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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海軍軍官學校畢業，海軍是我

的事業，在海軍服務44年。各位都是以

教育事業為職志，將要從事百年樹人神

聖的教育工作，為人師表。因此，我想

先從海軍軍官教育談起。

我國海軍的歷史沿革

「海軍」，是民國以後的軍種，

之前，歷代都稱為水師。1405年（明永

樂五年），明成祖派三保太監鄭和率領

龎大船隊下西洋，到1433年（明宣德八

年）止，前後28年中，出航總共7次。

鄭和的艦隊，最具規模的一次，是由

「寶船」三百餘艘、官員水手28,000多
人所組成，航程繞經東南亞遠達非洲東

岸。嗣明朝改採鎖國政策，嚴禁人民出

海，未再發展海權。而歐洲海洋國家，

則派艦隊到東方建立殖民地，掠奪土地

和資源。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鴉

片戰爭結束，清廷與英國訂立「南京條

天下沒有衝不破的風浪
伍世文在臺中教育大學演講摘要  

編按：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伍世文應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校長楊思偉之邀，於100年12
月23日，赴該校專題演講及座談，計有僑生及選修軍訓課程學生一百二十餘人出席，

會場席位幾已滿座。本刊特摘錄講稿部份內容，與讀者分享。

約」，開放五口通商。此後，歐美各國

紛紛來華掠奪資源，謀取利益，滿清國

勢日衰。清廷重臣左宗棠、沈葆禎等，

感受到歐美「船堅砲利」的威脅與其影

響力，上奏摺獲得皇帝同意，建立海

軍。1866年（清同治五年、民國前45
年），首先在福州馬尾創辦「船政學

堂」（海軍學校），招收初中畢業學生

施教，培育造船及航海人才。校舍分為

前、後兩部份，習稱前學堂及後學堂，

開我國海軍軍官教育之先河。民國成

立，各地水師學堂更名為海軍學校。由

於學制未能統一，形成門派。對日抗戰

末期，重建海軍。民國35年，在上海成

立海軍軍官學校，採四年制大學教程。

在全國分區考選高中畢業生入學，按照

各省人口比例，分配錄取名額 ，一统海

軍學制，期能成為國家之海上武力。

民國40年，我在桃園縣立中壢中學

畢業，隨即投考進入海軍軍官學校。今

年，恰逢入伍、入學60週年。

海軍官校的養成教育

入伍訓諫是「從民轉兵」的重要歷

程，由海軍陸戰隊遴派優秀幹部施訓。

訓練營區設在高雄縣澄清湖畔。時間適

逢夏季，在艷陽烈日下操練，設施簡

陋，生活條件很差。湖水就供作洗漱、

淨身沐浴，甚至飲用。用水未經處理，

自然談不上衛生。沒有餐廳，一日三餐

就在籃球場上席地享用，清風吹過，偶

爾會帶來些塵土。操練的動作要求很嚴

格，一旦與標準不合，教育班長會在該

注意之處使上一記拳頭。經過四個月艱

苦磨練，同學全都通過考驗，進入海軍

官校。那段艱辛的過程、嚴格的訓練，

給大家留下的是強健的體能、標準的儀

態。六十年來，一直受用不盡。

海軍官校和普通大學相同，差別

在不放暑假。學程4年，分為8個學期，

參照美國海軍官校的教學概念與教程、

採用它的教材，除大學理工科系的主修

課程，也列入海軍的專業課程，諸如航

海、船藝、輪機、槍砲以及艦艇實務技

術等學科。以「航輪兼習」為教育目

標，每學年運用8個星期的暑期，分別實

施游泳、駛帆訓練，或派到艦艇、造船

廠實習。第四學年的暑期，實施遠航訓

練，艦隊派遣軍艦編成「敦睦支隊」執

行航行訓練，視航程距離，為期約8至10
星期，讓畢業班學生體驗、領悟航海生

活、熟習航行期間相關事務。敦睦支隊

靠泊國外港口期間，接待僑胞登艦、並

與友邦海軍交誼，兼負宣慰僑胞和宣揚

國威之任務。

海軍官校重視學生的品格培育與生

活教育，強調「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甚至對「食、衣、住、行」

等日常生活細節，均作嚴格要求，目的

是以4年的時間，培育養成一位文武兼備

的海軍軍官，俾能滿足捍衛海疆和敦睦

邦誼之需要。

公職歷練

44年12月21日畢業典禮，先總統蔣

公親臨主持，佩授海軍少尉軍階。教育

部並授予理學士學位。45年1月派艦服

務，曾經歷練過艦隊的指揮職，包括各

級艦長，艦隊長，總司令；也曾在高級

司令部任幕僚職，從上尉參謀、組長、

署長至副參謀總長，還於民79年接任海

軍官校校長，與青年學生在一起生活兩

年。民國88年退役，在海軍共歷48年，

繼而轉任國防部文職副部長，民國89年
接任國防部部長，出任公職至91年初退

休。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裡，有幸見證了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中，後一甲子在臺

灣發展的歷程。

見證政經發展

政府遷臺後，39年蔣總統復行視

事。面對彼岸「血洗臺灣」的狂言，在

國家資源短缺，國民生活困苦，社會風

雨飄搖、動盪不安的情勢中，首先從整

▲就讀海軍官校。

▲左圖：理事長伍世文演講。右圖：前排右一為校長楊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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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經武著手。藉美國援助，重建堅强的

國防武力，數十年來，維持住臺海的穩

定和安全，奠立了政府施政和發展經濟

的基礎。推行土地改革，循三七五減

租、限田政策，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

的，讓農民擁有自有的農地，也成功地

協助地主，將資金轉入工業。同時，號

召、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擴大發展工業

和觀光事業，提昇工業技術，擴展經濟

建設，使國家整體經濟欣欣向榮，更積

極發展高科技工業，邁向另一個境界。

在政治方面，從地方自治，縣市政府首

長、民意代表選舉，中央民代選舉以至

總統直選，建立民主政治體制。對各位

來說，今天社會所展現的榮景是與生俱

來。然而，事實卻是經歷了一段漫長、

艱辛的奮鬥歷程。

民國六十年代，當臺灣工業開始

起飛之際，國內外發生的幾件大事，一

度造成國內社會震盪。聯合國創始會員

國之一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先總統

蔣公崩逝、越戰結束越南赤化、中美斷

交、臺灣協防條約中止等。眼見共產陣

營勢力增長，有些人因而對臺灣缺乏信

心，設法移民海外。不過，在「莊敬自

强」的號召下，政府與全國軍民攜手合

作，衝破橫逆和重重難關。中華民國依

然屹立在寶島上，而且繼續向前奮進。

七十年代，政府開始推動政治民主

化、開放榮民赴大陸探親。由於國內工

業蓬勃發展，社會經濟繁榮，臺灣成為

亞洲四小龍之首，國人充滿自信，展現

出「臺灣錢淹腳目」豪情。面對柏林圍

牆被推倒、蘇聯共產制度瓦解、柬歐各

國民主化等國際情勢；大陸執政當局，

體認出文化大革命對人性和中華文化嚴

重摧殘，深入思考共產主義之發展方

向，改採經濟開放政策，認同私有財產

制度，宣稱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之社

會主義」，修正集體生產制，藉個體戶

刺激人民生產意願，也吸引海外資金入

陸，使私人工商企業得到發展之生機。

八十年代，兩岸工商業正謀迅速發

展之際，臺灣工業急待升級轉型，許多

傳統產業移至大陸，謀取繼續生存。因

我政府採「戒急用忍」政策，「西進」

之速度乃告減緩，卻也造成了「建造臺

北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高雄港建成

遠東航運中心」等弘遠構想落空，兩岸

經濟實力亦有易位之趨勢。

數十年來，兩岸軍事對峙嚴峻。當

我率艦在海峽執行任務，面對著福建沿

岸的岸置攻船飛彈和飛彈快艇的威脅，

必須提高警覺、加強戒備，卻都備而

未用。民國五十四年以後，臺海情勢在

緊張中維持相對平靜、安穩的局面。然

而，當李總統接受日本記者專訪，表達

他心中一直存在「臺灣人的悲哀」的想

法，又提出「兩岸關係兩國」等論調，

造成兩岸間彼此猜疑。民國八十五年，

甚至一度肇致「飛彈危機」，引起國際

緊張和關注。

人生如風浪起起伏伏 
在海上執行任務或者參加演訓，

有機會隨艦走遍本島的港口，澎湖、

金、馬外島以及東沙和南沙群島，接觸

了海洋，體會過海洋的美麗，也感受到

海洋的狂暴和險惡。艦長是全艦官兵的

重心，承受著部屬的期盼。他的主要

責任，是如何使軍艦安全到達目的地港

口，達成任務。因此，在緊要時刻，即

使官兵內心感到緊張，艦長必須沉著面

對，責任感自然讓艦長培養出面對挑戰

的勇氣。面向遼闊的海洋，不僅培養了

開闊的胸懷；更磨練了在惡劣環境中，

接受挑戰的勇氣。幾十年來，曾經遭到

挫折、遇過失意，也有過失落的時候。

當然，也曾經感受到獲得成就的一絲喜

悅。事實上，每一個團體、機構的領導

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記得有一次，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乘

軍艦到馬祖視察，在強風狂浪中航行，

頗為驚險。返港之後，曾說過：「天下

沒有衝不破的風浪。」這句話，對曾經

在海上生活，親身經歷體驗的人，感受

更是深刻。在臺灣海峽，冬季出現8至10
級強風是常態；在那種惡劣天候、海象

中執行巡弋、護航、運補金、馬外島，

也是經常的任務。猶憶民國67年擔任驅

逐艦艦長，在臺海服勤期間，就經常在

狂風巨浪中執行任務。

如果遇到迎面而來的強烈風浪，

必須斟酌減速，降低裝備受損的機率；

遇到側風，艦體搖擺激烈，為了航行安

全，在不影響基本任務的情況下，不妨

略為調整航向，以資肆應。不可僅為達

成目的，一成不變，堅持既定航向。人

類終歸難以對抗大自然，若果硬與强風

巨浪頂撞，其結果可能使裝備遭致嚴重

損害，反會造成更大問題。如果略為修

改航向，暫時避過風頭，依然可以達成

▲驅逐艦與旗艦實施海上整補，派軍官乘吊椅向總司令呈遞文件。

▲民國71年9月攝於太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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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弓

華僑協會總會年終壓軸盛事，100
年度僑生獎助學金暨華僑華人事務博碩

士論文獎金頒獎典禮，100年12月17日於

鐵城堂隆重舉行，理事長伍世文主持，

計有獲獎僑生、理事、監事等近百人出

席，除由與會理事、監事頒發獲獎僑生

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助學金五千元及

獎狀外，另由貴賓中國國民黨組發會海

外部主任夏大明以「你的努力，大家看

見了」為題，作30分演講及座談，全場

互動熱烈。

伍世文表示，為了廣泛照顧僑生，

不要讓有限資源集中在少數僑生身上，

希望每位僑生都有獲獎機會，在核對僑

委會獎學金名單後，剔除重複並遞補新

名單，今年榮獲獎學金及助學金的僑

生各37位，較原核定少了11位。頒發獎

助學金的主要目的，在激勵僑生努力向

學，砥礪品德，學成返回僑居地後，發

揮所學，發展自己的事業，成為明日僑

領。在介紹夏大明時，以他是陸軍儀隊

出身的歷練，才能展現今日英挺的外

貌，說明了惟有吃過苦頭，才能展現今

日甜美的果實。

果不其然，夏大明走上講台，望之

確實挺拔，有幾分馬英九的味道，難怪

除了是海外部主任身分外，也是馬英九

主席辦公室主任，能勝任這項職務者確

實是非池中物，沒有三兩三的本事，怎

能獲得馬英九的青睞而成為辦公室主任

你的努力 大家看到了
100年僑生獎助學金暨博碩士論文獎金頒獎典禮隨筆 

呢？仔細聆聽夏大明的演講，果真是有

幾分來歷。大學考了兩年沒考上，先去

當兵，獲選為陸軍儀隊，二、三十年前

當兵時，講的可不是現在所謂的「愛的

教育」，而是「體罰教育」，動作不確

實，訓練班長一個槍托打下去，身上便

是一個黑瘀青，一站就是二個小時不能

動，體力及毅力都是練訓出來的，才能

展現今日體魄。退伍後，和六個死黨到

南陽街上補習班，隔年考上台中東海大

學中文系，後來為了現在的老婆，而轉

學到台北東吳大學政治系。由中文系轉

到政治系，純粹是興趣使然，才會專心

投入，永保熱情。因此，投入黨務工作

二十年，持續不墜。黨務工作其實就是

社會服務工作，政黨獲得人民的信任才

能執政，在接任海外部主任一職之前，

是青年部主任，陪馬英九打贏2008年選

戰。2012年總統大選將在2012年1月14日
投票，他以他和馬英九共事十餘年的經

驗說，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值

得我們信任與託付。

要獲得獎學金其實也不是件容易的

事，夏大明說，他到大學四年級下學期

才拿到惟一的一次獎學金，所以他勉勵

獲獎僑生朋友是「你的努力，大家看到

了」，但是沒有獲獎的僑生是不是沒有

努力呢？絕對不是，因為在大家都很努

力情形下，能夠脫穎而出，實在應該珍

惜，更要有感恩之心，也許明年來領獎

任務，適足印證「天下沒有衝不破的風

浪」這句話的意涵。

以誠特人

在國防部任事三年，接觸到中央

民意代表和媒體朋友，我都以誠懇態度

面對，說明國防事務的實際情况。遇立

委、監委有關切的案件，我都是依照規

定處理，凡是不合規定，沒法辦到，必

定說明原因，絕不虛應事故，搪塞了

事。很幸運，除了極少數幾位外，大多

能得到諒解，對我相當尊重。

至於媒體記者，由於以「誠」與

之交往，讓媒體朋友了解事實，可以據

實報導，不致因為任意臆測，而扭曲真

相，因而也贏得了許多友誼。我總認

為，無論為人、處事，「誠」是很重要

的動力，以誠待人、以誠處事，非常重

要。欺騙、矇蔽，只能應付一時，真相

終究會被揭露，正是「不誠無物」這句

話的道理。

在現實人生中，在不同的職場裡，

每個人難免會遇到挫折。不過，挫折往

往是暫時的，總會渡過。各位在求學期

間，或許也會遇到不同的困惑、課業或

者情感的問題，畢業之後進入社會，更

會碰到工作的困難，或遇到瓶頸，一時

無法脫困。記住，困難不會永遠留在你

的身邊，你必須面對問題，盡力克服困

難，千萬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所擊倒。一

旦衝破難關，必定可以進入一個新境

界。

退休之後，我在94年7月接任華僑恊

會總會理事長。以往，從來沒有機會參

加民間團體，對民間團體的生態、習性

毫無所知。接任後才領悟到，必須運用

與指揮軍隊不同的思維，去處理會務。 
六年多來，有機會與海外僑社和僑胞接

觸，不僅結交許多新朋友，也能夠在海

外與僑社接觸，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期

盼，為僑胞服務。

華僑恊會總會具有相當悠久之歷

史，是民國卅一年在重慶創立，原名南

洋華僑協會。創會目的是為協助及服務

從南洋各地，歸國加入抗戰行列的僑

胞，明年將屆創會70週年。抗戰勝利還

都南京，會員大會通過更名為「華僑協

會總會」。嗣播遷臺北，繼續開展聯繫

僑胞、為僑服務等工作。（編輯室）

▲陪同國民大會代表巡視東沙島（攝於民國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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