

書，但開始的一個半月只是在熟悉業

務，直到1946年1月，隨侍蔣中正接見

外賓，即時翻譯，所以1946年日記也就

是沈昌煥擔任蔣中正英文秘書第一年紀

錄。這些紀錄雖然不是每日都有，但無

損於它的史料價值。

日記的三個面向

看這本日記有三個面向，一是就沈

昌煥個人來看，二是就整個國家事務來

看，三是對蔣中正的觀察來看。

就沈昌煥個人來看，沈昌煥後來

事業的發展，無疑的，就是奠基在這一

年。擔任蔣中正英文秘書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根據曾任蔣中正秘書的沈錡

在其回憶錄《我的一生》裡曾談到，沈

昌煥曾對沈錡說，擔任蔣中正英文秘書

要注意兩件事情，一是儘量說國語，二

是說話要慢，一定要清楚，如有問題，

一定要轉譯，不可以擅自作答。

英文秘書工作固是不易，卻是有助

於仕途發展。沈錡不諱言說，擔任蔣中

正英文秘書是其一生事業中最重要的一

環，因為接近全國權力的核心，才幹容

易迅速受到最高當局的賞識。

沈昌煥雖未如沈錡一樣明確提出這

樣的觀點，但我們從其日記中記載寫信

給光華大學同學時，有這麼一段「盼到

中央任職，以觀政令政策之全貌，並可

結識時彥，為他日事業奠定基礎。」

沈昌煥知道這份工作對他未來事

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十分用心蒐整蔣

中正重要文告及演講，並加以精讀。此

外，熟讀英文名著，進而熟練寫作。他

▲《沈昌煥日記 戰後第一年1946》。

▲右起：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劉維開教授、沈大川先生、國史館館長呂芳上、石之瑜教授、
蕭明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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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記記載為了翻譯蔣夫人宋美齡在

三八婦女節的英文演說，花了大半天時

間，感嘆書到用時方恨少，覺得文思遲

鈍，惕厲自己日後應多多磨練。隔天中

央社刊出英文稿，與他的翻譯僅有幾個

字之差，心中頗得鼓勵自己日後應多讀

佳作，精益求精。

蔣中正 馬歇爾 司徒雷登

英文秘書工作原僅是陪同蔣中正接

見外賓，翻譯雙方談話。但1945年底，

美國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調

停國共衝突。

從馬歇爾抵華開始調停國共雙方代

表停戰問題以及馬歇爾軍事建議的中英

翻譯，都成為沈昌煥的工作。因此，在

這段期間，沈昌煥是能確實知道蔣中正

對停戰真正想法的少數人士之一。

不過，最特殊點在於1946年7月，燕

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被任命為美國駐華

大使，在呈遞到任國書時，司徒雷登特

別將沈昌煥介紹給馬歇爾，表明兩人有

師生之誼，蔣中正也對司徒雷登說中國

到處都是閣下的學生。由於有這層關係

的建立，使得沈昌煥在他們三人之間不

僅是翻譯者更成為值得信賴的傳話者。

尤其是在1946年年底，召開制憲

國民大會，各黨派都派人參加，其間所

衍生問題都賴馬歇爾及司徒雷登穿梭其

間協調，協調結果交由沈昌煥轉知蔣中

正，而蔣中正的想法也透過沈昌煥轉知

馬歇爾及司徒雷登。

由於沈昌煥的表現，獲得了蔣中正

的肯定與賞識，這對他後來事業的發展

有絕對的幫助。

立定從事外交志向

有關他後來有志於從事外交工作，

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有外交官晉見蔣

中正，他有感而發寫下：「令人深感吾

國駐外使節，非徹底刷新，恐無以保

吾血戰八年所掙得之國際地位。吾國

外交界現已青黃不接，我應埋頭努力，

繼起負責，否則無以維持吾國之國際地

位。」

從此處即可看出沈昌煥有明確致

力於外交的目標。自清末總理衙門成立

以來，沈昌煥是主持外交工作最長的一

位，「外交教父」之名，其來有自。

重視國際宣傳工作

在宣傳方面，沈昌煥有他的看法。

1946年11月，馬歇爾託司徒轉交紐約

《前鋒論壇報》社論給蔣中正參閱，沈

昌煥翻譯後並簽呈給蔣中正，寫道：

「召開國民大會制憲會議，還政於民，

乃劃時代創舉，應策擬完整宣傳計畫，

挽救國際間指責本黨之逆流，一新天下

耳目。這篇社論係馬將軍囑司徒轉交，

未見駐外機關呈報，蓋吾國駐外機構習

於呈報讚譽之詞，而忽視批評吾國之言

論，以為籌謀對策之依據，故其重要性

遠勝於前者。」

日記裡頭記載著蔣中正接見外賓

談話要點，也有沈昌煥與外賓談話要

點，其中最重要是調停期間，馬將軍及

司徒轉告蔣中正或蔣中正轉告馬及司徒

要點，這些都未見於蔣中正檔案，所以

這本日記對於當時情況提供了清楚的輪

廓。

日記裡有收錄三封信，一是顧維

鈞電報，報告當時美國國會選舉情形。

另兩封是寫給國內其他黨派負責人，由

此看出，當年蔣中正為召開制憲國民大

會，與各黨派協調情形。

追隨蔣中正永矢弗諼

最後要談的是，沈昌煥對蔣中正的

觀察。1949年1月，蔣中正下野，未幾沈

昌煥即辭新聞局長。他報告蔣中正說：

▲沈昌煥日記原稿。

▲蔣中正（左四）、馬歇爾（右四）、司徒雷登（左三）、沈昌煥（右三），攝於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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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做出違背鈞座主張情事，貫徹一

生效忠鈞座之赤誠，保持昌煥之政治立

場。」沈昌煥辭職之舉，我們從這本日

記也可看出端倪，他在7月13日記載：

「總結工作半年來體察，深感主席之成

功得之於有恆及有規律，主席亦說，日

理萬機，能保康健亦在於此。此外，主

席真做到了慎思、明辨、敏於事、寡於

言這四點。余得侍百世不一見偉人，而

尚不知自勵並有所成，誠為不可雕琢之

朽木也。」

此外，日記裡頭有記載蔣中正私

人生活，大都是在廬山，譬如打牌、下

棋、喝酒及如何登上廬山的路線、時

間、里程等等，也藉由私下場合，與馬

歇爾及司徒雷登溝通，這對於歷史研究

提供了材料。同時也記載了1946年10月
蔣中正來台灣巡視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垂詢甚詳，細到日本人撤離後如何修復

發電機等問題，可見蔣中正行事做風。

劉維開的總結

劉維開在總結指出，1946年提供了

沈昌煥展現自我的舞台，憑藉著自己的

能力、適切的人際關係及勇於任事的忠

誠，獲得了蔣中正的賞識及信任。沈昌

煥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口述歷史，僅

留下1946年這本日記，應有其用意。

石之瑜引言

石之瑜畢業於台大政治系，哈佛大

學碩士、史丹佛大學博士，現為台大政

治系教授。他說，今天這個場合歷史學

術氛圍濃厚，自沈大川交付煥公日記以

來，閱讀到大歷史大時代裡，大人物起

到的作用。他說，茲事體大，特請東京

大學社科部研究員蕭明禮博士，就沈昌

煥如何周旋於蔣中正、馬歇爾、司徒雷

登三人之間過程，展現出煥公在大史家

所不曾陳述的紀錄。他說，蕭明禮夙夜

匪懈，不負眾望，完成四萬多字論文，

再濃縮成今天一萬字報告。

蕭明禮解析馬歇爾調停失敗關鍵

蕭明禮開門見山道出他論文主題，

就是有關1946年馬歇爾調停國共爭紛，

以瞭解當時外交史、政治史及經濟史。

除了以日記為主體外，也參考了馬歇爾

使華報告、馬歇爾使華大事紀要、司徒

雷登報告、蔣介石日記及國史館事略稿

本等等。除了煥公日記外，其他著作都

是根據現有史料彙編而成，而對於關鍵

的決策過程以及決策如何形成，卻缺乏

文字紀錄，所幸有沈昌煥1946年日記。

馬歇爾在1945年11月抵華後，順利

召開軍事整編、停火令及政治協商，但

在沈昌煥翻譯完馬歇爾的軍事整合方案

後，於1月24日寫下「美國對中國實況實

屬隔膜」，再對照國史館事略稿本可以

看出，蔣中正與沈昌煥對馬歇爾的決斷

是很不滿意的。對照1月22日國府稿本，

蔣中正寫下「馬歇爾對我國國內情形及

共黨陰謀並不瞭解，可見馬歇爾對吾國

政治之隔閡。」即便是如此，馬歇爾在

1946年3月前的調停還算順利，直到停戰

是否包括東北問題後，國共雙方僵持不

下，衝突持續擴大。

馬歇爾認為蔣中正剛愎自用

3月8日，馬歇爾接獲杜魯門指示於

3月11日回美國述職。3月10日，即離華

前一日，馬歇爾拜會蔣中正，馬歇爾見

蔣中正之前，對沈昌煥說杜魯門總統身

邊盡是些逢迎諂媚之人。這其實是話中

有話，另有所指。馬歇爾見到蔣中正之

後，雙方爭執激烈，氣氛非常僵，蔣中

正似乎很緊張想挽留馬歇爾不要離開。

結束會面後，馬歇爾對沈昌煥表示對蔣

的不滿，包括：蔣中正剛愎自用、對外

宣傳不足、對外關係處理不當等等，馬

歇爾也希望藉由他的返回美國，給國府

施加壓力，讓國府同意美國調停方案，

一開始也發生一些效果。

但到1946年4月18日馬歇爾自美國述

職後再回到中國，那時國共軍事衝突已

經擴大，包括四平街、長春戰役等，在

5月底6月初，馬歇爾與蔣中正會面，沈

當翻譯，爾後國共軍事衝突有增無減。

1946年7月10日杜魯門任命燕京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7月18日起馬歇爾

與司徒雷登八上廬山，與蔣中正協調停

火事宜。從這時開始，沈昌煥日記記載

調停內容增加了許多，其中最重要不同

之處在於5月14日記載著司徒與蔣中正會

面，基本上蔣中正與沈昌煥都比較喜歡

司徒雷登，因為他的看法與國府一致，

那就是中共叛亂有蘇聯在背後支持。

1946年7月19日，司徒到廬山呈遞

到任國書，與蔣中正會談時的氣氛並不

融洽。沈昌煥送司徒回寓所時，司徒注

意到沈是他的學生，特與沈深談一個小

時。7月20日，司徒與蔣再一次會談，

在司徒傳回國務院報告提到沈的忠貞，

以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中國思

想。1946年7、8月司徒與國府關係融

洽，馬歇爾亦樂於透過司徒，將他的想

法觀點傳給國府。

沈昌煥除了與司徒接觸外，也與加

拿大駐華大使歐德倫會談，歐德倫願意

以中國之友身分提建言。實際上，歐德

倫的立場是對國府持保留態度而有所批

判的，沈的日記就寫下「歐德倫其實與

▲石之瑜教授、蕭明禮博士分析蔣中正、馬歇爾、司徒雷登及沈昌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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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場相近，迫使國府就範。」由於

沈縱橫於各國駐華使節，1946年9月記載

張家口戰役及召開國民大會，中共懼於

國府不願停戰。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國共之間

蔣中正並不是一味求戰，只希望以戰止

戰，以戰求和，透過國府優勢軍力，迫

使中共坐上談判桌，接受國府的戰後和

平方案安排。但馬歇爾卻認為國府軍事

行動違反了對和平的承諾，所以馬歇爾

施壓蔣中正，迫使蔣中正提出八點建

議。

沈昌煥參與調停決策

但在沈昌煥的日記中，卻是蔣中正

希望中共透過馬歇爾來向國府求和，國

府在10月16日時局聲明當天，馬歇爾、

司徒與蔣中正磋商有結果後，再由陳布

雷與沈昌煥草擬並翻譯文稿，直到半夜

才完成。可見沈昌煥涉入馬歇爾調停國

共的程度，遠比我們想像的既深且廣。

我們也可推斷，在沈昌煥翻譯修

改馬歇爾文稿中，可能也將自己的意見

告訴陳布雷，所以沈昌煥可能也參與決

策，而不只是傳達命令及執行者而已。

1946年11月8日，發佈第號三停戰令

前，雙方也有爭執，沈昌煥也如10月16
日一樣，參與決策過程。國府與美國在

調處重要立場上，採取模糊作法，沈昌

煥在翻譯停戰令時，將美國認為很重要

的事項刪除，馬歇爾其實很不願意，但

為了促成停戰令成功的執行，馬歇爾採

取默認態度。這就顯現當時美國與國府

意見相左時，彈性採取模糊地帶，以便

讓和平談判繼續下去。

召開制憲國民大會

原訂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憲會

議，在司徒雷登要求下延到11月14日才

召開。司徒對蔣中正說，使世人瞭解到

國府的仁至義盡，則延遲多日又何妨？

由於國民大會開會在即，11月13日沈昌

煥寫下蔣中正興奮之情，因為外界質疑

國民黨一黨獨大，在民盟及社會團體加

入，即可化解。但是在共產黨全面抵制

之下，國民大會的召開並未把中國推向

安定，反而更趨惡化，馬歇爾的調停終

告失敗。

馬歇爾與蔣中正的最後一次會談

在馬歇爾與蔣中正最後一次會面

中，蔣告訴馬國府並無攻打延安計畫，

這表示在美國施壓下，逼迫蔣介石承諾

不進攻延安的保證。但在12月5日，周恩

來明拒國共雙方進一步談判要求。

蕭明禮認為，12月6日的記載最為

重要，因未見於其他檔案。沈昌煥記下

當天司徒見蔣中正，蔣明確告訴司徒，

明年乃中國最重要一年，明年無法統

一，後年即無統一的可能，無論用軍事

或政治，中國必須在明年統一，中共若

要和平，可在二、三個月解決，蔣有實

力於六個月內解決問題，這是蔣對國家

責任。由這段話可以說明，蔣在國共談

判重大關頭過程中，採取堅定不退讓立

場，所以馬歇爾的調停沒有絲毫成功的

可能。

12月28日，馬歇爾要求杜魯門令他

返回美國。

蕭明禮認為就是12月6日的記載，應

該就是沈昌煥會留下這本日記的主因。

蕭明禮最後結論是，沈昌煥親睹了

國共和談最後的決策經過，他的日記為

後世見證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始末。

「起望故國神州路，夜半狂歌悲風起」

也許就是沈昌煥留下了封存半個世紀的

日記，來表述自己內心的無奈與掙扎。

陳三井主持行誼座談會

沈昌煥先生行誼座談會，由華僑協

▲陳三井博士主持行誼座談會，餘左起：東吳大學董事長王紹堉、總統府前副秘書長張祖詒、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周聯華牧師、前駐象牙海岸大使芮正皋、國安會前秘書長丁懋時。

▲周聯華牧師憶煥公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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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主持。他說，今天

出席踴躍，不敢說是絕後，但幾乎是空

前的。接著說，蒙沈大川厚愛並承呂芳

上謙讓，由他來主持煥公行誼座談，感

到特別惶恐與榮幸。

惶恐的是，因為他與煥公只有數面

之緣，而在座諸多前輩與煥公曾經共事

過，也曾經受過煥公的教誨指導，對煥

公行誼的體會絕對比他來得深很多，這

是他覺得惶恐之處。

而榮幸的是，他只是一個學歷史、

研究歷史的晚生後輩，卻能為曾經活躍

於外交殿堂，折衝撙俎，創造歷史的前

輩，略盡棉薄之力，自是與有榮焉。

他引用石之瑜的「沈昌煥─台灣最

後一位保守政治家」，說明煥公是位有

為有守的政治家；也引用張玉法的「諤

諤一士沈昌煥，顯然與那些諾諾之徒，

不可同日而語」說明煥公「板蕩識忠

臣，時窮節乃見」的風範與氣度，愈是

瞭解煥公，愈是對煥公肅然起敬。今天

我們邀請曾在煥公生活中出現的人物，

以他們實際的接觸體驗，講講他們所知

道的沈昌煥。

周聯華見證煥公伉儷鶼鰈情深

周聯華牧師說，在座那麼多人當

中，大概是他認識沈昌煥夫婦最久的，

也是當年惟一見證他們兩位手牽手漫步

在光華大學校園裡。石之瑜說，沈昌煥

是台灣最後一位保守的政治家，但這位

保守政治家當年卻是最活躍的激進人

士，經常在光華大學校園舉辦演講救

國，隔鄰的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學生都

來聽講，然後帶領大家走過一家日本人

開的重文書店，高呼口號，再到美國領

事館請願。所以，說他是位保守政治

家，所強調的應是他堅持自己政治理

念，從年輕到垂暮，始終如一。

外交老兵芮正皋大使，高齡九五，

特從雪梨飛回來。陳三井說，民國53年
芮老率文化表演藝術團到非洲巡迴表

演，回程時到巴黎宣慰僑胞，芮老以法

語高唱法國國歌馬賽曲，留下深刻印

象，所以他認識芮老也有半個世紀了。

芮正皋說煥公是他的救命恩人

芮正皋一開頭便說，沈昌煥是他的

大恩人，沈大川剛剛說人生是美麗的，

他要修改一下為「人生有了沈昌煥才美

麗」。他說，1947年他拿了國民政府公

費獎學金到巴黎大學讀書，1949年大陸

變色，假如沒碰到煥公就要回大陸，若

回大陸一定會被鬥死，幸好那時沈昌煥

以新聞局長身分到巴黎出席聯合國會

議，煥公問他：「完成論文後，有何打

算？」他說：「要追隨煥公到新聞局服

務。」煥公說：「你到外交部好了。」

學成回台灣後，煥公接掌外交部，也就

這樣追隨煥公到非洲訪問，而後在非洲

一待就是23年，其中有15年擔任象牙海

岸大使。1968年返國述職，碰到時任經

濟部長的孫運璿，向孫部長反映希望能

調離象牙海岸，換個環境，孫運璿說

「你不能走，你與象牙海岸高層關係

深厚，你一走，象牙海岸便會與我斷

交。」1971年，我退出聯合國後，非洲

大多數國家背我而去，惟獨象牙海岸與

我維持邦交，就這樣做到了1983年，待

了15年。

他說在一個國家當大使15年，要有

三個條件：一是駐在國願意要你；二是

國家願意派你；三是你自己要有心肯留

在那裡。

芮正皋打趣說，他現年95，從雪梨

搭飛機來台北，保險公司不給投保，所

▲前駐象牙海岸大使芮正皋憶煥公行誼。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憶煥公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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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行是「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帶著

感激感恩之心，為了就是要報答煥公這

位恩人。最後，他說他皮膚會這麼黑，

就是待在非洲23年的結果。

外交老兵，言談間就是如此風趣生

動，現場笑聲不斷。

郝柏村憶煥公大夫無私交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說，煥公是文

人，他是槍桿子，年輕時互不相識，直

到民國54年到77年這22年當中才有交

往。當時他擔任總統侍衛長，煥公是外

交部長，爾後他任參謀總長，煥公是總

統府秘書長。民國35年日記，他曾讀過

蔣公的，也讀過煥公的，蔣公日記因家

屬關係不能發表，同樣的民國35年日

記，蔣公未曾記載的，煥公的日記都有

所著墨，像是馬歇爾談話內容，兩相對

照，更能發現民國35年國家大事記。民

國35年之所以重要因有兩件大事：一是

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一是召開制憲國

民大會。與馬歇爾決裂，國共內戰，國

民政府退守台灣，同時也將憲法帶到台

灣，他認為當時蔣公帶來的憲法尤勝於

六十噸黃金，因為有了這部憲法，為台

灣的生存發展打下基礎，同時也是目前

與大陸交往的依據。

他說，在與煥公交往的22年當中，

從無私交，從未請對方吃過飯。他笑

說，煥公長於外交，卻不擅於內交。

若有吃飯，不外是中午在國防部小

餐廳共餐，他說當時他是參謀總長，煥

公是總統府秘書長，國防部一些高級將

領就在國防部小餐廳用餐，總統府秘書

長則必須自備，有次邀請他到國防部小

餐廳用午餐後，便開始這一段午餐會，

他說煥公也不是白吃，也是要付錢的。

這件事，當然會向蔣經國總統報告。

他說煥公相當健談幽默風趣，但對

於黨政、府院及公事分際，非常明確。

嚴守分際，是他對煥公最深的印象。江

南案的發生是外交重大危機，每週在

七海官邸要見好幾次面，就在煥公指導

下，終於妥適解決。

他對於有人說煥公是位保守政治家

這個觀點有他的看法，他認為保守不是

落伍、不是頑固，而是堅持中華民國憲

法，走蔣經國總統的路線，這是處理兩

岸關係的基礎。

丁懋時憶煥公無懼安危固邦誼 
丁懋時曾任外交部長及國安會秘書

長，他也是位外交老兵。他說，剛剛芮

正臬大使說他在非洲待了23年，其中在

象牙海岸待了15年，這是因為象牙海岸

對西非洲國家的影響力非常大，所以芮

大使走不開，一走便會產生骨牌效應。

丁懋時於1962年至1973年，前後12
年待在非洲，當過盧安達及剛果兩國大

使。他回憶起1963年，時任外交部長沈

昌煥在駐上伏塔大使芮正臬陪同下，訪

問盧安達，盧安達是位在非洲中部一個

小國家，首都人口只有二千餘人，道路

皆是黃土路，從上伏塔若走公路要一天

時間，因此選擇搭飛機，但是盧安達機

場設備落後，跑道也是泥路，所以只有

單引擎螺旋槳小飛機可以起降。

但他擔心沈昌煥搭這種小飛機的

安全性，因為就在幾個月前，他曾搭這

種小飛機到衣索匹亞出席非洲團結組織

會議。當日天朗氣清，飛到肯亞東非大

平原上空時，引擎突然停了，螺旋槳也

慢了下來，直到停止，大家嚇出一身冷

汗，飛機也往下降，在駕駛緊張努力

下，引擎又轉了起來，死裡逃生，順利

抵達衣索匹亞首都。由於有這個經驗，

▲國安會前秘書長丁懋時憶煥公行誼。

▲總統府前副秘書長張祖詒憶煥公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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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沈昌煥考慮是否要來盧安達，沈

昌煥說為了邦誼當然要來。

當沈昌煥抵達盧安達時受到熱烈歡

迎，因為沈昌煥是第一位到訪的中華民

國外交部長。1963年沈昌煥訪問完盧安

達回國後，便啟動「先鋒計畫」推展農

經合作來鞏固非洲國家友邦，因此特派

楊西崑次長每年都要訪問非洲國家，確

保我在聯合國席位。而也就在那段時間

非洲獨立運動方興未艾，數十個國家冒

出來，行蹤難以掌握，雖然盡力了，仍

無力回天，1971年還是退出聯合國。

1960年到1970年台灣經濟發展蓬

勃，縱使在1965年美援停止後，台灣經

濟依然強勁。他回憶1965年《聯合報》

王惕吾先生組團到非洲訪問，他安排會

見剛果高層，他向王惕吾說國內新聞業

發達自由度高，王回說因為有高度的經

濟發展，才能支撐新聞事業。

在這裡，他說要安慰芮大使，因為

芮大使在象牙海岸做得太好了，國家需

要才讓芮大使待在象牙海岸15年。

張祖詒憶煥公送他鞋示同進退

張祖詒在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

擔任行政院副秘書長。他說，他經常要

為蔣經國寫稿子，碰到有關國際外交事

務時，經國先生交待一定要請外交部長

沈昌煥過目，縱有一個字的斟酌，都令

他佩服。他們兩人交情從此開始，也就

是民國61年起，民國73年蔣經國連任總

統，請沈昌煥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經國

先生找他說：「我要找沈昌煥當總統府

秘書長，我知道你們兩人很要好，所以

要請你擔任副秘書長，你們兩人一定會

有很好的配合。」

張祖詒說，他與沈昌煥在總統府共

事4年5個月，欽佩煥公的才華與風采至

深，「外交教父」的頭銜當之無愧。他

說，他與煥公兩人之間無所不談，而且

有個默契，那就是當經國先生單獨找一

個人去談事情時，回來時一定要將經國

先生交待事情告訴對方，所以兩人之間

毫無隔閡，極為愉快，而且從煥公的才

華與風采中學習不少，獲益良多

經國先生晚年，健康情形每下愈

況，在經國先生逝世前幾個月，煥公送

他一雙名牌皮鞋，他問煥公為何要送他

鞋子？煥公說，我們兩人要同進退。經

國先生逝世後的第一天，煥公請辭秘書

長，第二天他也辭了副秘書長，他說他

其實也沒有默契要同進退，只是工作環

境不再，難如從前了，也就辭了。

卸下公職後，兩人更為愉快，煥公

不打牌、不打球，但幽默風趣，經常在

一起聽煥公說笑話。煥公喜歡唱歌，最

愛唱的歌曲是「楚留香」，尤其是最後

一句「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胡為真憶煥公三項人格特質

胡為真也是位外交老兵，曾任好幾

個國家代表，出任國安會秘書長前任新

加坡代表，現也是無官一身輕。

他說，他曾擔任煥公三年機要秘

書，朝夕相處，至今仍非常懷念煥公。

他認為煥公有三點特質：一是內心剛強

果毅，為維持中華民國國格與利益，絕

不妥協，而且是全力以赴；二是照料同

仁，在三年機要秘書內，煥公改過不少

公文及稿子，告訴同仁為什麼要這樣

改，同仁們受益良多，可見煥公積極培

養外交後進之心；三是不疾言厲色，縱

使在碰到斷交時，內心承受極大壓力，

尤其與美國斷交時，亦是詳和交待，安

排周全，從容不迫，從無焦慮。

王家驊憶煥公的重感情

王家驊曾任蔣經國總統辦公室主

任，開頭便說「各位可能不記得我是

誰，但也沒有必要記得。」他說，他是

蔣經國總統生前最後一位辦公室主任，

他要談的是，經國先生晚年，幾乎在每

個週六或週日，大概是在下午4時到6時
之間，請煥公到七海官邸，長談國家大

事。

經國總統逝世後，煥公依舊在每個

週六或週日下午4時到七海官邸，那時

蔣夫人方良女士還在，煥公不驚動任何

人，只有開門警衛知道，進門後煥公一

個人獨自在七海官邸院子繞著走，想想

昔日與經國總統長談國家大事的情景，

持續將近三個半月也就是一百天。從這

裡可以看出，煥公個重感情的人，王家

驊說他要與大家分享這個不為狗仔隊探

悉的事情。

陳三井結語時說，鑑於此次座談

會辦得非常成功，他建議國史館可以仿

效傳記文學劉紹唐的做法，每隔一段時

間就在這裡舉辦名人傳記座談會，最後

他推銷《僑協雜誌》說，今天座談會實

況將在《僑協雜誌》刊出，敬請大家期

待。（作者為本會會員）

▲前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憶煥公行誼。
▼前蔣經國總統辦公室主任王家驊憶煥公行誼。

▲煥公行誼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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