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迢迢密使路之十二

北京傳話人南懷瑾傳奇
▓舊庄居士

據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在《兩岸

波濤二十年紀實》一書中證實，在李登

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密使幾乎是

半公開的秘密。過去政府與大陸互動，

除事務性聯繫管道外，也有「非事務

性」的秘密管道。大家都有，只是不方

便講出來而已，前前後後已建立有二十

條管道。至蔡英文、謝長廷同樣不排除

有他們自己的管道。

隱居李登輝背後的高人─南懷瑾
海峽兩岸自兩蔣時代陸陸續續開

始有「密使」往來以來，奔走北京─台

北道上，希望充當兩岸「密使」或自稱

「密使」的大有人在，但際遇各有不

同，全看個人修為與命運造化而已。在

李登輝這個與大陸沒有淵源，純粹是台

灣人總統的執政下，要想擔任兩岸傳話

人何其不容易！首先，此人與李登輝要

能夠說得上話；其次，此人在海峽兩岸

政治圈要有廣泛人脈關係，並瞭解兩岸

的政治和歷史。最後，此人要有一定的

社會地位和威望，否則人微言輕，就很

難說動李登輝。當時，合乎這三個條件

的，非南懷瑾莫屬。

「國師」南懷瑾著作等身
南懷瑾，民國7（1918）年生，浙江

溫州樂清人，自幼接受傳統私塾的嚴格

教育，少年時期就廣泛涉獵經史子集，

以神童名聞鄉里。其學歷為國立藝術院

第二期、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畢

業，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系肄業，

他曾在成都中央軍校任政治教官（校長

為蔣介石）。抗戰後期，他入峨嵋山閉

關，三年潛心學佛，取法名通禪，遍閱

大藏三部。1947年，南懷瑾入康藏地

區，參訪密宗上師，後經白教貢葛上師

及黃教、紅教、花教上師陸續印證為密

宗上師。

許多人稱南懷瑾居士為佛學大師、

禪學大師。其實，以治學而言，南懷瑾

涉及的範圍何止佛學一家。自1955年，

▲南懷瑾1940年於中央軍校。

他出版第一本著作《禪海蠡測》以來，

重要的有《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論語別裁》、《金剛經說什麼》等

五十餘種，可說是著作等身，學問兼及

儒、佛、道三家。在傳承中國文化以

外，並攝入西方文明的精髓。他是一位

具有儒者風範的國學大師，李登輝曾親

口對人稱南懷瑾為「國師」。曾被列

入台灣「十大最有影響的人物」的南懷

瑾，甚受兩岸學界敬重，認為他有以下

重大建樹：

1. 傳統國學的學習和教學；

2. 個人修行境界的提升；

3. 有國家、民族大義理念，與知識

分子應有的道德及使命；

4. 讓三教九流、不同學派、不同政

黨的知識分子，都受他的學問道德的影

響。

南懷瑾曾自謙說，他這一輩子，

沒有一張文憑，沒有一個好的學位，可

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和總結：「一無是

處，一事無成」。有人稱他為「通天教

主」，他卻自稱是「大妓女」，整天

「接客」，迎來送往。但真正能登堂入

室、惺惺相惜的卻無幾人。國民黨元老

李石曾送給南懷瑾四句話：「上下五千

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五大教，出入百

家言」。南老一聽，這個「五大教」不

敢當，受不起，遂改為「經綸三教」。

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
1949年南懷瑾初到台灣，先是經

商，與幾位朋友合辦一家「義利行」公

司，從事琉球到舟山的貨運，開始有賺

錢，但好景不長，總經理因貪多，導致

三艘機帆船被舟山軍隊徵用，損失不

貲，血本無歸。後來眼看大陸批孔揚

秦，拋棄了固有文化，遂決意以弘揚中

國文化為己任。最初他在台灣輪船同業

公會理事長楊管北（1896-1977）主辦，

位於北投的「奇岩精舍」給何應欽、顧

祝同、蔣鼎文、白萬祥、蔣緯國、蔣彥

士、劉泰英等一批文武官員講授中國傳

統經典，也教他們太極拳一類的運動，

以強身養心。

1963年開始在中國文化大學、輔

仁大學、政治大學等校擔任教席，並在

信義路三段的「老古文化中心」開講

「老子他說」，聞風而來的各界人士越

來越多，其中元老班更是冠蓋雲集，將

星閃耀，紅極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

▲南懷瑾晚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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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一級陸軍

上將劉安祺、調查局局長阮成章，海軍

上將崔之道，國民黨陸工會副主任焦金

堂，海軍總司令部政戰部主任蕭政之中

將等，都是南門弟子。在企業界方面，

包括縱橫兩岸的的潤泰集團總裁尹衍

樑、十信負責人蔡辰洲、薇閣中小學董

事長李傳洪等人，他們的企業文化或辦

學理念，都深受南懷瑾影響。五樓講堂

則聚集著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其中有三

位與本文密切相關的人物，第一位是李

登輝總統時代權傾一時的總統府秘書室

主任蘇志誠。

蘇志誠，台南新營人，民國44年
生，建國中學畢業後，先考進文化大學

物理系，因志趣不合，大二時轉入政治

系，67年畢業後，考入文化大學哲學研

究所新聞組。是時，李憲文（父李登

輝，時任台北市長）亦在文化大學就讀

三民主義研究所。據聞，蘇志誠在學時

個性孤傲，與同學少有來往，惟透過林

世煜等人介紹因而認識李憲文，兩人交

往密切，關係匪淺。

69年研究所畢業後，蘇志誠到《台

灣新生報》當記者，主跑內政部新聞，

李憲文也跟進，到《中華日報》跑社會

新聞。71年，李因鼻咽癌臥病台大醫院

期間，蘇寸步不離，晝夜守候，並主理

所有後事。臨終前，李憲文要父親好好

照顧蘇志誠。也就因為這一層關係，蘇

志誠71年出任台灣省政府台北辦公室秘

書，77年出任總統府秘書室主任。

另一位是後來出任中視董事長的

鄭淑敏。鄭淑敏，台北縣人，民國35年
生，成大外文系學士，比利時魯汶大學

傳播學碩士。歷任《時報雜誌》發行人

兼總編輯，《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主

筆，新聞局資料編譯處副處長，華視公

司節目部副理、華視文化公司執行副總

經理、華視公司企劃室經理，文建會主

委，中視公司董事長等職位。

鄭在華視任職時，身受董事長蕭政

之的賞識，隨蕭拜在南懷瑾門下，並因

此而認識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拜為乾

爹。

除上述兩位外，順便一提潤泰集團

總裁尹衍樑。尹衍樑（1950-），山東

人，父親為紡織企業家尹書田（1918-
▲蘇志誠。

1991），時稱「格子布專家」、「牛仔

布大王」。尹幼年血氣方剛，又愛打架

鬧事，與父親相處不睦，14歲到16歲半

時是在感化院度過。1966年被父親送至

彰化進德中學「管訓班」住校讀書，擔

任班長，某次在校外與人發生衝突遭刺

傷，跑進數學老師兼班導王金平（台灣

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現為立法院院

長）的宿舍求救。

王金平表示，尹衍樑本性不壞，只

是年輕氣盛，喜好行俠仗義，發現尹受

傷後為他包紮。顧慮該校是感化教育的

管訓班，擔心尹打架會再度遭到處罰，

因此未向校方舉報，而是諄諄勸告：

「用暴力讓別人怕你，就好比野狗、毒

蛇，別人才會害怕，應該好好唸書，以

後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贏得別人的尊

敬，而不是畏懼。」

王金平的慈愛包容，在尹衍樑的心

中產生極大的影響，改變了一生。後來

考上成功高中夜間部，再進中國文化大

學史學系，以最後一名畢業。26歲進入

社會後突然開竅，對學問及研究開始有

興趣，1982年從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

所畢業，1986年獲得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博士，2004年成為中國土木水利工

程學會「會士」，並兼任台灣大學土木

工程壆系教授，2012年獲頒國立政治大

學傑出校友，2014年獲國立臺灣大學校

長楊泮池院士頒授榮譽博士學位。2011
年成立「唐獎」教育基金會，並於2014
年首度頒獎。

南懷瑾除了講學與著書弘揚中國

文化以外，並由其弟子成立光華教育基

金會，協助大陸南北數十所大學，培育

社會人才，如北大、浙大光華學院等。

此外，他並創辦東西精華協會、美國東

西文化學院、加拿大中國文化書院、香

港國際文教基金會。近年更致力於提倡

幼少兒童智力開發，推動讀經及中、

英、算並重工作。又因黃河斷流，南水

北調，倡立「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

會」。晚年的南懷瑾常住江蘇省吳江

市，並在當地設立太湖大學堂傳道，

2012年9月29日逝世，享壽95歲。

清福與鴻福
出家或學禪之人，一般都能看破紅

塵，參透名利關卡。對官場政壇之輩或

▲尹衍樑小名「大鵬」，大鵬即是鷹。畫中
展翅高飛的海東青是鷹的一種。鷹飛得
高、看得遠，視野夠遼闊，才能看出問
題、看到機會，因此這幅畫為尹衍樑的精
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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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眾生，自認是韜略家的南懷瑾則以

清福與鴻福點化他們。

清福就是樸素、閒適、淡雅、簡單

之福；鴻福就是紅塵裡的人生，奢華、

繁忙、喧鬧、複雜之福，正是官場的寫

照。一般來說，鴻福容易享，但是清福

卻不然，沒有智慧的人享不到清福。人

到了晚年，本來可以享個清福，但多數

人反而覺得痛苦難耐，因為一旦無事可

管，他就活不下去了。有許多從官場退

下來的朋友，到了享清福的時候，反而

死得快，因為他害怕寂寞，什麼事都沒

有，怎麼活啊！

多少人享得起前半生的鴻福，卻享

不了後半生的清福。清閒有寡欲之意，

即放下、不黏連、不執著。學禪者說，

打破、放下、自在。享受清閒，需要一

種境界，一種參透事理的心態。放下，

即知足，淡所欲，知滿足，貴清閒，為

所為。

「國師」精算李登輝登大位
當年的南懷瑾在台灣政壇，從掌政

的總統、問鼎大位的政治人物、權傾一

時的權貴，到企業界大老，競相拜師、

開示、請益，地位崇隆，故被尊為「國

師」。他最神奇，最膾炙人口的一件

事，便是精算李登輝將從台籍人士中脫

穎而出，登上副總統大位。

從上所述，在八十年代蔣經國主政

時期，南懷瑾已經跟國民黨權力核心結

下深厚關係。1983年，蔣經國準備「物

色」副總統人選。據聞，是年年底的一

個深夜，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突然披

著睡衣，穿著拖鞋，拜會「老師」南懷

瑾。馬紀壯問：「老師，你怎麼看邱創

煥、林洋港、李登輝這三個台灣人？」

南懷瑾回答說出一段話：「邱創煥太滑

頭，而林洋港有野心。若以蔣經國的立

場來看，最好的是李登輝。第一，他是

農業專家；第二，他是本省人；第三，

中國人都是傳後代的，而他沒有兒子，

無後顧之憂。」南懷瑾的話，對李登輝

的前程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隨後，台

灣政治圈都盛傳是南懷瑾把李登輝送上

副總統大位的。據南本人的說法，是因

為他揣摩到蔣經國的心思，一語道破他

的困擾，才使他下定最後的決心。

據王作榮透露，蔣經國曾在高雄

西子灣老總統的別墅召集一次極機密會

議。當時出席者有嚴家淦、黃少谷、孫

運璿以及代表黨方面的倪文亞、代表軍

▲鄭淑敏。

方的俞大維等人，會中決定提名李登輝

為副總統候選人。王作榮強調，李登輝

並非蔣經國的最滿意人選，而是一種無

可奈何的選擇。證之以後李的種種表現

以及若干大老的後悔失望，此話似不

虛。

1984年李登輝當上副總統後，某

次，蘇志誠在下課後私下跟南老師說：

「副總統知道你很看得起他，最近經國

先生要他多接觸三軍將領和情治機構首

長，他要我請教你該怎麼辦才好。」南

懷瑾答道：「當副總統就是副總統，只

要多看、多學習、多向秘書長請教。能

夠不去過問的事就不要過問，尤其是軍

事和情治單位是蔣經國最忌諱的地方，

絕對不可以去碰。」李登輝果然照南懷

瑾的指點去做，在任副總統期間，小心

謹慎，韜光養晦，逐步取得蔣經國的信

任。

在滿朝文武都成了南懷瑾的門生

後，這位幕後「高人」因為「十信案」

爆發，蔣彥士、蔡辰洲下台失勢，主持

「劉少康辦公室」的王昇，不知節制權

力運作，南懷瑾見情勢不妙，乃選擇移

居美國。據說，離台前，南懷瑾留下三

個錦囊妙計，告訴蘇志誠，萬一有問

題，軍事可以請教劉安祺上將，情治的

事可以問焦金堂，再有緊急的事，可以

找高雄的一位洪醫師，他可以到美國來

傳話。據蘇志誠事後澄清，所謂三個錦

囊妙計，只是南門弟子經常在外面自我

吹噓的說法。

1987年底，蔣經國已經病危，有一

天，洪醫師突然來到華府拜訪南老師，

轉達李登輝的求救。第一個問題是，萬

一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中共

出兵攻打台灣怎麼辦？南懷瑾聞言哈哈

大笑說：「我雖然不懂政治，但可以斷

定，眼下中共是不會出兵的。」李登輝

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共雖不以武力

攻打台灣，但如果要迫我們談和，應該

怎麼辦？南說：「台灣有大軍五十萬，

從此不再談反攻復國就是了。」隨後，

洪醫師壓低了聲音說出了最後一個問

題：蔣去世後，在人事方面應該如何佈

局？南答：「他上台後宣佈一切照舊，

半年內一概人事不動，這就成了。」

（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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