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揚棄務實，奢託「人權」、「尊

嚴」助長歪風，是違背天理而糟蹋台灣

之美，全民蒙羞。

悲愴孰忍漁民淚
我「東聖吉16號」漁船，在沖之鳥

礁公海捕魚，遭日本公務船以「侵犯其

200浬經濟海域」為由，攔查扣押，還

脫光船長衣服盤檢凌辱；蠻橫要求須付

176萬「保證金」，否則人船押往日本，

將面臨更高罰款，這是不是倭寇本性難

移？

沖之鳥礁大小原本不過九平方公

尺，透過人工水泥建造，周圍也不過500
公尺，沒有任何可供人類居住環境設

施，硬說是「島」，主張200浬經濟海

域，是指鹿為馬的行徑；公然強擄琉球

籍漁船勒贖。任何說詞，都不足以支撐

這樣踐踏「武士道精神」的醜行。

二戰之後，蔣公中正以王道襟懷，

以德報怨，國仇家恨，一筆勾銷，未要

分文賠償，後因建設台灣，有求於日方

商貸融資支援，而條件之苛，時任總統

府祕書長的張羣，曾為之感慨萬千。我

們亳不懷疑日本不缺公義正直崇德懷恩

之士，日本震災，我是捐款最多國家，

但台灣有此恩將仇報惡鄰，看看當前媚

日政客，噤若寒蟬，行若軟腳之蠏，民

進黨對此爭議事件，態度始終曖昧，立

院遲至4月29日始聲明譴責，足證人必自

侮而招外侮；遠遠不及漁會代表4月27日
到日本交流協會抗議、受到輕慢對待憤

而擲蛋！較諸「逢中必反」的強勁，天

差地別。

  內定駐日代表尚未發佈的謝長廷，

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說往後雙方關

係不需要有太多對立性交涉。台日之間

關係如此複雜，除非逆來順受，怎會沒

有對立性的交涉？將來失格「賣台」

者誰，大可拭目以觀！（作者為本會會

員）

▲馬英九總統豎立東海和平倡議紀念碑的目的，係為紀念《臺日漁業協議》簽署三週年。該協
議解決了臺日雙方存在40年的漁業爭議，達到「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目標。（取
自總統府網站）

迢迢密使路之十五

李玉階兩度致函鄧小平
▓舊庄居士

李玉階其人其事

宗教界人士關心兩岸和平發展，為

中華民族的未來提出一種懇切的呼籲和

建言，前已敘述星雲大師，茲再介紹天

帝教主李玉階其人給讀者。

李玉階（1901-1994），學名鼎年，

字玉階，後以字行，道號涵靜老人，於

1901年生於江蘇省吳縣（蘇州），就學

於吳淞中國公學，參與民國8年的五四運

動，擔任上海學聯的總務科主任（學名

李斯年），是五四學運在台灣碩果僅有

的五老之一。

其後加入中國國民黨，畢業後官

拜上海煙酒公賣局、財稅局局長、宋子

文（財政部長）秘書等職，任職期間杜

絕了官商勾結歪風，並完成中國財稅法

之草創。民國19年受天德教蕭昌明之點

化，四年後辭官而行道西北。於西北傳

道期間巧遇西安事變，李玉階見情勢危

急，一方面主動安置多位陜西重要官員

於住處，一方面說服馮欽哉將軍按兵不

動以助蔣介石脫困。

民國38年大陸淪陷前，受太白山

雲龍至聖指示東行台灣以行天命。途經

上海短暫居留之際，李玉階於《全民日

報》發表〈時勢預測〉，指出天命仍在

蔣公以安人心。隔年又發表〈百日國際

觀察〉針對韓戰爆發等國際局勢做出分

析。之後，轉以書生報國姿態，開始接

辦《自立晚報》以推動新聞自由，期間

▲1940年的李玉階與晚年的李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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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針砭時事，毅然於1958年退出國民黨

而以無黨無派身分而建言。然歷經十五

年之艱苦經營，最後終因在無國家黨團

背後支持情況下，因財務拮据而移交給

吳三連經營。李玉階歷任《自立晚報》

發行人、董事長，是民營報主持人之

一，其為民營報業爭取生存，為台灣爭

取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所做的努力，有

目共睹。

李玉階的「天聲人語」

李玉階自幼有物外之思。青年時

代，雖曾從事學運，擔任公職，但非志

趣所寄，可謂身囿紅塵，心繫青山。

三十七歲時，入華嶽窮究宇宙萬物大

原，歷時七載，著《新宗教哲學思想體

系》一書，以天人合一、聖凡平等為思

想基礎，本其心物一元二用宇宙觀，約

之以仁，將之以誠，貞之以恆，期達大

同之域。山居修道，研習坐工，領悟定

靜安慮，深長勻細三味，是以其能入化

也。

先生身雖山居，而仍心存社稷，朝

夕祈禱上蒼，降福國家，從無間息。每

以靜觀所得，好做預測，有時亦能談言

微中。茲略舉數事作為證明。

民國27年春，抗戰方酣，日軍佔領

秦晉二省黃河邊風陵渡、碩豐、潼關，

河防危殆，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李玉

階在風陵渡對岸的草山上，曾吟詩兩手

贈胡宗南將軍，其一為〈天定勝人，人

定亦能勝天〉七絕一首，以慰人心。文

謂：

可憐三晉劫黎多，劫去劫來可奈何；

且坐曲頭舵把穩，笑他不敢過黃河。

其二又吟〈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詩一首，以慰諸子，並勉鎮定身心。文

謂：

早蒙天公賜合同，一方淨土留關中；

十方三界齊擁護，豐鎬重開太平風。

直迄抗戰勝利，關中安然無恙！預

言一經宣布，人心大定。

又民國27年8月，日軍進犯國民政府

所在地武漢，其第二軍之第三、第十、

第十六師團由六安、固始、潢川公路直

撲信陽，胡宗南將軍奉命增援信陽、羅

山，阻敵西進，時潼關鐵橋為風陵渡日

軍摧毀，東西軍運阻斷，路局奉命限期

修復路軌。無奈風陵渡遙望潼關，目標

顯著，敵方一見行動，立即砲轟，路局

急迫，無計可施。隴海鐵路軍運指揮官

周嘯潮命軍站司令張英仲與警務段長王

儉持函上山求助。先生應允，當晚即打

坐祈求無形顯化。李玉階封靈太靈殿

主、忠字主宰威靈妙道顯佑真君等上崑

崙山向鴻鈞老祖、性空祖師求援。次日

黎明，果見漫天濃霧，敵砲因失去目

標，潼關鐵橋得以如期搶通，軍車全數

東行增援。

抗戰勝利還都後，李玉階即返上

海，若有預感，始終覺得上海非安定之

所，遂於民國37年秋攜眷來台，並語告

潘公展等人，上海絕非樂土，並預言大

陸難保，台灣才是中國最後的反共基

地。

並宣稱：台員雖小，但為民族命脈

所繫，民國正朔所寄，民心之所望，民

命之所託，天命仍在蔣中正必將復起。

證之這一段史實，果有先知之明。

李玉階致鄧小平的第一封信

李玉階為什麼要寫信給鄧小平？這

可以從兩方面去追述：一是出於宗教家

的關係；二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

早在民國36年國共內鬥時期，李玉

階便聯合王曉籟、蔣維喬、丁福保、天

慧等七十餘名宗教人士，共同發起「宗

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並在《申報》

刊登下文，以呼籲國共攜手和平建國：

吾人無濃厚之政治興趣，亦不擬

在任何時間與環境中為個人利益，從事

政權之爭。惟遠在抗戰時期，吾人已飽

受客觀事實之啟示，深知宗教家利他精

神之有力表現，不能完全超出政治之

外，乃開始籌組同盟，以為團結宗教力

量，促成開明政治之準備。近年國內外

局面，已漸趨於險惡，而殘酷無比之內

戰，更將毀滅人民，毀滅國家，甚至擴

大蔓延，毀滅世界。若不集結各宗教人

士，共同呼籲和平，改變此政治上之危

險傾向，不僅人類繁榮康樂之遠景，成

為海市蜃樓，即各宗教救世之目的，亦

永遠無由達到。因此，吾人組同盟之理

由，實至簡單，一為迅速有效的爭取和

平，一為合力同心的協助建國。

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李玉階亦

有一番書生報國的崇高理想。文中自述

說：

我是一個歷經憂患，自始窮究天人

之學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我熱愛中華

民族文化的真諦，我希望中國富強、和

平、統一。我更祈禱中國人能生活在自

由、民主、繁榮、無虞匱乏、無須恐懼

的自己國家，並有尊嚴屹立於國際社會

中，不為時代潮流所淹滅。我以書生報

國的積極作為，在台灣辦報時期主張：

一、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基本；二、解除

一切對學術思想及言論自由的限制；

三、促使強大在野力量的團結，以發揮

監督制衡的功用，符合民主政治之常

軌；四、啟用非常之人才，以應非常之

變局。

基於這兩種想法，1991年1月15日，

李玉階給鄧小平寫了第一封信，是年91
歲，鄧小平是年87歲。原信甚長，無法

全錄，但有幾個重點，可以說明如下：

1.對台灣現況的剖析：

(1) 台灣前途絕對樂觀，直至第三次

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始終可確保為中國

之自由樂土與世界之桃源。

(2) 台灣將為國際經濟重心：四十年

來，以一個資源貧乏的小島，台灣的經

濟繁榮不但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且為國

際矚目的重心。

(3) 天命仍在蔣公，一定能繼續領

導，確保台灣。（按：係原文）

2.對中共「一國兩制」的評論：

中共希望以「一國兩制」模式構

想對台灣「和平統一」，又一再表示不

排除武力，威逼台灣和談，實非徹底解

決兩岸和平統一之道。台灣有良好的制

度與成就，相信島上二千萬同胞絕對會

反抗中共對台灣的和平兼併或武力侵

犯，尤不願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

兩制」下之特區。如果中共對台真要用

武，全島人士必然寧為玉碎，縱然主張

「台灣獨立」的同胞，也會全力迎戰自

衛鄉土，與海島共存亡。手足相殘結

果，勢必兩敗俱傷，造成整個中華民族

一場大劫數、大災難、大悲劇。

3.對鄧小平的期望：

先生得天獨厚，飽經憂患，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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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時期，得能出生入死，應時代需

要，為各方擁戴，順民之慾，經過十年

積極經濟改革，大陸人民生活已有相當

程度的提升。

先生為中共大家長，心存國家民

族，超然於權勢名位之外，故能為老、

中、青三代所推崇，無形中指導全黨，

實為中外古今歷史上不可多得之人傑，

正可做出一番驚天動地轟轟烈烈之空前

的大事業來，深願天佑先生承受天命，

在九十歲前旋轉乾坤，儘速促進對兩岸

和平統一問題善意回應，採取主動，說

服有發言權的幾位保守老一輩同志，應

為民族前途及十一億以上同胞前途，以

及為中共領導階層子子孫孫打算，必須

拋棄成見，化解過去歷史恩怨情結，迅

速恢復國共雙方歷史感情，放下意識形

態的堅持，以有利於兩岸同胞的實務為

基礎，為人民福祉、民族前途及國家統

一設想。首由雙方結合其他各黨派開誠

會談，再由兩邊政府代表協商統一時間

程序，在合情合理的條件下，參考德國

經驗，重新制訂新憲法，重立新國號，

共建一個民主、政治、均富、和平、繁

榮、合乎天意人願的現代新中國，達成

黃冑一統，開創未來光明新局面，迎接

即將來到的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

根據李玉階長子李子弋教授的口述

▲聳立於廈門而面朝金門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

及相關資料得知，鄧小平在國共鬥爭時

期就已經知道涵靜老人，而且因其曾大

力輔佐宋子文進行財稅改革及籌措，所

以早就將他列入共產黨的暗殺名單中。

據稱，鄧小平獲得此信之後，曾慎重地

將之公布於中共各有關單位幹部閱讀，

問題是，鄧小平此時正主張對台灣採

「一國兩制」，而李玉階的信中彈的雖

是中國中及統一的調子，卻主張「參考

德國經驗，重新制訂新憲法，重立新國

號」等超乎鄧小平能力所及的作法，故

無回應，實乃理所當然之事。

李玉階致鄧小平的第二封信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之間，鄧

小平在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

上海之後，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

鼓吹「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

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

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

是經濟手段。」此與李玉階的想法不謀

而合，乃於同年6月15日，透過大陸自

由鬥士李懷之，經由全國人大委員場喬

石，交給鄧小平第二封信。

此信強調的內容有五點：

1.確信九０年代是中華民族炎黃子

孫積極促成中國真正和平統一的關鍵年

代。

2 .大陸實驗共產主義，台灣實行

三民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實與三民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

3.經過四十多年事實證明，三民主

義應屬適合中國人的溫和的社會主義。

兩岸領導者面對世界潮流，自應化除敵

意，亟謀和平統一。

4.中共一直以「一國兩制」並同時

表示對台決不排除使用武力，以威逼台

灣和談，實非達成兩岸真正和平之道。

一旦中共對台動武，全島人民必然起來

迎戰，保衛鄉土與海島共存亡，其結果

必造成中華民族一場大浩劫、大災難、

大悲劇。此當非鄧小平所樂見。

5.希望鄧小平化解國共兩黨間歷史

仇恨，消滅子孫互相報復心理，為中華

民族前途與中國十一億以上同胞（包括

台灣二千萬同胞）的命運著想，旋乾轉

坤對統一大業做出一件驚天動地大事，

開創中國未來光明前途。

此信與第一信的內容大同小異，尤

其第一信的第二、三兩點和第二信的第

四、五兩點幾乎沒有兩樣，只是內容的

再重複與論述的再強調而已。

綜合此兩信的主旨，李玉階呼籲鄧

小平正視台灣實行三民主義之下的各項

奇蹟，懇切告訴大陸領導人應順民意承

天命，以中華民族存亡為念，誠心對話

溝通，積極推動大陸經濟及宗教改革，

作為兩岸和平共處，繼而走向國際、走

向尊嚴的新中國氣象。（作者為文史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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