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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蔣經國1985年視察金門時，特別提

到胡耀邦對記者發表談話，毫不隱瞞要

對台動武，號召軍民提高警惕，加強戰

備。連外國通訊社也將它解讀為中共

準備對台動武。美國國務院以最快速

度，於《百姓》上市的6月1日先將〈訪

問記〉中有關台灣部分及時譯出，接

著又於6月3日由聯邦廣播資訊服務處

（FBIS）全文譯出，並刊載於國務院發

行的《每日報導》（Daily Report）。

美國國務院並通過外交途徑為此而向北

京當局表示關切。他們質疑：鄧小平在

1984年10月1日中共建國35周年北京閱

兵時，還信誓旦旦說要和平解決台灣問

題，為何事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動

武呢？

陸鏗事後回憶，胡耀邦在談到台灣

問題時給人的總印象，仍是希望中國和

平統一，而外國記者捕風捉影，因而引

起軒然大波。事實上，北京領導人也曾

私下向翟文伯（第三世界會議基金會主

席）表示，那只是胡個人的意見，且是

在非正式場合說的，請台灣放心，和平

統一政策不會改變。（作者為史學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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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隨過葉公超大使
▓陸景武

電話徵召
一個仲夏的清晨，電話的聲響將我

吵醒。我拿起床邊的話筒，還未說出第

一句話，對方清晰的粵語已傳了過來：

「我是葉公超，你是陸先生嗎？」我連

忙回答：「我是陸景武」。葉大使直截

了當的說下去：「我請你現在馬上來見

我，我在台北市統一大飯店用早餐，請

你來同用早餐，見面談一談。」

我急忙起床梳洗，將鬍子頭髮弄得

清清爽爽，然後穿襯衫、打領帶、套上

西服，將黑皮鞋擦亮，照照鏡子，夠清

潔整齊了。出門招來一輛計程車，在車

程中我一直在猜想，葉大使為什麼要見

我呢？我只跟在父親身邊見過他，在父

親喪禮中，他來行禮，和我握手致唁，

我鞠躬答謝，他不算認識我，是誰替我

引見的呢？猛然記起好幾天前有一位世

伯曾不著意的問我：「景武，你的中英

文還好嗎？今年幾歲了？」莫不是他把

我推薦給葉大使？總之，我敢判斷，此

去不會是平常的事，一定是與我有關的

要事。

到了葉大使跟前，我首先向他鞠躬

道早安，他也很紳士的起身和我握手，

請我坐下。我注意到他隨著站起來的姿

勢把我從頭到腳都打量過，才開口說：

「我今早打電話給你，是想請你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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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每月薪水很低，只有三千五百元

（其實已不低，我專任教師的待遇還未

達此數），你願意做嗎？」我一聽真是

受寵若驚，名聲如雷貫耳、我崇拜的葉

公超大使竟然要請我當秘書？心中幾乎

是難以置信，連聲說：「不敢當，不敢

當。」葉大使揮揮手說：「你什麼都不

必多說了，我已瞭解你的情況，也看過

你中文和英文的文章，特別是你那本

《觀光英文》，做為大專學生的教材相

當不錯，這樣我才決定請你來做我秘書

的。你究竟願不願意呢？」我當然高興

的忙說極願意。

就是這一段簡短的會面對談，決定

我開始在他身邊效勞，直到他被蔣經國

▲作者回憶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本會104年僑生徵文
本會於去年舉辦「一個青年

僑生的夢」徵文比賽，有來自各

大學近百位僑生投稿，總計錄取

第一至四名及佳作十名，發出獎

金近十萬元，得獎僑生咸認僑生

徵文比賽應持續舉辦，鼓勵僑生

寫作，提升漢字運用能力，有助

於日後職場的競爭力。

本年僑生徵文題目概定為

1.我看台灣。2.我的台灣夢。3.在
台灣看台灣。請有興趣的僑生擇

一題目發揮，獎金如下：第一名

二萬元、第二名一萬元、第三名

八千元、第四名六千元。佳作十

名，每名各五千元。

即日起收件，九月底截稿。

一律以word檔交稿，標楷體14
號字、行距採最小行高，三千至

四千字，寄至cky@ocah.org.tw。

並請檢附護照、學生證影本，以

茲證明僑生身分。（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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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向我剖析。我覺得他像一位諄諄善誘

的良師，讓我心悅誠服的接受了很多訓

誨。

大隱於市
當初葉先生奉命返台，不能回任，

更被免職，內心傷痛猶如刀割。台灣大

學校長錢思亮和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

都是很佩服大使的好朋友，看他生活鬱

悶，再三邀請他來校開設特別講座，大

使難卻人情，便真的去開講了。

葉公超大使的講座當然轟動，可說

是所到之處，座無虛席，連窗外走廊都

擠滿學生以及慕名而來的社會人士。

這樣一來，又遭疑忌，張群秘書長

親來拜訪勸說：「總統是讓你多休息休

息的，不必再辛勞吧！」言外之意是害

怕他聲望太高，會影響青年學生太大。

當時張秘書長不時會對葉大使說：「你

應該先去向總統好好認個錯，讓他氣順

了，便不會再見怪，其實他不是一直信

賴你愛護你嗎？」葉大使堅持不去，因

為他覺得自己無錯可認，在外蒙申請加

入聯合國一案不能動用否決權，以及保

住聯合國席位的建議各方面，事後證

明，他眼光獨到、有遠見，他是對的，

而不是錯的。有識者都折服他為外交奇

才，只有層峰不諒解而已。

張秘書長的居間調停一直鍥而不捨

的進行到我當大使的秘書。有一次張秘

書長透過電話說要來見面，大使命我回

說：「葉大使不在，請勿枉駕。」大使

如此硬骨頭，寧折不屈，怪不得陳香梅

女士在回憶錄中記下張秘書長對她說過

的一段話：「這是辦不來了，蔣夫人向

總統勸說都無效，還有誰能說話呢？你

懂不懂？」陳香梅女士是葉大使的世好

知交，她為大使悼亡的長詩中以這樣的

句子肯定大使真的沒有錯：「你為國、

為公，曾像萬馬奔馳全心奉獻。作為一

個公僕，你無須道歉，祇有自傲。」

葉大使雖然風骨嶙峋，不肯低頭，

但頗能顧全大局，不願給台灣得之不易

的安定社會添亂，因此停止大學的講

座，不做公開演講或評論，默默寄情於

詩文，繪蘭竹以解憂，和知交們論畫談

詞，過著「大隱於市」的名士生活。

蔣經國的葉資政
蔣經國逐漸掌權，葉大使處境的

屈辱也漸次消退。世界華人漢語論壇在

▲葉公超書贈作者的墨寶。

先生聘為總統府資政，遷到天母居住為

止。

十條戒律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上午我準

時到台北市松江路108巷18號葉府謁見

葉大使。這不是有鏤花鐵門有大花園的

氣派府邸，而是一棟必須繞到後門出入

的兩層樓房。後來我才知道，1961年11
月葉大使在美國被急電召返台灣，甫抵

台即由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告知「不必回

任」，不久更被正式免去駐美大使職

務，只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葉大使原先在台灣擔任外交部長，

住的是政府分配的官舍，這房子已在他

出使美國前交還，他自己從未在台購置

私產，陡然間必須留居台北市，竟無屋

可住。他的一位早期的學生加寬自家車

庫，其上再蓋一層，隔成廳房廚廁，另

開獨自的門戶以供進出，請葉大使「暫

住」。政府付給屋主十萬元新台幣為押

租金，象徵公家配給住屋之意。

這樣簡陋的臨時寓所，葉大使毫不

嫌棄的住下來，還似乎甘之如飴呢！

在我到達時，葉大使正在書房裡看

著美國《華盛頓郵報》。他放下報紙，

指著對面的辦公桌椅，請我坐下，不再

說任何閒話，開始清楚明白的給我十點

指示：

1.對外稱他為葉大使或葉先生，不

要稱他為部長或葉部長。英文稱他為   
Dr. Yeh 或 Ambassador Yeh 或 Mr. Yeh。

2 .接聽或回應電話，不能涉及數

據。

3.他所有的公務或私人活動，不能

洩露或隨便對人談及，要保密。

4.求見的人必須先讓他知道，才能

決定是否約見。

5.不能將辦公室的電話作私人電話

使用。

6.我不能接受任何企業界或銀行界

等公私機構聘請為顧問或其他名銜，領

取他們的車馬費、津貼費或補助費。

7.在客人面前，一律說國語；與外

國人交談，全用英語；如果客人是廣東

鄉親，可使用粵語或國語。

8.不能以代表他的身分接受招待或

酬宴。

9.不能以他的名義借款或收受貴重

禮物。

10.不能隨便代表他向媒體發言及評

論。

葉大使嚴肅認真的說完之後，離開

辦公桌，移步到一組英式沙發坐下，招

手要我也過去坐。他一改先前的態度，

面露笑容，慈祥親切的就剛才的指示逐

▲葉公超(190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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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情性，他是絕不會故意掩飾的。大

使的確向我提過在美國可能被錄音的往

事，但他指的是台灣派到美國的某些監

控特務，並非指沈昌煥部長本人。

葉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真除

外交部長時，沈昌煥只是中央政府的新

聞發言人。自1953年起，沈調任外交部

政務次長，此後整整五年間，葉部長鬥

志昂揚的大步前衝，沈次長敬謹謙抑的

為葉部長排除障礙，兩人以互補式的合

作，在那非常時期，為處境萬分艱難的

台灣當局開拓一條還可以繼續前進的道

路。若非兩人默契十足，何來當年的赫

赫事功？沈夫人原籍廣東，葉、沈通家

交往，更有鄉誼之親，因此交惡之說令

人難以置信。

當年葉大使被急電召返台灣之前，

沈部長奉命赴美和葉大使溝通外交方面

的重要問題，兩人的確有過激烈爭論，

應該是別有用心的特務將大使當時的言

▲1964年，時行政院長嚴家淦(右二)宴請日本國務大臣大平正芳(左三)，外交部長沈昌煥(右
一)、政務委員葉公超(左二)作陪。

語截頭去尾，留下錄音中「總統哪裡懂

得現在的外交」之類不遜的部分呈報台

灣，沈部長自己是不可能如此斷章取義

的。

我充當葉大使秘書後，接到一份

《禮運大同篇》的英譯稿件，由沈劍虹

執筆翻譯，沈昌煥親自批示，送請葉大

使費神斧正後方可定案，將送往聯合國

大廈懸掛。葉大使很認真的接受這項任

務，足足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字斟句酌，

改好成篇，由我打字完稿，所以這篇權

威性的英譯《禮運大同篇》，我是第一

個讀者。沈先生始終欽佩葉先生，認為

他的文筆才華已無人能及。

與美國兩任總統的深厚交誼
大家都知道葉大使和美國的艾森豪

總統及尼克森總統有深厚交情，我待在

大使身邊，閒談中他透露一些世人未詳

知的往事。

大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重慶的

美國舊金山召開，蔣經國堅請葉大使前

往主持，這是他被急電召返之後第一次

赴美。他遵照指示，會議結束即逕返台

灣，並未轉往舊金山之外的其他城市活

動，也未逾期不歸，招人疑慮，可見他

奉公守法、光明磊落的一面。

有一天，葉大使已進臥房午休，

電話鈴突然大響，我有點詫異，大使的

朋友，連老總統本人，都知道他的午休

習慣，不會這個時候打電話來的，究竟

是誰呢？拿起話筒一聽，竟是七海官邸

（蔣經國的官邸）打來的，我不敢怠

慢，冒著挨罵的可能去敲大使的房門。

大使聽說是七海官邸的緊急電話，便起

床親自接聽，掛上電話後告訴我：「蔣

經國要到訪，這些時僑務委員會的委員

長要換人，我猜他此來是要我再度出

馬，因為我在外交部長任內曾兼過僑委

會的委員長，我幹得有聲有色，僑胞非

常支持向心。」

葉、蔣要會面，我做好清場的工

作，自己也避進臥室。事後葉大使才將

會面的經過告訴我。蔣經國來到，首先

瀏覽書房的名家字畫，還看到大使和艾

森豪、邱吉爾的兩幅合攝簽名的照片，

蔣忍不住發問：「你沒有總統的照片

嗎？」大使應聲回答：「當然有，還多

得很呢！因為特別珍貴，我全鎖進美國

的保險箱了。你看，我連先父的照片也

是不掛的。」幾句話就化解了他不掛總

統照片的不恭，也趁機發洩了不准他赴

美的憤慨。

葉大使住在松江路，屋邊街角常有

站立或踱來踱去的保安人員，因為經常

出現，葉大使已認識他們。這些人名為

保護，實則監視，大使很幽默的對蔣經

國說：「我現在健康還好，也很安全，

一點問題都沒有，再不需要那麼多人來

照顧了，你讓他們去照顧別人吧！」幾

句戲言十分奏效，第二天保安人員便撤

走了。

至於大使推辭再任僑委會委員長

的說詞是：「如果現在政府要送出金錢

或其他好處給海外華僑，我願意去當這

個委員長；如果還是像過去那樣，要我

厚著臉皮伸手向僑界要錢，我就不願再

幹了。」蔣經國雖然在言詞上一再受大

使戲謔，但似乎不以為忤，仍很鄭重的

說：「既然你無意再任，就請你推薦一

位合適的人選吧！」大使想了一陣才莊

容回答：「我認為陳清文很適任。」後

來陳清文果然被任命為僑委會委員長。

蔣經國自己一接任總統，立即敦聘

葉大使為有薪資的總統府資政，足見他

對葉大使的欽佩和禮遇。大使被特聘出

任該職，是創未做過五院院長而任受薪

總統府資政的先例，而且特撥辦公室，

上班審批外交部及總統批示的各部會間

因爭執召開裁決會議的結論，是獲得裁

決方面倚重授權的總統府資政，在老總

統時代有張群，在經國先生任總統時期

有葉公超，據我所知僅兩人而已。

葉大使與沈昌煥
傳言中有葉大使與外交部部長沈

昌煥交惡至深之說，依我在大使身邊的

聽聞與接觸所及，似乎並非事實。大使

心直口快，與我私下相處，更是暢所欲

言，想到誰該罵，就會痛快的大罵一

頓。但他提到沈昌煥時，始終心平氣

和，從未動怒高聲，按照大使心口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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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俄國問題專家。我最初在美國習

醫，後來到英國改修文學，正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我父子倆都偏好文史，遺傳

使然吧！看來我的基因強過他母親的基

因。」葉大使曾對我說：「他在聯合國

大廈與兒子相會，兩人相偕到大廈的餐

廳用餐，居然是各付各的帳，父子之間

已經全盤西化了。」

林柏壽等一群老友要在天母為葉

大使蓋別墅，其實是探知葉夫人已在加

州大學退休，希望她能回到台灣來，和

大使共度白首偕老的歲月。怎料別墅落

成，葉夫人只來台與大使小聚一次，不

久即返回美國，大使依然形單影隻，廳

房空蕩蕩的。後來覺得天母太遠，開車

耗時，大使遷回台北市區的水晶大廈。

1981年春節期間，葉夫人二度來台探望

日漸體衰的大使，但還是只做短暫停留

後離去。不久，大使患病，從最後的住

院到過世，夫人和子女都沒有到身邊給

予他絲毫溫暖。

所謂紅粉知己
有人說葉大使向來很多紅粉知己，

我來到他身邊工作後，偶爾只有一位包

小姐來訪，而且多半帶著她的一子一

女。包小姐要來，大使會叫我去郭蘇如

的酒樓切叉燒之類的冷盤回來加菜。我

也曾多次奉命送食物用品去包小姐家，

她是有丈夫的，大使還介紹她的丈夫去

林挺生的大同公司工作。

我陪同大使到桃園機場接過陳香

梅女士，陳女士下了飛機，我們直接送

她到她姊姊在台北市武昌新村的家，翌

日就有記者寫了一段花邊新聞（現稱八

卦新聞），說大使親到機場迎接紅粉知

己。大使與陳香梅女士的父親陳應榮公

誼私交皆篤，一直是陳女士敬愛的長

輩，她喊他為Uncle Yeh，陳女士嫁給美

國飛虎將軍陳納德後，與大使仍時有來

往，何來紅粉知己之說？

即使有某些女性真的曾經和大使有

過親密關係，到了大使晚年，絕對已全

成過去式，絕不會影響葉夫人的女主人

地位。葉夫人始終和葉大使維持夫妻名

分，卻分居三十幾年直到老死，的確令

人費解。

我為大使服務期間，自問十分細

緻貼心。那時台灣南來北往的火車還沒

有空調，需要打開車窗，火車頭的煤煙

煤灰會順風飄入車廂，逆風而坐必然受

嗆，我購火車票前會先弄清楚當天的風

向，再替大使選擇座位。最後擔任大使

秘書的是一位小姐，她顯然缺乏如我一

般的耐性和細心，大使在醫院裡自行撐

起來取藥服用，不慎跌到，病情轉劇而

過世。在跌倒的時刻，他身邊居然沒有

一個伺候的人。

葉大使年逾古稀依舊孑然一身，他

從未對人訴說過家庭方面的遺憾，但與

他深交的人都能體會到他內心的痛苦，

這折磨更甚於晚年在政壇上所受的打

擊。正如陳香梅女士所說：「葉先生以

悲劇結束了輝煌的一生。」

十幾年前，我準備返大陸長居了，

特意約同為葉大使服務最久的陳中岳先

生，到金山墓園前獻花致敬，只見墓側

一叢翠竹隨風搖曳，恍如葉公生時瀟灑

的身影。

葉公超大使沒有消逝，只是走進歷

史，永遠供後人仰慕崇拜。（作者為本

會會員）

中央政府宣傳部派赴英國工作，偶然機

會得識盟軍統帥艾森豪，進而成為莫逆

之交。在諾曼地登陸前夕，艾森豪正在

倫敦度假，私下約大使到倫敦近郊一間

小歌劇院觀劇，間場中突然燈火通明，

擴音器傳來廣播聲：「艾森豪統帥蒞臨

本院觀劇，請觀眾起立致敬，鼓掌歡

迎。」全院喧騰中，有記者適時出現，

鎂光燈閃個不停，艾帥和大使並坐的鏡

頭成了新聞照。當時大使不免納悶，為

何艾帥要帶他到這樣的小歌劇院看戲？

又為何有記者會追蹤到劇院呢？他再一

想便自己找到了答案：美軍馬上要登陸

了。艾帥的倫敦度假、歌劇院中的公開

亮相，全是障眼法，讓敵人疏於防備。

第二天，大使遇見艾帥座車的女司

機，問艾帥在哪裡，答稱已離倫敦，更

證明自己所猜正確，立即將訊息密告重

慶。果然不久，在清晨的退潮時段（又

是敵人意料之外的時間），諾曼地登陸

成功。大使很得意自已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曾在英國扮演過這麼有意義又有

趣的一名角色，而且完全猜中艾帥的戰

略。

大使年輕時出國，開車外出，到

加油站加油，一位和他年齡相仿的美國

青年給他提供周到的服務。兩人攀談起

來，十分投契，互換聯絡方式，就此結

為朋友。這美國青年是誰？正是日後的

尼克森總統。

1952年，尼克森當上艾森豪總統的

副總統，兩位都是當時外交部部長葉公

超的好友，難怪台灣與美國的關係要靠

葉部長從中斡旋。後來在關鍵時刻外放

他充當駐美大使，也是借重他和美國很

多高層人士的友好關係。葉大使可直接

與艾森豪總統通話，並非一般需經安排

好才得晉見總統的大使。

我到葉大使身邊，剛好遇上尼克

森在選戰中屢敗屢戰，終於獲勝如願登

上美國總統寶座的時刻，大使在第一時

間得知尼克森勝選的好消息，樂得對我

大叫：「快！快！立刻擬賀電發出！」

但看我準備打字擬稿，他又一改興高采

烈之態，黯然制止發電：「別擬了，這

樣做肯定又會犯天條。」大使是性情中

人，與朋友肝膽相照，但身陷政治羅

網，連表達友情的自由都被剝奪了。

大使的家庭
大家對葉大使的家庭多有不解，就

我從大使口中透露的零碎敘述，湊攏來

的情況大約是：他和葉夫人袁永熹女士

很早就已無夫妻感情，葉大使到美國擔

任大使，同在美國的夫人並不住在華盛

頓，而是在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物理科任教授，是科學專家。遇有必須

大使夫人相伴在大使身旁的慶典宴會，

夫人會乘飛機到華盛頓駐美大使官邸─雙
橡園，宴會結束，她即時離去，不肯稍

作停留。

葉大使授權我先閱讀他的所有信

件，他說：「即使是我太太寄來的信，

你也可以先拆。」最初我不經意拆過一

次，內容真簡單，只詢問他們兒子的確

切生日是何月何日。後來我認得了那薄

薄的郵簡是夫人的來信（一年難得幾

封），就不好意思再先拆了。至於葉大

使的一兒一女，我沒有接到過他們的片

紙隻字，也沒接聽過他們的任何問候父

親的電話。其實，大使很以他的兒子

為榮，他告訴我：「我兒子最初一如

他的母親讀理科，後來改修俄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