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26 27

沈昌煥與外交部
▓石永貴

沈昌煥日記發表會迴響     
2013年11月至12月，143期的《僑

協雜誌》，發表了〈沈昌煥1946年日

記新書發表會以及「沈昌煥行誼座談

會」〉，文筆流暢，紀錄翔實，足可媲

美「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

會。新書發表會由國史館主辦，行誼座

談會則由僑協理事長陳三井主持。無論

「日記」保存以及座談會主辦，幕後功

臣為沈昌煥獨子沈大川。沈大川可謂忠

孝傳家典型，令滿堂來自國內外貴賓，

外交使節雲集，稱讚不已。

沈昌煥1933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

學，光華大學可不是一般的大學，它的

創立與愛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周聯華

牧師在《周聯華回憶錄》中這樣的寫

道：「光華大學是為了反對聖約翰大學

而設立的，當時一群愛國學生要在旗杆

上升國旗，外國校長不准，硬把國旗拉

下來，引起學生的不滿，就脫離了聖約

翰。剛好有曾任實業部次長張壽鏞先生

的資助，也說服了鄉紳王豐鎬先生捐

地，就成立了光華大學。」

馬歇爾明人騎瞎馬    
沈昌煥參與總統蔣公機要，自重

慶開始，中間經過勘亂以及台灣時期，

真是無役不與，為蔣公身邊重要謀士之

一，尤以外交宣傳，影響至鉅且遠。而

令與會貴賓好奇的是，何以獨獨保留

1946年這一年日記？這是因為這一年太

重要了。對日抗戰勝利，中共急於參

政，美國蓋世英雄馬歇爾，以贏得二次

大戰的權勢，奉總統杜魯門之命，來華

調停國共紛爭，真是光芒萬丈，何事不

可為？何難不可解？豈料面對野心勃勃

的毛澤東，軟硬都下錯了地方，事事

退，時時讓，弄得中華山河為之變色。

就在這一年，蔣委員長的抗戰勝

利建國，復興中華民族的壯志，付諸春

夢，不到四年間，受逼退守台灣，大好

萬里山河，付諸「東流」。輸在那裡？

可謂敵我實力分明，以裝備、人員論，

▲102年10月12日國史館舉辦「沈昌煥日記新書發表會暨沈昌煥先生行誼座談會」，座無虛席。

只要跟反恐有所牽連，則政府仍可隨心

所欲。這種行徑當然違反了憲法「保障

隱私權」，目前看來，這場官司還有得

打，不論結果如何，此竊聽行為已為世人

注目，要想消弭於無形，恐怕不容易。

而美國總統歐巴馬更對此發表重

大宣示，這一次的宣示等於對竊聽外國

領袖之事拍板定案。歐巴馬最令人注意

的一句話是：「除非基於必要的國家安

全目的，美國不會監偵友邦。」換句話

說，也就是為了美國之安全，監聽仍要

進行。也就是說雖在全球輿論責難下，

美國仍將監聽，若這不是霸權主義國

家，那甚麼才是霸權主義國家？

在司法及行政二部門的縱容下，監

聽行為將一如預期地繼續下去。唯一會

修改的是監聽方式，這種作業改進而實

質不變的做法，當然引起友邦的譴責與

憤怒。然而遇到山姆大叔，也只好作罷。

總之，整起事件只引起一些雜音，

美國一統天下之實質無從改變，不過美

國信用破產確是公認之事實，只是山姆

大叔不在乎他人看法罷了。（作者為中

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

「一個青年僑生的夢」徵文辦法
壹、目的：

一、瞭解青年僑生想法，作為本

會規劃僑生活動參考。

二、蒐整資料，供學術研究，並

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制訂僑務

及僑教政策參考。

貳、參與對象：
以僑生身分就讀教育部立案之大

學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

參、徵文主題：
一個青年僑生的夢。

肆、字數：
3,000字至5,000字。

伍、截稿日期：
103年7月31日。

陸、交稿方式：
一律以word標楷體電子檔寄交至

本會電子郵件信箱oca232.oca@
msa.hinet.net或cky@ocah.org.tw信

件主旨書明「〈一個青年僑生的

夢〉徵文」。

柒、評審：
分初審及覆審二階段，第一階段

初審前30名作品。第二階覆審前

四名及十名佳作作品。

捌、錄取名額及獎金：
錄取前四名：

第1名：20,000元。

第2名：10,000元。

第3名：8,000元。

第4名：6,000元。

佳作十名：每名各5,000元。各獎

若未達標準得從缺。

玖、錄取公告時間：
103年10月10日於本會網站公告，

並以電郵通知獲獎人。

拾、頒獎日期：
103年12月28日（星期日）上午10
時，併本會僑生獎助金頒獎典禮

舉行，地點：台北市敦化北路232
號。

拾壹、版權：
獲獎作品版權屬本會，由本會

運用。

拾貳、其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

修訂於本會網站公告。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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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交到許聞淵這位老同學手上。許除

了中文好外，為人極為保守，沈知道不

會有甚麼差錯。

這「光華三劍客」，許聞淵才是名

副其實的保守派。

外交教父有為有守

沈昌煥被稱為「外交教父」，他主

持外交大政多年，有為有守，的確有多

方成就。

就以人才培育來說，內外兼顧。對

外發掘人才，對內培育後進。

沈昌煥因為出身官邸，所以也學到

蔣公的功夫，事無鉅細都很重要，馬虎

不得。他尤其注重基礎功夫，包括中外

文的修辭用字。

外交部工作人員都知道，沈部長對

於用字遣辭，常常把同事叫到辦公室，

拿著公文，耳提面命教導同仁尤其基層

人員，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用，不

能那樣用。在外交領域裡，一字之差，

就失於千里。

強將無弱兵，在他手中，培養出

不少外交精英，後來在外交領域中，都

做到大使的地位。就以吳子丹與王飛為

例，他們都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生，循外

交特考程序，進入外交部。都曾在沈門

下接受長期磨練，王飛的西班牙文突

出，成為外交部罕見的年輕政務次長。

政大外交系是國內獨門的外交人才

培養所，由於李其泰、孫靖民教授夫婦

的閉門磨練，苦心栽培，一波一波考進

外交部，如願得償。他們兩位的專長是

在外文與國際法。

沈昌煥很注重外語人才。早期在一

次政大演講中，結束前，特別發出意外

地徵才之舉：「在座凡自認具有外語能

力者，明天可來外交部報到。」可見外

交戰場需才孔急，沈部長求才心切。

沈部長固然重視一人一地的細節，

更著眼於「大面積」的開發。

早期的外交，一般人總認為，政府

太重視美日外交，其實，我國外交在亞

非的領域，亦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

沈昌煥在部長任內，1963年，出訪

▲1933年沈昌煥、黎蘭伉儷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

共軍豈是國軍對手？但卻輸了，輸在談

判桌上。當時中美共三巨頭：蔣介石、

馬歇爾、毛澤東，在談判中，主要操盤

手是馬歇爾，副手參與者眾多。但「能

者」為周恩來，成為現代的蘇秦、張

儀，他百分之百掌控了毛澤東翻雲覆雨

之策，視馬帥為掌中物，輸就輸在談判

桌上。馬帥可謂明人騎瞎馬，真是不知

所措，令人嘆息不止。

就在三大巨頭（還包括司徒雷登）

談判之間，毛是隱身於延安窯洞中，全

靠周恩來，乘坐美國提供的專機，延安

去，重慶來；重慶去，延安來。這來來往

往，就是敵強我弱，情勢逐漸地消長。

斡旋謀士沈昌煥

這樣的關鍵時刻，介於三巨頭之

間，特別躋身蔣、馬之間的穿梭，就落

在沈昌煥身上。

這位英姿煥發、深得蔣公信賴的外

交謀士，其經歷真是驚險萬狀，這就是

「1946日記」主人沈昌煥了。

 無論幕後或幕前，沈先生在現代中

國的外交與實務，都是新手，都是推動

者，都是掌握者。

沈昌煥與1946年的關鍵性與重要

性，可想而知了。

沈昌煥在某些方面，有其堅持的

一面，因之，封他為保守派，甚至成為

「最後的保守大將」。

光華大學三劍客

其實，從他在大學時代的表現，不

只是沒有保守性格，而且非常積極與活

躍。他是出身上海光華大學。當時，他

們有所謂「三人幫」：沈昌煥、謝然之

與許聞淵。三人各有所長，乃在不同領

域上有不同非凡成就。

謝然之成就在新聞，他起家於抗戰

時期陳誠陣營的《新湖北日報》，其後

大成於台灣，成為新聞與新聞教育不朽

人物。

沈昌煥成就自然在外交。事實上，

他在宣傳方面，亦是等量齊觀的重要人

物。來台後，宣傳二大命脈：中四組與

新聞局，他都是開創者。

許聞淵以中文見長，他一生的事業

就奠基在沈昌煥的中四組。他為沈主任

「看堆」，是中四組裡永遠的第一副主

任，以同學之誼，互相依賴，沈就把中

▲1954年夏，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沈昌煥（前排左六）、副主任許聞淵（前排左
五）及全體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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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居地搭飛機趕來參加，可見老外交官

與老長官的情誼。

芮大使駐節非洲23載，幾乎三個

「八年抗戰」的長。他能夠駐守非洲這

樣久，主要是國家在這個地區不能沒有

他，更重要的是駐在國需要他。一位國

家元首曾面告他：「你在這裡，邦交就

沒有問題。」

鄭健生在駐史瓦濟蘭大使任內，因

翻車而往生，國家損失一員非洲大將。

龔政定是政治世家，因為老太爺駐

節巴黎，所以從小開始就練得一口好法

語。只要他在台北，老總統的法語翻譯

就點名要龔先生。他常說他的國文是他

在國外時，從《中央日報》航空版，一

筆一筆描出來的。大學期間，特從國外

回國考進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復入政

大外交研究所。鎮定沉默寡言，不善言

詞，可是在非洲同時身兼三國大使，可

見人貴在心 。
張文中，台北師大附中、台大畢

業，成為楊西崑次長的左右手，可能不

在他嫻熟非洲地區使用的法語，而是長

期擔任楊次長的機要秘書。張文中幹練

有為，頗得「非洲先生」信任。

歐洲司主管英法大國林立的心臟地

帶，其地位之重要性應不亞於美國。我

國的英法外交人才，大都集中於此區，

亦源於此。留歐的留學生學成返國，多

從歐洲司起步。

中南美洲司是我國邦交國分布較密

地區，也是當年西班牙、葡萄牙鐵甲船

橫掃之地。像第一大國巴西，就曾是葡

國屬地，是葡國航海家卡布拉爾於1500
年發現，直到如今，葡語仍是官方語

言。

亞西司（現已併入非洲司），地

理、經濟與宗教均有無比的重要性。世

界四大宗教猶太、基督、天主與伊斯蘭

教，均發源於此。麥加與麥地那，更是

伊斯蘭二大聖城，沙烏地阿拉伯國王

被尊為聖城的僕者，麥加天方卡爾拜

（Kaaba），更是全世界16億信徒每天五

次禮拜的方向。

阿拉伯語就是亞西司的語言，通曉

阿拉伯語文的人才，幾雲集於此。

對日抗戰時期，國家地位隆盛，

所以與埃及有特殊的關係。我國留學生

乃由中國回教協會保送，送至阿拉伯世

界最古老的艾資哈大學深造。學成返國

後，多被網羅至外交部貢獻所學，成就

非凡，如王世明、定中明、海維諒、林

興智等。

政府來台後，因國力衰退，中埃斷

交。我國回教協會乃改派回教留學生至

利比亞與沙烏地等國深造，成為外交部

阿語人才後起之秀，加上政大阿語系所

培養人才，其中較傑出者，為趙錫麟、

馬超遠。

趙錫麟曾任我國駐沙與埃及代表，

經中國回教協會保舉，推選為世界伊斯

蘭聯盟理事。

馬超遠曾任我國駐利比亞代表，在

利比亞政局突轉前後，數度冒險返回利

比亞搶救，並協助我國工作人員安全返

回國內。

亞西司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竟把

俄羅斯、蒙古，劃歸該司的一科，曾引

起俄羅斯駐台代表的不快，認為俄為橫

跨歐亞大國，豈能屬於「亞西」管轄？

非洲，那個時候，非洲非但沒有開發，

甚至寸步難行。航空班機，更是天方夜

譚，就算你幸運地坐上一架飛機，能否

平安抵達目的地，亦是個未知數。

沈昌煥不避艱難危險，親自完成出

訪任務，感到非洲的重要性，值得做重

點開發。回國後，就交待外交部非洲司

策劃辦理。也許，這就是我們外交部培

養出世界獨一無二的「非洲先生」的引

線吧。

我國中央政府各部會組織中，撤

退來台，以外交部的組織與人事，最為

嚴密，這可能受到北洋政府外務系統所

影響。北洋政府的外務體系，最具有代

表性人物就是顧維鈞大使。他以中國外

交官身分，活躍中國及歐美外交圈數十

年，以穩重與細膩見長，是現代人物

中，少有的曾參與世界二大國際組織國

際聯盟與聯合國，並且有實際貢獻者。

就從最近發表的《顧維鈞回憶錄》中，

就可以體會受到時間考驗的歷史人物的

精實，尤其注意自己經歷過的文字保

存。

昔日外交部臥虎藏龍

我國外交部，歷經中美斷交與退出

聯合國二大變故，更顯示出軟弱無能。

但從組織功能與人才輩出，更凸顯外交

部的作戰與應變能力。

外交部的組織重心，頂頭級屬於部

次長級，其次則在各司。

外交部的頂層領導階層，尤其在

往昔，個個都是大將，也都具有性格的

人物。部長級，自以葉公超與沈昌煥為

代表，是亂世中撥亂反正的能臣；次長

級，以時昭瀛與胡慶育為典型人物。對

以外文見長，當時外交部重要文稿，非

經時次長定稿不可，出來的手筆，不只

是精準，而且以快速見長。那像今天的

外交部，一張三、五百字的英文稿，記

者會後，要延至第二日甚至第三天，才

能弄出來，這對新聞界來說，不就成為

明日黃花了嗎？

各司的人才，真是臥龍藏虎。外交

部各司的編組，大體上以地域與語言為

準。舉例而言，有北美司、歐洲司、非

洲司、中南美洲、亞西司（已被裁併入

非洲司，實在可惜）亞東太平洋司、中

南美洲司以及國際司等。

司長級的人物，真是人才輩出。若

論資深司長，那非亞西司第一任司長盛

岳莫屬，是他把亞西司坐大了。可惜的

是，他移居美國求學往學術界發展，外

交部便缺少了一位能征善戰的大將。

非洲司是冷門單位，外交部人員最

怕進入非洲司，因為那就等同蹲在邊疆

了。是楊西崑司長把非洲司帶大了，他

也成為世界唯一的「非洲先生」。法語

人才盡在非洲，像丁懋時、芮正皋、鄭

健生、龔政定、張文中等。

丁懋時自非洲返國，蔣經國先生召

見時，就建議他應到非洲司去，並留意

中國大陸的進展。

後來，丁大使不斷的躍進，新聞局

局長、文工會主任身兼黨政二要職，接

任外交部長就不會令人意外了。

北美司是天下第一司，英語人才盡

在北美司。錢復司長以下，地靈人傑，

造就不少大使級的人才。

芮正皋大使，現年九十五歲，為了

參加「沈昌煥行誼座談會」，特從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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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棋局局新
兩岸駿馬 誰主浮沈

▓鄧蔚林

且聽庶民發異聲

大陸網友轉給筆者一些披文，說把

中國寫得一絲不掛，連毛爺爺看了都可

能從棺中危坐而起，緊鎖雙眉，抄錄幾

條，藉博讀者諸君會心莞爾：

「香港的媒體如果不報導真相就會

丟飯碗，我們的媒體如果報導真相就會

丟飯碗，這就叫一國兩制」。

「過個車大橋墮毀，下個雨滿城

泡水，開個會全國戒備，生個病債台高

壘；讀個書全家受累，眨個眼肉價飆

飛；上個訪有去無回；擺個攤城管砸

毀；炒個股終生後悔」。

記者：「大娘，您撿垃圾幸福

嗎？」老人：「啥？」

記者提高聲音：「您幸福嗎？」老

人：「我耳聾，你大聲點！」

記者聲嘶力竭：「您幸福嗎？」老

人繼續：「再大聲點！」

記者無奈離去。老人自語：「早聽

見了，累死你個龜孫，釣魚島和腐敗的

事你不問，拎個破JB玩意滿大街問窮人

幸福嗎？我83了，還撿破爛，你說我會

幸福嗎？」

周立波：「美國護照寫着『不管

你身在何方，美國政府都是你強大的

後盾。』；在中國的護照寫着『請嚴

格遵守當地的法律，並尊重那裡的風

俗習慣。』微評：美國說，出去有人欺

負，招呼一聲，咱修理他！中國說，出

去老實點，聽人家的話，少給老子惹麻

煩！美國總統說過，我們不知道哪輛校

車的孩子將來會是美國的總統，所以校

車的安全性是中國的40倍！中國領導人

知道，不論哪輛校車的孩子都不會是將

來的主席。因為領導的孩子不會坐校

車。」

「幾萬元的校車，裝60多個學生！

幾十萬元的公車，裝一個領導幹部！」

「他們對醫療不重視，因為他們

有高幹病房；他們對教育不重視，因為

他們的孩子留洋；他們對食品安全不重

視，因為他們有特供食品；他們對堵車

不重視，因為他們出行有警車開道；他

們對國家未來不重視，因為他們的妻兒

已移民美國；他們對維穏很重視，因為

他們怕失去這些！」

在台灣，民眾對馬總統的如下口頭

禪不滿：「真的是這樣嗎？我是看了報

紙才知道」；行政院長江宜樺，立法院

三讀通過土地實價登錄的法案，也是看

了報紙才知道，不得不提出覆議，讓人

除了憤怒，更兼不屑。一個立法院最大

黨，反應如此遲鈍，顯示黨政機器與靈

活絕緣，同軌列車已脫節！

當年反共義士范園焱駕機來歸，迫

張祖詒先生來函
貴刊第143期第30頁所刊，102年10

月12日國史館舉辦沈昌煥先生百年誕辰

紀念會上，本人發言紀要，與本人實際

講話內容略有出入。

按當時本人曾說：「經國先生逝

世後，不久，煥公送我一雙名牌皮鞋。

我問他為何送我鞋子？（因為中國人習

俗送鞋有分別意含的忌諱）煥公答稱是

『同步並進』之意，於是我就謹謝收

下。未料當年（77年）10月，煥公辭去

總統府秘書長職務，而接著第二日，我

也辭副秘書長之職，倒是構成了我們

『同進退』的事實。不過，實際上，我

們並無所謂『同進退』的默契。」

貴刊路華平先生大作所記「煥公說

我們兩人要同進退」一語，與本人所言

並無差異，惟恐因本人語焉不清，或係

紀錄有謬所致，惠予補正，免致誤會。

又文中所記「經國先生逝世後的第

一天，煥公請辭秘書長」一節，亦屬誤

記，因煥公請辭秘書長的時間，距經國

先生逝世相隔已有九個月之久，亦請一

併惠予更正。至於路文所寫，我的辭職

是「只是工作環境不再，難如從前了」

記得十分傳神，非常感謝。

編按：經查石之瑜編著《台灣最

後一位保守政治家》，沈昌煥於蔣經

國逝世後一週內，即向李登輝遞出書面

辭呈。九個月後，1988年10月12日，

沈昌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工商業組

團訪問蘇聯作商務考察乙事。他說，若

考察團純是民間人士，可以拓展貿易，

但當中卻有政府官員參加，違背中華民

國「反共抗俄」國策。這個重大決策如

何形成未在中常會討論，遂拿出蔣介石

《蘇俄在中國》一書，提請討論並研究

如何善後。未幾，李登輝批准九個月前

沈昌煥的書面辭呈。（編輯室）

現在不知道這一科劃到哪裡了，總不至

於跑到「非洲」去吧！

亞東太平洋司，顧名思議，有日

本、韓國等大國，基本上還是以日本為

主體，外交部的日語人才，咸集這裡。

國際司是很特別的一司，主管聯合

國、援外事宜。一年一度重返聯合國的

策劃，就出自這一司業務。自從我國經

濟成就為世人刮目相看後，援外工作就

做得特別出色，例如國人所熟知的農耕

隊、醫療隊，做得就非常突出，更難得

的是友誼之手，深入民間。我國與沙烏

地阿拉伯有正式邦交時期，幾乎無所不

援，從印鈔票到戰機馳援，還有情報合

作等等。

這一司，看似冷衙門，卻是外交部在

建交冷落時，為國家做了不少國際外交。

這一司也出了一位出色的司長，那就是

新任主管「軍事外交」的國防部次長夏

立言。（作者為前《中央日報》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