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內容：

1.蘇志誠具體說明了國統會、陸委

會和海基會的職能，並介紹「國家統一

綱領的基本構想」。

2.蘇表示：5月1日宣布終止動員戡

亂時期。

3.南懷瑾提出上中下三個方案：

上策：兩岸共同成立中國政經重整

振興委員會，即全中國人的國統會，討

論憲法、國號、年號等問題。

中策：兩岸合組一個經濟特區，做

新中國的樣板。

下策：純就兩岸經濟、貿易、投資

等問題共商解決辦法。

會談結束後，南懷瑾分別給兩岸

領導人寫了一封信，表達樂觀其成的心

願，但兩岸領導人並未讓南懷瑾如願。

第二次密談

時間：1991年2月17日
地點：南懷瑾香港寓所

人物：蘇志誠、鄭淑敏、尹衍樑、

楊斯德、賈亦斌

主要內容：

1.蘇志誠宣讀一份文件，說明台灣

當前的大陸政策。

2.楊斯德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落實「三停止」，停止軍事對峙，停止

一切敵對行動，停止一切危害兩岸關係

和統一的言論和行動。

第三次密談

時間：1991年3月29日
地點：南懷瑾堅尼地道講堂

人物：蘇志誠、鄭淑敏、楊斯德、

小戴、小王

主要內容：

1 .楊斯德亮出中共談判的底牌是

「一國兩制」，不是單純的簽訂和平協

議，而是和平統一協議，台灣只能是地

方政府。

2 .南懷瑾提「和平共存，協商統

一」八字方針做為緩衝，密會不歡而

散。

第四次密談

時間：1991年6月16日
地點：南懷瑾香港寓所

人物：蘇志誠、鄭淑敏、小戴、小

王

主要內容：

1.小戴通報，楊斯德不再擔任中共

中央對台辦公室工作。

2.6月7日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負責人對台灣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會有正

式回應。

3.小戴一再促請蘇志誠到北京面見

中共領導人。

第五次密談

時間：1991年7月
地點：北京

人物：鄭淑敏、楊尚昆、王兆國

主要內容：

鄭淑敏提出要求，協商合作打擊海

上走私問題，對方表示同意。

第六次密談

時間：1991年11月16日
地點：香港希爾頓酒店

人物：蘇志誠、鄭淑敏、國台辦王

局長、小王

主要內容：

雙方就台灣加入世貿問題進行協

商的程序。蘇表示，台灣在名稱上願做

迢迢密使路之十三

蘇志誠充當李登輝密使大曝光
▓舊庄居士

郁慕明揭發密使案
自1993年8月新黨脫離中國國民黨

另起爐灶後，一直有人說新黨是「中共

同路人」，會出賣台灣，給新黨扣紅帽

子。面對「中共同路人」的指控，新黨

內部開會要予以反擊，但反擊要有證

據，立委郁慕明就負責蒐證。

郁慕明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向各方求

證，從入出境管理局到香港的飯店，堪

稱「上窮碧落下黃泉」，等資料查證到

與自己所瞭解的基本架構大致相符時，

便於1995年4月18日立法院總質詢時，

掀出了密使案，他言之鑿鑿，列舉時、

地、物，當場揭發李登輝總統派出親信

蘇志誠、紅頂商人尹衍樑和文建會主委

鄭淑敏三位密使，多次暗中抵達香港與

中共代表進行談判，更於1994年曾經兩

度進入珠海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

紅密談。證實了李登輝時代的密使案不

是「天方夜譚」，而且其撲朔迷離，詭

譎複雜多變，更勝兩蔣時代。

「密使」資料相繼外洩
首先，2000年7月6日，大陸全國

政協常委賈亦斌接受台灣網路報《明日

報》記者採訪，透露了1992年間，李登

輝總統曾派遣蘇志誠、鄭淑敏、尹衍樑

等人赴香港，和他本人及前中共台辦主

任楊斯德會面。據賈亦斌說，雙方觸及

的議題，主要是台灣當局主動提議，將

前往大陸進行浙江金溫（金華－溫州）

鐵路等多項經濟投資，而希望以此換取

台灣的外交空間。

其次，南懷瑾的弟子魏承思根據

南懷瑾所持有的九份密談錄音帶謄寫整

理，撰成一萬餘言的歷史文獻，以〈李

登輝時代的兩岸九度密談實錄〉為題，

在《商業周刊》第661期（2000年7月24
日至7月30日）獨家刊載，並提供珍貴

照片，讓當事者的蘇志誠與鄭淑敏無法

逃避抵賴。「密使」事件才正式浮上檯

面，引發議論。

魏承思根據南懷瑾的口述，提供

兩岸九次密談經過，不過蘇志誠表示，

他與北京方面密使會晤的次數遠超過南

懷瑾所說的九次，甚至是「九的好幾倍

數」。後來因蘇志誠與南懷瑾失和，以

及許鳴真到台灣面見李登輝時雙方各執

己見，還有北京方面懷疑李登輝玩兩手

策略等因素，始中斷兩岸此一密談管

道。

九次會談舉隅
不管如何，單是九次密談的內容便

很精采，較前勁爆。茲扼要摘錄重點如

下：

第一次密談

時間：1990年12月31日至1991年元旦

地點：南懷瑾香港寓所

人物：蘇志誠、楊斯德、賈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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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參與其中，以後即親自披掛上陣，

為兩岸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

書〉，一式兩份，交密使分別送達兩岸

最高當局。建議書獲得北京中央領導的

肯定，但台灣方面卻沒有回音，南懷瑾

也退出了兩岸密使的會談。惟「九二共

識」依然在四個半月後達成，並於次年

成功舉行了「辜汪會談」。

第九次密談

時間：1992年8月
地點：台北

人物：李登輝、許鳴真

主要內容：

在蘇志誠一手安排下，許鳴真以

探親名義秘密來台訪問。為保密起見，

作業時以「大爺旅遊計畫」為代號。許

與李兩人密談數小時，然而雙方各持己

見，許空手而歸。

據魏承思的說法，蘇志誠從中玩

了花樣。第一，蘇私自扣押了南懷瑾給

李登輝的信；第二，蘇叮囑許，回香港

後，不要把來台見李登輝的事告訴南懷

瑾。許懷著一肚子不快回到香港，見到

南懷瑾，開頭一句話就說：「這些人是

怎麼做事的？」他直指蘇某為人太不誠

懇。從此，過河拆橋，這位幕後藏鏡人

再也沒有機會參與兩岸的密談了。

總結上述九次密談紀錄顯示和黃新

生著《黑手與密使的故事》透露，台灣

參加密談的主要操盤手是蘇志誠，他來

自總統府，可以直達天聽，故綽號「府

中行走」，出席的次數也最多。他別無

專長，沒有著力處，只好在兩岸接觸談

判上力求表現，希望獲得「大老板」的

肯定。綽號「貴妃」的鄭淑敏多少是花

瓶的角色，以掩人耳目，而且只做紀

錄，底稿當著蘇志誠的面撕毀，對密談

的內容從不表示意見，這也是讓「府中

行走」放心的作法。而代號「大表哥」

的尹衍樑，僅希望搞好兩岸關係，方便

投資做生意，對政治毫無野心，對自己

的角色也很清楚，只負責住宿與會議室

的茶水，會議一開始他就退出。即便如

此，蘇對他這位「外省人」仍不放心，

不再邀他參與，使他逐漸淡出密使的任

務。

密談連續劇
蘇志誠本人承認，中共這條線最早

確是透過南懷瑾牽來的，但後來北京方

面主動表示要停止這條線，因為南懷瑾

「太複雜了」。後來，他和北京高層建

立起直接管道，就不再通過南懷瑾了。

蘇志誠認為，兩岸關係（充當密使）沒

有英雄人物，南師很多做法都似乎事先

已有安排，會談時還拍照錄音（甚至主

導話題），想在歷史上留名，學禪的南

老師就是最後這一關看不破。

據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一書中

坦承，「所謂『密使』，與其說是代表

政府，實際上毋寧說是我個人的代理，

因為南懷瑾曾經是我兒子和媳婦的老

師，所以一度想和他共商大陸事宜，於

是派人前往香港試圖透過他瞭解大陸的

情況，但是後來發現他有從大陸和台灣

獲取利益的意圖，便拒絕了他。」輕描

淡寫幾句話，大家聽得霧煞煞，不知其

真相？

《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為

我們揭開了迷團，提供了答案。原來南

懷瑾在某年某月某日抵達台灣，當晚在

讓步，以「台澎金馬關稅區」的名義申

請加入，既沒有兩國，也沒有「一國兩

府」或台灣，已顧及到一個中國原則。

陸方對此表示滿意。雙方將進一步推派

談判人選。

後續發展：

1991年11月，尹衍樑穿針引線，介

紹許鳴真（許老爹）密訪南懷瑾。許鳴

真，1925年7月生，河南鎮平人，他早年

是陳賡大將的秘書，文革時期在東北哈

軍工當校長，許多高幹子弟，如陳雲、

楊尚昆、陳賡的子女沒有飯吃都去東北

找他，得到許的照顧和保護。因此各家

都很感激他。其後曾出任國防科工委副

主任、第十三屆中紀委委員、第八屆全

國政協委員，離休後到港擔任某公司董

事長。他與楊尚昆無話不談，其子許永

躍是陳雲的機要秘書，後出任中共國安

部長。

許鳴真到上海通報汪道涵（內定

海協會會長），再會江澤民（中共總書

記），商談如何恢復兩岸秘密談判。此

後，汪道涵與許鳴真逐漸成為對台密談

的主角。許因為兼任香港某公司董事

長，經常往來北京和香港兩地，故而取

代原來楊斯德的角色，負責與南懷瑾以

及台灣方面的聯絡。

第七次密談

時間：1991年12月2日
地點：南懷瑾香港寓所

人物：蘇志誠、尹衍樑、許鳴真

主要內容：

籌備新一輪密談。

後續發展：

1992年5月初，在徵得鄧小平和陳雲

同意後，中共中央決定與台灣李登輝的

代表舉行秘密談判。

17日，許到中南海見楊尚昆，江澤

民也在座，中央對台辦主任王兆國和楊

斯德應召前來，當場宣布，由汪、許、

楊和王四人組成專案小組，由汪領銜，

以李登輝為對象，通過在香港的南懷瑾

談判。

5月26日，尹衍樑到達北京傳遞李

登輝贊同秘密談判的意見。王兆國代表

中共請尹轉告南老：兩岸秘密商談的安

排近日內即可定案，北京派出的代表將

是汪、許和楊，賈亦斌今後不再參與其

事。王兆國並向南建議，海基、海協兩

會領導人正式會見表示支持，將留待與

蘇志誠見面時詳細討論。這也就是日後

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的濫

觴。

第八次密談

時間：1992年6月16日
地點：香港希爾頓酒店

人物：蘇志誠、鄭淑敏、汪道涵、

楊斯德、許鳴真

主要內容：

敲定首次「辜汪會談」的日子。

1.蘇在會上邀請許鳴真秘密訪問台

灣，親見李登輝總統。

2.南懷瑾向雙方提基本原則三條：

  (1)和平共濟，祥化宿怨；

  (2)同心合作，發展經濟；

  (3)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

由南主稿，以信的方式，分致兩邊

領導人。

後續發展：

南懷瑾本來抱著「買票不入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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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的書房與李登輝見面，雙方談了兩

個多小時；翌日晚間，兩人再次會面，

又談了兩個小時。癥結在於南懷瑾以

「國師」的姿態告訴李登輝，應該好好

利用台灣八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為兩岸

和平「做些事情」。明白言之，八百億

撥個千把萬，他就可以幫李登輝「買天

下」，若不然，把國民黨在香港的黨產

交給他，也可以做出一番局面。這大概

就是上文李登輝所指的「利益之意圖」

了。

根據前述資料，李登輝時代授權

蘇志誠前往香港、珠海、澳門與對岸的

「對口」會面共達廿七次，前九次有南

懷瑾的全程參與，其後十八次，兩岸則

共同排除「第三者」，直接對話。

隨著對岸權力交班，中國的「對

口」也隨之更迭，由最初的中國國家主

席楊尚昆的代表中央台辦主任楊斯德、

汪道涵到江澤民辦公室主任曾慶紅。此

一不定期的固定會晤在1995年因新黨立

委郁慕明在立法院的質詢而曝光，遂劃

下休止符。（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主要參考資料：

1 .郁慕明口述，蕭衡倩、羊曉東

著，《高手過招─郁慕明笑談九十政治明

星》，天下文化，2001。

2.黃越宏著，《態度─鄭淑敏的人生

筆記》，平安文化，2001。

3 . 黃新生，《黑手與密使的故

事》，京大出版社，2002。

4.魏承思，〈李登輝時代的兩岸九

度密談實錄〉，《商業周刊》，第661
期（2000年7月24日至7月30日），頁60-
82。

5.魏承思，〈南懷瑾給李登輝三個

錦囊妙計〉，《商業周刊》，第661期
（2000年7月24日至7月30日），頁84-
87。

6.李登輝、中嶋嶺雄著，駱文森、

楊明珠譯，《亞洲的智略》，遠流，

2000。

7.鄒景雯採訪紀錄，《李登輝執政

告白實錄》，印刻出版，2001。

8.周瑞金、張耀偉編著，《南懷瑾

一代大師未遠行》，風雲時代，2015。

▲蘇志誠。 ▲鄭淑敏。

再造會史 鮮活記憶
五本專書迎2016

今年2016年丙申猴年，距1942年
辛巳蛇年，華僑協會總會成立，已走過

74個年頭。74年、2萬7千多個日子的歲

月，從創會理事長吳鐵城起，到馬超

俊、高信、張希哲、梅培德、伍世文及

至現任陳三井理事長，這七任理事長歷

經了抗日時期、動員戡亂時期、戒嚴時

期、總統直選時期、政黨輪替時期，縱

使國內政治環境丕變，但不變的是我們

華僑協會總會「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

奉行三民主義，支持中華民國，以聯合

海內外同胞，互助合作，協力發展華僑

事業，促進國內建設，並協和各民族各

友邦」的宗旨。

前後七位理事長在總會宗旨最高指

導原則下，推展會務，留下許多會史，

這些寶貴會史，或隨著時間而流逝，或

因當時疏於紀錄而致成斷簡殘篇。有鑒

於此，前輩先賢以獨到眼光，排除萬

難，在1980年創辦《僑協雜誌》，從年

刊、半年刊、季刊到雙月刊，迄2016年1
月止，已出刊156期。

早期，電腦不普及，雜誌排版均

依靠手工，以致未能留下任何的電子資

料檔案。惟自72期起，辦公室電腦化，

復以梅培德、伍世文及陳三井三位理事

長，為靈活會務發展，不僅在海外成立

25個分會，插旗遍佈美洲、歐洲、亞洲

及大洋洲，可謂開枝散葉；而與大陸涉

僑單位交流，更是百花齊放；會員聯誼

活動，上山下海，觀光訪古，足跡走過

台灣本島及澎湖離島；在學術活動上，

從會議室小規模座談，到中山講堂高檔

次學術論壇，均留下學者腦力激盪的智

慧結晶。這些點點滴滴、大大小小、宏觀

微觀的紀錄，都在《僑協雜誌》披露。

然因時間前後長達15年，刊登雜誌期數

厚達64期，期數加時間，相關各文零

散於各期，猶如記憶裂痕，難以完整呈

現，這對本會來說，無疑是件憾事。

陳三井理事長是歷史學者出身，他

從歷史角度出發，認為應該有系統整理

這些專文彙整出書，保留寶貴會史，除

提供會員留存外，也可供未來有興趣的

學者，研究這段期間的會史。這一系列

叢書特以「再造會史  鮮活記憶」為名，

其專書則按性質，區分為《串起五大洲

的彩鑽：僑協成立分會實錄》、《揮舞團

結的大旗：僑協全球聯誼大會實錄》、

《春江水暖我先知：僑協兩岸交流實

錄》、《人間有情多歡樂：僑協活動剪

影》、《學海無涯：我們的研究活動》等

五冊。前兩冊計畫於105年2月出版，後

三冊則於105年4月問世。

曹丕名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這五本專書收錄的會史文章，當

然不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但對本會而

言，絕對是不朽之盛事，相信大家都能

在這五本書中，找到值得回味的美好時

光。（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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