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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1979 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就職於北美洲各地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台灣人教授及資深
學者，為了關心台灣並能為台灣發聲，於 1980 年八月在 Chicago 正式成立〝北美洲台灣
人教授協會〞。十年後，第十屆會長林靜竹教授出版了教授協會《十年的回顧》乙書。
創會會長廖述宗教授一向認為教授協會出版回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項，此書是台灣歷史
的寶貴資料。他在每年的理事會裡總是在催生回顧之出版。2008 年在紐約州開本會理
事會時，理事會決定委託黃東昇前會長及富有編輯經驗之卓耀宗博士負責編輯第二本之
《十年的回顧》乙書。
本書目的在記錄 1990 到 2000 年間教授協會關心台灣所作之活動。編排之原則，除了報
告第十年到第廿年之活動之外，也同時要讓讀者了解首十年教授協會之活動。因此褚志
斌博士及廖述宗教授撰寫的文章〈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創會首十年紀事〉及林靜竹教
授撰寫的文章〈1990 年 NATPA 年會的回憶〉也收錄在本書裡，以方便讀者對 NATPA
第一個十年的工作有一個概括的瞭解。編者也整理出一表格，列出廿年來每屆會長姓
名、年會主題及當年重要工作要點。此表格有助於讀者一目瞭然，了解教授協會廿年間
的活動。至於第廿一屆以後教授協會的活動，則要等到第三本《回顧》之出版。 另外
為了使不懂漢文的讀者了解本書的內容，本書後面刊登有兩編英文文章。第一篇是英譯
之〈編者的話 Editors’ Notes〉
，第二篇是廖述宗教授的英文文章〈A Record of NATPA’s
First Decade〉。
民進黨於 2000 年三月以選票擊敗中國國民黨五十年的獨裁政治，達成首次和平政權移
轉。以後八年，在民進黨執政下，台灣人民首次嚐到民主的生活。但好景不常，2008
年台灣人民又將政權交給中國國民黨。復辟的中國國民黨將民進黨辛辛苦苦得來的民主
政治成果迅速倒退。最近自由時報 (2009.5.3.) 刊登了 國際人權機構“自由之家”發表
的年度報告。根據該報告，台灣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不進反退，從去年的第三十二，退
居第四十三。同時，三年來台灣的新聞自由“亞洲第一”榮譽，也重為日本所奪。1990
年廖述宗教授曾為《十年的回顧》寫了序文。本來他期待十年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將有
大大改進。很不幸，十八年後的今天，此序文竟然還適用於現今台灣的政治環境。因此
編者特將此序文重新刊登在本書裡。
教授協會自 1980 年成立以來，一直都在關心台灣的民主及福祉。教授協會的《回顧》
乙書，記錄了一小部分台灣的現代史。一些重要的台灣近代史，如美麗島事件、林義雄
先生慘遭滅門血案、陳文成教授謀殺案、六十年前之 228 事件等等已被有心者故意磨
滅、歪曲、或被遺忘。這些案件之元凶至今仍逍遙法外。我們也擔心很多台灣人不關心
台灣政治，以為政治不關他們之事。但是目前眼見民主迅速倒退，台灣被中國侵佔的可
能性令人怵目驚心，這些人是否想過，目前台灣優良的生活環境及民主制度將會在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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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被剝奪？編者希望不知道上述案件之人士，在閱讀本書以後，可上網 Google 去尋
找、認識台灣的現代史，或閱讀其他有關台灣的書籍。
1996 年台灣完成首次民選總統後，李登輝先生當選總統。本協會第十六屆會長
許重義教授站在 NATPA 會長的立場，曾以〈台灣與台灣人的尊嚴〉為題，表達台灣已
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之後，NATPA 應採取的立場:
“台灣產生第一位民選總統之後，即已全面落實民主政治，台灣政治體制由一個專制獨
裁的外來政權蛻變成全面民選的民主政府，海內外全體台灣人均應引以為傲。台灣在國
民黨政權統治五十年後，終於完成政治改革，並不是因為國民黨良心發現，或遵循世界
民主化之趨勢，從善如流，因而還政於民。台灣人民今天能享有自由民主，乃是海內外
有尊嚴的台灣人前仆後繼反抗外來政權非法統治，流血流汗，奮鬥犧牲五十年，才替全
體台灣人爭來的。台灣人在爭取民主過程中，犧牲個人身家自由安全，甚至灑熱血拋頭
顱的事跡，可歌可泣，罄竹難書。台灣人民在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主人翁，享受充分的
參政權之餘，應飲水思源，體念民主與自由之得來不易，更不能忘記台灣人在反抗政治
迫害，因而遭受迫害時，能不屈不撓，堅持理念，以維護台灣與台灣人的尊嚴……”
在此我們要再三提醒大家，自 2000 年來台灣人民享受到的一點民主自由，是台灣人民
長期流血抗爭得來的。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是國家主人，人民必須繼續監督政府，台灣
才能維持一個民主，自由，有尊嚴，有公義的社會。
編者要感謝十位前會長，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來為本《回顧》撰寫文章。也要感激褚
志斌博士及廖教授的文章及林靜竹教授的年會報告，這兩編文章將本《回顧》接軌回到
1980 年教授協會的起始點。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經常遇到技術性的挑戰，李秀治博士
隨時給予指導，得以一一解決。光碟片的封面也由李博士設計，特此向她致謝。本書文
章之手寫原稿都由 Texas A&M 研究生周宏銘打字成 PC 文字檔，他迅速的打字給編輯組
省了很多時間。編者要感謝現任教授協會會長劉斌碩教授及全体理事會會員對本回顧乙
書出版的熱烈支持。我們也要感激多位資深會員隨時幫忙閱稿並供給他們寶貴的意見。
最後我們在此特別要感謝 CY Fund 創辦人顏永財和莊和子夫婦、和川流基金會創辦人李
華林博士的慷慨贊助，分擔了全部的印刷費用。他們多年來對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出
錢出力，我們由衷的感謝。
黃東昇, 卓耀宗
第 2 本《十年的回顧》編輯組
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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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的氣質和傳統
NATPA〝
NATPA〝十年的回顧〞
十年的回顧〞的序
(第一任會長 廖述宗寫於
廖述宗寫於 1990 年 6 月)
十年來，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在島內，積極推行了不少工作。高雄事件、林義
雄家屬謀殺血案及其他政治案件發生之時，本會都及時呼籲國民黨當局，積極推動台灣
民主化，尊重人權，並要求立即釋放政治犯；更參與陳文成教授暗殺案的調查，嚴正指
責執政黨的暴行。為使台灣人民早日走出二二八的陰影，本會曾積極參與島內公義和平
運動，並舉行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協辦紀念林茂生台灣文化講座。此外，本會還有
不少會員專家，深入研究台灣環境管理，核能電廠的設立和肝炎疫苗的試用等問題。島
內重要選舉，本會曾多次組團返台觀察選舉，並分析選罷法的缺失，進而公佈選舉弊端，
以促進台灣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然，本會也相當關心島內的教育和學術自由。檢討島內高等教育和學術科技研究
的缺失，評鑑馮滬祥抄襲的事實，抗議並要求徹查因思想不同解聘教授事件，以及聲援
學生運動，要求終止校園特務活動等，在在為本會所重視的工作。
在培養人才和知識交流上，本會也做了一些努力。不少曾接受本會獎助金和研究補
助的學者人士，目前已在台灣社會、政治、學術上扮演重要角色，並做出貢獻。至於，
對台灣文化的保存和發揚，本會也曾積極協助台灣歌舞的演出，並曾補助台灣詩篇，台
語課本，台灣字典等的出版。其他由本會補助出版的書籍包括，台灣政策、台灣問題等
論文集和有關台灣文化的雜誌。
一九八二年，本會首次邀請黨外四位議員和執政黨員，參加本會年會。之後，即陸
續安排不少島內學術界、文化界、政治界和社會人士，來美參加各台灣人社團的主要聚
會，以便相互交換意見。而且，本會也有不少會員多次回台和官私方及各界人士檢討台
灣有關問題並提出建議。早在本會成立籌備之初，即有回台召開年會之決議。此次，本
會十周年年會，得以在台召開，可謂一大盛舉。
本會過去十年來的工作和活動，都明確地表現出本會的氣質和傳統。雖然，本會是
一個獨立的學術團體，並不具有任何特定的政治意圖，但也決非為一個「中立」的團體。
每在明辨事非，維持人權公義，維護台灣人的尊嚴，推動台灣民主政治和維繫台灣文化
工作上，本會即毫無保留地表明立場。會內，各會員應用各自專才，擔當不同的角色，
自由表現其多元的特性，但是，每一個會員，都是認同台灣的台灣人的教授學者，秉持
其關愛鄉土促進台灣民主的堅強信念，自然結合成堅強的團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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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鼓勵更多會員參與會務的籌劃和實際的工作，每年由理事選出一位新會長，
理事任期兩年。會長，是本會會務實際的執行者，而非榮譽掛名。會長，在祕書、理事
及其他熱誠會員的襄助下，本會才有今日的規模。這裡需要提起的是，蔡嘉寅、吳得民、
賴義雄、林宗光等教授，長期以來對本會所做的無私的奉獻，大家應該感謝。至於資金
的援助上，顏永財、李華林、李雅彥等和一些無出名的人士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台灣的民主運動，似乎已在漫漫長夜中露出一道曙光，但是，黎明的到來，
將有賴海內外的台灣人的共同的努力。台灣人教授協會，將繼續與島內鄉親分擔苦難，
並將貢獻所學，回餽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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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 創會首十年紀事
(褚志斌及
褚志斌及廖述宗 寫於 2004 年)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創立原由，可以追溯到 1975 年。1975 年 10 月的一個晚上，幾個
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台灣人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廖述宗教授家中聚會，會中討論到台灣政局、社會
狀況、中美建交和台灣前途等問題。大家談到應當組成一個結合在北美洲台灣人學者及專業人
員的組織，使大家互相交流意見、群策群力、互相提攜，並共同為謀求台灣成為民主繁榮的新
國家而努力。這個想法一直盤旋在大家的腦海中。
四年後，亦即 1979 年 12 月 10 日，台灣高雄發生了美麗島事件。當時黨外人士在高雄市舉
辦國際人權日紀念遊行，卻被國民黨的便衣特務混入製造暴亂。12 月 13 日警備總部以「涉嫌
叛亂」逮捕高雄「美麗島事件」關係人 14 人，包括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周平德、蘇
秋鎮、呂秀蓮、紀萬生、林義雄、陳忠信、楊青矗、邱奕彬、魏廷朝、張富忠，並通緝施明德，
查封《美麗島》雜誌社台北總社及各地辦事處。12 月 14 日《美麗島》雜誌社發行人黃信介經
立法院萬年立委全體無異議鼓掌通過後，由警備總部予以逮捕。之後，林弘宣、施明德、蔡有
全、高俊明亦先後被捕。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任職於六十多處大學和著名研究機構的 137 名台灣人教授與資深學者
聯名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聲明，強烈抗議國民黨政府藉口美麗島事件大舉逮捕黨外民主、人權運
動、民代和教會人士。此事加速大家成立團結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學者的渴望，因此十二月底任
職於美加地區的台灣人教授與學者一致提議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活動遂如火如荼
地展開。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運動史的一個轉捩點。老一輩的反對運動健將皆鋃鐺入獄，但為他
們辯護的律師團的年輕律師卻受他們影響，相繼投身反對運動，成為新一代的反對運動領導人，
這批人後來成為政黨輪替後台灣政局的領導群。當時的被告人與辯護律師對照如下：黃信介(陳
水扁、鄭慶隆)、施明德(鄭勝助、尤清)、張俊宏(尤清、郭吉仁)、姚嘉文(謝長廷、蘇貞昌)、林
義雄(江鵬堅、張政雄)、呂秀蓮(呂傳勝、鄭冠禮)、陳菊(高瑞錚、張火源)、林弘宣(張俊雄、李
勝雄)。
台灣反對運動數百年來前仆後繼，稟持著｢蕃薯落土不怕爛，只盼枝葉直直湠｣的精神，承
先啟後、繼往開來。當台灣島內風雲變色之際，海外的台灣人教授和學者也無不希望能貢獻一
己之專長，團結眾人之力，為海內外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和民主改革奉獻力量。於是乎有了從
創立以來便對美加及島內台灣人影響深遠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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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2 月 16 日，首次籌備會議在芝加哥大學國際學舍舉行，共有十六位教授參與，他
們為：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
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會中討論會章和章程的草案，選
出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籌備成立大會。會中並決議教授協會未來應在台灣開會、以研究
所得回饋台灣、服務鄉親。
1980 年 2 月 28 日中午，林義雄家中發生血案，其母親林游阿妹、雙胞胎之六歲女兒林亮
均、林亭均遇害死亡，九歲大女兒林奐均重傷，兇手之手段毒辣殘忍，堪稱舉世無比.慘絕人寰。
當時林夫人正到監獄探視林義雄，而林家住宅外面全是秘密警察駐守。這事件被多數人認為是
政治謀殺。此事件發生於 228 事件發生的第三十三週年。﹝註：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後，國民
黨軍隊奉蔣介石之命，渡海到台灣鎮壓，殺害了超過兩萬人以上的台灣人，且將台灣各界精英
幾乎屠殺殆盡，受害者包括知名的教授、學者、醫師、牧師、鄉紳、畫家及學生等。﹞
教授協會籌備會接到台灣來的電訊後，廖述宗立即向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提出嚴重
抗議，並與北美其它台灣人社團及美國政府機構聯繫。當時領事館尚未接獲台灣來的消息，竟
不相信此事件的發生，直到一小時後，才自動來電 向廖述宗承認該事並對台灣人社團聯絡的效
率感到萬分訝異。教授協會一直保持對林宅血案的關切，並持續和獄中及出獄後的林義雄及其
家人保持聯繫，也支助其赴美國哈佛、日本筑波及英國劍橋大學研究。
1980 年 4 月 24 日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定名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 NATPA)｣，並向伊利諾州註冊為非營利性財團法人。1983
年 6 月 7 日，NATPA 被聯邦政府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認證為非營利性免稅機構。
1980 年 8 月 9 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在芝加哥大學著名的 Ben May 研究所會議室舉行
成立大會，該會有來自北美各地區之四十多位會員參加。會中正式通過會章和章程，明定教授
協會的宗旨有四：(1)提升科學專業知識及其實用 (2)促進國際間台灣教育和文化交流 (3)支助台
灣問題的研究 (4)推廣並維護台灣人的公益和福利。此外工作目標有三：(1)組織的健全和擴展，
包括徵求會員、設立分會、調查台灣人技術專才、人力的資源 (2)與其它社團、政府機構的連
繫，包括與在美台灣人團體、美國和其它外國公私機構、社會、文化、教育團體的聯絡和合作 (3)
回饋鄉土，包括促進台灣民主化、維護社會公益和人權，並協助或提供建立繁榮的台灣所需的
專業知識和技術。這些決議確立了教授協會往後十年的工作目標和努力方向。
會中並選出四位區域理事和五位一般理事。區域理事分別是東部的張旭成、中西部的廖述
宗、南部的蔡丁財和西部的張富美。一般理事則為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
理事會推選廖述宗教授為首任會長，陳黃義敏負責秘書兼財務。此外並設立研究、出版、財務
和會員四個委員會。廖述宗教授為台灣台中人，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生物化學博士。
會長任期為一年。理事中張富美與張旭成先後於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回台灣從政，張富美曾為僑
委會委員長，張旭成曾為民主進步黨僑選立委，和國安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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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協會成立後，便積極介入台灣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當時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正加速發
展輕重工業，引進了核能發電廠解決用電需求。教授協會與美國華府核能管制委員會及政策發
展中心聯繫，赫然發現國民黨政府計劃以十幾億美金購買在美國境內已被禁止使用的核能設
備。教授協會呼籲國民黨當局在未謹慎評估核能安全及長期對居民與生態的影響前不應進一步
發展核電廠，並以中英文說帖籲請海內外人士共同關心此一議題。另外，本會不少核能專家也
參與美國相關機構協助培訓台灣處理核能事故之人才。
台灣長期為 B 型肝炎染患率偏高的地區之一。1980 年默克沙普藥廠和紐約血液中心計劃在
台灣試用其疫苗，因疫苗的安全性還沒完全清楚，因此引起強烈反彈。廖述宗直接與曾任職於
芝大而身為默克沙普研究實驗中心負責台灣試驗的希爾曼(Maurioe R. Hilleman) 博士聯絡，討論
疫苗的品質和危險性，並搜集相關醫學報告供台灣參考。最後這疫苗試驗計劃被取消，但國民
黨政府隨即引入試驗一種法國疫苗。
1981 年 7 月 2 日到 5 日，教授協會配合台灣同鄉會舉辦的美東夏令營舉行教授協會年會。
年會中選舉陳榮耀(東區)、孫錦德(中西區)、李文雄(南區)、和李英偉(西區)為區域理事。新理事
會選出蔡嘉寅為第二任會長，任期自八月一日開始。蔡嘉寅教授為台灣彰化人，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遺傳學博士。理事會同時決議在伊利諾州成立總部(Headquarters)，並聘請廖述宗教授
擔任總部執行理事。總部的主要任務為(1)負責對外的聯絡和商談 (2)協助各屆會長的工作 (3)
負責對聯邦和州政府提出報告和報稅等公務 (4)執行總部計劃的研究和支援工作。
年會期間台灣又發生了陳文成教授命案。1981 年，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統計系
陳文成教授於統計學上有傑出貢獻，在美留學任教期間持續關心台灣政治，並對美麗島雜誌給
予財力支持，引起警備總部注意。1981 年 5 月 20 陳文成返台探親講學，於返美前一天的 7 月 2
日，遭警備總部約談。結果隔日陳文成的屍體被發現位於台大研究圖書館旁、舊數學館旁的草
坪上。警總表示陳文成是畏罪自殺，是從數學館往下跳，內臟震裂死亡。法醫檢驗，發現陳文
成屍體鼻孔內有血水，是死前遭嚴重內出血。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為警總作強力辯護。美聯社
記者周清月，則因寫 Dr. Wecht 等人來驗屍，被新聞局約談後，被停止了在台灣的新聞採訪權，
理由是對陳文成案報導不實。
年會後接到消息的總部廖述宗教授直接聯繫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室及統計系的狄格路(De
Groot)教授。校長沙比洛(Shapiro)當時已接到台灣國民黨政府通知表示陳教授是自殺的通知。廖
述宗給沙比洛華盛頓 D.C.美國在台協會的電話，並建議他向美國在台協會詢問。之後沙比洛回
電，表示感謝並說明這案子極可能是一件政治謀殺。NATPA 正式邀請芝加哥大學教授兼芝加哥
市府首席法醫的羅勃-克許納(Robert H. Kirschner)醫生與卡內基美隆大學委託的偉奇特(Cyvil
Wecht)醫生與狄格路教授聯繫。經數個月謹慎地調察分析後，克許納醫生表示：｢在我檢查過所
有的證據後，我完全同意偉奇特醫師和狄格路教授的結論。陳教授受的傷及周邊情況皆指向這
是一樁謀殺。陳教授受傷的位置顯示他是自樓上被拋下，而非自己跳樓或失足落下。陳教授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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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緊臨建築物更是另一強力佐證。而證據也顯示他在死亡之前已遭受嚴重傷殘。｣
這是克許納醫生是第一次介入美國以外政治性謀殺疑案的調查。他接受教授協會的委託參
與陳教授死因的調查，卻開啟了他對全世界侵害人權事件關懷與調查的序幕。克許納醫師可以
說是因教授協會的委託而受啟蒙，並以台灣為起點，其人權關懷調查之旅的足跡踏遍世界各地。
從此以後，他便成為重要的人權運動人士。
羅勃-克許納醫師對陳教授案子的調查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陳文成事件喚醒台灣海內
外的知識分子群起追求台灣的民主改革及人權保障運動。原本教授協會計劃邀請克許納醫師訪
台並表彰其對台灣人權的貢獻，此計劃因克許納醫師不幸於 2002 年 9 月 15 日逝世而未能實現。
在 2003 年 4 月 22 日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國際性追悼會上，本會曾致贈一面紀念牌，其上寫著：
「對閣下為台灣及全世界人權所做的努力，我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國民黨為遂行思想控制，在台灣各學校及公家機關暗中廣設安維秘書，用以監聽監視人民
的言論。在海外亦派遣收買眾多職業學生及親國民黨之教授監控台灣留學生與教授，向國民黨
政府回報這些學者學生支持台灣民主獨立人權運動及反兩蔣國民黨獨裁政權之言論。被密告者
往往被列入黑名單，致使無法返回台灣探親。理事會派遣胡勝正和孫錦德兩位教授於返台時拜
訪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及警備總部司令陳守山將軍，表達對陳文成教授事件、思想監控與打小
報告及黑名單等問題的嚴重關切，並明確指出國民黨政府將台灣同鄉會視為叛亂組織、在美國
各校派職業學生監視台灣籍師生思想言論及將台獨列為叛亂思想是嚴重的錯誤。
新任的蔡會長和廖述宗教授對此議題投入甚多，他們寫信給學校、媒體及教授協會會員，
要求大家同心協力根除這些國民黨的間諜。許多主要媒體和學校刊物因此而揭露這個問題。芝
加哥論壇報對此議題討論的社論標題為「監視外國學生」
，伊利諾大學新聞刊物亦以頭條刊登
「學
生間諜使台灣學生和老師噤若寒蟬」
。其它如陳文成畢業的密西根大學的刊物也作出類似的討
論。由於不具外國官方身分之人士在美國為外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是一項很嚴重的罪行，因此
聯邦調查局對此甚為重視，並聯絡教授協會總部協助調查。兩位國民黨籍的芝大學生，因被高
度懷疑擔任職業學生，在經聯邦調查局約談後隨即放棄學業離開學校。
1982 年 2 月，中國文化大學盧修一教授亦被情治單位拘捕。教授協會秉持著對台灣民主運
動的關心與維護學術言論自由的宗旨，全體幹事及理事們遂致函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要求
國民黨政府公平慎重處理此一案件。盧修一後來踏入政壇，長期擔任立委，經營台北縣，被視
為民進黨繼尤清之後台北縣長候選人的不二人選。後來因罹患癌症無法參選，強力輔選蘇貞昌，
使蘇貞昌獲高票當選。本會對被暱稱為白鷺絲的盧教授的英年早逝深感哀傷。
同年，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醫學院服務的洪秀珍女士受校方歧視而向法院提出
控訴。洪女士雖非教授協會成員，但教授協會總部本著對人權的追求與對鄉親的服務，遂聯合
其它亞洲人人權團體支援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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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協會於 1982 年 7 月 9 日到 11 日、在田納西州 Tusculum College 舉辦年會。年會選出孫
錦德教授為第三任會長。孫錦德教授為台灣台南人，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工程博士。
當年為了讓北美州的台灣人菁英能與台灣島内黨外進行民主運動的人士溝通交流意見，教授協
會首度邀請島內民意代表與會進行演講討論。當時邀請了黨外的尤清監委及康寧祥、張德銘、
黃煌雄三位立委，並邀請了國民黨籍的紀政立委及高育仁議長。除了高議長不克出席外，其餘
五位民意代表皆順利參加 Tusculum College 舉辦的年會，與在北美的台灣人教授學者針對台灣的
發展與民主化進行了深入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尤清後來擔任過兩任台北縣長，及民進黨不分區
立委。康寧祥擔任過監察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及國安會秘書長。黃煌雄擔任過監委。
其中尤清、康寧祥、張德銘及黃煌雄四位在年會之後參觀芝加哥大學，並與諾貝爾獎得主、
Ben May 研究所主任查理．哈更斯(Charles Huggins)共進午餐。教授協會便是在 Ben May 研究所
的會議室中成立。哈更斯一直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強烈支持者，並在 80 年早期被台灣國民黨政府
拒絕入境。哈更斯在 1985 年順利訪問台灣，並與多名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黨外人士會面。許多
重要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人士，如高俊明牧師及李鎮源院士都曾到 Ben May 研究所訪問過哈更
斯。
教授協會心繫台灣之前途發展，因此急盼台灣在政治上能加速民主改革，還權於民。適逢
本會廖述宗教授將於 1982 年 1 月 11 日回台開會，經理事會討論，決定委請廖教授藉開會之便
拜訪國民黨高層，以便瞭解國民黨對台灣發展的看法並討論台灣面臨的諸多問題，包含釋放政
治犯、國民黨派駐校園之情治人員及海外同鄉組織等議題。經吳三連先生和清大物理系教授沈
君山的安排，廖教授拜訪了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台灣省省主席李登輝、省議會議長高育仁、
吳大猶先生、幾位中央部會首長、民意代表、各界學者和社會各階層人士。這是廖教授和李前
總統第一次正式公開及私下見面，從此開啟了李前總統和教授協會間的特殊情誼。一年之後，
李登輝被提名擔任副總統，提名前，李即已向本會總部廖述宗暗示將被提名，廖述宗因此能告
知其它台灣人組織這項提名。
廖教授向教授協會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雖然國民黨政府與海外台灣人對美國軍售台灣有共
同的支持，但他提醒國民黨當局，軍售應當是用來保障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自由和權利。雙方
也就台灣人的定義進行討論，廖教授闡述以台灣為故鄉，願為台灣民主發展及繁榮進步而努力
者皆為台灣人，據此定義，自認非台灣人者，無權參與台灣政治運作及決定台灣前途。廖述宗
也提到台灣人的名稱比中國人或華人更適合用於向外界表達台灣人民之意願時的稱呼。雙方也
針對下列問題作討論，使國民黨高層能對海外台灣人的看法有所認識，這包含了海外台灣人認
為不該將台灣同鄉會視為叛亂組織、反對國民黨的情治人員進駐校園、認為應保障人民基本之
人身自由而警方不應隨意逮捕人民、對選舉中買票問題嚴重化的關切、以及對釋放政治犯的渴
望。同時也與其它非國民黨籍之學術界及社會人士則討論了促進科學研究、管制環境污染及政
府任用高層政治及教育官員、大專院校校長、警政高層及軍中高級將領時之歧視本土人士的省
籍問題等。這是教授協會初次和國民黨高層、政府官員及重要學術界和民間人士做深入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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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討論。
1982 年秋天，教授協會出版了第一本北美洲台灣人教授與學者通訊錄，共花費兩年多的時
間收集了將近四百位學者專家的姓名、地址和專長，由黃金來及吳得民兩位教授及許多熱心人
士的幫忙使得順利完成。
1982 年 10 月 2 日教授協會於華盛頓 D.C.附近的 Holiday Inn 舉行第一個該會分會 Washington,
D.C./Baltimore 分會的成立大會。會上選出楊添生教授為分會會長，陳松男教授為秘書，吳漢南
教授主管財務。教授協會的前三任會長皆與會祝賀。
1982-83 年期間，教授協會的會員人數開始顯著的增加。在 1983 年已有 270 位會員。由於
活動增加，加上定期會員通訊的出版，只靠 25 美金的會費確有入不敷出的窘境，遂修改會費為
不定額制，結果不少熱心的會員慷慨大筆捐款、贊助教授協會的各項活動。同年，在廖述宗教
授的努力研討之下，修改協會章程，結果教授協會在 IRS 登記成為非營利性團體，得到了免稅
的待遇。該年會費收入為 8,000 美元，總支出為 11,000 美元，因樂捐踴躍，故相抵之下仍有盈
餘。
教授協會 1983 年會於 7 月 1 日到 4 日在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再次與台灣同鄉會的美東台
灣人夏令營合辦，並延續前次年會邀請台灣島內人士與會的構想。這次年會將主題定調為〝台
灣文化的討論〞
，範圍包含了台灣鄉土文學、音樂、地方風俗與宗教的探討。最後邀請到國立師
範大學音樂系許常惠教授主講台灣本土音樂的典故、美國之音的 Neil Donnelly 講述台灣民俗、
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先生評論台灣報界媒體的現況、台灣大學林鐘雄教授研討台灣經濟和台
南神學院王憲治牧師主講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史。其中特別要感謝吳三連文藝基金會提供寶貴
的資助，使島內人士能順利與會。此次年會選出吳得民教授為新任會長。吳得民教授是台灣台
南人，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經濟學博士。
吳教授當第四屆會長任期內（1983-1984）
，會員增加 55 人，總會員數達到 328 人。財務組
總收入亦達 19,000 美元，會費佔 55%，其餘為會員及非會員的樂捐，總支出 20,000 美元，年會
費用(主要為島內人士旅費)佔 1/4，通訊及 Bulletin 出版費佔 1/4，觀察選舉及研究報告費用為
15%。吳會長另外成就是新分會的成立。在他當會長以前、教授協會只有一個分會---華府/巴爾
地摩分會。在他任期中，有四個新分會成立：平原區分會、北中區分會、紐約-紐澤西分會及密
士根分會。唯密士根分會成立後幾乎沒有活動，該會於 1986 年 1 月才再重新成立。
教授協會創立之初，發行英文的 Newsletter，刊載學術性文章、會員消息及會務報告，一年
四期。第二年開始，更名為 Bulletin(會誌)，增加篇幅，印刷則更為美觀。Bulletin 仍包含學術性
文章及會員消息，一年三期。由於期數不多，在傳達會員消息及報告會務上難免缺乏時效性。
有鑑於此，當時秘書兼財務的游伯龍教授提議另外出版 Newsletter，每兩月一期。此提議經理事
會通過後，請游伯龍擔任主編，張惠雄擔任副編輯。會誌每單月的 15 日出版，一年 6 期，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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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刊。同時，亦因 Bulletin 主要是發表有關台灣的學術論文，為求 Bulletin 成為國際性研究台
灣問題的重要刊物、保持其高水準與高學術性，因此 Bulletin 秉持寧缺勿濫的原則，修改為一年
兩期發刊。
該年度教授協會亦進行了多項活動。首先，教授協會接受陳文成紀念基金會的委託，設立
陳文成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黃金來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張富美、陳炳杞、方菊雄、廖述宗
和林啟東。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包括訂定公布獎學金辦法、對申請者進行審核與決定得獎人選。
第一屆獎學金共有五位優秀的台灣學生得獎，後來此審查委員會繼續為陳文成基金會服務多年。
其次，教授協會也與｢台灣學生｣月刊交流。1983 年 8 月，｢台灣學生｣創刊。｢台灣學生｣是
台灣留學生出版的月刊，由北卡大學台灣同學主辦，發行人為李應元。李應元函請教授協會提
供協助、文稿和意見，本會遂推派張惠雄為協調人，經常與｢台灣學生｣聯絡。教授協會並具名
與｢台灣學生｣合請黨外新生代林濁水及林世煜來美國作校園巡迴演講。惟林濁水被國民黨政府
阻撓未能來美，教授協會與｢台灣學生｣對此向國民黨當局發表嚴正聲明抗議政府侵犯人民出入
境之基本自由。李應元翻牆返台被捕後坐過牢，出獄後先後擔任立委、駐美副代表、行政院秘
書長、參選台北市長挑戰馬英九失利，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並曾於 SARS 流行期間至行政院
參與 SARS 防疫工作。林濁水曾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1983 年 10 月 15 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 74 號決議案(Resolution 24)，其內聲明：
“……The future of Taiwan should be settled peacefully free of coercion, and in a manner 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為呼應此案，教授協會對會員進行了意見調查，全體回應之會員皆
對該案表達強烈支持，並主張教授協會應致力協助該案之通過。教授協會遂與其他台灣人團體
聯合發表聲明支持參議院第 74 號決議案，抗議中國政府漠視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並聯名於華
盛頓郵報發表上述立場。1984 年 1 月 10 日舉行的民眾大會中由陳榮耀代表教授協會向大會闡
述支持台灣人民有就台灣前途進行公投自決的權利。
教授協會經常與台灣同鄉會共同舉辦活動，這項合作在往後持續多次，最常見者為配合台
灣同鄉會舉辦的美東夏令營舉行年會或研討會。教授協會年會中的專題演講及各項專題討論會
皆對夏令營參與者開放，而夏令營的各項娛樂活動與青少年節目也向教授協會會員開放。由於
台灣同鄉會等台灣人社團組織被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叛亂組織，因此往後合辦時邀請來自台灣給
予專題演講的人士，往往由教授協會出面邀請。因此邀請台灣島內專業人士來美國與旅美台灣
教授學者及鄉親交流也變成了教授協會的一個特別功能。
本年度與美東夏令營聯合邀請文學家鍾肇政和楊青矗來美國訪問。鍾肇政是吳濁流創辦｢
台灣文藝｣刊物的主要夥伴，著名作品有｢魯冰花｣、｢濁流三部曲｣及｢台灣人三部曲｣，他也是台
灣大河小說的創始者及殖民地傷痕文學作家。楊青矗是台灣工人小說作家的先驅。由於鍾、楊
兩位是台灣本土文學的代表作家，因此教授協會積極邀請兩位，讓台灣本土文學能與海外台灣
人交流而引起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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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台灣發生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爾璇教授無故被解聘事件。本會本著對學術言論自由的堅
持、主張政治立場應與學術自由區分的立場，由理事會寫信給行政院孫運璿院長，冀求徹查事
件真相，若無具體而充分的理由，應將黃教授復職，同時建議教育部應建立大專院校教師職務
保障制度，以維護學術自由、落實教授治校的理念並促進大學行政系統的民主化。黃爾璇後來
投身政治，擔任多屆民進黨立委。
1983 到 1984 年期間，教授協會最重要的工作可以說是派遣教授組團回台灣觀察選舉。由於
蔣介石堅持自己才是正統的中國政府，為了維持形式上的正統性，逃難來台灣後便凍結大部分
立法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而讓選自中國大陸各省的代表能終身擔任立委和國大的職
務。更荒謬的是，這些代表若因年老或生病亡故，該省之前參與選舉落選者可依票數高低依序
遞補這些立委國大席次，完全不需經由台灣人民投票決定。這些萬年立委與萬年國大被合稱｢
老賊｣，完全不具備台灣選民的民意基礎。國民黨兩蔣政府只開放立法院和國民大會的少數名額
在台灣進行增額補選，作為安撫民心之用。
教授協會早已有組團回台觀察立法院增額立委選舉的構想，加上第三屆年會剛好周清玉與
許榮淑兩位女士參加美東夏令營，兩位對此構想更是積極鼓勵，教授協會經過一番正反兩面的
意見討論後，終於決定派請廖述宗、張富美及張旭成三位返台觀察選舉。張富美後來因為健康
問題未能成行，因此委請陳榮耀參加。國民黨政府蓄意將代表團視同個人身分訪台，但教授協
會認為代表團代表了整個協會的身分回台觀察，行前並決議以強調｢自決｣為目標。成員廖述宗
欲申請返台簽證被國民黨政府多方刁難，後經美國國務院人士的關切與協助，台灣島內則有自
立晚報負責人吳三連先生的幫忙，始能順利返回台灣進行選舉觀察。教授協會曾致函內政部長
林洋港，通知代表團返台之事並請求協助，惟信去後石沉大海，林洋港從未回信。但代表團依
然上路，聆聽各公私辦政見會及會見多位候選人、選民、學者及選務專家。
廖述宗和陳榮耀首先拜訪內政部長林洋港，當時他身兼中選會主委。廖陳兩人認為中選會
禁止候選人提出「公民自決」的政見與主張是不應該的。一天後，媒體登出林洋港部長的一段
奇怪的談話，他說，選舉期間，公民自決的議題是可被討論的。但候選人若因提出這一議題而
造成國家社會等的不安與困擾的話，十年內都可能被逮捕。這是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允許人民討
論公民自決。
成員的三個教授於 11 月 20 日，由自立晚報吳豐山總編輯替代表團安排台北記者招待會，
共有 40 個記者及 8 個便衣情治探員參加。記者會中教授們表明台灣的選民和候選人應有權利討
論公民自決。這是第一次海外團體在台灣召開記者會。代表團自陳榮耀 11 月 14 日返抵台，到
廖述宗 12 月 10 日離台，馬不停蹄地奔波台灣各地，共計觀察了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
中、南投、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足跡踏遍大多數台灣縣市。自立晚報並於選舉期
間開闢｢海外學人看選舉｣專欄，幾乎每天都報導觀察團的活動與觀感。代表團也先後會見國民
黨秘書長蔣彥士、台灣省主席李登輝、國民黨省黨部主委宋時選、中央選委會主委居伯均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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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選務之縣市長及委員。教授協會同時成立｢台灣民主政治研究小組｣，由胡勝正擔任召
集人，成員包含張富美、陳炳杞和蔡嘉寅。
選舉結束後由｢台灣民主政治研究小組｣整理撰寫綜合報告，以教授協會名義發表。英文報
告於 1984 年 5 月完成，發表於 Bulletin 第四卷第一期。此項英文報告並於 1984 年 5 月 31 日美
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舉行的｢台灣近年政治發展｣聽證會正式以書面提出，並列入美國
國會紀錄。中文報告則於 7 月完成，全文共 2 萬餘字，分發給立法院部分委員、選務當局、國
民黨當局、各大報及黨外雜誌。中文報告被｢公論報｣和｢美麗島雜誌｣全文刊載，也被｢開創｣及｢
台灣廣場｣雜誌以大篇幅刊出。
在訪台期間及後來寫的報告中，廖述宗教授批判了台灣採用的大選區多代表單記不可讓渡
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multi-member district)。這種選制是每個選區有超
過一名以上的候選人，且每個候選人的得票都不可轉讓給其它候選人，極利於有完善組織的大
型政黨取得席次，無政黨組織的黨外人士幾乎難以發展，世界上也只有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使用
這種制度。廖述宗建議採用小選區單一代表制及比例代表制，這樣才能代表各種多元化的聲音，
也能讓人民針對候選人的表現用選票發表意見。這種比例代表制已納入近年修改後的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了。台灣朝野現在對國會改革的共識，朝向單一選區兩票制修改，每一個小選區只選
出一名，選民一票投候選人選出區域代表，一票投政黨，再依各政黨比例分配不分區比例代表，
與當年廖教授提的建議有相當大的一致性。
教授協會 1984 年會於 7 月 12 日到 15 日在東密西根州立大學舉行(Ypsilanti Michigan)，主題
設定為｢80 年代台灣面臨的課題｣，邀請多位本會會員及台灣來賓與會發表論文及討論。共計
有：(未註明台灣者為本會會員)
(一) 主題演講：林俊義(台灣)、方素敏(台灣)、陳水扁(台灣)。
(二) 台灣的環境問題：林俊義(台灣)、李賢淇、商文義。
(三) 台灣的精神醫療現況：簡錦標、林宗義。
(四) 台灣文學：鍾肇政(台灣)、洪銘水、陳芳明(來賓)。
(五) 台灣的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林鍾雄(台灣)、范良信、蕭聖鐵。
(六) 台灣政治的變局：陳水扁(台灣)、張旭成、田弘茂(台灣)。
(七) 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展望：蕭欣義、郭煥圭、田弘茂(台灣)、陳炳杞、蕭聖鐵。
(八) 台灣選舉座談會：陳水扁(台灣)、方素敏(台灣)、張旭成、陳榮耀、廖述宗。
另舉辦｢計算科學與資訊系統｣討論會，參加者有謝昌澤、陳榮耀、林建華與王文隆。受邀
人中，林俊義為反核先驅，於政黨輪替後擔任過環保署長。陳水扁歷任立法委員、台北市長，
及兩任總統。
會中選出吳政彥為第五任會長。吳政彥教授為台灣高雄人，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生物化
學博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本年度基於教授協會成員皆從事學術工作，為求加
強與台灣島內學術同仁之交流聯絡，因此一改往年邀請黨外民主鬥士來年會作主題演講的作

15

風，而改以邀請台灣學有專精的學者。共計邀請台大歷史系鄭欽仁教授、台大哲學系劉福增教
授及前東吳大學黃爾璇教授就台灣之歷史及文化做專題演講。
同時，教授協會有鑑於來自中國之留學生人數遽增，而台灣出國留學之學生卻逐年遞減，
為求讓台灣留學生能獲得更多的協助與認同，遂由林哲也教授負責推動與各校台灣同學的聯
絡。主要工作包含將各校熱心的台灣人教授介紹給當地台灣學生、協助建立台灣同學會及其活
動及代為邀請同學會心怡之人選來北美各大學與台灣學生座談。這也間接促成 1985 年 6 月底全
美台灣同學會的成立。
1984 年 2 月 25 日，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簡稱黨外公政會，為民主進步黨
前身，台灣民主運動又向前踏出一步。
1984 年夏天，教授協會邀請兩位台灣島內青年來美國各大學訪問兩個月，獲邀者為劉守成
與李筱峰。前者曾任宜蘭縣長，，後者曾任世新大學教授及北社副社長。在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劉李巧遇民主前輩陶百川先生。經張富美的安排，陶百川請劉李吃飯。席間陶百川
透露，蔣經國總統在其來美前問過他：｢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四十多年，為什麼台灣民間還
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依你看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當時擔任國策
顧問的陶百川回答他：｢應當力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說道：｢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
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曾自稱台灣人，也曾努力提拔本省籍人士如林洋港、邱創煥及李登
輝等人，但其目的仍是為了其自己及國民黨的利益著想，是一種收買人心的手段，並非是以台
灣前途及台灣人民的福祉為考量。
1984-1985 年教授協會最著名的事蹟為進行馮滬祥論文抄襲的評鑑。馮滬祥一手興起台大哲
學系事件，留美時期與馬英九等人一樣為波士頓通訊撰文力挺國民黨政權，和馬同被台灣人認
為是國民黨職業學生，反對台灣民主改革，並於回國後接替宋楚瑜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1984
年，蓬萊島雜誌因刊登一篇文章控訴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馮滬祥的著作｢新馬克斯主義的批判｣
一書有抄襲他人之嫌，於 10 月被馮控告蓬萊島雜誌誹謗。當時蓬萊島雜誌的發行人、社長與總
編輯分別為黃天福、陳水扁和李逸洋。
案發之後，陳水扁與本會廖述宗教授聯繫，其憂心國民黨政府將藉此案件為由，以司法為
工具打擊美麗島事件後新黨外反對運動，也憂心法院將袒護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的行為，藉
此判陳水扁等三人超過十二個月刑期，剝奪他們參政的權力。因此廖述宗與陳水扁聯繫，商量
由教授協會給予協助。教授協會本著學術良知，又敬重陳水扁等三人皆為民主運動的健將，故
義不容辭答允成立一個學術評鑑會來鑑定馮滬祥｢新馬克斯主義的批判｣的著作有無抄襲他人的
事實。評鑑會由副會長林宗光教授擔任召集人，評鑑委員包括教授協會中於此方面有研究者擔
任，如張旭成、張富美、蕭欣義、蕭聖鐵、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位教授。
經過各評鑑委員的細心考證、對照，證明馮滬祥的著作確實有抄襲他人著作的事實。評鑑

16

結果認定｢新馬克斯主義的批判｣一書雖有不少段落是馮滬祥的創作，如｢破｣新馬克斯主義和西
洋人文主意，｢立｣儒家人文主義和三民主義，但許多章節卻有剽竊外文著作之嫌。評鑑報告中
將馮涉嫌剽竊的地方一一列舉，原文與馮文對比一目了然。被剽竊者多為當代學術界公認研究
新馬克斯主義水準甚高的名著。學術研究本來就需要參考並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若註明出處，
則不構成抄襲剽竊。但馮滬祥｢新馬克斯主義的批判｣一書，有很多段落抄自這些名著，有的整
段翻譯、有些摘要譯述、有的略加調整，部分註明出處，但大部分則飲水掩源，絲毫未注明出
處，構成抄襲剽竊之嫌。除了整段或摘要譯述而不註明出處者外，馮｢新馬克斯主義的批判｣一
書中最常出現的剽竊方式是引用第二手資料內的第一手資料的文句，卻在附註中僅標示第一手
資料的頁碼，把實際使用的第二手資料掩飾，使讀者誤以為他親自做了原始研究的工夫。這分
評鑑報告原欲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公證後才寄回台灣，但紐約等地之辦事處皆拒絕提供公
證。不得以，本會廖述宗教授前往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芝加哥辦事處，堅持要其公證否則絕
不離開辦公室，芝加哥辦事處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提供公證。教授協會遂將評鑑報告寄回台灣，
陳上法庭作為蓬萊島雜誌社辯護之用。
教授協會並致函蔣經國總統，表示任何著作如被認為有抄襲之嫌，宜由學術界人士推舉公
正學者擔任調查鑑定之責，不宜經由司法、行政單位作片面決定。並指出蓬萊島事件看似只影
響黃天福、陳水扁與李逸洋三人，實則不然。因若剽竊抄襲之舉不加遏止，則學術之獨立與尊
嚴蕩然無存、言論與出版自由無法獲得應有的保障、台灣學術界在國際之聲譽亦將受到無可彌
補的損害。故懇請蔣經國總統親自瞭解實情並做最妥善的處置，以確保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及
維護學術之獨立與完整。
總統府第一局之回函則指出，中華民國自行憲以來即致力建立一法治社會。憲法規定法官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擾。蓬萊島雜誌涉及誹謗案為法律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總
統府基於遵守憲法立場無法表示意見，亦無法做到｢做最妥善處理｣。
果如預期，法院未採信教授協會評鑑報告的結論。1985 年一月，法院不理馮氏論文諸多抄
襲的事實，判決黃天福、陳水扁與李逸洋各有期徒刑一年，附帶民事賠償兩百萬元，陳水扁遂
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以示抗議，並於 1986 年 6 月 10 日三人共同入獄服刑。
這剛好是後來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談話的一個好證明，許水德秘書長曾表示：｢法院是國民
黨開的｣。本事件讓台灣人民再次認識了國民黨專制統治下，司法淪為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工
具，馮滬祥的學術人格破產。再審時，三位被告被判之刑皆較初審為輕，陳水扁的律師資格和
參選權也未被剝奪，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惟馮滬祥仍一路在政壇上發展，扮演反對台灣民主
改革的角色，先後擔任過統派新同盟會、新黨及中國對台統戰的｢和統會｣之秘書長。馮擔任多
屆立委期間經常赴中國朝見中共領導人，要求中國對李登輝施壓，並極力宣揚台灣應接受一國
兩制。
林宗光教授於 1985 年教授協會年會時被選為第六任會長。林宗光教授為台灣台南人，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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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博士。
林會長致力推動有關｢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ITS)的三大構想：(1)資料中心 (2)分組研究
(3)國際性會議。其中資料中心目的在於將散布在各主要圖書館及私人藏書中心有關台灣的資料
整理匯整成一總目錄，設於北美各地台灣人集中地區，並透過電腦化的便捷，讓北美洲各地台
灣鄉親與學者能接觸、使用這些資料。其次分組研究為利用教授協會中各會員各自不同的專長，
以台灣為對象，對台灣面臨的各項問題作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找出其問題並提出可行的解決之
道，這應包含了核能、環境、衛生、交通、社會、教育、文化、經濟轉型、政治、科技發展與
外交等事項。最後的國際性會議則是將前述各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會議中心發表，教授協會
並定期主辦學術性會議邀請國際學人將他們研究台灣的心得與教授協會交換意見。如此藉由相
互琢磨，使台灣問題國際化，爭取國際對台灣的重視與關心。ITS 的構想在當年度提出，雖未
能在當年度內正式成立，但於後幾任會長任內陸續完成落實，可喜可賀。
林宗光會長任內，推動本會舉辦了「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
。該會於 1986 年 7 月 24-27 日
在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校園舉行。教授協會、台灣人權會、聖地牙
哥州立大學資源中心於 1985 年 10 月起開始籌備，台灣島內的江鵬堅律師、李瑞木教授及蔡明
憲先生的幫助更是非常重要，而研討會的論文集也在王秋森教授的負責及 NATPA 總部的贊助
下編輯成書發刊。本次會議吸引了許多媒體和大眾的注意。會議開幕主持人為蔡明憲、江鵬堅
與林宗光，同時邀請高俊明牧師作開幕演講。專題討論前的預備會議由蕭欣義主持討論程序及
方式等。專題討論議題共分五組，分別為：
(1)

經濟、科技與勞工。主持人為江鵬堅、林宗光。論文宣讀與討論含陳繼盛(從勞資
爭議處理制度看台灣勞工立法與政策)、林鍾雄(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台灣經濟)、范
良信(台灣經濟制度與政策的檢討)、許添財(台灣經濟制度的檢討)。

(2)

社會、文化與歷史。主持人為呂秀蓮及陳炳杞。論文宣讀與討論含王秋森(台灣文
化的特色)、王憲治(從台灣歷史看鄉土的認同)、陳芳明(1979 年以後中國對台灣文
化政策的觀察)、陳必照(Taiwan Post-War Population Dynamics)。

(3)

人權、內政與教育。主持人為張國龍、張富美。論文宣讀與討論含江鵬堅(台灣人
權概況與展望)、田弘茂(社會多元化與政治多元會-檢討台灣民主化的前景)、田秋
堇與戴振耀(台灣社區的組織工作)。

(4)

外交、國際關係與中台關係。主持人為林鍾雄、王秋森、林玉體及范良信。論文
宣讀與討論含林宗光(從族國觀念看台灣問題的本質)、陳炳杞(台灣未來的十年)、
張富美(民主自由救台灣-從國際現勢來探討台灣住民如何爭取自決權)、蕭欣義(脫
落了祖國臍帶，何必強行黏接？中台關係的前景)

(5)

生態、環境與公共衛生。主持人為王憲治、陳必照。論文宣讀與討論含邱伸彥
(Controlling Pollution Problem in Taiwan)、顏裕庭(台灣公共醫療制度的檢討與展望)、
張國龍(核能發電與生態環境)、陳永興(台灣公共衛生問題-檢討與展望)。

最後之綜合討論，主持人為陳繼盛、田弘茂。論文宣讀與討論為呂秀蓮(台灣人運動的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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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討會圓滿結束，與會者的高論令海內外關心台灣問題的各界獲益匪淺。
教授協會北美各地的分會持續成立，1985-86 年間陸續成立了 Houston、New England、南加
州、及克里夫蘭分會。
教授協會亦於本年起首次接受台美基金會創始人王桂榮伉儷的邀請，每年成立一委員會承
辦該基金會人才成就獎的審查及推薦工作。歷屆得獎人，科技工程類分別為：廖述宗(1983，生
物醫學)、陳坤木(1984，電機工程)、簡逸文(1985，藥學)、林俊義(1985，生物、生態)、吳政彥(生
物化學)；人文科學類：江文也(1983，音樂作曲)、楊逵(1983，文藝寫作)、王詩琅(1984，台灣風
物研究)、張良澤(1985 中文、文學)、鍾肇政(1986，文藝寫作)；社會服務/社會科學：陳五福(1983，
眼科醫生)、陳永興(1984，精神醫學)、高俊明(1986，神學)。由上可知受獎人皆是一時之選的優
秀台灣學者，此獎可說相當有公信力。
教授協會 1986 年會於 7 月 14 日到 16 日與美南夏令營於德州的 San Marcos 聯合舉辦，選出
賴義雄教授為第七任會長。賴義雄教授為台灣基隆人，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土木工
程博士。
教授協會成立至此已七個年頭，人數有明顯成長。從創會之初近百名會員，歷年來之會員
數分別為 162(1981)、232(1982)、286(1983)、385(1984)、374(1985)、411(1986)、494(1987)。
1986 年 10 月 15 日，化學諾貝爾獎得獎人公布，李遠哲教授成為第一位榮獲諾貝爾獎的台
灣人，教授協會拍電報祝賀，認為這將激勵全體台灣學者更致力於學術研究。
在 1986 年底成立了聖路易斯及北加州分會後，分會總數已達十一個。美國各分會成立之日
期分別為：Washington D.C./Baltimore (1982/10)、Great Plains (1983/10)、North Central (1983/11)、New
Jersey/New York (1983/12)、Houston(1985/2)、New England (1985/10)、Michigan (1986/1)、South
California (1985/12)、Cleveland (1986/3)、St. Louis (1986/9)、Northern California (1986/11)。
承續林宗光會長提出之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ITS)的精神，在研究委員會下設立各研究小
組，鼓勵並協助會員從事有關台灣問題的研究，共計設有核能、環境保護、經濟、文化、歷史、
政治、公共衛生、學術自由及學生事務等。參與各組研究工作的會員超過 50 人。教授協會提供
經費供小組成員聚會研討及返台實地收集數據及資料。部分研究成果發表於 Bulletin。同時在 ITS
內設立 Fellow，鼓勵會員利用輪休(sabbatical leave)時專心研究台灣問題，總會提供經費。此年共
計有林宗光、蕭欣義及許添財成為 Fellow。許添財擔任過多屆民進黨立委，目前為台南市長。
經濟研究小組主要的論文經李正福及胡勝正編輯，匯整於 JAI Press, INC 出版的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Export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另外成立了由李賢淇主持的小組負責研議教授協會章程的修定，主要是修定有關分會(regional
chapter)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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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年底發生台灣民主運動之另一轉捩點，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於台北市圓山飯店宣
布成立，遂成為台灣島內民主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因電子媒體及多數平面媒體皆由國民黨掌控，
因此民進黨發展初期備受抹黑打壓，直到李前總統執政後期情況才有改善。民主進步黨在李前
總統執政後期與李登輝前總統聯手推動近十多年來台灣憲政民主體制的改革，包含了修憲、國
會全面改選與改革、廢除刑法一百條、省及直轄市長直選、總統直選及廢除國大等。
1987 年 6 月 7 日，教授協會協助紐約台灣商業協會舉辦｢台灣工商經濟座談會｣，所有演講
者皆為教授協會之會員，包含了陳泰明、陳都、許添財、李正福和黃昭淵。座談會參加者達三
百人。此外與其它台灣人團體在舊金山合辦｢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1987 年共支出 30,236 美元，大部分支出包含｢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出版第一
屆｢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的論文集，第一次教授協會擴大幹部會議的旅費及支助數項研究計
劃，大部分由一對長期以來都不願意出名，默默作出貢獻的台灣人顏永財夫婦設立的慈淵基金
援助。
此外，1987 年發生台大學生李文忠遭退學事件，教授協會學生事務小組為此事件數度寫信
向台大校長孫震表達關切，強調學生權益應受尊重。李文忠曾任民進黨立委。1987 年夏天原本
教授協會擬組團回台訪問，國民黨當局雖原則同意，但兩位團員卻遲遲拿不到返台簽證，使訪
台計劃因而取消。這事再度突顯黑名單的問題。原本行政院及國科會主委同意教授協會返台與
國科會合辦一次科技性研討會，惟後來因技術問題未能解決而沒有實現。1987 年 7 月 15 日，
蔣經國總統宣布取消戒嚴並開放赴中國探親，同時台灣改為開始實行國家安全法。
1987 年教授協會的年會與美西夏令營在加州 St. Luis Obispo 合辦，也從而促成已停辦數年
的美西夏令營重新舉辦。年會中選出黃昭淵為第八任會長。黃昭淵教授為台灣台南人，哈佛大
學(Harvard University)物理學博士。1987 年繳會費之會員有四百餘人，開支約 28,600 美元，收支
平衡。
1988 年 8 月 15 日-17 日，教授協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於國立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國際廳共同
舉辦第二次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因為內容係針對時政研討，故有｢台灣人的國建會｣之稱。此
次研討會本來應該有八位主講之會員，分別為：范良信、林武男、謝必行、范振聲、洪鐮德、
林宗光、蕭欣義和廖述宗。但後三者因返台簽證被拒而無法成行，再次突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
的無理政策，嚴重侵犯台灣人民返回家鄉的權利，違反國際人權宣言人民有自由返鄉權力的宣
示。此三位教授的論文由在場者代為宣讀。林武男原本也名列黑名單，簽證被拒，但｢技巧性趕
回台灣｣，使他 1989 年 12 月返台簽證被拒，無法代表教授協會回台觀察選舉。
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演講者與題目分列如下：(1)政治組：盧修一(由四一七決議文看民進黨
政策的形成與制定)、張俊宏(當前台灣的危機與轉機)﹑洪鐮德（國會全面改選的理論與實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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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組：蕭欣義(臍帶脫落時)、林宗光(台﹑中政治關係﹕最近發展﹑將來展望及俱體建議)、陳
少廷(中共對台政策的分析與評論) (3)經濟組：范良信(對台灣經濟的看法)、彭百顯(台灣經濟體
制的本質－－控制經濟) (4)環境生態組：施信民(石化工業與反公害運動)、范振聲(工業社會的
環境保護)、張國龍和黃錦賢(台灣的核能政策和民間的反核運動)、林俊義(台灣核電廠除役政策
的研究)﹑林武男（掩埋廢核料） (5)科技教育組：廖述宗(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 Research
Activity in Taiwan)、林玉體(黨化教育可以休矣 - 解嚴後台灣教育的走向)、董方苑(宗教信仰對
台灣人政治態度的影響)﹑ 謝必行（台灣視力保健的改進）
。
8 月 17 日教授協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共同發表｢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聲明｣，提出多項主
張。包含國會改革改選、總統及省和直轄市長直選、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保障言論
思想及返鄉自由、台灣正名、台灣主權屬全體台灣人民、與中國和平交往、教育改革及本土化、
經濟自由化、重視環保及反核等多項主張。
9 月 30 日，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在台北國賓飯店成立，因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
章程，10 月 12 日，台灣高檢處依叛亂罪收押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蔡有全以及許曹德兩人。教
授協會對此提出嚴正聲明，要求國民黨政府當局應尊重並保障人民言論思想之基本自由。
本屆期間會員完成多項研究結果。包含：
(1) 核電：黃昭淵為召集人，會員有林武男、李澤森、連三郎、謝榮進及葉國勢，另有三位
非會員提供論文，為：蕭新煌、卓鴻年、卓甫良。其它尚有諮詢委員，委員共 31 人。其中 8
人寫出核電批判討論建議之論文，並集結為｢核電專集｣發表於 Bulletin, Vol.7, No.1, February,
1988。論文集並寄回給許榮淑、尤清等立委及台電、經濟部等相關部門，美國國務院也來函索
取。此小組只花費 400 美元，可說十分難能可貴。
(2) 國會全面改選：張富美為召集人，成員有張旭成、洪鐮德及田弘茂。在 1988 年 1 月 12
日完成｢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改造之建議｣的報告。因為隔天蔣經國去逝，報告因而未公開。此組
於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上發表國會全面改造的理論與實際。
(3) 台、中政治關係：林宗光為召集人，成員有陳清池、陳芳明、陳必照、陳炳杞、蕭欣義、
郭煥圭和蔡武雄。1988 年年會時，陳清池發表｢1979-85 年台、中關係｣，陳芳明演講｢三年來之
台、中關係｣，林宗光提出｢台、中關係之將來｣。
(4) 台、中經濟關係：范良信在年會發表｢由經濟觀點看台、中之貿易關係｣，並在｢台灣公
共政策研討會｣時演講｢對台灣經濟的看法｣。
(5) 台灣經濟：召集人為胡勝正和蕭聖鐵，成員有張惠雄、陳泰明、范良信、許添財、李逢
耀、林安繹、謝昌澤、李正福和吳得民。本組完成｢台灣的外匯、貿易及財政｣專集。台灣 520
事件後，本組改為台灣農業經濟研究小組，邀請蕭聖鐵和陳文雄負責召集。
(6) 環保：林武男為召集人，成員有張世哲、張耀民、范振聲、何如諧、黃文烱、柯烱輝、
林舜達、劉國城、吳錫圭及葉國勢。完成｢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環境評估｣之報告及研究台塑｢
六輕廠之評估｣。
(7) 大學教育：吳得民為召集人，成員有許擇基、黃昭淵、江永智、林靜竹、廖述宗及卓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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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本組對台灣之高等教育問題提出批判並研究教改問題。
(8) 台灣股票市場：台灣股市為一不健全之股市，股戶充滿短期炒作之投機心態，國民黨之
黨政勢力及官商勾結之大財團亦常於股市興風作浪。因此邀請專家李華林分析台灣股市以便提
出改革之建議。
(9) 二二八事件研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在政治和經濟上對戰後的台灣人民進行壓
迫，造成物價飆漲、發生台灣首次饑荒及大量失業和司法不公是為遠因，於延平北路上接近今
天圓環處查緝私煙專員殺人為導火線近因引爆的二二八事件，導至二萬餘台灣人民及無數台灣
菁英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屠殺，爾後造成台灣長期之族群對立及省籍情節，為台灣現代史之
最重要轉捩點之一。本會邀請專家陳芳明負責研究。
本年度另有普渡大學商文義教授提出｢大英百科全書｣對台灣的報導不實，洪基隆細讀該報
導後指出該書對台灣之行政、社會及政治觀點錯誤百出，本會對此十分關切。黃會長亦於 1988
年 2 月協助南加州聖地牙哥市台灣鄉親成立台灣語文協調會，協調台灣話之語文用字用辭。
1988 年 1 月 1 日，蔣經國宣布解除報禁。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依
法宣誓繼任，為第一位台籍之中華民國總統。4 月 17 日，民主進步黨通過｢四一七決議｣，陳述
「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其國際 地位之變更需要經住民同意」。
5 月 20 日，
「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北上在台北發起農民遊行，抗議政府開放外國果菜
進口，使農民生存權益受損，卻爆發嚴重之警民衝突，多位農民運動代表被捕，為｢520 事件｣。
教授協會針對｢520 事件｣發表聲明，抗議農民代表被拘捕毆打。
教授協會另外發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對台電興建核四廠之聲明｣，呼籲現有三座核電
廠安全評估未能達到可被接受的程度前，台電應停止核四廠之興建，以維護台灣人民之生命安
全。
1988 年教授協會的年會於 7 月在密西根州立大學與美國中西部夏令營一起舉行。除夏令營
本身的活動之外，教授協會舉辦了由張富美主持的｢美國學生看台灣｣，邀請兩位訪問過台灣的
美國教授講述他們對台灣的瞭解。林宗光主持｢中、台關係｣系論，由三位會員演講研究心得。
范良信則演講｢由經濟觀點看台、中貿易關係｣。本次年會選出陳文彥為第九任會長。陳文彥教
授為台灣桃園人，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心理學博士，擔任過 FAPA 會長，
總統府顧問。1988-89 年間，會員已達 480 人。
1989 年 2 月 11 日-12 日，在自立報系的協助下，研究小組賴義雄教授於華府主持了｢台灣
經貿與農業座談會｣，邀請海外台灣人農業、經濟專家討論當前之台灣經貿、經濟與農業問題。
其結論刊登在自立晚報。
3 月 17 日，教授協會與台灣國際關係中心(CTIR)在喬遷到康乃狄克大道的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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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聯合主辦酒會，接待參加第 41 屆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台灣和美國學者。這是教授協會第一次以主辦者身分主持酒會，出席者將近 150 人，
包含美國政府要員及民進黨、台獨聯盟、台灣建國委員會及北美事務協調會等要員及許多研究
台灣問題的知名學者專家和美國各大學圖書館東亞研究資料專家參與，可說相當成功。此次酒
會使教授協會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展現實力，促進許多台美政界重要人士及東亞和台灣問題知名
學者專家與會，也增進了外國友人對台灣的瞭解與交流。
4 月 7 日，｢自由時代｣週刊社長、台灣獨立鬥士鄭南榕為堅持言論自由、抗拒國民黨政府
的逮捕而引火自焚，留下遺孀葉菊蘭女士和女兒。本會對此事感到無比哀慟，發表嚴正聲明要
求國民黨政府尊重人民與媒體之言論自由。
6 月 4 日，中國北京當局下令軍隊鎮壓在天安門廣場聚會要求落實民主的大學生，導致無
數學生死傷。西方各國因此對中國實行制裁，使中國再度被孤立。教授協會對六四天安門事件
提出嚴峻譴責，認為這種鎮壓屠殺的行徑，與 1947 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蔑視人
性尊嚴的殘暴行為。
7 月 6 日至 9 日，教授協會與聖地牙哥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中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
灣研究社及日本台灣學會共同在馬里蘭大學成人教育中心舉辦「二十一世紀台灣在太平洋的角
色研討會」
，針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及台灣公共政策進行學術性討論，有多位美日等國際學者專
家參與，台灣方面則有許多參與社會改革及民主運動者與會，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榮光牧師、
自立報系社長吳豐山、台灣新國家運動推動者黃華及民進黨洪奇昌、林濁水、李勝雄及江鵬堅
等人。本討論會引起眾多媒體的關注，例如台灣的自立晚報、民眾日報、首都早報都派記者到
場採訪，國際媒體的合眾社及蘇聯的塔斯社都向研討會索取資料。又討論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時，
美國之音在現場錄音並於隔日播放。又在 8 日的晚宴上，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貝爾
就 21 世紀的台灣做專題演講肯定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成就，並表示台灣主權獨立只是時間上的問
題而已。貝爾演講之後，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女士也致辭闡述鄭南榕扞衛的言論自由真意及追求
台灣獨立的決心，情意真摯，感人肺腑。研討會的論文由教授協會會刊專集刊出。
陳文彥會長任內著手規劃 1990 年返台召開年會的初步事宜，同時推動籌劃 1989 年返台選
舉觀察團。1989 年台灣進行中央及地方三項公職人員選舉，分別是增額立委選舉、縣市長選舉、
台北高雄直轄市及省議員選舉。教授協會有鑑於這項選舉是台灣解嚴後第一次有合法的反對黨
民主進步黨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競爭的選舉，因此決定派團返台觀察選舉。團長為廖述宗，團
員有陳文彥、林宗光、張旭成、林武男及兩位教授協會聘請的美籍教授觀察員：哥倫比亞大學
的 Ethel Klein 及喬治亞大學的 Peter Tague。選舉觀察團的目標是與台灣各界黨、政、學術、文
化、媒體及淨化選舉聯盟等單位作接觸，以求瞭解台灣選舉和民主化的進展。
教授協會除了關心台灣社會發展外，也關切海外台灣人的權益及福祉。1989 年全美台灣同
鄉會會長選舉發生糾紛，教授協會發表聲明，希望大家放棄成見，以大局為重團結一致，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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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在本會協助下終於圓滿解決。
教授協會一直對二二八事件非常關心，參與二二八和平促進會運動的發起。該會由會長陳
永興醫師和秘書長鄭南榕先生領導，從 1987 年至 1990 年間突破國民黨政府的禁忌，探討並公
布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平反冤屈，使台灣人民走出歷史悲劇的陰霾。當 1989 年 8 月 19 日，台
灣首座二二八紀念碑於嘉義市落成時，廖述宗教授代表本會參與遊行與典禮。
第十屆會長為林靜竹教授。林教授為台灣台中人，台大醫學院畢業，在高危產科、胎兒生
理病理及子宮內胎兒成長遲緩症等方面有專長研究。到此時，繳會費之會員達 420 人。本年度
財務預算約 8 萬美金，上屆轉入 3 萬元，會費收入 1 萬 5 千元，捐款 3 萬 5 千元。支出最大項
為年會開銷，包括三次籌備會、台灣的安排工作及會期開支共約 4 萬元。其他包含印刷費及 1989
年底觀選團費用。
教授協會觀察團於 1989 年底返台觀察選舉，於 11 月 20 日舉辦記者招待會。新會長林靜竹
教授也趁返台講課及開國際醫學會議之便，參與部分參訪。林武男教授則因國民黨政府的刁難，
無法獲得返台簽證而末能成行。同時組團由美國到台灣觀察選舉尚有美國州務卿協會、美國國
會助理團、民主黨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等十餘個團體。
教授協會觀察團的目的有四：(1)以超然客觀的態度觀察選舉的公正、公平及合理性，特別
關心金錢、暴力的介入 (2)瞭解台灣解嚴後，社會合理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進步狀
況 (3)分析島內人民對台灣前途的期待，以及達到該目標所需實質上的條件及政治氣候。
兩週期間內，團員奔波全台灣各地拜訪候選人、各競選總部、政見發表會場，並與選民討
論溝通瞭解選民的看法。同時拜訪內政部長兼中央選委會主任許水德、台灣省主席邱創煥、台
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魏鏞、美國在台協會代表、台灣教授團體、
文化界人士、媒體從業人員、人權組織、淨化選舉聯盟、各報社及其它國際選舉觀察團。
根據此次實地觀察後，教授協會選舉觀察團發表一份聲明，肯定這一次選舉是台灣民主化
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並肯定平面媒體已能自由報導候選人活動和政見，投票率也超越七
成。同時欣慰地見到在國民黨政府及中國的恐嚇下，多位候選人仍就台灣國格、基本法及基本
國策提出新挑戰與見解。
然而，選舉團也批判此次選舉依然有賄選買票，且原本在民主國家中應嚴守中立的軍隊，
竟公然推薦候選人並動員｢投票部隊｣，意圖為執政黨護盤。此等軍人干政惡風應當杜絕。同時，
中國政府竟公然要求國民黨政府嚴辦主張台灣獨立的候選人，選後並公開對台灣的民主化表達
不安。中國此等干涉台灣內政及選舉之行徑，教授協會嚴正抗議。而部分國民黨候選人對中國
的這種行為不但沒有斥責，還與之公開呼應，則屬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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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團同時注意到在國民黨黨政合一的情況下，選舉法令有諸多偏袒執政黨的地方，而執
政的國民黨更是操縱所有包含電視和電台在內的電子媒體。電子媒體對在野黨候選人作出許多
不公不實之報導。司法部門依舊淪為行政部門之工具。觀察團感到不平之處有：(1)海外遴選制
(2)真正由台灣選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數目竟只有不到總數 1/3 的名額 (3)國家元首、省主席及北高
直轄市長均非民選。觀察團認為這些制度一日不廢除，台灣便不能稱得上是民主國家。
觀察團主要觀察到的結果有：(1)國民黨得票數雖仍較在野黨多，但已大幅滑落，在野的民
進黨則得票率有所增加 (2)買賣票、賄選、幽靈人口、投票部隊及執政黨操縱股市之不法不當
手段雖時有所聞，但其效果已大不如前 (3)台灣人民之政治覺醒及對民主之訴求正隨世界潮流
高漲，民主已成一股不可阻擋之趨勢 (4)台灣獨立之言論在台灣雖仍是禁忌，但卻成為此次選
戰之焦點。國家定位曖昧不明的情況已受選民挑戰 (5)中國企圖透過國民黨政權阻礙台灣之民
主進展及台獨聲浪，以威嚇言論試圖影響選舉，卻未達其效果而徒成笑柄 (6)在民主陣營整合
的同時，極右派、軍系及情治等保守派勢力也相對應地進行整合 (7)台灣政黨政治之雛形正快
速成長 (8)此次選舉民主進步黨表現優異，但未來能否成為與中國國民黨相抗衡之政黨仍視其
是否能更進一步深入群眾、鞏固組織、發掘人才及提出具體治國藍圖而定。 (9)在野黨派斬獲
不少重要縣、市長席次，但是國民黨仍掌控中央政府。將來中央與地方如何協調、合作共謀台
灣的發展將是值得注目的課題。 (10)國民黨此次選舉受到空前挫折，該黨除自承失敗外亦聲言
將進行改革。
觀察團同時認為窒礙民主之枷鎖應揚棄。因此建議 (1)改善選罷法，促此選舉成為公平、
合理、符合民主原則的權力競賽 (2)立即開放電視及廣播電台等媒體，保障言論自由 (3)廢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國家安全法｣ (4)全面修憲，使全部民意代表與總統皆由全民直選 (5)
立刻放棄對中國的主權要求 (6)建立獨立、超然、公正的司法制度 (7)去除軍隊、警察及情治單
位的黨政色彩 (8)停止黨化和大中國思想教育 (9)停止黨、政、軍對各級學校教師及學生之控制
(10)培養全民民主觀念、健全人格和本土化思想。
此次選舉結果，21 席縣市長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各拿下 14 及 6 席，另一席無黨籍。101 席增
額立委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各拿下 72 及 21 席，無黨籍 8 席。得票率國民黨約六成，已較往年
滑落許多，民進黨則近三成。
1990 年因面臨中華民國國大體制選舉的第八屆總統改選。當時國民黨內保守派對李登輝總
統之副手選擇及決策有歧見，爆發主流與非主流兩派之爭。李前總統面臨蔣家遺臣的圍勦，國
家政局不安。學運及社運團體於 3 月 10 日聯合簽署一分｢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的聲明。3 月 14
日，台大學生首先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靜坐，向全國提出四大主張，即｢廢除動員戡論時期臨時條
款｣、｢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及｢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3 月 16 日，來自台灣
主要公私立大學之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開啟｢三月野百合學運｣的序幕。3 月 17 日靜坐
學生達二百多人，並獲台灣各地大專院校學生及改革派教授的聲援與參加支持。20 日廣場學生
達 5000 人。21 日李前總統接見學生代表，達成四點共識，允諾追求民主憲政、致力四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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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召開國是會議，此即｢野百合學運｣。
1990 年 4 月 19-20 兩天，教授協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及國際關係中心共同舉辦台
灣經濟貿易會議。主辦人為徐福棟、節目負責人李正福、秘書胡勝正，整個會議相當成功。參
與者包含海內外學者專家，及美國學者政要，如參議員麥考斯基(Murkowski)、美總統外貿顧問
委員會副主席唐納卡斯(Donald Cass)、美台經濟顧問威廉摩瑞爾(William Morell)等，對促進台美
經濟貿易關係有正面助益。
本屆會務期間，共計發表六項聲明，即：
(1) NATPA 對許信良案之聲明(1989/10/24)
(2) 連署世台會對羅益世被起訴判刑案聲明(1990/2)
(3) 連署 FAPA 發起各社團｢開放總統直接民選，國會全面改選，廢除遴選海外立委｣聲明
(1990/2)
(4) NATPA 反對五輕建廠聲明(1990/3)
(5) NATPA 支持聲援青年學生靜坐絕食抗議行動聲明(1990/3/22)
(6) 支持公論報主辦台灣前途討論會(1990/6/1)
林會長對教授協會發展提出三個方向：
(1)

以長遠的目標而言，NATPA 應建設一個台灣人在海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

與教育的資源。
(2)

NATPA 擁有各方面的專才，且有健全的組織，應繼續擴充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項

目，且聯合海內外台灣人的學術團體，有系統地研究與台灣有關的問題。聯合台灣及歐美
學術團體，多多開辦國際會議，促進學術交流。
(3)

在會員增長方面應當要注意到輸入新血的問題，引進年輕接棒人。

5 月 20 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6 月 1 日，郝柏村取代李煥就任行政院長，
引起學術界反軍人干政大連署及在野黨派大力反彈。6 月 29 日召開國是會議。10 月 7 日李前總
統設立國統會，同日民主進步黨通過台灣主權獨立決議案。
6 月 29 日李前總統依對野百合學運學生代表的承諾，召開國是會議。教授協會雖沒有全面
參與，但本會計有兩位資深會員參與國是會議，代表海外台灣人發言，即廖述宗教授及張富美
教授。
開會期間，適值被國民黨指控叛亂的海外異議人士陳昭男被捕。廖述宗與張富美兩位與陳
唐山、吳澧培、王桂榮及楊黃美幸六位國是會議海外代表共赴總統府拜訪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
營救。廖述宗並向蔣秘書長詢問，若他在國是會議說出美國傑佛遜總統的名言：｢人民有用武力
推翻政府的權利｣，是否也犯叛亂罪？蔣表示，沒有行動的話應該沒關係。蔣彥士告訴六位代表，
應相信司法單位將公正處理。廖教授果然於國是會議提出該句話，強調人民比政權的存在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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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聲援陳昭男。在會議中，廖述宗教授清楚表明，人民有使用武力推翻專制政府的權力。報
紙及各新聞媒體於翌日廣泛引用報導廖教授的這段談話。後來偵查終結，檢察官認為陳在美國
之言行，已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組織罪，第二條第三項之預備以非法的武裝暴力
方法顛覆政府竊據國土罪，遂對其提起公訴。
國是會議期間，海外異議人士代表曾因國民黨張京育等人將國民大會委任制解釋成｢我國的
國民大會和美國的選舉人團一樣｣，廖述宗憤而退出會場，楊黃幸美和吳澧培隨即跟出，三人表
達打算全面退席的心意。此舉促使改革派動作更為積極，借力使力，對國民黨代表施壓，終於
使朝野達成總統由全體公民直選的共識。就廖述宗個人瞭解，李前總統個人是非常支持台灣的
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票選產生。
廖教授也曾在會中，以細胞分裂的觀點探討中國前途，倡導中國應當分裂為八至十國，各
依其不同之地理及資源之性質發展其特色，謀求人民最大福址。各小國依人民意願，有意願者
共組邦聯，團結軍事外交經濟等力量，無意願者，其它國家尊重其獨立自主的地位，不以武力
相威脅；即使加盟聯幫亦能自由退出，為完全民主而自然的統合。台灣則視全體台灣公民之意
願，以公投等方式決定是否加盟邦聯。日後李前總統提出的｢七塊論｣，也可說是與此呼應的類
似見解，這樣的見解不失為提供目前兩岸政府考慮的一個很實際的選擇。
國是會議的結論主導了後來台灣十年的民主改革方向。主要共識共分國會改革、地方政府
體制、中央政府體制、憲法修訂及大陸政策五項。分別有：國會改革(1991 底資深民代部退職、
國會中將有政黨比例代表和全國不分區並行制、維持三國會並存但調整國民大會和監察院職權
或維持單一國會立法院)；地方政府體制(省長民選、回歸憲法訂定省縣市自治通則、廢除鄉鎮
長民選)；中央政府體制(總統民選、內閣總統混合制、調整監察及考試兩院職責)；憲法修定(廢
除臨時條款並進行修憲)；大陸政策(以一國兩府架構定位現階段兩岸關係、在不危害國家安全
前提下擴大兩岸交流、政府成立專責機構處理大陸事務、兩岸經貿交流成立中介團體協調處理、
兩岸應在對等互惠安全原則下進行談判、談判內容應分階段性與階層性，先經濟文化治安，後
政治)。教授協會對國是會議能達成共是樂觀其成，並密切觀察執政當局是否致力落實共識結論。
NATPA 的成立直接或間接促成了許多其它台灣人組織的成立。在美國，繼 NATPA 後，在
美國的台灣人，先後成立了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成
立於 1982 年)、NATMA(北美洲台灣醫師學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
於 1983 年)、NATWA(北美洲台灣婦女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成
立於 1988 年)及 NATEA(北美洲台灣人工程師學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Engineers'
Association，成立於 1991 年)。
NATPA 成立十年後的 1990 年的 12 月 29 日，台灣各大專院校認同台灣獨立主張之教授們
成立｢台灣教授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簡稱 TAUP)，其宗旨為：｢結合
學術界致力實踐台灣獨立建國之專業人士，以促進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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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提升、還境保護、世界和平為宗旨｣。NATPA、NATMA、FAPA、NATWA 、NATEA、TAA、
WUFI 及 TAUP，都可以說是目標相近、同為結合關心台灣前途與發展的台灣人專家學者與婦
女、共同謀求台灣之進步與改革為主旨的組織。
第十屆年會最大的突破，便是返回台灣召開年會，因為過去的九屆年會都是在美國召開。
第十屆年會的籌備始於第九任會長陳文彥，其他包括前會長賴義雄及蔡嘉寅等也積極企劃幫助。
1990 年的時代背景為：台灣已經解嚴、政治犯被釋放、國代選出李登輝為總統、民進黨在
地方選舉及立院國大選舉有初步斬獲，但國民黨保守舊勢力仍主導台灣政局、因而李前總統被
迫以軍頭出身的郝柏村當院長來將黨務系統的李煥趕下台、國民黨內政爭嚴重、學生在中正紀
念堂自發性發起野百合學運靜坐要求政治民主改革、國是會議召開、海外部分黑名單解除、台
灣則有基於學術良心與社會公義組成的台灣教授協會和澄社。
返台召開年會初次問卷是林靜竹會長在 1989 年 NATPA 和美國中西部大平原區秋令合辦年
會時接任新會長時分發的調查表，調查會員返台參加隔年年會的意願，結果贊成者居多。1990
年元月在芝加哥召開 NATPA 理事會及 1990 年會第一次籌備會，參與者為理事、前會長和分會
長共十八人，會中針對回台灣開年會的正反面意見進行了概略性的討論，但原則上大家是支持
回台灣召開年會。
因為所需經費龐大，副會長林武男教授負責對返台開會進行募款，林靜竹會長和不少熱心
會員捐出五百美金，其它許多會員也各自贊助數百元。會員顏永財捐出一萬美金、日本前世台
會會長郭榮桔捐出一萬美金、會員朱耀源捐三千美金、會員李雅彥捐兩千美金、台灣辜寬敏捐
台幣三十萬、陳繼盛捐台幣十萬、民眾日報捐台幣五萬。
吳樹民醫師為吳三連先生的公子，在美國時已為本會會員。許多本會在台灣的活動，吳樹
民先生都熱情協助。當時任自立報社發行人的吳樹民慨然允諾擔任本會返台開會的台灣總聯絡
人，為此次回台召開年會在台灣奔波協調各方，提供許多協助。經本會會長林靜竹教授與馬偕
醫院協商，馬偕醫院院長吳再成、副院長藍中基同意協助提供免費的會議場所。吳樹民並協商
國賓飯店以較低廉的價格提供會員及眷屬住宿。4 月 21 日在賴義雄教授家中召開第二次籌備會
議。會中對會議節目、台灣學者邀請名單、參觀旅行計劃、來賓及宴會主講者、節目小冊印製
和新聞稿等討論，許多事務性項目到此已定案。5 月下旬 NATPA 總會委派蔡嘉寅教授返台兩週
作諸多協調聯洛。6 月中蔡教授返回美國後進行第三次籌備會議。
至於黑名單問題方面，在台的前副會長朱耀源也不斷與國民黨海工會正副主任章孝嚴、鄭
心雄談判，在華府的賴義雄、陳文彥也不斷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尊賢協商，由最初
的 18 名黑名單減至 13 名，到最後只剩參位年會講員的吳明基(曾任 FAPA 會長，NATPA 理事、
台獨聯盟中央委員)、李應元(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和日本郭榮桔博
士仍留黑名單，其餘全部解除。當時李應元則隨軍翻牆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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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會長及來賓針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及黑名單等問題作出重要建言與批判。學術研討論分
五組進行，為(1)台灣政治的改革(包含外交、國防) (2)台灣經濟及環保的改革 (3)台灣文化及高
等教育的改革 (4)台灣農業與農業科技的建言 (5)生物醫學、藥劑學和全民健保的研討。
年會期間情治便衣人員滿布會場打算逮捕李應元。會長林靜竹向外界強調，NATPA 不是政
治團體，是關心台灣的學術團體。NATPA 對台灣提出的建言為呼籲放棄中國主權，以台灣自居；
教育採取分權制、讓學校自主；農業制定保護政策，加強國內外市場動態情報蒐集；環保全面
造林綠化台灣，政治全力維護台灣主權；經濟積極尋求技術提升；加強本土化教育、重視台灣
意識，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台灣未來以全民公投決定，前途自決，重返國際社會；總統及省市
長民選，修憲以符台灣需求。
本次年會共會員一百餘人參加，連同眷屬一百五十餘人，較往年為多，相當成功。自 1980
年創會時，即決議未來應回台灣召開年會，至 1990 年教授協會成立十週年，終於圓滿返台召開
年會，可說是教授協會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任務，並開創了教授協會另一個新時代。相關籌備
人員不畏艱辛，協調各種困難與岐見，終於完成大家回台灣舉辦年會的心願。在台灣舉辦年會，
一方面便於表達教授協會會員對台灣的關懷，二方面將大家針對台灣的研究心得貢獻回饋給台
灣。
這次返台召開年會，可說是為海外台灣人團體大型返回台灣樹立典範(世台會曾於 1986 年
回台灣小型開會)，之後世台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人商會、醫師協會等陸續組團回台。
同時也主動打破了黑名單的禁錮，鼓勵會員返台貢獻所長，對台灣主權和本土化的堅持等，可
說有歷史性的意義。
結語和感謝：
這篇文章的內容主要是參考依據北美教授協會於 1990 年出版的「NATPA 十年的回顧
1980-1990」為主軸，合併相關海內外與台灣有關之重大事件為輔所編寫而成。
「NATPA 十年的
回顧 1980-1990」一書是在當年林靜竹會長的主導下，由陳清風教授依 1980-1990 這十年內十任
教授協會會長提供的資料與紀錄整理編撰而成。本文同時亦參考引用許多含本會許多前會長、
前輩及會員的寶貴意見，及林靜竹前會長提供的「1990 年 NATPA 首度回台召開第十屆年會的
經緯和歷史意義」
。本文的英文版，由陳清池教授幫忙翻譯而成。雖則中英文版並非完全相同，
但皆由教授協會歷任會長及相關教授們經多次審閱提供意見，應足以作為教授協會會史及活動
紀載的代表文獻之一。
許多各地的朋友們如台灣的李鎮源教授、日本的郭榮桔博士也都熱情地對教授協會的活動
提供各種協助。我們也要特別感謝兩位已過逝的教授協會成員，在堪薩斯的黃金來教授和在德
州的李雅彥教授。黃金來在教授協會創始之初，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李雅彥則擔任過本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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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會長，並促進了許多和台灣文化及醫學教育有關的活動。我們也要感謝顏永財、李華林
與李雅彥等夫婦和許多匿名者的捐款贊助。在教授協會總部與陳永興博士曾主導一個透過募
款、挑選而邀請三十餘位台灣的年青學者訪問美國，這些參訪者，多數現在都已成為台灣新政
府或學術單位的領導階層並為台灣作出許多貢獻。超過六十位教授協會的成員現在在台灣直接
參與建設新台灣的活動。
也因為大家熱情的關心，使本會和會員得以協助及參與多本與台灣政治、文化及歷史等相
關的研究著作發行。這包含了：
(1) 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王秋森主編。此書為教授協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和聖地
牙哥立大學人力資源研究發展中心於 1986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主
辦的研討論中與會者發表之論文。
(2) 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上下策)。吳守禮著，1986 年。教授協會對此書初期研究撰
寫支助 2500 美金。
(3) 台灣問題論文集。張富美編，1987 年出版，台灣文庫叢書。
(4) 台灣人的詩篇，蕭泰然作品專輯，錄音帶，1987 年出品。由教授協會之台灣文化委員
會支助，李雅彥及廖述宗援助。
(5) 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陳芳明編，1988 年出版，台灣文庫叢書。
(6) 1988 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此為本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於 1988 年舉辦之研討會
中與會者發表之論文的匯整。
(7)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A research Annual, 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Export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李正福及胡勝正編輯。
(8) 重審美麗島。呂秀蓮著，1991 年出版。教授協會慈淵基金(CY Fund)及川流基金會為本
書贊助者之一。
(9) The 1991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In Taiwan(Reports by Observ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許重義主編，張旭成協編。
(10)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由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及現
代美術研究基金會出版。
(11) 客家與台灣(The Hakka Odyssey & Their Taiwan Homeland)。江運貴著，1992 年出版。
(12) 台灣文化(1985-1989)。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發行。有多位教授協會會員執筆。本雜
誌目的在推廣和發揚台灣文化。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在成立的首十年對台灣民主改革的關切、推動海外及國內台灣人學
術及經驗交流等作出許多貢獻。之後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變化之後，仍持續堅持在台灣的民主改
革、新國家建設、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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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NATPA 年會的回憶
第十任會長 林靜竹
1999 年 12 月
頃接 NATPA 副會長吳和甫專函告知明年要發行二十週年特刊，要筆者報導第十屆會長
任內的大事及感言，我義不容辭，因為十年前我曾請各屆會長執筆編輯「NATPA 十年
的回顧」送給全體 NATPA 會員及台灣各界鄉親。在該專冊序文我曾斷言最初十年
NATPA 對故鄉台灣的貢獻只是一個起步，下一個十年，再下一個十年，NATPA 會作出
更大的貢獻。我寫第十屆會長任內大事時因任期未滿，乃稱這是一章未完成交響曲，因
該冊出刊是在 1990 年年會之前，年會後曾出刊第四次通訊(35 期)，登載年會的情形，
包括專文，新聞摘要及許多活動照片。
在此筆者想趁此機會寫出一些少為人知的年會重要內幕消息，從籌備到大功告成，使
NATPA 會員更加瞭解當時運作的困難，成功的要訣，相信值得大家回味。這一部份資
料包括在二十週年特刊，將使「NATPA 十年的回顧」和「第 2 本 《十年的回顧》
：1990 –
2000」有完整的接棒。
籌備第十屆 NATPA 年會在台灣召開，當時大家擔心的是「財務問題」及「黑名單問題」
。
當時為 NATPA 首次返台開年會一定要辦得盛大，完美。因此動員了不少人。那一年有
兩組工作人員，即經常會務工作人員，包括理事、分會長、各研究組，另一組為年會籌
備人員包括節目組總協調的蔡嘉寅，賴義雄兩位前會長，各學術研討會召集人，包括政
治、教育、經濟、文化、生物醫學、藥劑學、農業、科技與工業、管理與企業、環保、
參觀旅行、出版組及台灣地區總聯絡人(參閱十年的回顧)。多位前會長、前理事都擔任
了第一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蔡嘉寅、頼義雄，多次在台灣奔走聯絡。蔡嘉寅的工作包
括安排總統接見，政府官員，台灣學者的邀請，中南部參觀旅行的住宿，午宴，晚宴及
許多私人捐獻。賴義雄也聯絡不少參觀單位，台灣學者，並得到張榮發先生開辦的國家
政策研究中心協助免費印刷節目小冊及全部學術研討會的議題及演講內容。台灣總聯絡
人吳樹民擔任自立報發行人及吳三連基金會負責人，除了協助兩位總協調人之外，安排
了記者招待會，吳三連基金會招待晚宴，及會場對面國賓飯店住宿取得優待價格。祕書
長林宣繼兼兩組的工作，報名，收費，聯繫，發函，加倍忙碌。會後五天旅行並在台中、
台南、高雄開了三場演講或研討會和中南部鄉親相聚。
總領隊李賢淇的忙碌可以想像(見附圖 1)。以上蔡、賴、吳、林、李五位大功臣，年會
的成功奠基於他們的辛勞，功不可沒。各組節目召集人，除了邀請 NATPA 講員，也忙
著和台灣同組的學者不斷聯絡。其實年會的準備是由我擔任第九屆副會長時即開始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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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幾乎每一位會員或多或少慷慨解囊，第十屆副會長林武男繼續募款，使 NATPA 基
金由以前的三萬多增至八萬多美元。我除了天天和各負責人聯絡之外，也開了三次籌備
會議，從 1990 年元月至五月之間，分別赴九個分會鼓勵大家參加這個「衝破黑名單」
的首次返台年會。年會的會場，馬偕醫院十一樓的大禮堂及五間教室經過我和院長吳再
成，副院長藍中基交涉，免費提供 NATPA 使用(除了我和吳、藍熟識之外，可能也得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及馬偕董事會的支持)。至此，所謂的「財務問題」得到解決。
那時這些工作伙伴都還在壯年，十年的時光，大家增添了白髪，減少了奔走勞苦的體力，
不少人在人生的旅程上，更上一層樓。NATPA 二十年的年會籌備及特刊的編輯只好由
年輕一輩的人接棒了。
第二個問題是「黑名單問題」。在籌備過程中，NAPTA 講員有 18 名被列為黑名單，無
法返台。經過 Washington D.C.多位會員的努力和駐華府台灣經濟文化總辦事處副處長
林尊賢先生的幫忙，另有返台的前副會長朱耀源，再加上蔡嘉寅的努力，透過外交部、
國民黨海工會的協助，黑名單人物最後減少至三位。李登輝答應接見 NATPA 十位代表
直接給予國是建言也是透過海工會主任章孝嚴及總統付祕書長蔣彥士的管道。後來因現
任立委李應元偷渡返台成功，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極力阻止，NATPA 代表和李登輝
的會談於是被取消。連帶發生變化的是五位原定參加 NATPA 年會的官員，包括台北市
長黃大洲，經濟部長蕭萬長，國科會主委郭南宏，農委會主委余玉賢及政務委員吳伯雄
(前內政部長)也被臨時取消。僅有環保署長簡又新，衛生署長張博雅出席參加。當時台
灣已解除戒嚴，言論相當自由，各報記者蜂湧到 NATPA 年會會場，爭相採訪。他們最
關心的是李應元在那裡，而不是 NATPA 與台灣學者學術研討會的內容或是 NATPA 對
台灣的政治及社會改革有何新的建言。
年會後星期一早上，我和廖述宗到林口長庚醫院訪問醫學院院長吳德朗和研究部主任張
學賢，傍晚回到台塑招待所，得到台中一中同學程國強留言「施啟揚想明天早上十至十
二點在行政院副院長辦公室有事和你談，如果方便的話我來接你，請回話」。招待所的
小姐說程打來幾次電話。程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化出版事業總負責人，和施常相往來。我
一想，此次返台見不到李登輝，無法向他提出 NATPA 政治改革建言，也許由施啟揚傳
達是個方法。於是向程回話，決定翌日早上十點由程到台塑大樓接我去行政院。翌日果
然按時坐程的車去見施。施同學非常客氣，親迎樓下，上樓到他辦公室時三人拍照留念
(見附圖 2)。臨行前我半開玩笑地向內人說：
「如果下午兩點尚未見我回來，請聯絡自立
報社吳樹民找人」。當時雖解嚴，很多人心中尚有一絲白色恐怖陰影，年會時又有李應
元潛台一事發生，我是 NATPA 會長，是不是為此事找我，這個連想使我有些警覺。
見面後施同學首先表示知道 NATPA 回台開會及我是現任會長，因此想和我懇談。他說：
「其實政府正在努力改革，政府和北美教授協會的目標和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方法有些
不同，您們想用直衝的方法，政府卻不得不用迂迴的方法逐步改革」
。我回答說：
「我們
本來準備去見李登輝提出國是建言，但不知為何臨時取消，聯絡人章孝嚴避不見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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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高官之一，和您談一談，再轉知高層也許有幫忙」。在兩小時對談中，就我記憶
所及，曾提出總統直選，國會改選，制定新憲法或修改適合台灣現狀的憲法，縣市政府
應有更多的財務支持從事地方建設，縣市政府應有管制及指揮警察權。本土學者應有更
多的研究費(當時國外返台的學者受優待，研究經費不成比例)。在台灣出生的人不要再
登記為湖南人，身份證上不要有台灣，湖南之別。落實國名為台灣，國際外交使用「台
灣」才有辦法擴充。軍隊及司法系統應該中立，不要偏向執政黨，或由國民黨控制是錯
誤的。交通與治安要迅速改善。教育改革要教育部鬆綁，鼓勵私人興學，校園校外學生
應有更多活動空間，廢除教官管束等等建言。施對上述建議大部份同意並且強調政府正
在逐步施行。不同意的部份包括國名改為台灣，形同政府倡議台灣獨立，中國馬上武力
攻台。台灣那麼小，地方警察可由縣市長調用，但警政署等中央機構統一指揮有其必要，
否則不易捉到罪犯。稅收由中央集中，再看地方需要分配出去，否則高雄縣稅收多，地
方建設會很好；屏東縣，台東縣則很窮，靠自已縣內的稅收，建設無法趕上時代云云。
這些意見證之十年後今日的台灣，不少已經做到。最近李登輝「國家對國家」之台灣定
位，雖有大選前為連戰助選之嫌，對十年前 NATPA 的意見已漸趨一致，至少也表現政
府高層對台灣人民的聲音漸有共識。
以上是筆者，在 1990 年籌辦年會時一些記憶所及一些尚未報導過的經驗與感想，寫出
來供 NATPA 同仁，共同回憶。此文之後請刊登十屆年會筆者以台語演說的開會辭(附圖
3)，說明當時返台辦年會的想法，供 NATPA 同仁共賞。

附圖 1： 1990 年 7 月、NATPA 參觀訪問團最後一天在赴日月潭途中汽車故障，團員下
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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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1990 年 8 月、教授協會年會後由程國強﹝右﹞安排，林靜竹﹝中﹞
訪問行政院施啟揚副院長﹝左﹞。

附圖 3：NATPA 第十屆會長林靜竹以台語致開會辭，揭開教授協會年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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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19801980-2000 歷年會長及重要記事
歷年會長及重要記事
1979 年 12 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
北美洲台灣人菁英一向關心故鄉台灣，
，為了能集体有效的為台灣作事，
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北美洲台灣人菁英一向關心故鄉台灣
為了能集体有效的為台灣作事，於次年 8 月 9
研究所會議室、
、正式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日在芝加哥大學廖逑宗教授的 Ben May 研究所會議室
正式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服務
時段

會長

1

1980-1981

廖逑宗

7/2-7/5, 1981

與美東夏令會合辦,
Gettysburg College, NY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義雄家人被暗殺。次年 7 月 3 日陳文成
教授被喑殺。國民黨加強海外留學生言論控制。 教授協會
一直都在關心這些事項。

2

1981-1982

蔡嘉寅

7/9-7/11, 1982

與東南區夏令會合辦,
Tusculum College, TN

年會重點：北美菁英與台灣黨外民主人士的對話。教授協會
參與根除國民黨職業學生在美國大學監控台灣學生的活動。

3

1982-1983

孫錦德

7/1-7/4, 1983

與美東夏令會合辦,
Univ of Delaware, DL

年會重點：台灣文化的討論。

4

1983-1984

吳得民

7/12-7/15, 1984

與中西部夏令會合辦
E Michigan State Univ,
Ypsilanti, MI

年會重點：80 年代台灣面臨的課題。
1983 年年底、教授協會組團回台觀察台灣選舉。
〔教授協會設立四新分會〕
年會重點：台灣與美國大專教授學術研究的交流
教授協會評鑑馮滬祥論文﹝新馬克主義的批判﹞的抄襲。

屆

年會曰期

年會地點

重要記事及年會重點

5

1984-1985

吳政彥

7/27-7/28, 1985

與中西部夏令會、教會協
會及 NATMA 合辦
Northern Illinois Univ,
DeKalb, IL

6

1985-1986

林宗光

7/14-7/16, 1986

與美南夏令會合辦,
San Marcos, TX

1986 年 7 月 24 日在 San Diego 州立大學辦台灣公共政策研討
會。林會長提出設立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y（ITS）的構想

7

1986-1987

賴義雄

7/23-7/26, 1987

與美西夏令會合辦,
St Luis Obispo, CA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在台北市圓山飯店正式成立。
1987 年 6 月 7 日在紐約市協辦台灣工商經濟座談會。〔教授
協會之分會增加到 11 分會〕。

8

1987-1988

黃昭淵

7/14-7/17, 1988

與中西部夏令會合辦,
E Lansing, MI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發表「對台電興建核四廠之聲明」。
1988 年 8 月在台灣師範大學辦第二次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
年會主題：新台灣人新使命。
規劃 1990 年返台召開年會初步事宜並推動籌劃 1989 年返台
選舉觀察團。
1989 年 2 月 11~12 日，於華府主辦台灣經貿與農業座談會。
7 月 6~9 日在 DC 協辦 21 世紀台灣在太平洋之角色研討會。

9

1988-1989

陳文彥

7/27-7/30, 1989

與平原區秋令會及
NATMA 合辦
SW Missouri State Univ,
Springfield, MO

10

1989-1990

林靜竹

7/27-7/29, 1990

馬偕醫院, 台灣台北

年會重點：海內外學術交流及國是建言。
1989 年年底、教授協會組團回台觀察台灣選舉。

11

1990-1991

林武男

7/4-7/7, 1991

與美東夏令會合辦,
Cornell Univ, NY

年會主題：台灣人的新境界。

12

1991-1992

李雅彥

8/5-8/9, 1992

Univ of Colorado,
Boulder, CO

台灣 ---- 中國〔台 --(教授協會首次自辦年會〕

13

1992-1993

吳錫圭

7/17-7/21, 1993

Univ of New Hampshire,
Durham. NH

年會主題：台灣與聯合國

14

1993-1994

商文義

6/18-6/20, 1994

中央研究院, 台灣台北

年會主題：台灣新展望﹕建立第一流的新國家

15

1994-1995

陳隆志

8/8-8/10, 1995

Fairfax, VA

年會主題：一百年來的台灣 -- 回顧與展望

16

1995-1996

許重義

8/2-8/4, 1996

Irvine, CA

年會主題：台灣教育建設與海內外文化交流

17

1996-1997

林玉郎

7/26-7/27, 1997

Vancouver, Canada

年會主題：台灣的改造與展望

18

1997-1998

林智美

7/24-7/26, 1998

Santa Clara, CA

年會主題：家庭、社區、國家的關係與互動

19

1998-1999

江永芳

8/6-8/8, 1999

Albuquerque, NM

年會主題：建立法治的台灣國

成功大學, 台灣台南

年會主題：新世紀的願景：建立一個美麗、安全與永續的國
家

20

1999-2000

吳和甫

6/24-6/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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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流的探討

1990 - 1991
第十一任會長
第十 任會長

林武男

第十一任會長林武男博士﹐1942 年生於台
南縣佳里鎮嘉福里｡ 成功大學礦冶系採
礦工程組畢業｡ 一年的預備軍官役後回
母校任助教｡ 兩年後進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Berkeley 工學院的應用地
球物理(Engineering Geosciences)組的研究
所｡ 得到碩士學位後轉入該校理學院的
地質與地球物理系(Department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攻讀地球物理博士｡ 他的
研究著重於實驗室測定岩石的彈性波速
度在高溫高壓下的變化﹐進而配合地殼中
地震波速度的分佈來推斷加州地殼的岩
石構造｡ 得到地球物理博士後﹐他就職於
UC 的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LNL)﹐從事能源方面的研究﹐直到 2006 年退休｡ 他在 LLNL 退休前的研究
工作著重於高放核廢物處理｡ 在那個研究企劃內他擔任高溫環境的技術區域領導﹐負責
帶領實地及實驗室試驗﹑高溫水力模擬分析﹑高溫地球化學分析及高溫岩石力學研究等
｡ 2006 年退休後又被聘請回 LLNL 當 Laboratory Associate 迄今｡

在 UC﹐Berkeley 當研究生時﹐他是「台灣同學會」的創會成員之一﹐因此不見容於當
時的國民黨政府﹐而被列入黑名單﹐一直到 1992 年才解除｡ 1988 年 8 月本會與「台灣
人權促進會」合辦的第二屆「台灣公共政策研討會」在台北舉行｡ 代表本會出席研討會
的講員之中有四位(蕭欣義博士﹑廖述宗博士﹑林宗光博士﹑及我本人) 得不到回台簽
証﹐最後我只好以非正式管道偷偷地回台灣參加研討會及所有相關活動｡
本會第十一屆的總會幹部如下：
總部執行長：廖述宗
總會會長： 林武男
副會長：
李雅彥
理事：洪基隆﹑賴其萬﹑李賢淇﹑林靜竹﹑ 林

財務：
李華林
研究委員會：陳文雄
出版委員會：吳漢南
會員錄：
楊錫鈿

明璋﹑吳漢南﹑吳明基﹑游伯龍
秘書：
李啟和

通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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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必行

研究委員會的各研究小組召集人如下：
農業組：

朱耀源

台灣文化組：

廖述宗

經濟組：

蕭聖鐵

藥學組：

林宗仁

高等教育組：吳得民

核能組：

黃昭淵(代)

環保組：

林武男(代)

台灣留學生組：

李雅彥

政治組：

林宗光

台灣全民健保組： 黃連福

生物醫學組：周烒明

居住美國的台灣人家庭﹑社會﹑經濟
調查組：
陳文雄﹑黃河

總會活動
我擔任第拾壹任會長期間 (1990 – 1991)﹐時值本會首次在台灣舉行年會之後｡

首次在

台灣舉行年會﹐加上李應元博士是否在會場現身所引起的廣大媒體及便衣情治人員的關
注﹐帶給每個與會者無限的震盪與激情｡ 在激情之後就有些放鬆的感覺｡ 我任會長期
間的總會及分會活動 已經登刊在所出版的四期通訊｡ 這些活動摘錄於此｡
一．環保及健保訪問團
鑑於台灣環保及健保的議題日受重視﹐本會於 1991 年 6 月 7 日到 13 日派遣一隊環保及
健保訪問團到台灣 拜訪了六個縣市﹕宜蘭縣﹑台北縣﹑彰化縣﹑高雄縣﹑屏東縣及高
雄市｡ 訪問團由林舜達博士率領﹐團員包括黃慶三博士﹑陳嘉明博士﹑及顏裕庭博士
等會員｡ 黃月桂博士及本人因得不到簽證而不能參與｡ 訪問團實地了解問題﹐提供切
題的建議｡ 訪問團及受訪的縣市長都覺得受益良多｡
二．Gallop Poll 評審
1990 年 10 月, 美國專門從事民意調查的 Gallop Poll 接受『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委
託, 透過其在台灣的代表在台灣做有關“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交流看法”的民意調查｡
其結果顯示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偏低（The Gallop Organization Inc., USA, 1990, “台灣地
區民眾看兩岸交流民意調查報告”）｡ 本會針對其民意調查的技術性問題進行評審｡
這項對 Gallop Poll 的評審由卓耀宗博士（召集人）﹑黃河博士﹑林智美博士﹑陳文彥博
士﹑林義雄博士﹑及林武男博士等會員參與｡ 評審結果顯示該民意調查的技術層面有
瑕疵｡ 它以電話取樣﹐而且所設計的問卷沒有考慮台灣的獨裁政治的客觀環境｡ 評審
的報告除了寄給台灣的新聞媒體及有關單位（包括 Gallop Poll）外﹐並發表在本會的
Forum (Vol. 1, No. 1, September, 1994)｡
三．無線電視頻道
當年台灣的無線電視還是三台壟斷的局面｡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以沒有頻道為由 不准
設立新的無線電視台｡ 本會成立了『台灣無線電視頻道開放可行性』的研究小組﹐由
王萃堂博士召集｡ 參加的會員有楊英杰博士﹑黃仲義博士﹑林武男博士﹑及謝必行博
士等｡

研究的結果顯示在文宣方面台灣的報章雜誌已做得很多﹐而硬體方面需要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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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實地偵測無線電頻道的使用情形｡ 其所需的人力及物力實非本會所能負擔｡ 後來
我 個人在『自立晚報』發表一篇相關的文章﹕“電視頻道開放與新聞自由”（『自立晚
報』﹐10/19/1991）｡
四．台灣入聯合國研究小組
有鑑於拓展外交空間對台灣的生存的重要性﹐本會擬成立一個有關台灣入聯合國的研究
小組｡ 可惜此議未能得到當時本會一些對國際法頗有研究的知名會員的響應｡ 幸而
幾年後﹐本會會員陳隆志博士及江永芳博士等對台灣入聯合國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貢獻
｡
五．營救入獄的會員及其他人士
當年正值台灣的政治大轉型期｡ 黑名單雖已部份解除﹐卻尚殘存｡ 很多海外的黑名單
上的人士紛紛以各種非正式管道回台｡ 有人因此身陷囹圄｡ 較為人知的有本會的李
應元博士及沈富雄博士兩位會員的入獄｡ 在島内的知名政治犯黃華先生也再被捕｡
還有幾位大學生因史明案被捕｡ 本會都極力參與營救他們的工作﹐積極倡導維護人權｡
我們也為黃華先生發起募款運動｡
六．黑名單問題
我們收集了四十多位會員在回台簽證時受到刁難的資料｡ 根據這些資料﹐本會在 1991
年 9 月 20 日『民進黨立委黨團』舉辦的「解除黑名單公聽會」上做書面報告(本人因為
得不到簽証而不能回台與會)｡ 我也去函李登輝總統及郝伯村行政院長﹐要求針對黑名
單問題在台灣與相關單位對談｡ 經過多次書信往返還是沒有結果 (見文後附件) ｡ 幸
而黑名單終於在 1992 年解除｡
七．建立會員專長資料庫
為方便會員間學術研究的合作﹐以及讓外界了解會員的專長﹐本會擬建立會員的專長資
料庫｡ 從這一屆我們開始收集會員的專長資料｡ 我們寄會員專長調查表給每一位會員﹐
有不少會員很合作地寄回調查表但是比目標還差一大截｡ 這項工作在以後各屆都有繼
續推動｡
八．協助籌備第十二屆年會
為方便第十二屆年會(1992 年) 的籌備工作﹐本會在最後一季做了會員對年會的問卷調
查﹐有 64 位會員寄回調查表｡ 這些資料對第十二屆年會的籌備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九．第十一屆年會
第十一屆年會於 1991 年 7 月 4 日到 7 日與美東夏令會合辦﹐在 Cornell 大學舉行｡此屆年
會的主題是“台灣人的新境界(Taiwanese New Horizon)”｡ 本會有多位會員提供專題討
論：張耀民博士 “台灣的產業轉型與環境保護”﹑朱耀源博士 “台灣的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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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義雄博士 “台灣的國防”﹑廖述宗博士 “台灣的科技教育與科技發展”﹑林宗光博
士 “台灣的外交”﹑謝必行博士 “婦女在未來台灣的社會地位” 等等｡ 會中我們一
些與會的會員有機會與知名政治受難者林義雄先生座談有關如何關心台灣的議題｡
十．聲明及公開信
1.
2.
3.

反對「國父思想」或「憲法與立國精神」被定為大學必修課的聲明｡
立即釋放黃華的聲明｡
參與在台灣報紙登廣告聲援羅益世｡

4.
5.

反對台塑重回宜蘭興建六輕的聲明｡
對釣魚島的聲明：台灣政府有責任保護台灣漁民在釣魚台島附近作業的安全及權
益；日本政府應避免釣魚台島衝突的昇級﹐以公平合理的方法與台灣政府解決此一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紛爭｡
給台灣行政院法務部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沈富雄會員｡
為沈富雄會員受政治迫害﹐給李登耀總統的公開信｡
對台灣憲政改革的聲明：憲改應由經全體台灣納稅人選出的代表執行﹑制定人權法
案﹑開放新聞傳播資源﹑國會應於最短期內全面改選﹑總統及副總統應由納稅人民
直接選出﹑尊重台灣原住民文化及權益｡
對建核電廠的聲明：(1)建核四之前應提高用電效率﹑提高輸配電效率﹑節約用電﹑
能源多元化｡ (2)建核四之前應評估現有三座核電廠的安全｡ (3)建核四之前應評估
發電的經濟效率；應把核電廠的除役及廢物處理費包括在發電成本之內｡ (4)建核四
之前應設計一套有效的疏散計劃｡ (5)重估經濟發展政策｡ (6)加強產業轉型到少耗
能源的產業｡
為因「台獨會」被捕的青年學生而發表呼籲維護思想學術自由的聲明｡
為支持李應元會員回台定居的聲明｡
為陳婉貞案給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公開信｡
立即釋放李應元及郭倍宏的聲明｡
本會也連署了下列聲明：「十三文化遺址行動聯盟」﹑「聯合國應對台灣開大門」﹑
FAPA 對「舊金山和約 40 週年紀念聲明」｡

分會活動
1.

南加州分會：第一次聚會請朱耀源博士演講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在台灣開年
會的影響”﹐深受好評｡ 1991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舉行聯誼活動及專題演講｡ 專題演
講有﹕何汝諧博士 “海洋探險”﹑陳昭俊博士 “人造衛星的通訊系統” 及林福
坤博士 “紅血球生成素(EPO)對洗腎及輸血方面的貢獻”｡

2.

北加州分會：舉辦每四個月一次的慶生會以及多次演講會｡ 演講會包括鍾振昇博士
“溝通技巧與公眾演說”﹑黃國茂博士 “找尋新的抗病毒藥物”﹑林彩鳳博士
“不孕症的新知識”﹑謝必行博士 “防止使用電腦時對視力的損傷”﹑林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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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 “從氣的觀點看台灣、亞洲及世界局勢”﹑楊祥發博士 “植物生長素在
植物學及農業上的應用”﹑李華林博士 “長期的股票投資”及莊東榮博士 “由雷

3.

射所引起的表面光化學反應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我們也舉辦楊祥發會員榮獲農
業 Wolf 大獎的慶祝會｡
中北部分會：於 1991 年 6 月 8 日參觀在 Chicago 附近 AT&T Bell Laboratory﹐由王文
隆博士及林宣繼博士講解 Telecommunication 電話系統﹐後由分會長介紹「台灣地區
中尺度實驗(Taiwan Area Mesoscale Experiment )」﹐並與 Purdue 的中尺度數值模式的
結果比較｡ 於 1991 年 7 月 17 日下午與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台灣同學會合辦
聯誼會及座談會｡ 座談會由楊錫鈿博士﹑陳嘉勇博士及林宣繼博士等會員介紹他們
在 Commonwealth Edison (Illinois)﹑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及 AT&T Bell Laboratory
的工作﹐並評論台灣的能源政策｡ 蔡嘉寅博士演講 “今日台灣農業的困境”｡ 最

4.

5.

6.

後由張憶琳小姐及胡勝正博士主持 “釣魚台運動的回顧與台灣現狀” 座談會｡
N.Y./ N.J.分會：於 1990 年 10 月 13 日在 Flushing 台灣會館舉行年會｡ 會中選出下一
年度的分會長林祁郎博士｡ 會中的演講有：簡逸文博士 “報告 NATPA 在台灣舉
行第十屆年會的學術部份”﹑方菊雄博士 “第十屆年會後的參觀旅行”﹑李明亮
博士 “今年度優良學生獎的選拔辦法”及醫師學會的詹恭明教授 “心臟學的最
近發展”｡ 最後是江文也先生的生平及音樂的介紹會｡ 本分會也積極參與美東夏
令會的籌備事誼｡ 1991 年 10 月 19 日將與 Rutgers 大學合辦「投資及創業」研討會｡
李清澤分會長獲聘為 N.Y.金鷹學院院長｡ 本分會也響應慈林基金會的募款活動｡
New England 分會：1990 年 10 月 30 日 徐福棟博士演講 “從組織文化看台灣人的
團結合作”｡ 1991 年 3 月 30 日邀請 Harvard 大學的台灣研究社的學生與特別來賓
蔡式淵先生聚餐｡ 餐後由蔡式淵先生演講 “台灣政治改革的分析及展望”｡ 李敦
厚博士及黃兆旗博士兩位會員報告去年回台參加第十屆年會的感想｡ 1991 年 7 月 3
日與 Harvard 台灣研究社及台灣同鄉會合辦陳明章先生的台灣名謠演唱會｡
DC/ Baltimore 分會：本分會於 1990 年 10 月中完成為 DC/Baltimore 青少年基金會審
查青少年獎學金的人選｡ 完成修訂本年度的會員錄｡ 1991 年 2 月 23 日與華府同鄉
會合辦演講會﹐由陳唐山博士演講 “人造氣象衛星的功能”｡ 1991 年 4 月 27 日莊
鴻鳴博士及同鄉陳其昌博士分別演講：“地下水與水汙染”及 “固態廢物處理”｡
1991 年 9 月 28 日與華府醫師協會合辦周詩頓博士的演講：“你的個性影響健康-如何補救”｡

7.

聖路易分會：本分會於 1990 年 12 月 1 日舉行年會｡ 會中黃南洲醫師演講 “最新
的腹鏡膽囊割除術”｡ 1991 年 4 月 6 日本分會與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聖路易分會
合辦春季聚會｡ 會中蔡承昌博士演講 “ 癌症早期實驗診斷”｡ 1991 年 10 月 5 日
本分會與醫師協會合辦秋季聚會｡ 會中除改選下年度分會幹部外﹐也報告朱真一博
士﹑蔡承昌博士﹑林永哲博士﹑陳大森博士及陳素瓊博士等會員的榮昇及榮譽獎項
等｡

8.

平原區分會﹕本分會會務於 1990 年 10 月中由顏榮增前分會長移交給陳慶昌分會長
｡ 本分會將於 1991 年 4 月與平原區台灣人醫師協會合辦年會｡ 本分會也將於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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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8 月在平原區秋令會時舉行第二次年會｡
克里夫蘭分會：本分會於 1991 年 6 月 15 日舉辦第一次演講會﹐由楊惠珍教授主講
｡ 她的講題是 “Successfu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Developing Competency in
Everyday Encounters”｡ 1991 年 8 月 31 日本分會協辦 FAPA 的舊金山和約四十週年
紀念會｡ 紀念會由 Youth Program 開始﹐由羅益世先生主講 “第二代在美台灣人對

台灣現況的了解及對台灣未來的參與”｡ 接著主題演講者有陳唐山博士﹑Mart
Cohen 先生﹑Congressman Feighen 及 Pense 的助理等｡
10. 休士頓分會：本分會今年度決定每三個月聚會一次：5 月 4 日郊遊及烤肉；7 月 13
日游泳及烤肉；10 月 12 日參觀休士頓北部的文藝復興節；12 月 14 日年會﹐改選
會長｡ 此外我們也準備辦三次醫學演講會：6 月 15 日的醫學演講由廖明徵教授﹑
洪明奇教授﹑劉國城教授﹑李雅彥教授及李博文醫師主講｡ 在 7 月 13 日的聚會中﹐
我們祝賀李雅彥教授當選第十二屆總會會長｡

感言
本會今後當何去何從？

茲提出幾點個人的淺見﹐更盼能集思廣益﹕

一． 本會因關心台灣的政治問題（戒嚴﹑威權統治﹑白色恐怖）而成立｡ 目前台灣
的政治轉型已模糊了我們當年所關切的重點｡ 我們也應思考如何修正關心台灣的方向
和方法｡ 舉個例子吧﹐我當會長時﹐某知名政治犯再度入獄｡ 本會發起募捐圖濟他的
財務之急｡ 本會以掛號信寄美金四千三百多元的捐款給他的妻子｡ 本會卻未收到她
隻言片語的回音｡ 我們關心台灣的著力點似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目前台灣的政治是
選舉政治（不見得是真民主）﹐只有鈔票及選票才是受歡迎的｡ 我們並沒有很多這兩樣
東西﹐我們有的是廣泛的專業知識｡ 我們應如何匯集我們的專長以報國？
二． 本會不是一般的某種學術團體﹐因為會員的專才太廣泛｡ 我們不願意被認為或
自認為是類似同鄉會的社團｡ 貳拾多年前凝聚我們的因素已然改變｡ 我們應如何自
行定位才能增進會員的向心力﹐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我們的會員很分散﹐一
定要有一個非常的凝聚劑才能把大家集合起來｡
的凝聚劑﹐使本會更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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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才濟濟﹐一定能找到這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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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1992
第十二任
第十二任會長

李雅彥

楊朝諭 撰寫
前言：
前言：
有機會與李雅彥教授幫忙 NATPA 的會務，是一種機緣也是一種榮幸。記得本人才
由西德搬來 Houston 不到幾年就被選上 Houston 台灣同鄉會的會長。當時的雅彥兄雖不
任理事職務，對於同鄉會的會務非常積極參與，默默出錢出力。因此使我們以後在
Houston 服務台灣人社區成為很好的搭擋。雅彥兄不但熱心於社區的服務工作，關心台
灣的政治，而且也很關心台灣的文化。他曾出資幫助蕭泰然教授從事音樂創作。事隔多
年，我們看到蕭泰然教授音樂成就。由最近的 NATPA Forum 知道，雅彥是經由 NATPA
總部廖教授提供幫助。李雅彥教授日常生活非常簡樸，但對台灣民主的發展及文化的提
升不遺餘力。有關社區的公益活動，他都會慷慨解囊，捐輸從不落人後。休士頓台灣人
活動中心〔台灣會館〕──全美第一座由台美人自己出資購置的會館，就是在他的策化
下順利完成。他是一位相當受尊敬的人物。他答應接受 NATPA 會長職務後，休士頓人
義不容辭，只要他點名，大家都無條件接受，包括許重義教授，歐清南教授，葉國勢博
士，以及同鄉會的同鄉都加入 NATPA 的服務團隊。雅彥兄正值五十二歲英年，就於一
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離開我們，是我們的一大損失，僅在此回憶一二，提供大家思念。
在這一年中，NATPA 總會在休士頓的幹部，包括財務長歐清南教授，出版與編輯
的許重義教授及葉國勢博士，以及祕書長本人，都與李雅彥會長有相當好的互動；因為
大家的工作地點都在德州醫學中心內，辦公室之間走路即可到達，只要有事需要討論，
除了電話連絡之外，必要時也可以利用 Lunch 時間詳細討論。總會在休士頓的幹部在
自己忙碌的工作之外，也經常舉行不定期的聚會，討論會務的進展，使得會務順利進行。
李雅彥，台北市人，建國中學畢業，1970 台北醫學院醫科畢業。1973-1976 馬利蘭
州華盛頓郡醫院放射線科住院醫師訓練。1977-1979 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神經放射線科
助理教授。1979-1982 休士頓德州大學醫學院診斷放射線科助理教授。1982-1983 貝勒
醫學院診斷放射線科助理教授。1983-1985 德州大學 M. D. Anderson 治癌中心診斷放射
線科助理教授。1985-1989 德州大學 M. D. Anderson 治癌中心診斷放射線科副教授。
1990-1998 德州大學 M. D. Anderson 治癌中心診斷放射線科正教授。1983-1991 德州大
學 M. D. Anderson 治癌中心神經及頸部放射線科主任。李雅彥教授專精於腦，脊椎及頸
部癌症之診斷與治療，頸部及腦底腫瘤局部性動脈藥物治療，腦損傷後腦細胞分子生化
變化與恢復之研究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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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雅彥兄當 NATPA 會長期間的服務團隊：
會長期間的服務團隊：
會長：李雅彥
副會長：陳瑞潼
祕書長：楊朝諭
財務長：歐清南
理事：洪基隆，賴其萬，李賢淇，李明璋，李正福，林武男，陳文雄，盧桂雄
研究委員會：陳文雄
出版與編輯：葉國勢，許重義
總部執行長：廖述宗
一、 李雅彥擔任會長任內，
李雅彥擔任會長任內，總共出了四期通訊。
總共出了四期通訊
第一期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出刊，主要報導為介紹『100 行動聯盟』及本會對台灣
蓋洛普之台獨民意調查結果之分析與批判。第二期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出刊，專題報導一
九九一年底國代選舉之觀感與評論。第三期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出刊，主要報導基礎醫學
訪問團回台之活動。第四期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出刊，主要報導年會活動。
主要活動：
主要活動：
1. 幹部會議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廿六日及廿七日兩天在德州 Galveston 舉行。
2. 台灣國代選舉關懷團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選舉前兩週在台活動。
3. 基礎醫學訪問團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在台活動一週。
4. 公共政策回台訪問團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中旬在台活動一週。
5. 年會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至九日在科州 Boulder 舉行。
這些主要活動，在各期的通訊內都有詳細報導。台灣國代選舉關懷團，關懷台灣的
選舉；李雅彥會長積極推動學術回饋，促成基礎醫學訪問團成行，使 NATPA－北美洲
台灣人教授協會－這塊招牌首次正式登陸台灣，公開地與國內學術團體合作；公共政策
回台訪問團；以及第一次在美國本土所開的年會，在這裡都有詳盡的報告。
二、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台灣國代選舉關懷團
選舉關懷團於 11 月底由 10 人組成，於 12 月初回台關懷年底的國代全面改選。12
月 9 日在台北召開記者會後，隨即前往各地展開關懷事工。記者會由會長李雅彥教授主
持，闡明北美洲台灣學人，非常關心台灣的民主政治改革，因為學人身在海外以其有限
的貢獻，回台關懷民主選舉的進行過程，以便能更進一步了解〔附上記者會聲明。自立
晚報 199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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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懷團是由廖述宗教授擔任領隊，陳文彥教授擔任秘書，團員包括李雅彥，林宗光，
陳必照，蕭欣義，徐福棟，商文義，葉治平，林玉郎等。團員簡介如下：
廖述宗教授：台中人，芝加哥大學分子生化系教授，專攻性荷爾蒙的作用機構和癌
病的研究，擔任多種雜誌編輯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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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治平教授：台南人，密西根韋恩州立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專長人工智慧，電
腦視學，圖像分析處理，自動化等之研究。
林玉郎教授：屏東枋寮人，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海洋大氣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尺
度大氣動力學，地球流體動力學，地形效應。擔任多種專門期刊雜誌編輯
審查委員。
李雅彥教授：台北市人，德州安德森治癌中心放射科教授，專門腦部，脊椎及頭部
癌診斷。
蕭欣義教授：台南市人，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教授，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及台灣，
中國關係。
商文義教授：宜蘭人，普度大學地球與大氣科學系教授，研究地球流體動力，渦流
與空氣污染。
陳必照教授：台中市人，密西根大學韋恩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
政治理論美國外交政策，美，台，中關係，中國人口動態與人口政策。
陳文彥教授：桃園人，美國首都大學心理系主任。文學院副院長，研究領域包括學
習與記憶的神經基礎。
徐福棟博士：台北市人，TBS 實驗室主席，ZAITEH 投資公司主席，及康可管理公
司主席。
林宗光教授：台南市人，艾渥華州杜瑞克大學歷史系及國際關係系教授。研究包括
台灣問題本質，中國政治文化及近代中國之買辦制及官僚資本階級。
本協會選舉關懷團的團員回台時的簽證曾受到多方刁難，團長廖述宗教授，團員徐
福棟博士的簽證曾一度遭拒簽，甚致於蕭欣義教授遭到拒簽，無法回台觀選。除了關懷
台灣的選舉外，關懷團也到土城看守所探訪郭倍宏博士，在台北發表聲明支持張燦鍙教
授表達關懷團對郭博士及張教授的關心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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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團到土城看守所探訪郭倍宏
關懷團到土城看守所探訪郭倍宏博士
到土城看守所探訪郭倍宏博士:
博士 由左至右，陳文彥教授，李雅彥會長，廖述宗教
授，葉治平教授，商文義教授。
這次國代全面改選，實在是台灣人自國民黨入主台灣之後，第一次有機會可以實質
性地改革憲政，將整個台灣政治結構作基本性的改造。可惜，多數台灣人並沒有這個領
悟，依然將這次選舉當作金錢名利的爭奪遊戲。投票前民意調查顯示幾近半數的選民仍
然不知曉這次國代選舉的意義。眾多候選人紛紛以流水席、禮品、影歌星演唱、電子花
車等等引誘選民，甚至一位台大政治研究所出身的國民黨候選人竟然以脫衣舞孃『坦誠』
對選民『表白』
，且居然還當選，真是令人搖頭歎氣！投票前夕，台灣各地普降『金雨』，
『孫中山』
，
『蔣介石』滿天飄飛著。就這樣地，台灣人民再次，且比以往更嚴重地，出
賣了自己的尊嚴與靈魂，令人拒腕嘆息！
三、 一九九二年四月基礎醫學訪問團
一九九二年四月基礎醫學訪問團
NATPA 秉著知識良心，一直積極地關懷著故鄉時局，不時對執政當局之諸多不當
措施作嚴肅的批判，因此不得執政黨所喜，長年來被惡意地冠上異議團體及黑名單，以
致於無法與國內學術交流。此次基礎醫學訪問團之行的主要意義是要突破禁忌，嘗試以
NATPA 名義公開地與國內學術團體或甚至於公家機構合作，寄望因此打開海外遊子以
其所學專長回饋故鄉的公開途徑。
由於國內醫學界熱心支援，尤其是高雄醫學院的陳順勝教授及台大醫學院的李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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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熱心支持這項學術活動，並花費很多心血籌備經費，計劃會議節目及安排訪問團
節目；NATPA──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這塊招牌終於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正
式登陸台灣了。醫學訪問團一行五人，由李雅彥會長領隊，其他團員是楊朝諭教授，許
重義教授，吳政彥教授及趙宇生博士。他們的專長是：
李雅彥教授：MD Anderson 癌症研究中心放射科教授，專精於腦，脊椎及頸部癌症
之診斷與治療。
楊朝諭教授：貝勒醫學院生化系及醫學系教授，專精於動脈硬化症之生物化學，
膽固醇脂蛋白結構及代謝之研究。
吳政彥教授：堪州大學生理及細胞學系主任，專精於神經科學及腦血管疾病之神經
生物化學變化及治療性應用。
許重義教授：貝勒醫學院神經系教授，專精於中風疾病之診療及腦損傷後腦細胞分
子生物變化與恢復之研究。
趙宇生博士：美國默克製藥廠，動脈硬化症實驗室主任。專精於動脈硬化症分子
生化及藥物治療研究。
基礎醫學研討會的主題是「腦中風與動脈硬化症」。一共在成功大學醫學院（四月
二十二日），高雄醫學院（四月二十四日）及台大醫學院（四月二十六日）舉行三場正
式研究報告。除了 NATPA 的講員以外，台灣的學者也參加報告。
從學術的觀點來看，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動。這個成功應歸功於會長李雅彥教授
的遠見，他所選的題目－中風與動脈硬化－是當時台灣社會面臨的一大問題，因此能引
起國內衛生署及醫界的注意，人選方面也都是學有專研的學者。再加上李鎮源教授的從
旁協助，使得 NATPA 正式回台，貢獻專長，回饋故鄉。
訪問團在台期間，巧逢四一九總統直選和四二六反核等遊行，部份團員曾參與盛
會，我們也拜會了醫界聯盟及台灣教授會，討論如何在工作上相互配合，拜會了自立報
系及民眾日報，重申我們對台灣的關心與立場，也拜訪衛生署署長張博雅博士，表達我
們對發展台灣醫學研究的意見。同時我們也拜訪立法院集思會黃主文等立委，了解他們
對台灣前途的看法；還有，我們也到民進黨舉辦的總統直選示威行列，表示我們對總統
直選的意見。總之這次回去的研討會之外，也充分利用時間從事各種活動。增加 NATPA
在台灣的能見度。最後要提起的是、在台灣的李源德教授，李悌愷教授，陳順勝教授，
賴明亮教授及蔡景仁教授都是這次研討會的重要人物，有他們的配合與協助，這次之研
討會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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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訪問團在台期間活動相片
基礎醫學訪問團在台期間活動相片：
活動相片：

基礎醫學訪問團團員在台南，由左至右，吳政彥教授，楊朝諭教授，李雅彥會長，許重
義教授。

基礎醫學訪問團團員在台南成大醫學院前與賴明亮教授〔左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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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訪問團團員在立法院前與四二六反核遊行民眾合照，右一林逸民教授，左三楊
黄美幸女士。

基礎醫學訪問團團員在台大醫學院，由左至右，丁予安教授，李源德教授，吳樹民教授，
楊朝諭教授，吳政彥教授，李悌愷教授，許重義教授，陳榮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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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訪問團團員拜訪衛生署署長張博雅博士：由左至右，衛生署官員，許重義教授，
趙宇生博士，張博雅署長，李雅彥會長，楊朝諭教授，吳政彥教授，陳順勝教授。
四、 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七月公共政策回台訪問團
原來計劃的環保訪問團，因為在環保與核能方面回台參加研討會的會員不多，所以
改為「公共政策回台訪問團」，訪問日期是七月十日到十七日。由台灣教授會協助安排
到各縣市訪問及公開演講。 訪問團由范振聲教授領隊，團員包括李瑞木，連三郎及葉
國勢。
范振聲教授：西南路易士安娜大學化工系教授，對環境污染的防治有深入研究。講
題是：「台灣焚化爐的現況與未來」。
李瑞木教授：加州，州立聖地雅哥大學心理系教授，對人力資源的處理有深入研究。
講題是：「台灣人力資源的處理政策的檢討」。
連三郎博士：核電工程師，對於核能發電有多年經驗，講題是：「核能發電的安全
及事故的討論」。
葉國勢博士：電機工程師，對於發電（包括一般電廠及核能電廠）有豐富的經驗，
講題是：「核能發電與台灣的能源政策」。
五、一九九二年年會
一九九二年年會：
年年會：於八月五日至九
日至九日在科州 Boulder 舉行
年會主
「台灣
台灣-中國
中〕交流的
年會主題：「
台灣 中國〔
中國〔台-中
交流的探討」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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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NATPA 會員散居在各地，年會一直是與各地區的夏令會合辦。漸漸地，大家
發現與夏令會合辦的話，NATPA 會員的時間受限，很多問題都無法充分討論，時間總
是不夠用。因此，我們覺得必須自己辦，也正好，近年來台灣時局變化非常的大。學術
界走出了白色恐怖的陰影。譬如說林山田教授，林逢慶教授及李鎮源教授他們走街頭，
從事反對運動，突破，使刑法一百條的廢除。為了結合海內外台灣人的力量，李雅彥會
長在這個重要時刻，排除萬難，首次在美國本土舉行自己辦理的年會。
年會，前後共有五天，參加人數約八十多人。除了精彩的演講與討論外，也安排了
二天的旅遊，使參加的會員有足夠的時間相處交誼。與會的貴賓，包括：台灣醫界聯盟
的李鎮源院士夫婦，台灣教授會會長林山田教授及祕書長林逢慶教授夫婦，台大醫學院
教授葉英堃教授夫婦，前世台會會長郭榮桔博士，及日本的劉進慶教授夫婦。還有創會
會長廖述宗教授夫婦以及歷屆會長都來參加，盛況空前。
八月六日上午在李雅彥會長致開幕詞後，即展開一連串的演講及報告。李鎮源院士
介紹新近成立的「台灣醫界聯盟」及其活動計劃，林逢慶教授分析當前台灣學界運動的
走向，緊接著林山田教授以專精的法學觀點揭開國民黨修憲的騙局。下午則由蕭聖鐵教
授，賴義雄教授，廖述宗教授與許重義教授分別從商業投資，國家安全，科技研究及醫
學研究評估台灣與中國交流的問題。晚上，先由日本的劉進慶教授與林宗光教授分別從
經濟及政治的觀點來探討「台．中交流」的看法，緊接著就是討論會。
為了使大家有機會欣賞洛磯山的雄偉風光，大會特地安排兩天集體出遊。旅程包括
洛磯山國家公園，空軍官校，以及 Garden of Gods。洛磯山國家公園，高山峻嶺，氣勢
磅礡，山上空氣稀薄、清新，大家三三兩兩遊走在群山之中，真是一種享受。白天出遊，
晚上回到 Boulder 再繼續討論國家大事。大會也安排最後一個晚上 Dinner Banquet，大家
同樂並頒獎給台灣來的貴賓，感謝他們對台灣付出貢獻，以及歷屆會長對 NATPA 的貢
獻。
當然成功的年會背後一定會有很多人在工作，吳錫圭教授夫婦以及 Boulder 的同鄉
給我們很多協助。四天的會期很快就過去了，大家都覺得收獲不少，大家都有比較充分
的時間討論，互相認識，從此以後建立 NATPA 自己辦理年會的基礎。
除了上述活動之外，還有一些進行中的工作計劃，提供下年度繼續推動。A. 本會
會員及數位外籍學者有關台灣國代選舉評論之中英文報導及論作，計劃合成一冊，提供
國際人士，配合年底立委選舉。B. 下年度二月在台舉行的「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之
海外籌備工作已經完成就緒。此研討會將聚合國內外醫學界人才，共同追求國內醫學水
準提升。C. 計劃收集全体會員之專業檔案資料，以便於系統性地將國外台灣人才介紹
給國內各行業，實踐「專業回饋」的理想。總之，一年的光陰很快就過去了，李雅彥會
長與全体理事及幹部盡力推展會務。成就應屬於大家的合恊合作以及李雅彥會長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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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
年會集體出遊欣賞洛磯山的雄偉風光
年會集體出遊欣賞洛磯山的雄偉風光相片
集體出遊欣賞洛磯山的雄偉風光相片：
相片

在洛磯山國家公園全體合照。

由左至右，林靜竹教授，李賢淇教授，廖述宗教授，郭榮桔博士，楊朝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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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邊合照
湖邊合照：
合照：由左至右，楊朝諭教授，許重義教授，Unknown，後排，蘇武沛教授，賴義
雄教授，廖述宗教授，林逢慶教授，林山田教授。

山上合照：後排，左一吳樹民教授，左二，三李鎮源院士夫婦，左四林山田教授。中排：
左一楊朝諭教授，左二，三林逢慶教授夫婦，左四及前排左一是李雅彥會長及夫人葉錦
如女士。後排右二是葉英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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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 Dinner Banquet 相片：
相片

廖述宗教授報告，左邊是李鎮源院士夫婦，右一是李雅彥會長。

李雅彥會長與接受獎牌全體人員合影；由左至右，陳文彥教授，林武男教授，吳樹民教
授，李鎮源院士，李雅彥會長，廖述宗教授，林宗光教授，賴義雄教授，林靜竹教授，
鍾靜美女士(代表簡逸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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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彥會長頒獎牌給李鎮源院士。
李雅彥會長頒獎牌給廖述宗教授。

切蛋糕預祝年會園滿成功；由左至右，郭榮桔博士，林山田教授，廖述宗教授，李鎮源
院士，李雅彥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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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1993
第十三任會長

吳錫圭

1933 年出生於台南市，祖籍是台南市。 1940 年入明治公學校(後改為成功國校)。1952
年畢業於台南一中，1956 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專攻動物學。 1956-1957 在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系當實習助教一年。 1957-1959 當預備軍官步兵排長，經歷金門
823 砲戰。1959 年 2 月服完兵役後，在台南女中執教一學期。1959 年 7 月以後回母校當
生物學系助教 2 年。1961 年考上美國國務院在夏威夷大學設立之東西文化中心之獎學
金，前往該校專功海洋無脊椎動物，並於 1963 年 6 月完成動物學碩士。回國後即在南
港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 1966 年底，再出國，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攻讀動物學哲學博士。 1971 年 12 月畢業。1972 年在該校動物博物館當博士
後研究員一年半。 1973 年 9 月任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助教授，1978 年升為副
教授，1984 年再升為教授，1999 年 12 月退修為榮譽教授。
我参加 NATPA 始於 1980 年 2 月聯名控告國民黨政權逮捕美麗島事件主張民主、人權的
人士以及教會人士；1982 年 7 月参加在 Tusculum College, Tennessee 舉行的第二屆 NATPA
年會。 1992 年我被選為第 13 屆總會會長，任期自 1992 年 10 月 1 日至 1993 年 9 月 30
日止。該年度理事會及工作委員會如下：
會長
副會長
祕書
財務
理事

吳錫圭
商文義
張洋鉻
張振盛
吳錫圭、商文義、張信義、程孟郎、陳文雄、李正福、李雅彥、盧桂雄、
温崧峰

研究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主持人: 程孟郎
李雅彥

出版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總部執行長

李雅彥、許重義
主持人: 陳文雄
廖述宗

總部 Directory

楊錫鈿

70

1992-1993 工作:
I. 總會工作:
1. NATPA 在台協會之成立：
NATPA 約有 30 位會員返台定居，以他們的專業訓練回饋咱的故鄉。在台會員要
求成立 NATPA 在台協會，本理事會認為台灣時局變遷急速，為爭取工作時效，
它應該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單位，不屬 NATPA 的另一分會。 理事會並預祝他們
順利成立 NATPA 在台協會。

2. NATPA 對 1992 年立 委選舉関懷:
1992 年 10 月理事會議通過提案，決定成立“1992 年 12 月立委選舉関懷團”回
台灣関懷立委選舉。 理事會委託林宗光教授負責策劃。為配合各團員時間関係，
分兩梯次返台: 第一梯次團員(賴義雄、李雅彥、楊朝諭、許重義、李文雄)，自
11 月 20 日陸續回台，並於 12 月 10 日以前離台；第二梯次團員(劉永斌、吳政彥、
戴正德、商文義、蕭欣義、陳必照、吳錫圭)，自 11 月 20 日陸續回台，並於 12
月 13 日夜以前，全員到齊。
第一梯次團員分別完成拜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屏東縣政
府、民主進步黨總部及一些候選人競選總部，並個別為他們助選。
第二梯次團員以吳錫圭為團長，吳政彥為發言人，於 12 月 14 日上午 10 點前往
美國在台協會 (AIT) 拜会 Director Thomas Brooks 及他的四位幕僚人員，聽取他們
對這次台湾立委選舉的政情分析，並交換意見。(参看附件七)。
此會談約有兩小時多。當天下午、於 12 點 35 分在台大校友會館與 NATPA 在台
協會會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林山田，祕書林逢慶、醫界聯盟会長李鎮源院士、
民進黨中央黨部成員共進午餐。 餐後借用自立報社辦公室為總聯络處，並進行
協調、分組關懷、討論開記者會事宜。
關懷團於 12 月 15 日上午 10 點借台大校友會館開第一次記者會，提出 NATPA 九
點聲明(参看附件一及二)。 又在選舉日前夕，12 月 18 日下午 4 點借台灣教授協
會會館會議室進行第二次記者會，提加另 4 點聲明(参看附件三及四)。
選舉期間萬人以上之重要晚會有 11 月 29 日有張燦鍙返台南市的遊行及晚會，由
賴義雄代表 NATPA 参加。 12 月 17 日在台北市中山足球場舉辦的”新台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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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族羣融合”的晚會，由吳錫圭代表 NATPA 上臺 (参看附件五)。
所有関懷團員共計拜訪民進黨三十位候選人的競選總部、政見會(每一位團員平
均上台助講约 4 到 10 場)，足跡遍佈全台灣(除台東及金門地區) (参看附件六)。
除兩次記者會聲明以外，追加 8 項關懷團觀點及感想。 選舉结果分析及我們的
建議，請参看 NAPTA 通訊 13 卷 1 號，3-5 頁。
结論：民進黨在這次選舉有所進展，應歸功於候選人的形像好，黨内和諧，輔選
順利，黨工默默耕耘；“反特權”、”反軍權”、”要減稅”、”要直選”、”
要主權”的口號及主張清楚；又加上台灣教授協會、醫界聯盟、NATPA 在台協
會會員的日夜奔跑，大力助選的结果。 台灣民主自由的進展是咱所有台灣人的
勝利。
(詳細報告、觀感、選舉分析請参看 1993 年 2 月出版的 NATPA 通訊 13 卷 1 號：
1-28 頁。)

3. NATPA 年曾:
年會於 1993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在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Durham 校園舉
行，由 New England 分會負責筹辦，承襲 1992 年 Boulder, Colorado 年會的方式(開
會及遊覽)。主題為 ”台灣與聯合國”，同時也討論 NATPA 的新任務及角色，
台灣的醫學教育，新科技，環境污染及環保，下一年度 NATPA 年會在台灣的舉
行。在遊覽觀光時，新舊朋友盡情交誼交談，凝聚各會員對 NATPA 的向心力。
有関年會演講、討論、座談、隨記，請参看 NATPA 通訊 13 卷 4 號 11-22 頁和 13
卷 5 號 14-27 頁。

4. 為了解分會運作活動及非會員或 NATPA 之友掺雜在分會內所引起的一些糾紛，
總會會長曾拜訪並参加 DC/Baltimore, Southern California 及 Plains 等分會的集會。

5. 為促進各會員彼此了解互相的專長及學術上的成就，總會收集各會員發表在
Peer-review journal 的 papers，books 等資料，並刊登其資料在 NATPA 通訊。

6. 為促進總會及各會員之連繫，1993 年共發刊 6 期 NATPA 通訊。

72

7. 總會注重並資助台灣第二代在大學校園的活動及個別研究調查：例如 ITASA
(Intercollegiate 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之 1993 年 Conference on
“Shaping the Future: A challenge for Taiwanese Americans,” 及 Asian Resource
Center 的 Ms. Rolla Chuang 對”台灣環保研究調查”。

II. 研究委員會工作:
研究委員會由程孟郎主持，分經濟、醫學、環保、法政、農業、醫技生物及人文倫
理 7 組。

1. 醫學組由李雅彥主導，重要工作活動有：
a. 協辦 1993 年２月 26 日至 28 日舉行的“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北美洲會員
共有 10 位返台参加。會後自 3 月 1 日至 5 日，拜訪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醫學院。 事後，在 3 月 7 日發表 ” 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海外成員聲明” (参
看 NATPA 通訊 13 卷 2 号 14 頁)。
b. 隨着台灣、中國交流，”中西醫合一論調” 引起台灣醫學界亂流。因此，醫
學界的 NATPA 會員，要求醫學组正視此事。 李雅彥會員特別拜託朱真一會
員主持研究並發出”中西合一醫學教育組調查”問卷。
c. 戴正德會員發表 “醫學倫理”論文。

2. 法政組由江永芳主導研究 “台灣與聯合國” 問題：成果在 1993 年年會由陳隆
志發表並主持 Panel Discussion。 詳細論文及討論，刊在 NATPA 通訊 13 卷 4 號
13-19 頁，5 號 14-24 頁。

3. 人文倫理組由戴正德主導，重要工作包括：
a. 發出 “台灣語文態度調查” 問卷。
b. 1993 年 7 月戴正德参加民眾日報社主辦的 “本土語文與台灣前途座談會”
(参看民眾日報 1993 年 7 月 25 日 27 版)。

4. 程孟郎主持調查 NATPA member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aiwan。
III. 分會活動及研究工作:
各分會按期邀請資深會員及社會知名人士舉行學術演講及座談會。 下列分會配合研
究委員會之研究工作：

1. 南、北加州兩分會配合程孟郎主持調查 NATPA member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aiwan 以供將來 NATPA 會員返台服務時的参考。

2. 中西部分會與 ITASA 及 Purdue 台灣同學會於 1993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在 Pur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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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聯合舉行 Midwest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有一百多位從全美
各地同學來参加。 大會邀請 Mr. Ramsey Clark 發表他對台灣及世界的看法；莊
秋雄博士討論 “台灣歷史及人權問題”；張陸滿介紹 “台灣客家人”；商文義
教授介紹 “台灣風光景緻”；廖述宗教授報告 “NATPA 資助台灣文化、學術
工作者的一些貢獻”。

3. Michigan 分會與第二代的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台灣同學會合辦演講會。
4. NY/NJ 分會研究 “技術轉移”的準備。
5. St. Louis 分會出版 “Generation Gap and Heritage of Taiwanese Americans”小册及
複制 “愛與非暴力” 錄音帶並分發各地台灣同學會及台灣同鄉會。
6. Houston 分會舉行系列醫學講座：”預防醫學” (1992/10/17) 和”癌”
(1993/7/31)。
1992-1993 年度是 NATPA 進入 Teen 之年歲，會員急速增加 (本年度增加 24 位新會
員)。分會活動有時成為 Social Club 性質，一些地方人士掺入，冒充會員身份。曾有一
分會長離開時，將分會會務工作移交给非會員人士，也曾有一分會向外冒充總會等事。
總而，本屆理事會、各委員會承襲過去 12 年來 NATPA 的傳統為學術團体，分會的研究
時常配合研究委員會的研究計劃，維持台灣人的尊嚴，協助台灣人第二代認識台灣文
化，促進台灣政治民主化。 各會員應各自專長來回饋母國台灣，提昇台灣學術、科技
在國際上的地位。
本人担任 1992-1993 年度總會長，承蒙各屆前會長的指導，各理事及分會的合作，全體
會員的支持，得以會務順利。 特別我要向平原區分會的張洋銘及張振盛两位教授各分
担總會祕書及財務工作，中西部分會的楊錫鈿博士幾年來不持辭辛勞繼續保持 NATPA
會員地址資料，特此表達我萬分的敬意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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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NATPA 関懷團聲明 (199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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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NATPA 関懷團第一次記者會發表聲明現場 (199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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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NATPA 関懷團聲明 (199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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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NATPA 関懷團第二次記者會發表聲明現場 (199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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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吳錫圭代表 NATPA 関懷團参加台北市足球場民進黨舉辦的
萬人晚會 “新台湾人之夜--族羣融合” (1992/12/17)

附件六

吳錫圭和商文義於花蓮黄信介立委候選人競選總部 (199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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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寄給美國在台協會 (AIT) Director Thomas Brooks 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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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1994
第十四
第十四任會長

商文義

商文義: 宜蘭人,台灣大學氣象畢業，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碩士、博士。曾任職於伊理諾
大學、普林斯噸大學/GFDL、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東京大學、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台
灣颱風洪水籌備中心等。一九七九起任職於普渡大學，現為普渡大學地球與大氣系教
授、並擔任台灣中央大學及交大講座教授。
19931993-1994 年度 NATPA 理事及委員會
會長﹕ 商文義
副會長﹕ 陳隆志
秘書/財務: 林玉郎
理事﹕ 張信義
陳隆志
程孟郎
周欽城
朱耀源
商文義
溫崧峰
吳錫圭
楊朝諭
研究委員會﹕程孟郎
財務委員會﹕朱耀源
賴義雄 李雅彥 廖述宗
出版委員會﹕陳文彥
陳隆志 賴義雄 林宗光 吳錫圭
總部執行長﹕廖述宗
總部 Directory： 楊錫鈿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
----- 於一九九四年六月 18 日到 20 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辦
感謝當年團隊、會友、NATPA 在台團隊、台灣教授協會、中央研究院、及國內外朋友
的努力、支持及大力的捐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在中央研究院舉
辦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討論主題為『台灣新展望﹕建立第一流的新國家』
。
研討會題目包括：
『教育研討會(林玉體、吳政彥、林玉郎教授主持) 』、
『科技應用與商業座談會(彭百顯立委、廖述宗教授主持) 』、
『神經疾病研討會(李雅彥、許重義、施茂雄、陳榮基、陳順勝教授主持) 』、
『台灣、中國與聯合國研討會(陳隆志教授主持) 』、
『總統直選與憲政的前景研討會(李鴻喜教授主持)』、
『台灣政黨政治的展望研討會(彭明敏教授主持)』、
『發核能發電研討會(李界木、葉國勢、張國龍、高成炎主持)』、
『當前台灣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研討會(吳德民教授主持)』
『腫瘤生物醫學研討會 (洪明奇教授主持) 』（與台灣醫學單位合辦）等。
當時國內外超過千名的會友、學者、專家、官員熱烈的參與 (如呂秀蓮、謝長廷、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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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黃武雄、林義雄、姚國維、城仲模、黃樹根、許添財、黃昭淵、李應元、黃月桂、
黃美涓、黃主文、程建人、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張清溪、朱敬一、張正修、林鐘
雄、李豐明、紀國鐘、薛香川、陳永興、史欽泰、高玉仁、吳密察、劉家壽、邱文達、
黃達夫、吳成文、陳映雪、楊照雄、林仁琨、張富美、蘇益仁、吳樹民、許世揩、戴正
德、黃華民、廖肇聰及趙國棟等等)，並蒙中研院副院長羅銅壁、李鎮源教授、台灣教
授協會會長林逢慶等與會致詞，當時李登輝總統及施明德也致書面賀詞及賀電。
晚宴時，李雅彥及陳文憲教授頒發『台灣自然保育獎』給『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環
保聯盟學生會』及徐仁修先生﹝請看註解﹞。同時也分發獎金各美金一千五百元給此兩
個組織及徐先生。『台灣自然保育獎』是由南佛羅里達州台灣聯合基金會，北美洲台灣
人醫師協會 St. Louis 分會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St. Louis 分會聯合設立者。此保育獎
的基金由朱真一教授募款提供。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的五點聲明﹕
的五點聲明﹕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主張﹕
﹕
(1)落實一中一台的政策才能擺脫中國的糾纏。
台灣應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
(2)台灣需要一部新憲法，我們支持台灣人民制憲運動。
(3)台灣人民應超越加工區的心態，以長遠精密的規劃來開創
一個新而有深度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學術體制。
(4)台灣與外國的學術文化交流，應以國際水準為目標，
我們反對泛政治化、無水準、又無意義的『兩岸交流』。
(5)從學術、科技、經濟、環保、世界潮流及主權在民的觀點，
我們強烈反對興建核四廠。
年會後之旅遊 --- 五天環島參觀考察
會後會員及家屬乘二部遊覽車 (吳錫圭、楊朝諭教授當車長)進行五天參觀台南、高雄、
屏東、台東、花蓮、宜蘭等縣市。除了欣賞墾丁、花東海岸、蘇花公路、羅東運動公園、
冬山河、及東北海岸的景色、也受到台南陳唐山縣長、高雄余政憲縣長、台東陳建年縣
長、宜蘭游鍚堃縣長、花蓮亞士都飯店吳富彥老闆、民眾日報李哲郎社長等熱烈的招待
並介紹當地的建設、縣政、風情及本土文化、語言教學等。部份同仁參加在高雄的民眾
日報舉辦的『台灣何去何從座談會』(由民眾日報主筆吳春貴、陳隆志、鄭兒玉教授等
主持) 。在東部我們參加花蓮『
『門諾醫院』
』的募款晚會 (NATPA 當場捐了台幣兩萬五千
元)、參觀『
『慈濟醫學院』
』
，拜訪李明亮、賴滄海及方菊雄教授、參觀『
『宜蘭文化中心』
』、
林義雄先生的『
『慈林文教中心』
』、羅東陳五福博士的眼科醫院及『
『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
及林逸民教授等，並與花蓮環保團體與台泥會談，反對設立『和平水泥工業區』。
陳隆志, 蔡嘉寅, 吳錫圭與我也見了李登輝總統，建議停建核四廠及台灣應邁向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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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被採納。在國科會郭南宏主委及其他官員晚宴時，我表達 NATPA 反對開放中國人
員及學生來台就讀就業，並認為台灣應加強與先進國家、而不是只與中國的國際合作。
試辦 FORUM 雜誌
當年教授協會有試辦 FORUM 雜誌。此雜誌由陳文彥教授主編, 李雅彥、朱耀源教授共
同贊助。FORUM 第一期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內容包括﹕
Peaceful Coexistence:

Two Nations, Two Systems

The fundamental view of the Taiwanes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Refuting the Chinese White Paper on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Reunification of China (Hsin-Yi Hsiao)
Prospects of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Lung-chu Chen)
United Nation Membership for Taiwan: The DPP View
(Fu-Mei Chang Chen)
A Critique of the Taiwanese Option Poll Conducted by the Gallup
Organization on the Issu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Wen-yen Chen, Chih-mei L. Chen, Hertz Huang,
Richard Y. Lin, Yao-Chung Tsao, Wunan Lin)

p.2
p.12
p.15
p.22

p.29

後記
教授協會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的活動，台灣的報紙及電視都有報導。吳錫圭教授編輯
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通訊』Vol 14, No. 3 (Sept. 1994) 也有較詳細的記錄。當年
NATPA 曾以資金贊助張昭仁先生主持的『寶島新聲』地下電台，也贊助台灣作曲音樂
家蕭泰然教授。NATPA 感謝當時許多與 NATPA 沒有淵源鄉親的捐助。不過 NATPA 未
能多捐助一些給門諾醫院始終感到遺憾。
我於二ＯＯ五到二ＯＯ八年曾回台灣服務。在此期間曾於『國家實驗院』裡成立『台灣
颱風洪水籌備中心』、並在中央大學及交通大學擔任教職，有機會認識不少有理想、打
拼又負責的同僚、學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也見到許多墨守成規的官僚，一心想當官的人
及不知不知所云的政客、學者、名嘴。在我相關的領域裡，台灣並不重視基礎研究及訓
練。電腦、數值模式、儀器大多仰賴進口。教授會會員及海外資深的台灣人又不願回去。
馬政府於二ＯＯ八年五月上台幾個月後，我也離開台灣。
回顧一九九四的年會及台灣問題研討會的聲明，目前台灣正朝著反方向加速倒退。二
OO 八年在台我參加支援西藏的晚會及十二月的『野草莓遊行』
。為台灣我們遊行了幾十
年，不幸又諷刺的是台灣越來有越可能成為明天的西藏。如何防止馬政府掏空台灣、出
83

賣台灣是個迫切的問題。
==========================================
註解 ---- 徐仁修（1946 年－）台灣知名的作家、自然生態攝影家。出身新竹縣芎林鄉，
客家人。畢業於屏東農專，並曾派駐尼加拉瓜擔任農業技術顧問，1974 年開始在菲律
賓、西爪哇、東馬來西亞、沙巴、美國西南部、泰北、寮國與緬甸等地攝影旅行。1984
年曾任牛頓雜誌的攝影師。1995 年 6 月 25 日在台灣成立了荒野保護協會，以籌款購買
荒地保留其生態和物種為宗旨。
徐仁修的文章富含人文與土地的思考，配以攝影和真實的蠻荒經歷，使他在台灣獲得了
不少文學獎項，如吳三連報導文學獎(1998 年)、吳魯芹散文獎等。然而他並非專職寫作
他的探險故事，早期他也曾發表過相當多的農業技術論文、並對台灣特有種的動植物發
表過專門的研究文章 (from 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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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1995
第十五任會長

陳隆志

簡歷
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耶魯法學院資深研究學者，紐約州登錄律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榮譽理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榮譽顧問。新世紀基金會
（紐約）理事長，美國政策科學中心董事，美國比較法學會理事；新世紀智庫論壇的發
行人兼總編輯，台灣聯合國研究書庫總策劃。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美國西北大學法學
碩士，耶魯大學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台大在學中（1954～1958），三考連中：大二普
通行政高考，台灣省性高考第一名；大三司法官高考，全國性高考狀元；大四，高考外
交官領事官。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顧問，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兼副總召集
人，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理事長，國際人權聯盟副會長及理事，美國法學院聯合會國際法
組主席，美國國際法學會理事，耶魯法學院資深研究員，國際人權研究所（法國）主講，
台灣大學法律系客座講座教授，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美國律師公會人權雜誌總
編輯。
英 文 著 作 包 括 ：《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with H.D. Lasswell) — USA: St. Martin's Press, 1967；《Membership for
Taiwa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chieving Justice and Universality》(editor) — USA: New
Century Institute Press, 2007；《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with M.S. McDougal & H.D. Lasswell) —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漢文著作包括《以台灣之名》
、
《新世紀的台灣國》
、
《當代國際法引論》
、
《台灣的獨立與
建國》等。主編的書包括《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
、
《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
、
《新世紀、新憲政：憲政研討會論文集》
、
《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
、
《台灣憲法文化的建
立與發展》等。

團隊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十五屆自 199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995 年 9 月 30 日止。我
們的團隊如下：
會長

陳隆志（Lung-chu Chen）

副會長

許重義（Chung Y. Hsu）

秘書長

林英侯（Ing-Hour Lin）

財務長

陳嘉明（Chia-Ming Chen）

理事

陳隆志（Lung-ch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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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芳（Frank Chiang）

周欽城（Ching-Chung Chou） 朱耀源（Irwin Chu）

研究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出版委員會

范李春美（Chuen-Mei Fan）

許重義（Chung Y. Chu）

商文義（Wen-Yih Sun）

楊英育（Bob In-Yu Yang）

蔡鄭秀蘭（Shirley C. Tsai）

楊朝諭（Chao-Yuh Yang）

江永芳（Frank Chiang）

許重義（Chung Y. Chu）

范李春美（Chuen-Mei Fan）

黃允明（Yean-Ming Huang）

蔡鄭秀蘭（Shirley C. Tsai）

吳正曉（Cheng-Hsiao Wu）

楊朝諭（Chao-Yuh Yang）

周欽城（Ching-Chung Chou）

朱耀源（Irwin Chu）

廖述宗（Shutsung Liao）

陳文彥（Wen-Yen Chen）

陳隆志（Lung-chu Chen）

賴義雄（Robert Y. Lai）

林宗光（Tsung-Kuang Lin）

吳錫圭（Shi-Kuei Wu）
人才庫

蔡鄭秀蘭（Shirley C. Tsai）

總部執行長

廖述宗（Shutsung Liao）

總部會員名冊

楊錫鈿（Shi-Tien Yang）

林英侯（Ing-Hour Lin）

在推展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各種工作及活動，獲得許重義副會長、總部執行長
廖述宗教授、各位理事、林英侯秘書長、陳嘉明財務長、其他各部負責人員、各分會會
長、以前的會長及很多會員的協力合作、參與，特此致深深的謝意。牽手千壽真多的幫
忙，也順此致謝。

目標與工作活動
在第十五屆，我們 NATPA 的工作目標可歸納為下列數項：(1)站在學術專業的崗位，
瞭解急速發展變動多元的台灣社會，加強與台灣的聯繫；(2)提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
會在國際上及台灣的能見度；(3)促進北美台灣人才庫潛力的運用發揮，以回饋故鄉；(4)
加強分會的功能活動及總會與分會的聯繫；及(5)繼續關切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保
持與其他台灣人社團的聯繫。在一年中，我們朝這些工作目標，推行各種工作，盡力而
為。
當時，所擬定的年度工作計劃，包括下各項：(1)1995 年的年會、研討會；(2)新聞
自由及大眾媒體的國際會議；(3)醫學研討會；(4)研究委員會功能的發揮；(5)加強英文、
漢文出版；(6)加強各分會的功能及活動，鼓勵與支持分會的研究計劃，並在研究經費
上予以必要的補助；(7)對故鄉台灣的關切；以及(8)經費財力的加強。以下逐項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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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5 年年會研討會
咱教授協會 1995 年的年會，於 8 月 8 日起在華府附近的 Hyatt Hotel at Fair Lakes,
Fairfax, Virginia 舉行；理事會、年會、研討會及集體旅遊，前後共六日。為紀念馬關條
約、台灣脫離中國一百年，研討會以「一百年來的台灣——回顧與展望」為主題，嚴肅
認真回顧台灣的過去，展望台灣的未來。年會的參加踴躍，約有二百人，由總會秘書長
兼年會召集人林英侯博士擔任司儀。
第一日（9 日）的節目，以英文發表討論，包括：(1) Presidential Address —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2)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Taiwan, Japan and China; (4) Taiw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陳隆志會長的主題演講「台灣的國際地位」之後，就由陳文彥教授
主持「台灣與美國」的第一議題演講：李潔明大使（Ambassador James R. Lilley，前美國
駐中國大使）主講「美國對台政策」，張旭成立委（當時民進黨駐美代表）概述「台、美
關係」
，夏立言組長（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表明中國國民黨政府對「台美關係」的立場，
最後由詹姆斯羅賓森教授（Professor James A. Robinson，西佛羅里達大學名譽校長與榮譽
教授）綜結「世界政治與美中台關係的展望」
。
第二議題是：
「台灣、日本、中國」
，由副會長許重義教授主持。蕭欣義教授（加拿
大維多利亞大學）回顧「台灣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就由賴義雄教授（天
主教大學）主講「台灣安全與中國威脅」，林宗光教授（德瑞克大學）概述「台、中關
係」，最後羅伯沙特博士（Dr. Robert G. Sutter，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從美國政策觀點
談論「台、中關係」。
第三議題是江永芳教授所主持的「台灣與聯合國」
。昆布勞博士（Dr. Coen Blaauw，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由美國國會觀點談論「台灣與聯合國」，繼由蔡武雄博士（台灣國
際關係中心）概述「台灣與聯合國」
，韋傑理博士（Dr. Gerrit van der Wees，荷蘭駐美大
使館）就歐洲觀點探討「台灣與聯合國」，最後楊黃美幸女士（民進黨國際事務部）談
論民進黨對「台灣與聯合國」的觀點。
第二日（10 日）的節目，主要以台灣話發表討論，包括：(1)一百年來台灣人的心
路歷程，由廖述宗教授主持。賴永祥教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概述「由台灣教會史
看馬關條約一百年」，李鎮源院士（台灣醫界聯盟）回顧「一百年來台灣社會風氣的變
遷」，楊千鶴女士（作家）感性發表「台灣人悲情意識的省思」。(2)展望台灣的將來，
由林靜竹教授主持。陳榮儒會長（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以海外台灣人的觀點展望「台灣
的將來」
，年輕的林佳龍先生（耶魯大學博士候選人）以新生代展望「台灣的將來」
，戴
正德教授（加拿大沙士加全大學）由社會文化的角度切入展望「台灣的將來」
。(3)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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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台北市捷運總體檢的報告」
。(4)范良信教授（科羅拉
多州立大學）報告「一百年來的台灣經濟」。前前後後，討論精彩，發言踴躍，氣氛熱
烈。
大會期間，適逢中國飛彈演習，威脅台灣，引起台灣民心恐慌，全體與會者乃特別
通過大會聲明，以建立主權國家及加強心理建設為主題，也通過「有心防，才有國防」
的致台灣同鄉公開信。（請參閱附件一與附件二。）此外，也舉行理事會及分會聯席會
議。
8 月 9 日晚宴時，為感謝向來對 NATPA 的支持贊助，特別頒發獎牌給郭榮桔博士
（旅日台僑領袖世台會創會會長）
、李鎮源院士（醫界聯盟會長）
、李哲朗社長（台灣民
眾日報社長）
、王國照教授（維吉尼亞大學骨科主任）
、林敏生律師、陳繼盛律師及陳和
弘董事長（華府熱心同鄉）等人。李鎮源院士及廖述宗教授演講勉勵大家之後，就是精
彩的音樂節目。
大會期間，台、中、美三角關係緊張，而會議主題又牽涉到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外交
關係，吸引了不少電視、新聞媒體的採訪；會議消息、大會聲明以及公開信曾由多家北
美電視台與台、美新聞報導。
研討會之後，就是集體遊覽 Virginia 的名勝古蹟，包括：南北戰爭古戰場 Manassas
National Battlefield, Luray Caverns, Monticello, University of Virginia, Williamsburg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s, Jamestown and Norfolk（世界最大的海軍基地）
。參加旅遊的會
友及眷屬，不管是新開眼界或故地重遊，其樂融融，心得良多。
年會能夠順利進行，節目豐富，圓滿結束，真感謝各位籌備委員（許重義、江永芳、陳
文彥、賴義雄、李賢淇、林英侯）的合作努力，以及會友踴躍參加，尤其是華府／巴爾地摩
分會負責整個年會的籌備，由場地的選擇安排、會場佈置、食宿交通、旅遊安排、報名報到、
財務收支等，真是辛苦。他們的表現，人人稱讚。特別要向總召集人分會長林英侯、分會秘
書許福連、分會財務黃慶三、前分會長莊子哲，以及陳文彥、賴義雄、李賢淇等華府地區的
籌備委員及其他出力的會友，致深深謝意。此外，特別出力幫忙的親友，包括賴義雄夫人、
林英侯夫人及其三千金、FAPA 的林仁惠小姐，也順此致謝。
旅遊到 Charlottesville, VA 時，受到王國照教授夫婦的好招待，也一併致謝。參觀
Colonial Williamburg 及 Norfolk 海軍軍港的種種安排導遊，特別向郭義雄、莊哲男博士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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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1995 年年會聲明※
年年會聲明※
本會第十五屆年會，適逢馬關條約台灣同胞脫離中國一百週年，又值台、美、中國
際關係緊張重新調整的階段。在《一百年來的台灣——回顧與展望》主題下，本會會員
與台、美專家、學者共聚一堂，追述台灣的過去，並檢討與美、中、日關係，及加入聯
合國的途徑，展望台灣的將來，特通過以下聲明：
一、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國國民黨
現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仍然沒有走出戒嚴時期「中華民國」外交的死胡同，其
立場漠視現實，混亂矛盾，自欺欺人，是提昇台灣國際地位的大阻力。台灣人民必
須在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明年的總統直選，以選票向全世界昭告台灣人民爭取國
家正名定位的堅強意志。
二、台灣應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以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
政府不能再以設立特別委員會的提案，拖延敷衍。台灣要進入聯合國，應該堂堂正
正，以一個獨立、愛好和平國家的身份，申請作為聯合國的新會員國。這不是「中
華民國在台灣」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也不是「一國兩席」或者「分裂國家的平行代
表制」。
三、除了堅強的國防以外，台灣人民必須凝聚守土建國的意志，建立堅固的心防，以防
禦中國犯台。在中國國民黨與新黨恐共媚共的策略下，台灣人民逐漸養成苟且偷
安、乍恐乍惶的心態；在中國犯台心戰謀略下，台灣經濟、社會一再產生危機。台
灣人民必須認清敵我優弱實虛，消除恐共媚共的錯誤心態。
四、台灣人民必須加強努力，剷除中國國民黨四十多年外來統治累積的惡習，以邁入二
十一世紀已開發國家的行列。改革台灣的當務之急包括：環保的推展；社會公義福
利的建立；新聞正義與媒體公正的建立；以及金權黑道參政、貪污腐化官僚陋俗的
根絕。
五、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成員，將本著以學術回饋鄉土的精神，繼續與國人共同努
力，以建設一個第一流的國家。台灣科技經建及國際地位之提昇，須動員國內外所
有台灣人。台灣人民應嚴肅慎重、認真思考輕率與中國科技交流，對國家安全可能
造成的威脅。海外儲有大批台灣人才，應優先加強海內外台灣人科技交流，以加速
國內政經社會的改革及發展。
1995 年 8 月 10 日於 Fairfax,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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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有心防，
心防，才有國防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致台灣同鄉的公開信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致台灣同鄉的公開信
——
敬愛的台灣父老兄弟姊妹：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對中國（中共）近來一再以飛彈演習恐嚇台灣人民，企圖影
響台灣政情經濟的陰謀，非常憤慨。本會於本月十五屆年會期間，曾邀請台、美專家與
學者，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與武力犯台的意圖及可能後果，加以剖析。中國面臨後鄧初
期，領導階層洗牌重組的未定局面，其經濟改革也面臨重重危機：過度依賴外資、社會
制度轉型、惡性通貨膨脹、財富分配不均、地方與中央的對抗、官僚貪污腐化、軍商互
相奪利等。中國以軍事行動強攻台灣的能力，台美專家多表示懷疑。武力犯台對中國本
身的經濟、政治及國際形象可能造成的禍害是嚇阻中國霸權蠢動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企圖以武力威脅的心理戰來瓦解台灣的民心士氣，並左右台灣未來的選舉與政
局，居心至為明顯可惡。多年來政府政策及統派政客、媒體以「一個中國」、武力犯台
的文宣，並濫用「安定牌」，來壓抑台灣人民爭取國家正名主權獨立的訴求，造成人民
普遍的恐共心理，堅強的國防需要國民守土抗敵的準備與決心。為維護自由、自主及島
國的國格尊嚴，台灣人民必須排除保持現狀的苛安心態，表現不畏強權、不惜犧牲、反
抗侵略，擊退來敵的決心與準備。
本會會員旅居國外，深知中國飛彈演習乃攻心為上的謀略。假使中國敢冒其政權與
經改可能崩潰的惡果，武力犯台，我們決心立即組團返會祖國台灣，與同胞並肩抗敵，
為維護台灣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獨立自主及人民的自由幸福，與台灣人民同患難，
共生死。
本會也將協同其他旅美台灣人團體，繼續努力將台灣海峽危機國際化，爭取國際對
台灣的瞭解支持，製造中國犯台所必須面臨的國際輿論壓力，經濟、甚至軍事制裁的後
果。台灣人民也應同心協力，形成強烈的台灣國國家認同意識，破除任何將台灣與中國
的關係塑成為中國內政問題的危險政策。
台灣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為爭取及維護免於恐
懼的自由及其他人權，咱國內外的台灣人民，必須努力打拚，不惜付出應付的代價。自
助人助，群策群力，大家為島國台灣的安全、生存及發展，將恐共的憂慮凝結成守土抗
敵的堅強鬥志，共同奮鬥，建立一個有人性尊嚴的第一流國家。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1995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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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的國際會議
為保持與故鄉台灣的聯繫，針對台灣的迫切需要，NATPA 與台大法學基金會共同
主辦「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國際研討會」
，1995 年 5 月 26 日及 27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經過順利，效果良好。協辦單位包括：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比較法學會、國
家政策研究中心、台灣教授協會及台北市政府。美國及台灣的學者專家就不同角度交換
意見，集思廣益，探討如何打破中國國民黨「黨政軍」對於電子媒體的壟斷，以促成大
眾媒體成為開放公平的民主公器。對於國內黨政軍退出三電視台的運動及第四無線電視
的開放給「民間全民聯合無線電視」的爭取，我們盡了一份助力。
開幕典禮時，陳隆志會長與林敏生董事長致歡迎詞之後，台北市長陳水扁先生貴賓
致詞。之後，Dr. David Bartlett (President, Radio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 Association,
USA)就「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 New Media Environment」作專題演講。
研討會的第一議題是「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由陳隆志教授主持。主講人為
Professor Nadine Strossen (New York Law School; National President,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賴國洲教授（新聞評議會秘書長），林子儀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
及李金銓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午宴主講人是吳東昇立委。
第二議題探討「地上電台與地下電台」，主持人為林敏生律師（台大法學基金會董
事長，全國律師公會理事長）。主講人有四位：Professor W. Michael Reisman (Yale Law
School; Member and past President,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黃榮村
教授（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
，莊淇銘教授（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
，張錦華教授（台
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第三議題是「電視媒體與壟斷」
，由張富美博士（台北市政府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持。主講人有下列四位：Dr. Patricia Diaz Dennis (Former Commissioner,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USA; Former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Dr. Eli Noam (Professor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Director, Columbia Institute for Tele-Information)，馮建三教授（政治
大學新聞系），黃教範律師（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晚宴由陳水扁市長、陳隆志教授及林敏生律師共同主持。二位主講人是 Dr. William
Dowell (Hong Kong Bureau Chief, Time Magazine)及彭明敏教授（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
第四議題為「大眾媒體與意識形態」，由陳師孟副市長擔任主持人。主講人共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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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五位：楊憲宏先生（公視籌備委員會新聞組副理），黃輝珍先生（國策研究中心執行
長）
，陳英燦先生（電台主持人）
，林美挪小姐（電台主持人）及金恆煒先生（當代雜誌
總編輯）。
第五議題「大眾媒體與政黨政治」由李鴻禧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主持。四位主
講人是：謝長廷立法委員，王建煊立法委員，瞿海源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及吳豐
山先生（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秘書長）。
前後二日的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國際研討會引起台灣社會的重視注意，對民視不久
之後取得第四無線電視也助了一臂之力。研討會發表的文章及其他發言，匯集整理成
冊——「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Mass Media」——由北美洲
台灣人教授協會與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共同企劃，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此國際研討會能夠順利圓滿舉行，要特別感謝林敏生大律師及其團隊。籌備委員會
由陳隆志會長及林敏生董事長擔任共同召集人，委員包括：吳東昇立委、蔡宏圖董事長、
蔡明忠董事長、陳長律師、洪貴參律師、黃榮村教授、黃輝珍執行長、黃宗樂教授、鄭
欽仁教授、蔡明誠教授、黃教範律師、廖哲瑛律師；劉宗欣律師是委員兼秘書長。回顧
過去，我們要再次銘謝籌備委員會暨所有協辦單位對研討會之協助與貢獻；同時，也再
次對所有贊助人士及團體致深深的謝意。
（三）醫學研討會
與台灣的醫學界合作，在台灣舉行醫學方面的學術研討會是 NATPA 近年來關心故
鄉、與故鄉保持密切聯繫的一個活動。當初的計劃是由李雅彥教授，一如以往，負責籌
劃主持。李教授曾盡力進行籌劃聯絡，但是由於全民健康保險今年（1995 年）實施，
在台灣的醫界引起真大的震憾，全民健保成為醫界最熱門、關心的項目（幾乎是唯一的
話題），而全民健保並不是 NATPA 的專長，所以也就沒有舉行醫學研討會。
（四）研究委員會功能的發揮
配合 1995 年年會「一百年來的台灣——回顧與展望」的主題，研究委員會所提出
的研究報告包括：台灣的國際地位（陳隆志）
，台灣與中國的國際關係（林宗光）
，台灣
與日本的關係（蕭欣義）
，一百年來的台灣經濟（范春美及范良信）
，台灣的電訊（黃允
明）。
另外一個大項目是人才庫資料的搜集與整理，由鄭秀蘭理事及林英侯秘書長負責。
人才庫需要的資料表在通訊刊登過，但是會友起初的反應參差不齊；南加州分會及華府
分會方面的資料進度較速，其他分會也跟進。人才庫資料集齊整理，可有效運用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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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揮相當的作用。第一，可應台灣人才的需要；例如，1995 年 2 月，台北市長陳水
扁先生指示他的捷運局長請 NATPA 推薦人才，參加台北市捷運木柵線總體檢工作時，
假使咱有完整的人才庫，就能夠更急速有效作業，第二，人才庫建立後，也能大大增進
NATPA 會員間互相聯繫，Networking。真感謝鄭秀蘭理事及林秘書長在這方面的努力。
（五）加強英文、
加強英文、漢文的出版
加強英文漢文的出版是我們工作目標的一項。這可分幾方面來報告：通訊，會員名
錄（Directory），NATPA Forum（英文），及專書的出版。
NATPA 通訊在 1994-1995 年度，出版五期，第五期報導年會討論會的種種。通訊
的出版，由林英侯秘書長及王寶田博士共同分期負責，真感謝他們的辛苦出力。
1995 NAPTA Directory 依照計劃編輯、印刷及分發。真感謝林秘書長及楊錫鈿博士
等有關人員的努力。吳錫圭教授所編輯的 NATPA Local Chapter Handbook，將各分會須
知事項選集,方便不少，順此向吳教授致謝。
英文的部分，第一是 NAPTA Forum。NAPTA Forum 由陳文彥教授主編，創刊號包
括下列文章：“Peaceful Coexistence: Two Nations, Two Systems─ The fundamental views
of the Taiwanes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Joint statement of
24 Taiwanese NGOs; “Refuting the Chinese White Paper on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Reunification of China,’”By Hsin-Yi Hsiao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ancouver,
Canada); “Prospects for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By Lung-chu Chen
(Professor, New York Law School); “United Nations Membership for Taiwan: The DPP
View,” By Fu-mei Chang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Member, National
Assembly); “ A Critique of the Taiwanese Opinion Poll Conducted by the Gallup
Organization on the Issu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By Wen-yen Chen, Chih-wei Lin Chen,
Hertz Huang, Richard Y. Lin, Yao-chung Tsao, Wunan Lin (NATPA).
另外是英文、漢文專冊的出版——「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Mass Media in Taiwan」
。如前述報告，1995 年 5 月 26 日及 27 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協會與台大法學基金會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合辦「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的國際研討會
議」；此專書就是將該會議所發表的文章編集而成。
（六）加強各分會的功能活動以及總會分會的聯繫
NATPA 的生長發展要靠各分會，及會員積極的參與，發揮各分會的功能，並促進
總會與分會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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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會長後工作計劃的一個項目就是到各分會訪問，與會友有相識、直接接觸的機
會。一年中，經過特別安排，利用應美國大學、其他團體邀請演講，或參加專業會議的
機會，與各會會員認識座談，報告總會的工作進展及互相交換意見。到所有各分會拜訪
的時間：(1)華府／巴爾地摩分會（1/14-15/95）
；(2)紐約／紐澤西分會（10/23/94, 3/25/95,
9/22/95）；(3)休士頓分會（12/2-4/94）；(4)北加州分會（12/6-7/94）；(5)紐英格蘭分會
（2/3-5/95）
；(6)南加州分會（4/7-9/95）
；(7)聖路易分會（4/21-22/95, 7/7-9/95）
；(8)平原
區分會（4/23/95）；(9)密西根分會（5/12-13/95）；(10)克里夫蘭分會（5/13-14/95)；(11)
北中區（芝加哥）分會（5/14-15/95）
。在任中，能夠拜訪咱 NATPA 所有的十一個分會，
與各地分會長及幹部及會友見面，實在是一個非常可貴難得的機會，更多謝大家的盛情
招待。
在面對面接觸的過程中，對各地的情形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各分會的情形也有很多
不同之處。一年來，華府地區的分會為年會的籌備盡力，表現良好，已如上報導。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南加州分會的表現，實在能夠做為各分會的模範，值得大家學習。在創辦
時，由總部支助的「南加學壇」，一年來，將學術性的題目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每
禮拜一篇，在太平洋時報、國際日報、新亞時報等報紙發表，啟發服務同鄉，引起北美
洲及台灣島內很多讀者的注意、興趣與稱讚，實在難能可貴。
（七）對故鄉台灣的關切
本著一向對故鄉台灣及台灣人公益的關切維護，教授協會一年來也在這一方面繼續
勞力。隨著台灣各方面的急速變化，有效出力奉獻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所在，以配合台灣
的需要。
鑒於電子媒體公平開放在今日台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本會與台大法學基
金會在台北共同主辦「新聞自由及大眾媒體」的國際會議，已如上述。要打破中國國民
黨黨政軍壟斷電子媒體的局面，促進健全的民主政治，有待大家繼續努力。
1995 年春天，台北市舉行台北捷運木柵線總體檢的工作，陳水扁市長特別指示捷
運局代局長必須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聯絡，推薦人才參與總體檢的工作。雖然在通
知截止時間非常匆迫的情形下，本會急速推薦七位專家，有二位受聘參與。這二位就是
程孟郎教授及郭清江博士。他們二位，認真負責，勤奮努力，真正回饋故鄉及專業上的
優異表現，在台灣的政府界與輿論界及民間，引起真大的好評，對他們個人及咱教授協
會非常肯定。
對於故鄉台灣的關切，一般來講，就是與台灣人的社團保持聯繫合作。在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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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共同聲明。例如，為爭取大眾媒體公平開放所發表的共同聲明；中國飛彈對台灣試
射的軍事威脅，引起國內外台灣人的共憤，北美洲各社團共同發表的聲明。在聯合國行
動委員會於 9 月所舉辦的台灣文化之夜的節目內面有一篇由我執筆的「台灣加入聯合
國」的文章（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漢英文）。
此外，有必要時，咱教授協會有時也會經過理事會的通過，以教授協會單獨的名義
發表聲明。例如今年年會後，所發表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致台灣同鄉的公開信——
有心防才有國防」。（請閱附件二）
（八）財力的加強
為了推展教授協會的活動，須要充實財力。除了會員會費的收入及經常性的開支之
外，這一年來增加財力的用途可分三方面來報告：
(1) 本會與台大法學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新聞自由及大眾媒體的國際會議所需要的
經費數目相當大，係由台大法學基金會與 NATPA 共同向台灣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出力募
捐，一切收入及支出都由台大法學基金會經手。順此再向林董事長敏生律師及其團隊致
深深的謝意；在此，也要再向所有協辦的單位及支持贊助會議的人士致謝。
(2) 第十五屆印發 NATPA Directory 所收的廣告費，對於我們種種的活動，頗有幫
助。楊朝諭理事是財務委員會的負責人，負責廣告事宜的籌劃執行，特在此致謝。同時，
也要向登廣告支持的熱心人士及公司行號致謝。這是一個新嘗試、新開始，希望以後在
這一方面的成果能大增。
(3) 英文刊物的出版。如上報告，除 NATPA Forum 之外，NATPA 也出版一本精裝
的專冊，就是英文、漢文併用的「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Mass Med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Taiwan」
，出版所需的經費由郁弘股份有限公司贊
助支持，謹向邱俊榮董事長、邱弘猷總經理再致深深的謝意。
結言
咱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自 1980 年創會以來，已經十五年，經歷屆會長、理事、
各部負責人、分會長及全體會員耕耘合作、協助推展，教授協會乃有今日的規模。在第
十五屆這一年度，隆志有機會為 NATPA 服務，感到非常光榮，也要感謝大家給我這一
個機會。當然，要改進的所在很多，但是我已經盡力而為，今後請大家繼續指教，共同
努力，發揚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聲譽，增進北美與台灣在學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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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990 年代台灣開始民主化、本土化，海外黑名單陸續解除。1993 年 5 月，我應台
灣大學的邀請，回到睽違三十三年的故鄉台灣演講，在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一連進行
三場有關台灣前途關鍵系列的演講，主題分別是國際法與人權的保護、台灣憲法文化的
建立與發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展望。每場演講我講兩個小時，現場聽眾發問一個小時，
連續三個小時，會場坐無虛席。前前後後我都用台灣話演講。有人聽了之後，表示原來
學術性演講也可以用台灣話進行。我在美國很少講北京話；我認為能在學術性場合提倡
台灣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代誌。在 17 日短促的停留，我又受邀參加許多會及活動，差
不多都是以台灣加入聯合國為主題進行演講。同年年底，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
（原版本
於 1971 年在美國出版發行）在台灣由月旦出版社重新完整出版。月旦出版社特別選在
台北市重慶南路的正中書局舉行新書發表會，正中書局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當天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從一樓一路排到二樓的會場，我的日本友人、耶魯法學院國際法
同門師兄弟、國際法院法官小田滋博士剛好訪台看到，他嚇了一跳，這本書竟然可以在
正中書局發表，連我自己也很驚訝，以前這方面的禁書怎麼可能出版，而且還在中國國
民黨的書局發表！
漢文版的內容以英文版——Lung-chu Chen and Harold D. Lasswell,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為基礎。但是，漢文版的內容比較豐富，因為英文版是學術著作，讀者大多
是國際人士；漢文版在語氣、立場上都與英文版不同，漢文版是我以台灣囝仔的立場，
寫給台灣鄉親讀的，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我以大洋精神做為結語，因為台灣
是一個海洋國家，大洋精神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後來《台灣的獨立與建國》被台灣筆
會選為最佳本土暢銷書。
1993 年 5 月、6 月我回台灣時，許多同學、朋友們力促我留下來，紛紛說：「你趕
快回來拚！」我說：「要拚什麼？我現在連台北的街道都認不得了，而且我在美國早就
在為台灣拚了。」我覺得自己離開台灣那麼久，需要停留久一點才能了解台灣的情況。
同年 8 月我回台參加民進黨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主要是談台灣與聯合國的問題。隔
年，1994 年，台大法律系邀請我擔任客座講座教授，配合我在美國教書的時間，我回
來教了一學期，同時利用這個機會了解台灣內部的情況，也順便協助 NATPA 同年要在
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第十四屆年會、研討會的籌備事宜。
當時我一直在心中思考，如何就自己的經驗、學識，對台灣有一點小小的貢獻。經
過思考之後，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台灣設立像美國的 think tank（智庫）
，一方面可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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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策建言，一方面可從事教育大眾的工作。這個意願在擔任 NATPA 會長之後，更
為強烈。
1997 年孩子們已陸續在美國的大學畢業，我不必再負擔他們的學費，他們希望我
不用擔心他們，只要我認為有意義的事就去做；於是，那一年我回台灣創設了「陳隆志
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以後政府准用「台灣」兩字，乃正名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以符合我的初衷）。當時教育部規定全國性的文教基金會必須有一千萬台幣的成立基
金，我記得那是台幣最貴的時候，一美元換台幣二十五元，一千萬台幣大約是四十萬美
元。我常常說自助人助，在向親友募捐之前，我自己先捐出一百萬，兒女們知道後對我
說：「Incredible!」（「真不可思議！」）他們認為我只是個大學教授，哪來的三、四萬美
金？！這個基金會成立時，並沒有特定的財團提供經費。但是，一步一步耐心募款，持
之以恒，有人捐五十萬、有人捐一百萬，逐漸累積到一千萬，基金會終於半年內順利成
立。還好那時候成立了，因為後來規定又變了，現在要三千萬台幣的基金才能設立全國
性的文教基金會。
基金會成立後，我以 Tenured professor 的身份仍繼續在 New York Law School 教書，
每年教一學期，保有穩定的收入維持生活。所以阿扁總統邀請我擔任有給職的國策顧問
時，我婉拒，改為無給職的國策顧問或無給職的總統府顧問，我不支領薪水。如此，我
寫文章演講或發表意見時，才能保持自由意志，應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為了兼顧兩邊的工作，我與紐約法學院的安排是每年 9 月、10 月、11 月到 12 月初，
聯合國召開大會時，我都會留在美國，所以我的課都開在第一學期，其他時間我就在台
灣或是其他地方，自由來去。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是一個超然的民間政策智庫，其目標包括：確保台灣的國家
主權與安全，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樹立健全的民主憲政、尊重人權法治，發展經濟、
人文科技國，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與多元的公民社會，在地球村永續發展。新世紀
基金會創設已經十二年，為有效運用有限的資源，多年來以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為中心
工作。國家正常化牽涉到幾方面，一是正名，二是制訂台灣憲法，三是以台灣的名義加
入聯合國；另外還有正常化國家國民的心理建設、文化主體精神的培養。我們舉辦的座
談會、研討會，都與這些主題有關。
為加強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提升國人對聯合國及其體系的瞭解認識，台灣新
世紀文教基金會於 2007 年 10 月設立「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進行「台灣聯合國研究
書庫」的拓展。2008 年出版兩本書：一是「聯合國：體制、功能與發展」，由陳隆志、
陳文賢共同主編，十五位作者各負責一章。另一本是邱亞文博士所著的「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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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功能與發展」。
基金會及我個人的活動、言論、建言經常會在民視與自由時報出現，尤其是民視每
週的「台灣廣場」以及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或「星期專論」。基金會出版發行的季
刊——新世紀智庫論壇——已發行四十四期，是具有台灣國家意識與理念的學者專家共
同的園地，也是研究員、研究生喜愛的園地。有關基金會的建言、論述、活動完整詳細
的報導，請參閱基金會的網站：http://www.taiwanncf.org.tw。

【NATPA 理事會】
理事會】
教授協會的第十五屆第一次理事會，於 1994 年 10 月 1 日及 2 日在紐澤西 Eatontown 的
Eatontown Sheraton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舉行

陳隆志會長(左)（第 15 屆）與商文義會長（第 14 屆）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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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任會長、理事及以前會長合照

理事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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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PA 第十五屆年會研討會】
第十五屆年會研討會】
教授協會 1995 年的年會與旅遊，於 8 月 8 日起前後共六日，前三日為理事會、年會、
研討會，在華府附近的 Hyatt Hotel at Fair Lakes, Fairfax, Virginia 舉行

陳隆志會長主持開幕典禮，並擔任「台灣的國際地位」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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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潔明大使演講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總部執行長廖述宗教授主持「一百年來台灣人的心路歷程」研討會，主講人左起楊千鶴
女士、李鎮源院士、賴永祥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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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源院士在晚宴中演講

左起：廖述宗教授、李鎮源院士、陳隆志會長夫婦、許重義副會長、林英侯秘書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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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林智美教授、李鎮源院士、楊千鶴女士、陳會長母親、陳會長夫婦

陳隆志會長（右一）參加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所主辦有關美國對台、
對中政策的研討會 (1994 年 12 月 7 日)
【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國際研討會
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國際研討會】
】
NATPA 與台大法學基金會共同主辦「新聞自由與大眾媒體國際研討會」，於 199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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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及 27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NATPA 陳隆志會長致開幕詞

台大法學基金會董事長林敏生律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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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陳水扁先生貴賓致詞

Dr. David Bartlett, President, Radio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 Associati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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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Michael Reisman, Yale Law School, and Past President,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Prof. Nadine Strossen, New York Law School and National President,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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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教授在研討會晚宴致詞

著名政論家金恒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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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建煊立委、謝長廷立委、李鴻禧教授、瞿海源教授、吳豐山先生

研討會參加者合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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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1996
第十六任會長
第十六任會長

許重義

謝正忠、
謝正忠
、張淑愛 撰寫
前言
第十六屆會長許重義教授的任內，台灣經歷重要的政治與社會變革，這一屆的 NAPTA
承先啟後，是多彩多姿的一年。1995 年 9 月 30 日 NATPA 理事會在 St. Louis 召開，第
十五屆會長陳隆志教授功成圓滿將會長重任交給新會長許重義教授。總會這一次理事會
除理事(許重義、林玉郎[副會長]、陳隆志、江永芳、范春美、蔡秀蘭、楊英育、蕭鴻宜、
蘇武沛)之外，列席指導的歷任會長計有廖述宗(創會會長)、吳政彥(第五屆)、林宗光(第
六屆)、賴義雄(第七屆)、陳文彥(第九屆)、林靜竹(第十屆)、李雅彥(第十二屆)與陳隆志
(第十五屆)等八位前任會長與總會前任與新任幹部林英候(第十五屆祕書長)、陳嘉明(第
十五屆財務長)、周鴻恩(新任祕書長)、謝寬仁(新任財務長)、各分會會長黄淑桂
(Cleveland)、林茂修(南加州)、張懷德(Chicago)、許富連(DC-Baltimore)與各委員會召集人
蔡承昌(會務)、邱泰茂(會務副召集人)、王元和(會刋)、張淑愛(會刋副召集人)、劉文泰(電
信)、趙坤山(會員)、謝正忠(特刋執筆)與 St. Louis NATPA 會員也是學術界與社區重要領
袖包括朱真一、沈武典、林永哲、楊昭榮、張世聰等參與。這一次理事會還有一個由南
加州分會會長林茂修教授(年會總召集人)帶領的第十六屆年會籌備團隊包括大會節目
委員會召集人李英偉教授與總務委員會召集人鄭榮松教授與會。此一涵蓋 NAPTA 重要
成員組成的龐大團隊為第十六屆要執行的會務劃出一幅完整的工作藍圖。
NATPA 第十六屆的會務能依照理事會的決議順利達成任務，首先要感謝素以團結、和
諧、熱心公益聞名於北美的聖路易台灣同鄉，不管是 NATPA 會員或非會員(包括會員夫
人)，大家對 NATPA 此一聲名卓著的台灣社團在這一年的活動皆很支持。聖路易的另一
特色是醫界人才濟濟，總會幹部除上列的許重義、蔡承昌、邱泰茂、趙坤山、朱真一、
沈武典、楊昭榮、張世聰是醫師之外，另有廖坤塗、高銘憲、林秀三、陳素瓊、林益顯、
邱義男、陳榮吾、王鵬男、林茂德、呂飛騰、張理美眾位醫師與醫師娘，出錢出力熱心
參與。

第十六屆理事會的重要決議與執行成果
1. 成立通訊委員會－
成立通訊委員會－NATPA 進入 e 化的世代
由林玉郎副會長提議，理事會通過成立電信委員會，由劉文泰教授擔任召集人，以 NC
State 為大本營的通訊委員會架設 NATPA homepage，建立 e-mail 的 Network 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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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PA news 的發佈與會員意見之溝通，另設 Board Net，以促進理事會議事。NATPA
全體會員的通訊資料與每年的繳費通知，十多年來一直由楊錫鈿博士負責。楊博士自第
十六屆功成身退之後，會員委員會由趙坤山教授擔任召集人，與資訊專家陳貞勳教授、
王元和、謝寬仁博士一起合作將會員再登記，通訊錄與繳費現况三組資料整合，全面 e
化，提昇效率，並減少重複、疏漏或錯誤，NATPA 自此進入 e 化的世代。

NATPA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1)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1)：
(1)：左起林玉郎、許重義、謝寬仁、趙坤山；右起賴義雄及
陳隆志。

NATPA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2)：左起范春美、陳隆志、賴義雄、廖述宗、許富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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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PA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3)：相片前面兩位是許富連(中)及廖述宗(右)。面對照像機人
士左起楊英育、林宗光、張懷德、李英偉、江永芳、陳嘉明、蕭鴻宜、蔡秀蘭、林英侯。

NATPA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
第十六屆理事會議(4)：左起吳政彥、林靜竹、陳文彥、陳淑桂、李雅彥、楊英
育、林宗光，後座是林永哲。

111

賴義雄前會長在 1995 年 9 月 29 日 NATPA 理事會前夕餐會之主題演講《
理事會前夕餐會之主題演講《台灣安全與中
國武力威脅》
國武力威脅》

餐會角落坐的是勞苦功高的 St. Louis 總部的傑出婦女團隊
總部的傑出婦女團隊。
出婦女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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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6 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
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
選－關懷台灣選舉活
關懷台灣選舉活動
動
A. 選前 NATPA 出版《
出版《台灣免驚》
台灣免驚》
基於台灣選舉已經逐漸達到民主國家的水準，NAPTA 自 1993 年起共三年，不再組團返
台「關心』選舉。第十六屆理事會決議: “鼓勵以個人名義努力促進台灣有一個公平、公
正之立委及總統選舉”。遵照理事會決議 1996 年 3 月的總統直選，雖是台灣全面落實
民主政治制度的里程碑， NATPA 也沒有組團回台觀選。但是台灣全民直選總統之前，
中國文功武嚇，三度進行軍事演習，企圖操控台灣選情。NATPA 在飛彈演習時，總統
選舉之前，出版一本《台灣免驚》小冊，替台灣人民”收驚”。在台灣分發了兩萬本，在
北美亦郵寄出四千冊。並全文刊登於《太平洋時報》
，e 檔也登載於 NATPA 與南加州分
會《南加論壇》網站。英文版由 NATPA 會刊英文總主筆楊英育教授翻譯，讓英文讀者
也有機會讀《Taiwan, Don’t Be Frightened!》
。總統選舉之前，NAPTA 會員包括林玉郎副
會長，返台時也受邀在各民主電台接受訪問，討論《台灣免驚》內容，鞏固台灣人民心
防。值得安慰的是，台灣大學生的索取，非常踴躍，有助於導正年輕一代在國民黨文宣
教育下形成的恐共心態。《台灣免驚》的發行也幫忙化解《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一書造
成的恐共心理。一九九六年三月九日正當中國向台灣基隆與高雄近海發射飛彈，引發海
內外台灣人同聲抗議中國的侵略行為，也讓中國政府遭受全世界民主國家一片譴責之
際，
《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作者鄭浪平來 St. Louis 擔任新黨選舉募款餐會的主講人，謝正
忠與許重義適時發表《一九九五年閏八月在聖路易》一文，依據《台灣免驚》的內容糾
正《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不實的報導。《台灣免驚》這本安定台灣民心的文宣，主要內
容是以賴義雄前會長在 1995 年 9 月 29 日 NAPTA 理事會前夕餐會之主題演講《台灣安
全與中國武力威脅》為基礎，補以台海兩邊軍事、財經、政治、社會情勢與國際局面的
資料，讓台灣人民得到專家提供的客觀數據與事實真象，以較冷靜的態度因應中國與台
灣統派政客互相呼應的文攻武嚇，並呼籲台灣人民相信美國兩位前任駐中國大使
Winston Lord 與 James Lilley 在台灣全民直選總統之前，立場一致的公開談話，兩位前
任大使皆很肯定地表示中國當時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以武力攻取台灣。參與《台灣免驚》
提供與收集資料的計有賴義雄，陳國雄，王茂修，林朝億、王羨如與多位不願具名者，
參與執筆的有蔡承昌、謝正忠、林永哲、邱泰茂、許重義；負責編務、製作、發行的是
王元和、張淑愛、趙坤山、謝寬仁、周鴻恩、楊悅如。也要感謝副會長林玉郎，前任會
長吳錫圭，洪正幸，在台會員林逸民，以及國內許多熱心人士特別是許麗雲，蔡文桔，
陳玉榮，王羨如，楊承新，郭振坤等之參與在台版本之印製與分發。我們也要感謝眾多
海內外熱心人士的捐款，共襄盛舉。
B. 總統直選後 NATPA 調整立場
總统選舉後許重義教授站在 NATPA 會長的立場，以”台灣與台灣人的尊嚴”為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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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之後，NATPA 應採取的立場:
“台灣產生第一位民選總統之後，即已全面落實民主政治，台灣政治體制由一個專制獨
裁的外來政權蛻變成全面民選的民主政府，海內外全體台灣人均應引以為傲。台灣在國
民黨黨政權統治五十年後，終於完成政治改革，並不是因為國民黨良心發現，或遵循世
界民主化之趨勢，從善如流，因而還政於民。台灣人民今天能享有自由民主，乃是海內
外有尊嚴的台灣人前仆後繼反抗外來政權非法統治，流血流汗，奮鬥犧牲五十年，才替
全體台灣人爭來的。台灣人在爭取民主過程中，犧牲個人身家自由安全，甚至灑熱血拋
頭顱的事跡，可歌可泣，罄竹難書。台灣人民在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主人翁，享受充分
的參政權之餘，應飲水思源，體念民主與自由之得來不易，更不能忘記台灣人在反抗政
治迫害，因而遭受迫害時，能不屈不撓，堅持理念，以維護台灣與台灣人的尊嚴。”
此次總統選舉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分水嶺，本會面對一個民主化的政府，雖然會因應
調整其立場，但必須保持維護台灣與台灣人尊嚴的一貫理念，繼續本著獨立自由的學術
專業精神。對民主政府成立以後所產生的惡勢力或不合理政策，不分黨派繼續監督批
評，並,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諫言。”

3. 成立華府聯絡
成立華府聯絡委員會
華府聯絡委員會
北美台灣人社團有關的政治活動，多在華府統籌與執行。NATPA 總會經常應邀參予台
灣人社團的聯合行動。這些要求常需在一、兩天內由理事會的執行理事(總會會長，副
會長及前任會長)作匆促決定。為了能讓總會有較為詳盡的背景資料及對各台灣人社團
有關議題互動的情況有充分暸解，理事會通過成立”華府連絡委員會”以提供總會訊
息.，並協助收集資料。召集人林英候博士是第十五屆總會秘書長並兼 DC/Baltimore 分
會會長與 1995 年年會籌備會召集人，也是 NATPA 當時在華府地區最活躍的會員。林
英候在卸下 NATPA 三項重要職務之後，再度承擔此一新的任務。此委員會另三位成員
皆為 NATPA 資深會員：陳文彥教授(前任總會會長)，賴義雄教授(前任總會會長)與李賢
淇博士(前任理事)。
台灣以民主程序選出總統，各級政府與民意機構皆具有民意之後，已合乎民主國家的標
準。以往海外台灣人團體以抗爭的手段對付不民主政權的法理依據，已逐漸消失。海外
合灣人及其社團勢有必要調整其對待台灣政府的意識型態。總統選舉後，北美洲台灣人
何去何從? 本會華府聯絡委員會召集人林英侯特別為此發起北美台灣人社團聯合會
議，請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郭重國擔任召集人，廣邀北美各台灣人社團代表與專家，於
1996 年四月二十六與二十七日在華府聚會。就未來北美台灣人社團之動向，討論並擬
定新的方針。林英侯與本會前會長陳文彥共同擬定的議題，共有三個:(1)台灣國家定位；
(2)台灣安全；(3)北美台灣人社團與台灣政府駐外機構的接觸與交往。本會有多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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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身份參與此會。
NATPA 是北美洲台灣人知識份子與專業人士中，一向堅持維護台灣與台灣人尊嚴的社
團。因此本會代表在此次會議中也能堅持下列三點：(1)台灣政府的國家定位與拓展台灣
國際地位政必須維護台灣與台灣人的尊嚴，以及一台一中的本會一貫立場； (2)在面對
中國文攻武嚇與企圖併吞台灣的鴉霸行為，督促台灣政府拋棄恐共畏戰，一味取求苟安
局面的心態，並採取積極主動策略，早日將台灣問題國際化；(3)與台灣政府駐外機構
的交往，重申富貴不能淫的本會立場以維護海外台灣人的尊嚴。
在此次北美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中能與 NAPTA 一樣堅持台灣人尊嚴立場之社團不多，
最為突出的是北美洲台灣婦女會。許重義會長也特別在 1996 年五月十二日母親節以”
台灣女性的尊嚴”為題在 NATPA 會刋撰文向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林郁子會長與全體會員
致敬。

4. 成立獎
成立獎務委員會
總會每年年會皆頒獎給對 NATPA 有貢獻的非會員，理事會通過成立”獎務委員會”負責
籌備年會各項獎務。除了非會員獎項之外，也另設“會員服務獎”，以感謝並表彰會員
中對 NATPA 會務有傑出服務者，以及”會員傑出表現獎”以表揚對社會有重大貢獻與學
術專業有優異表現的會員。此委員會由蕭鴻宜理事擔任召集任人，委員有江永芳，鄭秀
蘭，林玉郎與許重義等四位理事。
第十六屆獲獎者，異於往年，皆為 NATPA 會員：
A. 社會貢獻獎：
社會貢獻獎：
一、林福坤博士
林福坤博士：林博士因發明造血因素
Epogen (erythropoietin)的大量生產方法，是美
林福坤博士
國有名的生物科技公司 Amgen 創設以來的最大功臣。林博士的發明，使他成為許多貧
血病患的救星，造福全球千千萬萬病人，林博士因而獲美國總統生物科技研究獎。
二、林哲雄醫師
林哲雄醫師：林醫師是台灣文化的產婆，自大學生時代即積極投入文化健設。來美
林哲雄醫師
以後更是苦心經營台灣文化的重建，出版《新台灣文庫》，介紹台灣文化、美術、音樂
以及其他本土著作，是當代推展台灣文物在北美洲的第一人。林醫師一生崇拜賴和醫師
和蔣渭水醫師。林醫師半生的苦心經營與成就足以比美這兩位台灣醫界先賢，可謂是現
代的賴和與蔣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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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團貢獻獎：
貢獻獎：
一、李雅彥醫師
李雅彥醫師：李醫師是
Houston 地區與全美台灣人社團領袖，當時任台灣傳統基金
李雅彥醫師
會會長，也曾任 NATPA 總會會長。李醫師的最重要貢獻是其對全國性與地方性台灣人
社團，所保持的一貫立場，對不能堅持原則或道德立場的台灣人社團皆很嚴正地批判。
當台灣同鄉與社團處在混濁不清的政治環境中，立場出現搖擺不定的情況時，李醫師的
批判是空谷足音或暮鼓晨鐘。李醫師對支持本土優先與台灣獨立的活動和社會公益之奉
獻，持久不竭，經常出錢出力，並負起帶頭作用。NATPA 能維持清新的立場，不介入
國民黨資助的學術活動，李醫師的堅持並適時發揮的輿論力量，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二、林英候博士
林英候博士：林博士是第十五屆
NATPA 總會祕書長，第十六屆 NATPA 華府連絡
林英候博士
委員會召集人，DC/Baltimore 台灣同鄉會會長，世台會祕書長。林博士熱心公益，處事
立場公正。在 NATPA 總會推動的重要活動如第十五屆年會，會刊主編與通訊之編印發
行皆負起領導與實際參與的貢獻。第十六屆任內，並擔任在華府召開的台灣主權聯盟，
華府遊行聚會的總幹事。也是總統直選後，北美台灣人社團聯合會議的發起人。林博士
是.NATPA 少見精力充沛，無我無私具有領導能力與執行力，又能全力奉獻於合灣社團
活動的優秀 NATPA 會員。

5. 第十六屆年會
第十六屆年會
理事會決定的年會主題為「台灣教育建設與海內外文化交流」
，由此可以看出， NATPA
因台灣民主制度的進展，在維持本土優先，一台一中的基本立場下，已經由批判的態度
走向建言式的意識型態。年會的地點是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 的 Irvine。第十六屆年會
能由南加州分會負責，實為本屆年會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南加州分會是 NATPA 最大分
會，人才濟濟，衝勁十足，在當時李英偉會長的領導下，舉辦種種活動，並創立聞名北
美與台灣的”南加學壇” ，因此獲第十五屆 NATPA 理事會頒獎肯定。南加州分會受
邀，欣然應允，並立即擺出最堅強陣容，由新任分會會長林茂修擔任年會總召集人，籌
備會的三個重要委員會，由李英偉擔任節目委員會召集人，鄭榮松出任總務委員會召集
人，玉寶田擔任文宣委員會召集人，後再加募款委員會由龔森田醫師擔任召集人。理事
會訂定的年會主題是李英偉與廖述宗創會會長建議邀請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
哲，與跟李院長共同在台灣推動教育改革的多位教授而定調。理事會議中李英偉就年會
主題與節目提出極具創意的構想，而鄭榮松也將年會會務、場所、旅館與會後旅遊計劃
作了生動的說明，讓與會理事、幹部、分會會長、八位前任會長、與多位前輩 NAPTA
會員印象深刻。理事會即席通過一九九六年年會的籌備由林茂修總召集人與各委員會全
權負責。年會幾個成功的原因，包括(1)會議主題與節目設計；(2)與南加州台灣人聯合
基金會，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南加州分會共同主辦「文化之夜」
；(3)與洛城台文通
訊以及 NATMA 南加州分會在同一會場同時舉辦年會；(4)年會地點選在 Irvine，適合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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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南加州 NATPA 會員與台灣鄉親參與、支援或贊助；(5)非常有效率的文宣; (6)破記錄
的募款成績； (7)各項會務的精緻安排以及會後精彩豐富並且物超所值的旅遊節目。
第十六屆年會由李遠哲院長的 Keynote Speech “迎接廿一世紀的教育改革”開場，這場
演講廣受北美平面媒體的報導，是台灣後來一連串教改政策推行的先聲，與李遠哲一起
受邀發表演教育改革演講的講員有後來擔任教育部長的林清江與黄榮村以及當年的立
法院王金平副院長與立法委員翁金珠與林炳坤。發表科技教育演講的另有五位中央研究
院院士(李鎮源、廖述宗、翁啟惠、莊明哲、賴明詔)，三位學者(陳坤木、林克明、林福
坤)與立法委員林哲夫。科技經濟教育議題的講員有劉文泰、張清溪、渚德三。其他講
題的講員也皆為一時之選(文化：施正峰、呂興昌、陳清風、黃東昇；法治：陳隆志、
林山田)。演講的主持人包括吳政彥、蔡振水、蕭鴻宜、程孟郎、鄭良偉、江永芳、林
玉郎、李豐明、李雅彥。由這些演講可以在第十六屆年會中預先感受到，台灣落實民主
政治體制後，所遷動的教育與文化改革，即將發生。

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於 1996 年 8 月 3 日在 NATPA 與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與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台
灣人醫師學會(NATM
(NATMA)
演講「
灣人醫師學會(NATM
A) 南加州分會共同主辦的「
南加州分會共同主辦的「文化之夜」
文化之夜」演講
「回台工作的一千零
一夜」
一夜」。
第十六屆年會有許多插曲，李遠哲的 Keynote Speech 以北京話演講，參與洛城台文通訊
主辦的第二屆台語文夏令營的學員，在李遠哲講演後，在場外舉牌抗議，質問在如此盛
大的台灣人聚會，李遠哲為什麼沒有用台語演講?當晚 NATPA 與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
金會， 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南加州分會共同主辦的「文化之夜」
，也由李遠哲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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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工作的一千零一夜」，李院長因此改以台語發音，以”無怨無悔”的精神詳談回
台的經驗，李遠哲的台語很標準，講得非常精彩，獲得滿堂彩。當晚「文化之夜」的另
一場演講由立法委員沈富雄談統獨，已可聽出他後來政治立場轉變的先聲。李遠哲自稱
「後台的”老伙仔”(老頭子)」被沈富雄消遣為「前台美人(以前的台灣美國人)」
，沈富
雄這位名嘴，當晚也獲得滿堂彩。平面媒體對「文化之夜」這兩場精彩的演講皆有大幅
報導。有些媒體還用醒目的大標題，如”李遠哲促成台灣人社團大團結”或”李遠哲返
台一千零一夜無怨無悔”。
第十六屆年會是 NAPTA 創會以來最盛大，也是最成功的年會 (超過一仟人參加 NATPA
第十六屆年會以及與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NATMA 南加州分會年會-台美醫學交流
會議合辦的文化之夜和第二屆台語文夏令營)。NATPA 獎務委員會也以上述“會員社團
服務獎”的標準在年會晚會中頒獎給林茂修年會總召集人，李英偉節目委員會召集人，
鄭榮松總務委員會召集人，玉寶田文宣委員會召集人，龔森田募款委員會召集人，以感
謝並表彰對 NATPA 會務有傑出服務與貢獻。也應藉這個機會列出 NATPA 以南加州分
會為主與外州幹部、會員與眷屬對年會成功與順利達成各項目標的貢獻：蕭幸鳴、黃正
源、王榮冠、李成奎、吳和甫、楊東龍、郭幸、洪國隆、周鴻恩、謝寬仁、王中村、黃
瓊慧、蘚國雄、商夏惠、陳婉如、黃叔方、陳敬宏、黃美津、崔新宏、張慶瑛、黃文爵、
鄭龍光、林霞、林雲娟、張明淑、許子津、唐英、江月霞、林美娜、葉世雄、黃正德、
郭如月、葉文德、顏裕庭、陳惠亭、賴清山、何汝諧、Jennifer Lee、 Irene Chen、 Connie
Chen 、Shawn Lai。NATPA 也要感謝眾多海內外熱心人士特別是 NATPA 南加州會員與
眷屬、外州會員與眷屬以及台灣鄉親的慷慨捐款，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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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年會時
年年會時，南加州分會參與籌備年會之各組負責人，
南加州分會參與籌備年會之各組負責人，上台接受 NATPA 社團服務獎。
社團服務獎。
右起林茂修年會總召集人，李英偉節目委員會召集人，鄭榮松總務委員會召集人，龔森
田募款委員會召集人，王寶田文宣委員會召集人，後立者是蕭鴻宜理事。

6. NATPA 的輿論影響
NATPA 是北美洲台灣人知識份子與專業人士中，極能表現及維護台灣與台灣人尊嚴，
並且受到北美台灣鄉親敬重的社團。會長許重義遵循 NATPA 的基本立場在任內撰寫多
篇對台灣政治、社會、法治的評論，刊登於 NATPA 會刊與北美/台灣傾向本土意識或持
較開放政治立場且較中立的報紙。此外第十六屆 NATPA 應用輿論力量發生影響力的有
下述兩個事件。
A. 許振興教授被告誹謗事件
許振興教授被告誹謗事件：
誹謗事件：
NATPA 會員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的許振興教授在 1994 年返台擔任台大醫學院 Harris 講
座，撰寫書面報告時，對台大醫學院與高雄醫學院之研究與臨床作業都有嚴正的批評，
文中有一小段涉及長庚醫院，引起長庚與台塑系統董事長王永慶的不滿，告許振興誹
謗。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宣判無誹謗罪，王永慶不服，動用長庚與台塑系統的律師團，提
起上訴。許振興的台大同班同學朱真一教授希望 NATPA 主持正義，NATPA 創會會長廖
述宗與許重義會長(曾與王永慶在自由時報打過筆戰)寫信給王永慶，請他遵重民主國家
言論自由的立場，並為許振興伸張正義。NATPA 理事會通過與台灣人醫師學會(NA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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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發表公開聲明，就言論自由的原則支持許振興的立場，公諸於台灣與北美新聞界。
NATPA 總會也為此一誹謗事件出特刊，共有十篇報導或評論，表達 NATPA 為言論自由
支援許振興的堅定立場。許振興教授被告誹謗事件，最後以不起訴終結，一件沒有必要
的法律訴訟案件糾纒了好幾年才告結束。
B. National Public Radio “Taiwan and China”
China”評論
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是美國全國性廣播電台，以立場公正與內容有深度廣受聽眾
信賴，其中 Ray Suarez 主持的”Talk of the Nation”討論國內與國際重要議題，是 NPR
頂尖的節目，尤具強大的輿論力量。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月十四日正當中國向台灣基隆與
高雄近海發射飛彈，引發海內外台灣人同聲抗議中國的侵略行為，也讓中國政府遭受全
世界民主國家一片譴責之際，NPR 的”Talk of the Nation”Ray Suarez 請兩位”experts”
Prof. Yasheng Huang 與 Mr. Nicholas Kristof 在以 ”Taiwan and China”為主題的節目中評
論台、中關係。Prof. Huang 依統派的立場批評論台灣，無腔調異於中國政府官方發言人。
Mr. Kristof 的立場較中立，但 Suarez 讓他發言的機會不多。因主持人的偏頗，Call-in 者
的發言也讓聽眾覺得一面倒偏中的印象。NATPA 總部獲得會員反應，特別郵購此一節
目的錄音帶，詳細分析其偏頗的立場，並找到發言錯誤的証據，再經由華府連絡委員會
取得 Suarez 與他的三位上司(Ted Clark, Victoria O’Hara 與 Mary Kay Magistad)的資料，
由許重義會長代表 NATPA 以 NATPA Stationary(上列所有理事、幹部與創會會長)提出六
點指正與七點建議。之後 NPR 對 Taiwan and China 報導與評論，有不少 NATPA 會員在
注意，已不再出現一面倒偏中的現象。

結語
回顧 1995-1996 NAPTA 第十六屆，處於一個台灣歷史上關鍵的一年，St. Louis 總部的幹
部與會員包括我們兩位都覺得很榮幸能躬逢其盛，與許重義會長、林玉郎副會長、眾位
理事、歷任會長、先進與各州的會員一起為台灣與台灣人的共同目標努力。
(謝正宗：第 16 屆 NATPA 特刊主筆；張淑愛：第 16 屆 NATPA 會刋中文總主筆。感謝
本刋主編黄東昇前會長和卓耀宗博士對本文的撰寫提供許多寶貴與精闢的改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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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1997
第十七任會長

林玉郎

林玉郎簡歷
1949：在屏東，枋寮出生。
1956-61：就讀於枋寮國校。
1961-64：在省立潮中初中部就讀
1964-69：就讀於台南師範專科學校。
1969-71：入伍當兵。
1971-76：(1)在基隆太平及中華國小任教
(2)同時在輔仁大學就讀。於 1976 年取得數學學士學位
1976-78：赴美國 Fordham 大學就讀，並取得數學碩士學位。
1978-79：至南達科他州理工學院轉讀氣象。於 1979 年底取得氣象碩士學位。
1980-83：赴耶魯(Yale)大學繼續讀氣象。於 1983 年底取得氣象及地球流力博士學位
1983-84：在 1983 年底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後，開始從事博士後研究。
1984-87：84 年結束耶魯博士後研究，轉赴 Drexel 大學做研究及教書
1987-2007：執教於北卡州立大學，由助教授升任副教授及正教授。
2007 迄今：執教於北卡農工大學。正教授並兼任美國海洋大氣總署一個研究中心(ISET)
的主任研究員。詳情請看：http://mesolab.us
自從 1993 年秋天被當時已準備上任 1993-1994 年會長的商文義教授“抓”出來當祕書
兼財務之後，好像和 NATPA 結了不解緣。在卸下秘書／財務工作之後，休息不到一年，
便被“參詳”出來“做”理事。當時有個錯覺，理事的工作好像比較不繁，也比較不忙，
因為大部分是做些 Decision Making 的工作，所以便一口答應了下來。沒料到，在選上
1995-1997 年理事之後，便又被推舉為副會長(1995-96)。隨後，在 1996 年夏又被選為會
長。因為本身教職忙碌，領導經驗不足，沒有分會的支援，及認識的會員不夠多等等因
素，在被選上之後，著實讓我失眠了好幾天。
幸好，在就任會長之前，得到副會長林智美教授，DC 分會長黃慶三、副會長余燦旺及
DC 同鄉會會長林英候的大力幫忙，第一次的理事會得以在 10 月 5-6 日於 DC 順利舉行。
另外，我的”北卡压下親戚”李鳳霖、林環牆與劉文泰教授也不棄嫌出來擔任秘書長、財
務長及電訊委員會職務，使得 NATPA 總部得以順利運作。
在準備開第一次理事會前，最 Challenging 的是要組 11 個大大小小的 Committee。在組
Committee 時，我秉持的原則是要多讓現任的理事參與。這個做法一則可以增加理事對
會務的參與及增加他們參與會務的經驗，二則可以彌補我在人脈上的不足。在此我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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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向以下的會員先進道謝一聲：Chung Y. Hsu (research)，Wen-yen Chen (Publication)，
Shu-Quey Huang (Finance)，Michael Tai (Annual Meeting)，Hung-yi Shau (Election)，
Wen-Tai Lin & Wu-Pei Su (Telecommunication)，Cliff Chao (Memebership)，Bao-Tyan
Wang、John、Hsin-Hung Hsu & Chih-Mei Lin Chen ( NAPTA Tribune)及 Clyde Kiang &
Chih-Ping Yeh (Special Task Force)。
長話短話，在 1996-97 年間，咱 NATPA 完成了以下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1) 1997 年年會：在 7 月 26-27 日於加拿大 Vancouver 舉行。主題為「台灣的改造與展
望」
。多謝李鎮源、宋泉盛、林玉體、陳永興、陳定南、陳少廷、高成炎、黃煌雄、
李勝雄、許世楷、紀國鐘、褚德三等專家、學者的演講及 Vancouver 同鄉會、台灣
國白鷺鷥合唱團的大力幫忙。
(2) 北美學壇 (NATPA Tribune)的成立。
(3) NATPA Forum 的出版
(4) 設立 Special Task Force 以加強對海內外台灣人團體的溝通與合作。
(5) Communication Center 的成立，重要工作包括 directory data base 和 mailing list 的整
理。
(6) NATPA Web Homepage 及三個 Internet Network 的設立(特別感謝劉文泰教授的策劃
及管理)
在擔任會長期間，承蒙一些熱心的前任會長及理事、現任副會長及理事、秘書長、財務
長、委員會 Chair 及 Member 之大力幫忙，得以使以上的工作順利完成，我要在此一併
致謝！

1996-1997 年度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理事會及工作委員會
會長：
副會長：
秘書長：

林玊郎
林智美
李鳳霖

財務長：
執行長：

林環牆
廖述宗

理事會理事：
理事會理事：
林智美，許重義，江運貴，林啟東，林玊郎，蕭鴻宜，蘇武沛，戴正德，王寶田，葉治
平
各委員會召集人：
各委員會召集人：
研究委員會：
許重義
出版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陳文彥
黃陳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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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委員會：
獎務委員會：

戴正德
蕭鴻宜

會訊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電訊委員會：

葉治平
許重義
劉文泰, 蘇武沛

會籍委員會：
北美學訊：
要務處理組：

趙坤山
王寶田, 徐新宏, 林智美
江運貴, 葉治平

第十六任會長許重義(右)於 10/5 御下重任，移交職務給新會長林玉郎。

第十七任會長在 DC 開本年度首次理事會，現任理事，分會長，歷屆總會會長等全體與
會者合影。最中央者為總部執行長廖述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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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理事與幹部合影；後排右起：王寶田，蘇武沛，江運貴，葉治平；前排右起：
戴正德，許重義，林智美，林玉郎，秘書李鳳霖，財務長林環牆。

1996 年 10/5 ~10/6，理事會議進行中的鏡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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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1998
第十八任會長

林智美

1944 年出生於台北市，祖籍是台北市。 北一女初中、高中畢業，1966 年台灣大學
心理學系畢業後， 隨即赴美留學。專攻社會心理、發展心理學， 獲市立紐约大學心理
學博士學位。自 1977 年起，執教於维吉尼亞州的北维學院，任職該校心理學教授三十一
年有餘。 其間曾兼任社會科學副主任、心理系主任、以及獲 Fulbright, 赴韓國研究考察
等 。
I. 上任之前的 NATPA 經驗：
經驗：
遠在美麗島事件發生、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即將在廖述宗教授任職的芝加哥大
學創立之際，本地華盛頓特區大學的楊添生教授夫婦便邀了我、 陳文彦及其他一 些人
到他們家，傳達及商討教授會成立的構想與加入。當第二任的蔡嘉寅會長在田纳西舉辦
年會時， 我與文彦都去参加。(除了首次見到當時黨外民主鬬士尤清、康寧祥、黄煌雄、
張德銘之外，猶記得紀政在晚間的座談會上竟然說台灣的民主運動不該積極推動，而需
要先暖身、慢跑，我大不以為然，憤慨不已。或許當年她出言有所顧忌。) 次年 NATPA
年會在德拉瓦大學與美東夏令會合辦 ，我以所有與會的父母與子女為對象，做了一 項
《 代溝》 的研究 。 該研究報告後來也刊登在 《 NATPA Bulletin》上。 1988 年陳文
彦接下第九任總會會長職務，而我也在 1989 年被推舉為華府分會的會長。 如此， 参
加了不少次的年會等事務，大体說來，對於 NATPA 的會務及活動並不陌生。但是也不
像許多位前會長那樣，他們在担任副會長、會長之前就已先担負過各種委員會的職務。
很意外地，在 1996 年我突然被提名為理事，並且旋即在理事會中很榮幸地被選為
副會長，誠為惶恐難安。但基於一個信念， 認為服務 NATPA 本是會員的義務，女性
亦當不例外，因此抱着學習的態度，盡力而為。NATPA 的女性會員並不多，當時約佔
全体的 5%。 記得在 1992 年的 NATPA 年會上，包括我在内，僅有三位女性會員参加。
因此容易被疏忽而將我們這三位女會員的名牌做得與其他男會員的家眷一樣， 只寫為
某某會員的太太而已 。當時謝必行博士首先發難，後來還落得會長以信函再次向我們
鄭重致歉。 我之所以舊事重提，主要是想要說明，我自認女性會員既然要求平等待遇、
那就得與男性會員同樣地盡義務，為 NATPA、為關心台灣、 不落人後地付出，這是我
接下會務的原因 。 副會長之後，勉為其難，勇敢地繼續接下會長之重任。那不僅是個
人接受挑戰，也為了排除任何人可能對 NATPA 的女性會員是否有 Glass Ceiling 之疑慮。
担任副會長期間，得會長信賴並積極安排本人實際參與各項決策及會務的推動，接
受了許多學習、磨練的機會，諸如張羅理事會議在華府召開，負責推動北美學壇、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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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以淺易文字撰寫學識專長、每週刊登一文於太平洋時報及新亞周報， 籌備年會，
負責並主持年會中『台灣教育改造與展望』的節目等等。 1997 年暑間， 正值香港、
澳門的轉移，在台北有『反對中國併吞』(Say “NO” to China )的大遊行活動等等。 在
那之前，我回到台灣，與許多位住在台灣的 NATPA 會員聚會 (包括幾位前會長蔡嘉寅、
黄昭淵、吳錫圭，以及康明昌、紀國鐘等)，並與台灣教授協會 (TAUP) 會長沈長庚商
議兩會合作聯署致函李登輝及克林頓總統。同時也接洽在大遊行次日由民視主辦「索拉
兹座談會」節目中 NATPA 代表 (廖述宗執行長及商文義前會長) 的席位。也經由吳錫
圭前會長安排、並陪同一起到中研院與李遠哲院長會晤。另外我也與中研院瞿海源博士
交談台灣社會及政治種種，並参加民視電台開播的慶祝。回美國參加 1997 年 NATPA 年
會後，在接任會長職務之前，於 9 月中旬也前往洛杉磯，參與南加州分會承辦為『台美
基金會』甄選得獎人的評選工作。
II. 1997
1997~1998
~1998 年度的工作團隊：
年度的工作團隊：
1997 年 7 月在溫哥華舉辦年會時的理事會中我被選為第 18 任總會會長，任期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至 1998 年 9 月 30 日止。但由於理事會召開日期的關係， 實際接任與移交
的日期分別是 1997 年 9 月 27 日與 1998 年 10 月 17 日。最初，此年度理事會及工作委員
會的成員如下：

會 長 林智美 Chih-Mei Lin Chen
祕書長 許辰昭 Chen C. Hsu
執行長 廖述宗 Shu-Tsung Liao

副會長
財務長

江永芳 Frank Chiang
卓耀宗 Yao-Chung Tsao

理事會
理事會理事：
理事：
林智美 Chihmei Lin Chen 鄭榮松 David Cheng 江永芳 Frank Chiang 江運貴 Clyde Kiang
林玉郎 Yuh-Lang Lin
歐清南 Ching-Nan Ou 戴正徳 Michael Tai
蔡承昌 Cheng C Tsai
王寶田 Bao-Tyan Wang 葉治平 Chih-Ping Yeh
各委員會
委員會召集人
召集人：
召集人：
研究委員會 吳錫圭
出版委員會 陳文彦
財務委員會 林英侯
獎務委員會 賴義雄
選舉委員會 林玉郎
電訊委員會 劉文泰
會籍委員會 林玉郎
會刊委員會 葉治平
北美學壇
江永芳
年會籌備
李賢淇

Shi-Kuei Wu
Wen-Yen Chen， 林宗光 Tsung-Kuang Lin
Ing-Hour Lin ,
蔡承昌 Cheng C. Tsai，
林彩鳳 Tsai-Fong Wu
Robert Y. Lai
Yuh-Lang Lin
Wen-Tai Liu
Yuh-Lang Lin
Chih-Ping Yeh， 黄慶三 Chiang-San Huang， 江運貴 Clyde Kiang
Frank Chiang,
李英偉 Wylie Lee，
吳和甫 Hofu Wu
Edward Lee，
江永芳 Frank Chiang，
王寶田 Bao-Tyan Wang

感謝以上每一位樂意相助的初衷及服務熱忱。當年難免也有因為準備回台工作、 事
業關係、或其他因素，而不得已中斷的情形。因此必须補充說明，NATPA網頁是得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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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賜田不辭辛勞的结果、祕書職務於1998年6月底由許福連接掌、而1998年的年會， 因
為是在北加州舉辦而偏勞北加州分會長李華林等人。(另外也幸得以前的DC同鄉孫茂雄
幫忙，在最後関頭出面去與年會會場的旅館交涉，才減除了一大筆因訂房過剩的罰款。)
本年度第一次理事會議於1997年9月27-28日在華府召開，前來參加會議者包括理
事、各委員會負責人及各分會會長在内的整個工作團隊外，有八位前會長與會提供寶貴
經驗，共商此年度的會務工作。(這八位前會長是: 廖述宗、吳得民、林宗光、賴義雄、
陳文彦、林武男、吳錫圭、林玉郎。) 會議場地、餐飲等安排得到華府分會長余燦旺及
翁美瑛、黄慶三、林英侯、謝博六等幫忙。 總之，會務的推動是靠許多會員、同鄉的
熱心協助，十分感激。 然而最感意外的是關於會員資料、會費、住址的所有會員電腦
檔案。理事會議之後才過幾天，我竟收到某位前負責人的來信，通知說已將NATPA會
員的電腦檔案全部銷除。如此罔顧理事會中的約定及違背常理的行為，直接、間接地都
對NATPA造成莫大的損失，實在是罄竹難書。但願NATPA其他的會長永遠不會碰到同
樣的遭遇。

此年度 NATPA 十一個分會的會長如下， 他們是推動分會活動的主導者。
華府、巴爾地摩分會
大平原區分會
中北區分會
紐約、紐澤西分會
密西根分會
休士頓分會
紐英格蘭分會
南加州分會
聖路易士分會
克利夫蘭分會
北加州分會

1982 年設立
1983 年設立
1983 年設立
1983 年設立
1983 年設立
1984 年設立
1985 年設立
1986 年設立
1986 年設立
1986 年設立
1986 年設立

余燦旺
高 川
張懷徳
王 坪
劉文義
郭天恩
林能傑
程孟郎
陳榮吾
黄永村
李華林

Yu,Tsann-Wang
Gao, Chuan
Chang, H. Ted
Wang, Pyng
Liu, William W.
Kuo, Tien
Lin, Nan-Jae
Chen, Milton
Chen, James Zong-wu
Huang, Yung Tsun
Lee, Hwalin

以上十一個分會並不含括所有的會員，有些地區没有分會。NATPA 的成員優秀， 許
多會員在各自的學識領域很有成就， 直接貢献台灣，或用其他各種方式關心、幫助台
灣。那時期，許多 NATPA 會員陸續返鄉、在台灣定居，帶動台灣民主的深化，以及促
進科技、產業的提升。許多有形、無形的個人貢献，雖無法一一列出，但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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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於 1997 年 9 月 27, 28 日在 DC 開會. 大部份與會者合影.
III. 19971998
98 年度的會務、
1997-19
年度的會務、活動摘要：
活動摘要：
在 1997 年 10 月時所擬出的新年度工作目標是：
(1) 秉持教授協會的基本精神，繼續關切故鄉台灣民主制度的充分落實，以及台灣境
内的安全與自主性。
(2) 以學術、專業的立場， 深入瞭解台灣社會現狀的前因與後果。
(3) 支助對台灣有關問題的學術研究及教育活動， 以促進台、美兩地對台灣有關問
題的認識。
(4) 傳播科學及專業的知識與應用。
(5) 增進會員之間學術、生活經驗的交流。
(6) 提昇北美洲台灣人的權益與福利。
針對上述六項目標，在 1997-1998 年度我們設立 NATPA 網址 (natpa.org),擴充、及充
實電子傳播的内容及聯絡網，有七本出版物 (四本内容豐富的本會通訊 Newsletters 及新
的會員錄 NATPA Directory 之外，有一本學術、政論性的北美洲教授協會論壇 NATPA
Forum, 及一般醫藥、科技、人文知識的北美論壇 NATPA Tribune) ，並舉辦年會、李雅
彦教授紀念講座，及協辦、支助一些研討會，繼續積極地關懷故鄉等等。現依目標類别
將會務工作及會員活動的重點列舉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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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 NATPA 出版刊物
1. 關切台灣，
關切台灣，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充分落實以及台灣境内
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充分落實以及台灣境内的安全與自主
1)

值此港澳九七大限之年，為了堅決反對中國霸權併吞台灣的野心，於 1997 年 10
月 29 日江澤民訪美之時，參加許多台灣人社團聯合在華府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抗
議活動—Say “Yes” to Taiwan， 以维護台灣主權。 許多會員(例如密西根的洪
正幸教授 )不辭辛勞從各地來到華府，在華盛頓紀念碑、白宮、國會山莊、中國
使館前集會遊行抗議， 在媒體前向全世界表達台灣人的心聲。前會長李雅彦與
夫人葉錦如也扛着一面大旗在人群中。 (没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身材魁梧、
熱忱坦率的李教授。兩個半月後不幸傳來李教授在台灣病逝的惡耗。)

2)

1997 年 11 月 2 日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之際，在該校任教的李敦厚教授，
勇敢、機智地用寧静抗議 (silent protest) 的方式，表達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
分』的强烈意見。在江澤民全程的演講過程中，李敦厚教授站立着以背部面對江
澤民，身上穿着以中、英文寫的標語， 引起全場及國際媒體的注意。波斯頓環
球報、紐约時報、華府郵報都有報導李敦厚教授及其『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的强烈抗議。

3)

為了维護、伸張台灣人的基本人權， 以及導正美國對台政策， 我以教授會會長
名義在 1997 年 11 月 10 日寫信給新上任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卜睿哲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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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博士，强調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 並期許美國能以基本的
立國精神、普世的人權價值來修正其對台政策。卜睿哲理事長也回函表示他將此
意見轉達美國有關部會。

130

4)

關心台灣的生態環境，簽署保護黑面琵鷺的活動。台南縣七股湿地有面臨絕種
的黑面琵鷺，但是遭到濱南工業區的污水危害。這項搶救黑面琵鷺的活動，經加
州柏克萊大學師生發起，已受國際重視。 此事件由前會長林武男提出，他認為
「保護黑面琵鷺是真正的務實外交」。

5)

1998 年初， NATPA 前會長陳文彦出任為 FAPA 總部會長， 積極推動美國國會
幾項法案，以促使美國政府在一旦中國武力威脅或攻擊台灣時、協助防衛台灣，
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許多會員、台美同鄉也都寫信給美國國會
議員、總統、報社等等， 為台灣的安全及前途努力。

6)

1998 年 2 月 14-15 日，本人代表 NATPA 參加由 FAPA 邀請全國性台美人社團負
責人所舉辦的『台美人社團協調會議』
， 深入討論台美人對台灣當前政治情勢的
看法， 以及對『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意見。會議中所有社團一致重申對台
灣獨立主權的堅定立場。

7)

1998 年 3 月， NATPA 前會長陳隆志在台灣成立智庫 (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 舉
辦公民投票等研討會， 以期帶動落實主權在民，適當公共政策的設立等等。

8)

李英偉與江運貴兩位 NATPA 會員以個人身分參加『台灣白色恐怖真相研討會』
，
協助立法院於 1998 年 6 月 17 日促成『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

9)

在美國克林頓總統赴北京參加美中高峰會議之前，為了维護台灣主權，極力反對
美國對台的新三不政策，於 1998 年 6 月 18 日參加由 15 個以上台美人社團參與
的大規模抗議集會遊行。本會許多會員(例如波斯頓的連三郎及李敦厚教授 )由
各地長夜驅車來到華府，在國會山莊及白宮前的廣場，向克林頓總統及美國國會
議員們呼籲台灣人民有決定台灣前途的基本人權，要求美國支持台灣申請加入世
界衛生组織及聯合國。 1998 年 6 月 19 日，17 位美國會議員共同連署致函美國
克林頓總統慎惕切勿在美中高峰會上承諾『三不』
。( 本人不幸在 6 月 18 日的遊
行中跌倒骨折。 )

10) 美國克林頓總統竟於 6 月 30 日在上海圖書館的一座談會中, 向中國聲明美國對
台三不 (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 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
國家身分的國際组織如聯合國等。) 許多本會會員參與投函嚴厲譴責克林頓的
『三不』違背美國的立法精神。本人也在會刊上指出，美國克林頓總統在中國境
内若要談「不支持」的話，則應該主張「不支持武力犯台的威脅 」、「不支持圍
堵台灣國際空間的作法」
、以及「不支持違反人民自決原則的立場」
，這樣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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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灣及其未來』白皮書， 在 1998 年間籌劃，而於 11 月 6 日由 20 個海外台灣
人團體聯合出版，並由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陳文彦於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
說明會，向國際社會提出三個訴求—1) 依據聯合國憲章的自決原則， 支持台灣
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 2) 要求中國放棄武力犯台，以及接受台灣為一友善
之鄰國；3) 接受台灣是國際社會中一個擁有平等、完整國家資格之成員。
12) 抗議前台灣教育部長吳京所提議承認中國學籍的政策。這是由 NATPA 南加州分
會所發動，由南加州分會會長程孟郎正式提出的。
13) 本會於 1998 年 9 月出版一本 NATPA FORUM 《北美教授協會論壇 》的英文刊
物。此本由美國及台美學者執筆、刊載有關台灣地位及台美中三邊關係的學術專
業論述，是致力於 (dedicated to) 台灣人民的福利。 陳文彦負責编輯出版， 並
將此刊物郵寄給美國國會議員、研究東亞的學術機構及學者們，以促進美方對台
灣的瞭解，助益台灣國際空間的拓展及確保台灣的安全與主權。
2. 以學術、
以學術、專業的立場，
專業的立場， 深入瞭
深入瞭解台灣現狀的前因與後果
1) 上述由本會於 1998 年 9 月出版的 NATPA FORUM，探討政治方面的議題。 這一
期的内容包括美國一中政策的評論， 台灣民族主義的肇始，台灣的國家認同及民
主化， 美國對台的『台灣關係法』，以及江永芳教授依法理論述『台灣是個國家
嗎？』
2) 紐约、紐澤西分會會員陳泰明及江永芳兩教授受邀請担任『台灣海峽安全會議』
中的節目主持人。該會議由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會長賴弘典主催， 於 1997
年 12 月 6 日在紐约市台灣會館召開。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安全中心米勒教授
(Professor Steven Miller))及加拿大國際形勢資深分析家恆得生 (Dr. Robert
D´Ahenderson )也就台灣海峽安全發表看法。
3) 1997 年 3 月 14 日 NATPA 南加州分會 與台美航太協會在南加州主辦『台灣科技
發展研討會』，有近兩百人參加， 包括台灣有關官員及學者。大會主席由程孟郎
教授及游銘泉博士共同担任，吳和甫教授司會，李英偉博士主持節目，並担任
NATPA 南加州小组召集人，其成員包括王榮冠、李成奎、及郭清江等博士。大會
结束次日舉行檢討會，提出繼續推動對台灣科技政策的檢討及積極參與政策及法
律的制訂。
4) 1998 年 5 月 2 日由南加州分會主辦、總會協辦『亞洲經濟風暴座談會』
，舉辦地點
是在聖地牙哥的台灣中心，副會長江永芳教授也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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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 18 屆年會, 於 1998 年 7 月 24-26 日在加州、聖塔克勒拉
(Santa Clara, California)舉行。此次年會主題是『家庭、社區、國家的關係與互動』，
希望能研討出如何落實改變台灣困境的基本做法。台灣政府當局含糊的國家定位
以及不當的政策，影響到社區、家庭、個人之各層面的生活。我們需要的是以台
灣為本位、長久之計所訂出的政策，也需要以『國際化』的策略走出中國的陰影。
同時，台灣的每個家庭若能担負起再教育的責任，使用母語，灌輸『當家做主』
的觀念，培養道徳的判斷力，積極去維護共同生活的環境，以國家長遠利益為計，
這樣不無可能起造一個受國際重視的國家。家庭、社區、國家，是環環相扣、交
互作用，有着密切關係， 值得重視的。要建造台灣國，應該也需研究如何從家庭、
社區着手。這是我在理事會中提出此主題的原意。
年會的主題演講由發行台灣公論 (Taiwan Communique)的韋傑理 (Gerrit Van
der Wees)先生講 “Taiwan, A Nation into the 21 Century”， 以及由教師聯盟負責
人、並且在社運及文學上享有盛名的林雙不先生講『現階段台灣社會 e 觀察 』。
此外，年會主題也分別由語言文化認同方面、政治經濟方面、醫藥衛生方面、生
化科技方面、社會安全方面來研討。專題研究節目主要是由江永芳副會長負責，
各组研討的主講者及其題目如下：
由語言、文化、認同方面研討--- 王寶田主持，主講者許世模(台灣本土語言和文
化認同); 鄭英松( 台灣人的文化：過去、現在和將來); 洪基隆(東
方瑞士是代表什麽？) 。
由政治、經濟方面研討--- 江永芳主持，主講者陳師孟 (三通的政治經濟分析) ;
范良信 ( 亞洲風暴的分析) ; 程孟郎( 科技商業: 從實驗室到成功
的產品 )。
由醫藥、衛生方面研討 (李雅彦教授紀念講座)--- 廖述宗主持，主講者李鎮源 (帶
領台灣醫界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周烒明 (台灣學術界自我統戰的
悲哀和危機); 林静竹 (台灣醫療政策的變遷與社會適應 ) 。
由生化、科技方面研討---葉治平主持，主講者颜永財(高科技在保健上的應用 ) ;
簡逸文 (藥療科技的新發展 ) ; 謝堯洋 (矽谷的高科技工業) 。
由社會、安全方面研討--- 林武男主持，主講者蘇芊玲( 打造台灣安全島國 ) ; 范
李春美 ( 台灣的人力資源發展及經濟成果 ) ; 盧主義
(美國是否應該支持『台灣自決 』)

除了以上各组研討會以外， 年會中尚有座談會， 由歐清南主持，戴正徳教
授談台灣社會價值觀的疑惑，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黄昭聲院長介紹最近台灣流行的
疾病疫情、腸病毒等，以及 FAPA 會長陳文彦報告美國國會議員協助台灣人、但
遭到台灣有關單位不妥當的干擾情形。7 月 25 日晚會中蔡嘉寅教授做專題演講，
題目是『台灣農業面臨的挑戰』。特别來賓呂秀蓮縣長也介绍她的『桃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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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由吳和甫教授主持。 此次年會中的所有演講、研討節目的詳細内容及論文，
發表於本會 1998 年 9 月出版的《NATPA 通訊》以及《第十八屆年會特刊》。
6) 聖路易分會的朱真一教授， 多年來關心客家台灣文化、語言的研究， 主持『賴
和醫療服務獎， 以及出版《客台語專刊》。 他並將該出版物捐送總會， 在年會
中供與會者自由領取，推廣大家對客家語言及文化的認識。
7) 研究委員會負責人吳錫圭教授報告，有兩篇個人的研究已完成---吳錫圭教授著『台
灣淡水無脊椎動物』， 以及戴正徳教授寫的『生物倫理的原則以及孔子的人倫哲
學』
。其他， 江運貴教授收集了一些台灣文史的資料， 廖述宗教授籌備與許子津
教授合作编寫一部 1950 年代的台灣同鄉會歷史。
3. 支助對台灣有關問題的學術研究及教育活動
支助對台灣有關問題的學術研究及教育活動，
，以促進台美兩地對台灣有關問題的認
識
1) 資助台美職業青年社團 SOTA 的活動，台美大學生社團 ITASA 在中西部的會議，
以及 NATSA( 北美台灣研究社 ) 1998 年的會議，以促進年輕一代對台灣有關問
題的認識及研究。
2) 協辦北美台灣研究社第 4 屆的會議 (NATSC)，評審會議論文，並有三位會員( 洪
基隆，蕭欣義，陳文彦 )代表本會參加 1998 年 5 月 29 至 6 月 1 日在美國徳州奧斯
汀舉行的會議，參與研討會。 會議主題：Putting Taiwan in Global Perspective.
3) 鼓勵在美國大學就讀的台灣人研究生來參加 1998 年 7 月我們在加州舉行的年會，
增加相互交流、討論的機會， 以及對台灣有關議題的瞭解。年會中也提供場地給
學生社團聚會討論，並邀請學生及本會會員在會場發表論文壁報及展覽。本年度
年會有王華東先生的台灣民俗風情畫展、以及有關 228 大屠殺、台灣歷史、臺南
區域永續發展等壁報展出。展覽節目 的負責人是吳錫圭教授。
4. 傳播科學及專業的知識與應用
1) 『北美學壇』自 1997 年 2 月由『南加學壇』擴展以來， 由本會全體會員參與，
各行的濟濟專業人才繼續用大眾化的文筆撰文介绍各類學科的新知，不但在本會
電子網頁上可以見到，每週也登載於在美國發行的『太平洋時報』及『台灣公論
報』上，服務旅美台灣人。自 1997 年秋開始，更擴大傳播，也在台灣的『自由
時報』上刊登，落實 NATPA 以提供專業知識、科學資訊，服務台灣大眾的意旨。
所刊出的 54 篇文章於 1998 年 8 月结集成册，编印成『北美學壇』一書。除了感
激百忙中賜稿的 37 位會員， 也感謝在 1997、1998 年間推動此計劃的各部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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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南加州的李英偉是總编輯，下設生物醫學、自然科學、科技工程、四個编
輯部門；決策委員會召集人吳和甫也負責编印《北美學壇》一書的工作，至於辛
勞地邀稿、催稿則是副會長及各分會會長所責成的。(人多不及一一列出，請參
看『北美學壇』一書的底頁。)
2) 為增進大眾對生物醫學發展的瞭解，並提供一個互動的環境，以提昇科技的合作
與新機，1998 年 5 月 30 日 NATPA 總會與南加州 NATMA 分會協辦一場由 NATPA
南加州分會主辦的『21 世紀生物醫學展望』研討會， 在洛杉磯舉行，總會會長
林智美與執行長廖述宗兩教授也前往參加。此研討會由鍾正明教授主持並籌劃節
目， 其他籌備會成員包括李英偉、蕭幸鳴、蕭鸿宜、陳敬宏、蔡友徳、柯簡評、
龔森田等 NATPA 南加州分會會員及會長程孟郎。賴明昭及廖述宗兩位中研院院
士也發表專題演講，分別主講傳染病學的挑戰及男性賀爾蒙作用的分子機構。其
、李
他節目包括王寶田博士的『遺傳診斷最新發展』
、蕭鸿宜博士的『基因療法』
英偉博士的『新醫療科技概况』、及鍾正明教授的『人類基因藍圖、胚胎發育與
器官再生』等等。
3) 各分會舉辦的專題演講，往往與其他團體合辦或邀請其他台灣同鄉參加， 因此
除了增進會員間的交流， 實際上也達成傳播科學、專業知識之實。其中如華府、
巴爾地摩分會於 1998 年 1 月 14 日舉辦學術專題演講，由鄭昭任博士講『癌突變
的原理』等等。
5. 增進會員之間學術、
增進會員之間學術、生活經驗的交流
1) 設立 NATPA 新網址及三個電子聯絡網 ---- 本人申請了與本會名稱相符的
Internet Domain Name (http://natpa.org) 做為本會的電子網址， 方便對外的傳播及
對内的聯絡。NATPA 網址簡單易記， 網頁 (Home Page)上資訊豐富，總會及各
分會的活動、北美學壇的文章等也都迅速地登載出來，增進交流的機會。網頁上
也連接到其他與台灣相關的社團資訊。 本會設有三個電子聯絡網 (Internet
Network)，分别是對會員、理事會、或包含各委員會及各屆前會長在内的聯絡網。
當時已有個人的電子信箱 (e-mail address) 納入會員聯絡網的人數約為 280 人左
右。後來也設立各種議題的討論圈 (Discussion Groups)。電腦伺服器 (Server) 是
由林俊伯先生免費提供，他也給予許多協助，非常感激。NATPA 網頁及電子聯絡
網的設立及维持則靠葉賜田博士不辭辛勞、默默地奉献。他持續的助力是非常難
能可貴的。
2) 出版新的 NATPA 會員錄 ---- 自 1995 年出版會員通訊錄以來，許多會員增設傳
真 (fax)、電子信箱 (e-mail)，又因美國有些地址或郵區 (zip code)更改，加上會
員換工作、搬家、甚至回台定居等等，因此出版一本新的 NATPA 會員錄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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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此聯絡工具， 一切會務工作、會員間的交流，難以進行。我們也找回
一些失落的舊會員， 因此在 1998 年 9 月新出版的 NATPA 會員錄共有 641 位會
員名單在内。 此本新的會員錄也附帶將會員依個人學術專長分類列出， 以助於
人力資源的索引，以及會員之間學術、生活經驗的交流。此外也附帶將會員依其
居住所在地、分區列出， 以方便聯繫。 當時住在台灣的 NATPA 會員已有 43
人之多。
關於會員錄的製作，由於所有電腦檔案已被銷毁， 所以製作工作特别繁重，
况且因為事出意外， 在已安排好了各委員會職責之後，又突然增加了此一額外、
緊迫的負擔，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此工作實在是乏人問津。電腦輸入會員通訊
地址等的部分，幸得林玉郎前會長出力良多，至於資料收集、整理、校對等工作，
不得已之中，我也只好投入了不少的時間。這本會員錄由於郵費高而只郵寄給已
繳會費的會員及工作人員。本年度繳交會費的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
3) 學術演講會 ---- 趁理事會在華府召開之際，本人特别安排了一場學術演講會， 由
參加理事會的廖述宗及劉文泰兩教授主講。在 1997 年 9 月 27 日晚間，除了已有
30 位由外地來參加理事會的會員以外，華府分會的會員及華府同鄉也都到華府
近郊的國家衛生院 (NIH)大禮堂聆聽兩個引人入勝的專題演講。北卡州立大學
劉文泰教授以『盲者重見光明』為題，介绍他設計以超微電子晶片幫助網膜失明
者恢復部分視覺的科技研究。本會創會會長廖述宗教授以『基礎研究、醫學應用，
以及台灣 —我個人的經驗』為題， 闡述男性賀爾蒙對於攝護腺癌的抑制與治療，
並與全場聽眾分享他的研究以及他關懷台灣的生涯，使大家受益匪淺。(關於此
學術演講會及理事會議的情形，王寶田及林彩鳳兩博士各别撰文報導，刊登於公
論報及太平洋時報 (1997.12.16) 上。兩篇皆亦轉載於本會 1997 年 12 月的會刊上。)
4) 年會活動 ---- 本會的年會，本質上便是會員們交流的平台， 除了學術上的議題，
也有生活經驗的分享。 今年增設會員經驗交流的座談，展覽，壁報等節目。年
會後到優山美地 (Yosemite) 國家公園的二日遊，想必也增加了會員之間的交流
機會。
5) 分會活動及拜訪分會 ---- 各分會主導了不少的活動，其目的就是要增進當地會
員之間學術、生活經驗的交流。除了前面幾項中已着墨的座談會、研討會之外，
又例如華府、巴爾地摩分會每三個月舉辦一項專題演講的活動 ; 紐約、紐澤西
分會在 1997 年 10 月 4 日由朱迺哲博士講『巧克力和人的健康』; 南加州分會於
1998 年 2 月 21-22 日舉行冬令會，與家屬一起登山、晚餐， 並舉辦『科技與創業』
座談會。會中，林福坤博士與李英偉博士等人也分享他們個人的創業經驗等等。
大平原區分會活動也多，除了與其他團体合辦 228 紀念會、談論台灣建國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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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邀請本人參加於 1998 年 3 月 28 日 該分會協辦的一場生化醫學會議，並
邀本人在午餐會中演講。
本人以 “How Do Survey Questions Affect Answers?”為題，分析會影響問卷調
查結果的各種因素， 以提高大家的警覺而不要輕易相信問卷調查結果的數據。( 順
便一提， 本人與陳文彦，卓耀宗、黄河、林義雄、林武男也曾經一起針對美國蓋
洛普 (Gallup Poll) 於 1990 年在台灣所做的一項「台灣與中國之關係」的民意調查
中有關台獨議題的問卷結果非公正性，共同寫過一篇評論。) 此次造訪堪薩斯， 除
了向當地的兩位 NATPA 前會長吳得民與吳政彦教授請益，也有機會認識前輩黄金
來教授以及仁心仁術的賴其萬教授。感謝分會長高川及陳珠琦教授的邀請， 李嵩
斌醫師夫婦及吳得民教授夫婦的招待，此行會見許多會友， 如大平原區分會的刁
明華、李賜隆、楊英育諸位，還有由外州來參加會議的會友如周烒明醫師等人，
總之，是個可貴的機會，充實、愉快的經驗。
為了促進紐英格蘭分會的活絡，本人也於 1998 年 3 月 19 日在波斯頓與該分
會會友聚餐討論，參加的會友包括李敦厚、張信義教授， 以及葉吉福、連三郎、
莊秋廣、劉世均、許友恭、吳榮聰等博士。 有機會認識許多會友是担任會長期間
最高興的事。
6) 『北美學壇
北美學壇』
』以文會友 ---- 『北美學壇 』除了傳播知識給大眾之外， 也增加了
會員之間彼此認識及學術交流的機會，可謂一舉數得。
6.

提昇北美洲台灣人的權益與福利
本會不論是分會或總會都盡量與其他台美人社團合作，致力於提昇台灣人的權
益。在美國準備公元 2000 普查 (Census 2000)之際，其表格上有關種族的選項，雖然
有許多不同的亞裔族群，却未曾列出台灣人。為了要求將台灣人分開列出，以與別的
亞裔族群區分，尤其是以免與中國人混淆，FAPA 與台美人社團積極推動需要增列台
灣人為一選項的要求，發動信函活動，向普查局表達強烈的意願。FAPA 會長陳文彦
參加美國眾議院聽證會，堅決提出台美人的強烈訴求，美國務院以深恐造成美中外交
問題為由而堅決不分別列出台灣人。其間，也有國會議員支持我們，紛紛表示無法苟
同國務院或普查局以外交的政治敏感性或表格的空間不夠來作為否決的理由。表格定
案没列出台灣人之選項後，台美人社團便宣導台美人在填寫普查表格時，要選擇『其
他亞裔』一項，然後在空白處添寫台灣人，這樣才能與其他族裔區别、而得以台灣人
另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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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1) 李雅彦
李雅彦教授紀念講座 ----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十二任會長李雅彦教授在訪台期
間不幸於 1998 年 1 月 11 日病逝於台北。誠如廖述宗教授在悼念文稿中所寫的，李
雅彦教授的離開，是全台灣人的一大損失。他不但在醫學專業上很有成就，對台美
社區及團體亦有諸多貢献。他仗義直言的風範以及他對鄉土及弱勢團體的愛心與關
懷令人欽佩。本會在 1998 年 4 月出版的 NATPA 通訊上特别刊載了數篇敬悼的文章。
並且經由理事會決議，在 1998 年 7 月 24--26 日舉行的年會上也設立了『李雅彦教授
紀念講座』，由廖述宗教授主持，李鎮源院士、 周烒明及林静竹教授針對醫藥、衛
生方面提出專文研討，並表揚李雅彦醫師的貢献及精神。本會的獎務委員會準備了
一面獎牌、以示感謝與懷念前會長李教授， 在 7 月 25 日年會的晚會中由獎務委員
會負責人賴義雄博士頒發，李雅彦教授夫人葉錦如女士致答辭。 ( 李雅彦教授原
有回台投入為原住民做醫療服務的計劃， 所以本會本來也希望除了醫療方面的『李
雅彦教授紀念講座』之外， 也能從台灣請來布農族的田雅各 (本名拓拔斯、搭瑪比
瑪)醫師及文學創作者， 在年會的晚會中就原住民的社會及其問題做一場專題演講，
可惜田雅各醫生最後不便成行。)

左起: 廖述宗教授，李雅彦教授夫人葉錦如女士，賴義雄教授
2) 修改入會申請表格以及闡明總會與分會關係 ---- 針對近幾年内有不同的入會申請表
格出現， 理事會討論入會申請時所該填寫的必要資料，理事會重申本會章程中既定
之入會資格不變----目前或以前曾在美國的大學執教或在研究機構做研究者。會籍委
員會 ( 林玉郎、吳得民、商文義三位前會長 )經由理事會授權，依照章程規定，做
成新的入會申請表格以供統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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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也强調分會會員必须同時也是總會會員，絕對不能僅是分會會員的身
分。前會長吳得民教授提供了一份已有的資料，NATPA『分會守則』(Some Useful
Guidelines for Regional Chapters), 特地再次將之刊登於 1997 年 12 月出版的 NATPA 通
訊上，讓大家明瞭分會與總會在運作上的關係。
3) 加强對内及對外的聯繫，
及對外的聯繫，增加與學生團体的交流 ---- 透過上述各種方式及活動加强
對内及對外的聯繫，此外，我們也特别注意要促使舊會員歸隊及增加與學生團体的
交流。此年度首次的理事會中決定對於會費『既往不究』
、鼓勵多年未繳會費的會員
恢復有效會籍 (Active Membership)。另一方面，在首次的理事會我就已邀請了兩位
學生團体的負責人(NATSC 會長以及 Taiwan Collegian 與 Taiwan Women 的共同代表)
來參加，以增加團體之間彼此的瞭解與交流的機會。1997 年 12 月 23-25 日我也親自
到紐奧良參加 Taiwan Women 的冬令會並參與年輕人的研討會，同時也有機會與台
灣來的其他講員及紐奧良當地的台灣同鄉談論台灣的種種並交換意見。本年度内
NATPA 的幾個分會也積極關心、支援附近大學的台灣學生， 北加州分會及華府、
巴爾地摩分會就是其中的例子。 引進年輕的新會員以及與台灣來的學生串連、一
起關懷台灣，對本會來說應該也是重要的。
本會會員參與各地區的夏令會也有着多重的意義。1998 年 7 月 3-5 日，本人雖
然腳傷骨折未癒、仍然上着石膏， 也前往參加美東夏令會，担任討論會講員之一。
本來以為到了 7 月 24 日年會時可以遠行， 不料醫生竟然不准我搭長途飛機到北加
州，造成我不克參加籌備多時的第 18 屆年會， 也失去了一次與會員、來賓、學生
見面討論的機會。稍感安慰的，是我因籌備年會事宜、已於 5 月 29 日先到過年會場
地，並與北加州的籌備委員們有會面商討的機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也得到其
他社團的合作與協助。 譬如年會的晚會得到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多人的協
助， 有北加州歌仔戲團的演出助興，也有吳庭和先生的男高音演唱，年會首夜的迎
賓酒會有沈培仁先生主持葡萄酒品賞指導等等。總之，不論是嚴肅面 (如合辦、協
辦會議等活動 )、或輕鬆的事，本會都與其他台美社團有良好的關係與聯繫。會員
的夫人如陳麗英、鄭淑適、張雅美女士等也主動幫我們辦理年會報名、報到事項。
北美洲台灣人工程協會、北加聯合會等，也送花籃， 給年會會場增色不少。
本次年會在北加州舉行，在李華林北加州分會長的召集下，得到林宗仁、林彩
鳳、張重男、洪基隆、林健次、黄國茂、林武男、鍾振昇、李鳳霖等該分會會員的
不少幫助。總會方面， 除了前已述及各節目負責人之外，也要感謝王寶田做文宣，
許福連担任秘書與總務，李秀治及卓耀宗掌理財務會計， 還有負責募款工作、十分
辛苦的的林彩鳳、林英侯、蔡承昌諸位。本年度， 會費、廣告之外，共募得 $ 7369。
感謝各位的捐款，尤其是林逸民醫師及李嵩斌夫婦各$1000 的贊助。本教授協會多年
來受到慈淵基金會 (The C Y Fund)、川流基金會 (The Chuan Lyu Foundation)、及傳明
基金會的特别資助，在此也一并再次致謝。由北加州分會長李華林博士捐款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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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講座於 1998 年 5 月 14 日在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舉辦了第八屆川流講座， 邀
請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蘭大弼 (Dr. David Landsborough) 講述『早期 (1865-1945)
西洋醫藥對台灣社會的衝擊。 如此，擴大了影響的範圍，增加了台灣、美國之外、
他國人對台灣的認識。

卓耀宗博士在年會上報告財務
4) 會員訊息 ---- 本年度内不幸失去了李雅彦前會長及華府分會會員陳義雄博士。然而
我們也增加了 17 位新會員。新理事的選舉， 依照本會章程的程序如期完成， 本年
選出五位不分區的理事是簡逸文、李鳳霖、謝堯洋、涂瑞峰及吳和甫五位博士。 本
會在 1997-98 年度内，有 三位會員光榮獲得『台美基金會第十屆人才成就獎』
。1997
年 12 月出版的通訊(NATPA Newsletter) 上有王寶田寫了有關得獎者的詳细報導—
翁啟惠教授與許重義教授共得科技工程獎，林哲雄醫師 (林衡哲) 得人文科學獎。
此外， 休士頓的李文雄教授也當選為中研院院士。這些會員動態，會務消息、及一
些專題論文等都刊載於本年度出版的四期會刊通訊内。其間收稿、設計、郵寄等工
作是得力於會刊委員會的葉治平、黄慶三及江運貴三位委員。
IV.
IV. 結語：
回想這一年内，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幫助， 十分感激。當年所有會員幾乎都是全
職工作，鮮有人退休，百忙中抽出時間來推動會務，實在難能可貴。本會從創會以
來就是如此靠許多優秀的會員熱心、積極地參與、投入，才有顯著的成果。本年度
理事會中建議、將於 2000 年在 母國台灣開年會，也決定 1997-98 年度將工作重心放
在美國本地。本人才疏識淺， 雖然盡了全力，仍然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也惟恐
難免有所闕失。 更由於遊行中骨折受傷以致不克參加年會，十分遺憾。年會中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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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議及會員大會也因此由副會長江永芳教授代理，特此感謝。 本教授會 自 1980
年創立以來， 在 1998 年可算是即將步入『成年』階段。此後的發展， 除了因應台
灣當前發生的問題之外，似乎也該擬定一些較長期的計劃。又， 本會组織的健全發
展也不容忽視，如何有效地運用本會全體會員的潛能，繼續發揮本會最大功能以造
福台灣，是一重要的課題。這些都是我在 1997-98 年間所陳述過的。
在十年後的今日，提筆寫下以上皆已成為歷史的往事，不僅是試圖呈現出
NATPA 活動軌跡的輪廓，我也藉此機會盡量紀錄下該年度内曾經出力協助過本會的
人與事。隨着記憶匣子的開啟，當年本人的心路歷程又歷歷重現，其間艱辛的腳步、
沉痛的心情，也難免牽引復甦。然而， 我應該安慰自己，無論如何，眼前存在着一
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即使在昔日的時空條件限制下， 我畢竟業已邁過了一程。當
然，今後新的挑戰也繼續考驗着我們，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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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1999
第十九任
十九任會長

江永芳

江永芳,
江永芳 台中市人。福丹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學教授; 福丹大學法學院 Faculty
Union 會長; 紐約州律師 (自 1976) 。台北市﹐台中市登錄律師(自 1960). 學歷﹕台灣大
學法學士 (1958)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 (LL.M. ,1962) ﹔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J.D.,
1965) ﹔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員 (1965-67) 。
曾任﹕喬治亞大學法學院法學助理教授(1967-72)﹔日本中央大學客座法學教授
曾任
(2005)﹔紐約亞細亞銀行發起人之一﹐董事﹐副蕫事長(1984-1988)﹔ 美國證券協會仲栽
官﹔ 美國人民外交協會特任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舉辦多次講座(投資﹐
保險﹐國際貿易﹐公司)﹐ 及該協會特任美國法律界人士訪問中國和香港團團長(1994)。
紐約台灣商業協會發起人之一﹐理事﹐會長(1981-1984)﹔ 喬治亞大學台灣同鄉會發起
人之一﹔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理事(1985-87;1988-90)﹐會長(1989-1990)﹐ 紐約紐澤西
分會會長﹔ 紐約台灣會館理事(2001-2002) 。
教過的科目包括國際法(曾與美國卸任的國務卿魯斯克共同教課)﹐歐陸法制(羅馬
法﹐德國和法國法)﹐ 國際貿易法﹐美日和美中貿易法﹐海商法﹐買賣法﹐票據法﹐動
產擔保法。
有關台灣的英文法學著作﹕State, Sovereignty, and Taiwan (福丹大學國際法學刊﹐2000;
日本中央大學法律學刊在日本刊載﹐2003。)﹔The Territorial State and Taiwan (日本比較
法學刊﹐2003)﹔One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福丹大學國際法學刊 (2005) 。英文和漢文
文章在報刊發表的不列。
獎賞﹕
獎賞
﹕第 20 世紀成就獎(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England).
名錄 (節列)﹕ (Marqui) Who’s Who in the World (1998-2009) . (Marqui) Who’s Who
in American Law (1998-2009). (Marqui) Who’s Who in America (1998-2009). (Marqui)
Who’s Who in Finance and Industry (2001-2009). (Marqui) Who’s Who in Education (2003,
2005). The First Five Hundred (1997-2002),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Cambridge,
England. Five Hundred Leaders of Influence (1998-2004),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U.S.
我是第 19 任會長主持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以下簡稱 ‘教授會’) ﹐任期自
1998 年十月到 1999 年九月底。總部執行長是廖述宗教授。副會長是吳和甫教授。教授
會的體制是會長制和理事制混和的制度。教授會副會長以下的人事由會長安排﹔一年度
的工作也由會長籌劃。但是這兩件事都要經過理事會表決通過。所以理事會會員和會長
的理念必須一致﹐會務才能順利進行。是年的理事是﹐依英文 alphabet 順序﹐(因編幅的
關係﹐以下會員的頭銜略﹐請諒解) 鄭榮松﹐江永芳﹐ 簡逸文﹐李鳳霖﹐林智美﹐歐
清南﹐謝堯洋﹐涂瑞峰﹐吳和甫﹐和蔡承昌十人。
一。[人事的安排]
雖然會長的任期是一年，事實上自 1998 年七月底在北加州開 1998 年會時承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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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推選為會長後，就開始準備教授會一部份的行政事務。當選會長的﹐ 在沒有接任以
前，有兩大事務必需處理，第一件是人事的安排。人事的聘請分為行政人員和委員會。
關於行政人員的聘請，很幸運紐約紐澤西分會的陳廷楷(分會長) ﹐陳榮耀﹐劉怡宗﹐
和朱迺哲分別同意擔任秘書和財務的行政職務﹔陳廷楷任秘書長﹐陳榮耀任副秘書長﹐
劉怡宗任財務長﹐朱迺哲任副財務長。
委員會委員的聘請也頗費周折﹐除了教授會章程上明訂的常設委員會(研究、財務﹐
和出版) 和往年經常設置的委員會(選舉﹐電訊﹐會籍﹐會刊﹐北美學壇) 以外﹐我增設
了公共關係顧問委員會和廿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並將往年的 ‘年會籌備委員會’ 擴
大為 ‘會議籌備委員會’ 。公共關係顧問委員會的設置﹐是有鑒於台灣人沒有建立自
己的國家的困境﹐教授會是在美台灣知識份子的團體﹐有責任發表我們的集體見識﹐喚
起台灣一般人民的建國意識。廿周年的紀念籌備委員會的設置是因為次年將是教授會成
立二十周年﹐為了慶祝﹐須要早做準備。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多方拜請才智之會員﹐終於集成了委員會會員。說要回顧我
擔任會長時的教授會﹐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這些幫助我的人。我將這些人列出來﹐留一個
記錄給後人。研究委員會會員是吳錫圭(召集人)﹐許子津(已故)﹐戴正德﹐和吳和甫﹔ 出
版委員會會員是程孟郎(召集人﹐已故)﹔ 財務委員會會員是楊朝諭(召集人)﹐江永芳﹐
劉怡宗﹐ 歐清南﹐ 蔡承昌﹐ 顏永財﹐ 李華林﹐李賜隆﹐ 龔森田﹐ 賴義雄﹐ 許正
餘﹐ 王政卿﹐ 徐新宏﹐ 葉吉福﹐ 許子津﹐和林福坤(財務委員會的會員是由我邀請
加入﹐以上是依加入的順序)﹔ 會訊委員會會員是江運貴(主持人兼編輯) ﹐許福連﹐ 黃
慶三﹐ 涂瑞峰﹔ 會議籌備委員會分場務和節目兩組﹕場務組會員是簡逸文(協調者)﹐
劉怡宗﹐朱迺哲﹐ 李鳳霖﹐ 吳耿志﹐ 黃允明﹐ 林礽郎﹔ 節目組會員是陳榮耀(協調
者)﹐王坪﹐謝堯洋﹔會籍委員會會員是吳得民(召集人)﹐商文義﹐程孟郎﹔選舉提名委
員會會員是林智美(召集人) ﹔電訊委員會會員是葉賜田(召集人)﹐陳榮耀﹐陳廷楷﹔公
共關係顧問委員會會員是周烒明和楊英育(共同召集人)﹐蕭欣義﹔ 北美學壇的人員是
吳和甫(主持人)﹐李英偉(編輯)﹐李鳳霖﹐涂瑞峰﹔二十週年紀念計劃委員會會員是吳
和甫(召集人)﹐吳錫圭﹐程孟郎﹔ 會員名簿管理人是江永芳和朱迺哲。雖然事隔十年﹐
現在回顧起來﹐對這些同事仍舊感激不盡。可惜﹐其中許子津和程孟郎已經離開我們。
二。[第一次理事和分會會長的聯合會]
接任以前的第二件事務是籌備召開 1998-1999 年度第一次理事和分會會長的聯合會
議。這一個聯合會﹐除了理事以外﹐也邀請各分會會長和舊會長參加﹐共同參議該年度
活動的討論。分會長在各地區一方面將總會的政策和活動消息傳達給會員﹐一方面將會
員的意見反應給總會。他們對教授會成長的功勞不小。我接任時教授會有十一個分會。
分會會長分別為﹕DC/Baltimore﹐鄭昭任﹔Great Plains﹐章文中﹔North Central﹐張懷德
(1999 年初由黃文炯接任)﹔New York/New Jersey﹐陳廷楷﹔Michigan﹐林建治﹔Houston﹐
陸王麗娟﹔New England﹐賴芳雄﹔South California﹐徐新宏﹔St. Louis﹐林秀三﹔
Cleveland﹐許金前﹔North California﹐洪基隆。
每年在這個理事和分會會長的聯合會議會議中﹐理事會審核並表決新會長提名的
人事安排和此後一年中教授會的工作綱要﹐可以說是教授協會最重要的會議。為了籌備
這個會﹐我組了一個專案小組(Task force) 尋覓開會地點﹐交涉住食﹐交通﹐和會議場
所的佈置。專案小組的人員包括簡逸文﹐陳榮耀﹐陳廷楷﹐劉怡宗﹐朱迺哲﹐王坪﹐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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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明﹐和吳耿志等。這幾位組員致力合作﹐使會務進行相當順利。會議後﹐我邀請這些
專案小組的人員接任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工作。
在十月十七日(1998)召開的理事和分會會長聯合會議中﹐理事會通過我提議的四個
政策﹕第一﹐ 重新確認並釐訂教授會對外關係的原則﹔第二﹐收集和撰寫台灣人在北
美洲就學立業的努力事蹟﹔第三﹐設立研究基金﹔第四﹐決定該年以“建立法治的台灣
國” 為主題做為該年教授會活動的重心。此外﹐理事會做了兩個運作上的決議。第一
是運用 email 來開臨時理事會並表決提議的事項﹐由會長釐訂開會規則。第二是 1999
年 8 月在 New Mexico的 Albuquerque 開年會。以下就對該年教授會依理事會決議的事項
和教授會的一般活動做一個檢討和回顧。因為該年的主題“建立法治的台灣國” 與教
授會創會的宗旨和理念有關﹐留在後面解說。

理事和分會長聯合會議在 New Jersey 召開 (October 1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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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於 1999 年 8 月 8 日在 Albuquerque, New Mexicao 召開。 在會場年會籌備人員：
後排自左：陳廷楷教授夫人王寶蓮， 陳榮耀教授及夫人楊憓美，朱迺哲博士及夫人蔡
玉玲〈前座〉 前排自左：劉怡宗博士，江永芳會長及夫人林貴英

年會中「法治的台灣國」講座總結討論會
自左：鄭英松教授，來賓陳少廷教授，江永芳會長，戴正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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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中「教育與文化」講座
自左：來賓林玉体院長，主持人江運貴教授，來賓羅榮光牧師

江永芳會長頒獎給主講人來賓吳澧培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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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後在 New Mexico 的 Albuquerque 旅遊

三。[理事會的決議 - 對外關係的原則]
理事和分會會長聯合會議中，理事會重新確認並釐訂幾項教授會對外關係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凡政治性的對外聲明﹐均由教授會總會經理事會表決後發表﹔分會不可發
表。第二原則﹐舉辦演講會或講座會時﹐在可能範圍內教授會自己舉辦﹐不與其他社團
合辦。第三原則﹐其他社團邀請教授會出名參與舉辦的演講會或是講座會﹐其主題內容
必需和教授會的宗旨符合才參與。第四原則﹐如果其他團體邀請我們參與舉辦演講會﹐
必需我們能夠真正參與會務計畫。第五原則﹐ 教授會不接受政府機關直接或間接的財
務協助﹔ 若邀請教授會參與的其他團體接受上述財務協助時﹐教授會應該終止參與。
北美洲的台灣人分別組了很多會﹐宗旨和理念不盡與教授會一樣。有的是 (有意無
意) 支持中華民國的﹐有的只是要掛著教授會的名字開會或登報聲明的﹐我們一概拒
絕。我們覺得教授會是台灣人智識分子的組織﹐應該站在領導的地位為台灣的建國貢獻﹐
發表聲明。我們發表過的聲明均經過理事會討論後表決通過。再者﹐在教授會和其分會
的關係上﹐教授會不是其分會的總和而來﹐而是先有總會再有分會。分會只是執行總會
的決議﹐並兼做總會和分會之間的橋樑﹐並無獨立性。分會不能擅自發表政治性的聲明﹐
以免與總會的立場有出入。
四。[理事會的決議 - 研究基金]
1998 年十月的理事和分會會長聯合會議第三項政策性的決議有關教授會的研究計
劃。最主要的研究計劃是由教授會主持﹐搜集資料﹐並撰寫台灣人在北美洲求學立業的
事蹟。以每十年為一期﹐分四期進行(但第一期將包括 1950 年以前到 1960 年﹔第二期自
1961 到 1970 年﹔第三期自 1971 到 1980 年﹔第四期自 1981 到 1990 年)。此項工作由研
究委員會(召集人吳錫圭) 主導，邀請會員或其他專家從事實際收集和撰寫的工作。在
開會前﹐會員許子津就向我自薦要從事第一期的工作﹐會中大家一致讚許。
此項保留台美人在北美洲留學﹐就職﹐創業的史料﹐以資後人的考查和研究的工
作﹐誠是極有意義的事﹐教授會責無旁貸。但是決議後有兩件使大家關心的事﹐第一是
記事內容的客觀性。教授會資助會員或專家撰寫的人物記事將在教授會的刊物或在教授
會的名義下發表。雖然文責屬撰寫人﹐內容如有不實之處﹐未免影響教授會的聲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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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力求將來發表的文章之客觀性﹐經我的提議﹐理事會通過設立‘研究工作審查委員會﹐
並表決通過由我推薦的廖述宗﹐吳得民﹐戴正德﹐江運貴﹐和程孟郎五位為委員。
這項研究計劃鉅大﹐要收集半世紀來上百人物的資料﹐不是一兩人能勝任的﹐而
且需要相當數目的資金。開會時大家關心的是研究資源。教授會一般資金收入來源有三
種:會費﹐廣告﹐和捐款。依通常的收入﹐要進行這項研究工作﹐在財務上有困難。解
決此財務困難的上策便是設立基金﹐用基金生財(利息或分紅)來應用。教授會本身沒有
設過基金﹐也無所謂準則或程序規定。但是為了需要﹐我毅然設立‘研究講座基金’。
會後﹐我開始羅織熱心的會員和友人出資揍了將近三萬元的基金。我在此再度向這些慷
慨出資的人致謝。為了樹立運用基金的制度﹐我撰擬了‘研究和講座基金使用辦法和程
序’﹐業經理事會採納。基金的名字﹐原來加上 ‘講座’ 的本意是教授會用基金的錢
來補助熱心的會員到其他台美社團和在美台灣學生組織演講。後來有人認為用意雖好﹐
唯恐設立使用標準困難，徒增主辦人的困擾﹐乃決定將‘講座’部份取消。理事會並決
議研究基金的錢必須另設一個帳目處理﹐不能與教授會的一般帳目混合。
五。[理事會的運作方式和 NATPA FORUM 的設立]
NATPA 的網路的設立要歸功于我上任的會長林智美。她親自把幾百個會員的
Email address 一一輸入 Email system﹐功勞很大。這些網路的設立和維持則要歸功於會
員葉賜田。我接掌教授會時﹐他已經處理電訊網路一年﹐表示不再續任繁重的工作。後
來經我懇求﹐他同意留任電訊委員會召集人。我依我對他的諾言﹐請陳廷楷和陳榮耀任
委員協助。
1998 年十月的理事會決議運用 email 來開臨時理事會。以後﹐我釐訂了‘網路上
開會規則’﹐經理事會通過後開始運用。我們設立了三個 Email 系統﹕natpaa 是會長和理
事間聯絡使用﹔natpab 是會長﹐理事﹐和委員會召集人之間聯絡使用﹔natpac 是會長和
會員之間聯絡使用。我使用 E-mail 開理事會﹐提案﹐討論﹐和表決議案。該年理事會決
議的事項有十六件﹐光是我送給理事們的 Email 就將近 50 件。理事們不厭倦我的疲勞
轟炸﹐孜孜忙碌了一年。在一年內理事會之所以能完成這麼多工作﹐全仰賴電訊網路的
Email 系統來聯絡和開理事會。
[會員的聯繫方式]
為了使會員之間能利用教授會的網路發表和討論教授會事務和會員有關台灣問題
的意見﹐另開設了一個網路叫 NAPTA Forum。我並制訂了一些使用網路規則。自增設
NATPA Forum 網路以後﹐會員對台灣建國的理念和途徑廣泛交換意見﹐算是一大方便﹐
至今還在使用。
六。[會訊]
教授會和會員的聯繫是以會訊(news letters) 為主。由會訊委員會主持人兼編輯江運
貴負責。他費了很多精神和時間﹐一年之間出版了四次刊物。這些刊物﹐不但記錄下當
時一年間教授會和會員的動態﹐而且反映當時教授會的理念和思維。所以這些刊物成為
我‘回顧’當時教授會的最好資料。
第一期(1999 年 1 月版)的內容包括﹕會長的話(江永芳) ﹔NATPA 1998-1999 年度第
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陳廷楷﹐陳榮耀)﹔NATPA 1999 年度募款計劃(楊朝諭)﹔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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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lans of the Research Committee (吳錫圭)﹔ 第一研究小組研究計劃報告(許子
津)﹔給 NATPA 會員的公開信(許子津) ﹔年會預報-旅遊節目預告(王寶田)﹔NATPA
頻道(江運貴輯)﹔台灣與中國之紛爭 - 北美台教會可做些什麼(文章-洪榮隆)﹔On the
Galvani – Volta Controversy: Why Scientific Endeavors Must be Adversarial in Nature (Essay,
洪政幸)﹔Book Review –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江運貴) ﹔草
藥科學化(文章-廖述宗)﹔美國亞裔學生進升醫學院之探討(文章-陳春帆)﹔黃金來教授
逝世(弔文-會長江永芳代表教授會)﹔Kim Lai, Our Creative Leader (弔-廖述宗); 捐款芳名
(財務劉怡宗) 。
第二期(1999 年 4 月版)的內容大部份有關年會的報導﹐包括開會員年會的通知(秘
書長陳廷楷發的公告) ﹔會後旅遊的安排(陳榮耀和簡逸文) ﹔Youth Program (謝堯洋)
等。此外有 Nominating Committee Report (林智美), 提名下屆理事候選人賴芳雄﹐林環牆﹐
林茂修﹐和楊錫田四人﹔懷念黃金來教授- 一位永遠不放棄希望的長者(文章-賴其萬)﹔
捐款芳名。另外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是賴慧娜女士的‘沙漠中的繆思-記聖塔費夏季歌
劇院’ 。理事會選了在 New Mexico 州的 Albuquerque 市開年會。會後旅遊的節目包括
到 Santa Fe Opera 歌劇院聽歌劇。賴慧娜女士特別寫了一篇描述該歌劇院的文章在太洋
時報介紹 Santa Fe 歌劇院﹐于以轉載。
第三期(1999 年 8 月版)是教授會第十九屆年會特刊。主題為 “建立法制的台灣
國” 。那次年會﹐以主題為重心邀請演講員。詳情請看下面 ‘年會’ 一節的回顧。
年會特刊由會訊委員會召集人江運貴主編和校對﹐用了很多時間和精神﹐他設計的封面
圖樣也另創新格。除了年會特刊之外﹐他還編輯該年度的通訊﹐工作相當繁重﹐幸好有
許福連和黃慶三兩位負責寄發通訊﹐幫了很大的忙。當時年會會刊託許福連和黃慶三兩
位在華盛頓 D.C. 印刷。為了節省空運郵費﹐ 許福連在七月的大熱天﹐親身自 Baltimore
開車把會刊送到紐約我的家﹐由我隨飛機帶去會場。他對教授會的熱心和我的友誼終身
難忘。
第四期(1999 年 9 月版)是我任期內最後一期的通訊。也可以說是我交出當會長一任
內的工作報告。其內容包含下面幾項﹕(1) Guidelines For Disbursing Funds in the Research
Fund (研究基金使用辦法和程序) (由我撰擬，經理事會通過) ﹔(2)1999 年 8 月理事和分
會會長聯合會議記錄(陳廷楷和陳榮耀) ﹐包括各委員會召集人和分會會長的成果報
告。(3)1999 年台灣大地震的 Earthquake Victims Relief Fund (地震救災基金)的收支報告(陳
榮耀)。是年九月台灣大地震﹐教授會也發起捐款運動﹐一共集了$23,135。很多會員捐
給其他台美人組織的不包括在內。(4)財務報告。我的任期自上一任接的金額是
$26,984.73。留給下一屆的金額是 $58,303.48。(5)文章方面有‘建立法治的台灣國’ (江
永芳) ﹔‘台灣的經濟奇跡能否持續﹖’ (吳澧培董事長) ﹔‘前列腺腫瘤(PSA) 的警
告旗幟’ (王敏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十九屆年會花絮(四句聯和註解) ’
( 陳榮耀) 。
教授會出版的刊物除通訊外還有由吳和甫和李英偉負責﹐在報章發表的北美學壇﹐
和出版委員會召集人程孟郎編輯以英文發行的 NATPA Forum。教授會次年將慶祝成立
廿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由副會長吳和甫籌畫在台灣開會事宜；一方面研究委員會也在
籌備將在次年發行的紀念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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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99 年教授會與主題有關的活動]
1998 年 10 月聯合會議中理事會第三項政策性的決議是決定是年的主題為“建立法
治的台灣國” 。該年間教授會很多事務與這項決議有關。理事會在一年中做了下列的
決議:
a. 與其他台美人社團共同簽署發表英文的“White Paper”(台灣白皮書)。
b. 支持台南市政府於十一月選立委時同時舉辦的小型公民投票。
c. 參與海外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支持台灣公投行動委員會要求李登輝總統敦促立法
院制定公投法。
d. 參與其他台美人社團四月中在華盛頓向來訪的中國總理朱鎔基示威。
e. 支持 FAPA 提議訂定每年五月最後一週為「台美人傳統週」。
f. 支持在台灣 ‘廢止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的民眾運動。
g. 支持太平洋時報發表的文宣 ‘Taiwan is Taiwan ’。
h. 協辦在台灣的台教會計劃在台灣舉辦的國事會議。
此外﹐有兩件臨時發生的事﹐教授會為了表明它的理念﹐特設專案小組處理。第
一件是在 1998 年十一月間美國的公共電視台公布要播送錄影片“The Story of
Taiwan-Tug of War” 時﹐當時舊金山的 KQED 電視台編輯 Davison 聲稱要拍攝(舊金山)
灣區台美人在美的歷史﹐希望台美社團提供有關資料﹐我們特設了一個專案小組﹐由公
共關係顧問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周烒明和北加洲分會會長洪基隆專權和 Davison 聯絡。
第二件事﹐有關在台學者在外國發表文章時對出生地的表態。1998 年十二月間﹐
我們的會員發現美國某些圖書館收集的學術文章﹐其作者是在台灣的﹐卻將作者的出生
地寫為 “Taiwan, China” 或“Taiwan, PRC”。有些科學會刊物上的文章﹐亦有同樣的
情形。為了查明這種表態到底是台灣作者的本意﹐或是外國機構故意的表態﹐本會特設
一個專案小組﹐由另一位公共關係顧問委員會(共同)召集人楊英育主持研究和處理。
八。該年主題的背景
回顧 1980 年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時的背景﹐當時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
蔣經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口號施政﹐並以高壓手段統治台灣。自 1950 年代在
台灣海外啟發的台灣獨立運動已經傳到島內。有台灣意識的政治家和台灣民眾在高雄為
了反抗國民黨的迫害﹐被國民政府的軍警捕抓入嶽﹐即所謂美麗島事件。教授會成立的
目地之一是來拯救被關在嶽的志士。美麗島事件以後﹐蔣經國繼續以白色恐怖在台灣施
行高壓政策。他死以後﹐由副總統李登輝接職。李登輝雖然是台灣人﹐當時仍是主張‘和
平統一中國’。
1994 年中華民國總統第一次全民普選時李登輝以現任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擊
敗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就職典禮時李登輝仍舊宣稱“只有一個中國﹐無所謂台灣獨
立。” 他在任時並履次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無意建立台灣人自己
的國家。另外﹐中華民國的政府不但官員不遵從法律﹐行政干涉司法是常事。1998 年
十月在理事和分會會長合會議決定該年的主題為﹕“建立法治的台灣國”。這個主題很
明確。我們主張台灣必需建國﹐而且建立的是法治的台灣國。
李登輝是國民黨主席。他當中華民國總統時說“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是意料
中之事。但是﹐1999 年四月時﹐台灣民進黨竟然也宣布“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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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地﹐民進黨同意李登輝總統所講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七月九日
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音(Deutch Welle)’ 電視台亞洲節目主任 Guenter Knabe 訪問時
說﹐“自 1991 年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改條文把海峽兩岸的關係定為特殊的國和國的關
係”。次日﹐台灣的報紙均稱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很多台灣人聽了很振奮﹐說李登
輝堅強﹐不屈服中共﹐宣佈獨立。在北美洲的台灣人也發表支持的言論。事實上﹐李登
輝並沒有宣佈建國。既沒有把中華民國變為國家﹐也沒有建立台灣國。他發表所謂兩岸
定為特殊的國和國的關係後沒有幾天﹐在台北獅子會演說時說他並不是要台灣獨立﹔他
只是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之間以平等的地位來交涉像武器走私和
避免腳蹄疫的事務。
因此﹐八月教授會開年會時﹐我們所定的目標“建立法治的台灣國” 並沒有實
現。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更不是台灣人的國家。
九。[年會] 主題與有關活動。
該年的年會選在新墨西哥州開會是根據前年十月聯合會議中的多數意見而決定
的。當時大家希望在著名的 Santa Fe 開會﹐但是籌備委員會選在 Albuquerque(阿市)主要
原因是國際機場在該市，出入比較方便。會議籌備委員會﹐由陳榮耀和簡逸文分別擔任
節目組和場務組的召集人。阿市沒有我們的會員﹐委員會裡也沒有人認識在阿市的台灣
同鄉﹐籌備委員會只好用長途電話和 FAX ﹐找開會場所和交涉﹐相當辛苦。開會時會
場的佈置﹐由李鳳霖理事處理﹐井井有條。
有關該年的主題最大的活動﹐算是八月在新墨西哥州的年會。那次年會參加的人約
一百人﹐自第一天晚上的圓桌討論會﹐由林宗光講台中美的關係﹐到第二天晚上的節目﹐
全部是以是年主題‘建立法治的台灣國’ 為中心的講座討論會。
第二天﹐我以 ‘建立台灣國’ 為開幕主題發表 (請參閱後面演講全文)以後﹐接著
陳少廷教授(台灣來賓- 政治分析家) 講‘李登輝的歷史評價與後李時代台灣的展
望’ ﹔鄭英松講‘追尋一個國家’ ﹔戴正德講‘脫線的台灣社會’﹔林環牆講‘建
設高科技島—台灣對研究和發展的投資概況’ ﹔林玉体院長(台灣來賓-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講‘台灣教育與國家定位’ ﹔羅榮光牧師(台灣來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幹事)講‘重建台灣人的心靈與台灣獨立建國’。當晚在晚會中吳澧培董事長(萬通銀
行)剖析‘台灣的經濟展望’。押場的節目是謝堯洋和夫人陳香潓女士主編﹐張秀惠女
士(會員張世聰的太太) 導演。
第三天﹐上午有保健與醫療的講座﹐由林福坤﹐王敏昌和洪基隆任講員﹔和科技
講座﹐由黃允明任講員。下午的青少年和會員參與的 ‘台美人認同’ 討論會是教授會
年會中的創舉﹐由謝堯洋主持。大家反應很好﹐希望以後能繼續辦。
大會的最後押場的節目﹐也就是年會的最大目的是教授會一年一次的會員大會。
由副秘書長陳榮耀主持。教授會的功能和持續靠會員和幹部不斷的努力。我認為我們不
但需要現有會員繼續貢獻力量和智慧﹐也需徵召和我們理念相同的人加入為會員來增強
我們的組織。會籍委員會(召集人吳得民) 審查申請人﹐忙了一年﹐最後提名九位，在
大會經大會表決通過。
教授會的幹部中最重要的是理事。理事會的理事每年換四人或五人﹐該年由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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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召集人林智美前會長)提名當選下屆的四位理事是賴芳雄(東北區) ﹐林環牆(南
區) ﹐楊錫鈿(中西部) ﹐ 和林茂修(西區)。
這次年會中的講座會﹐主持人和講員個個表現了他們的才能﹐獲得好評﹐我深深
向他們道謝。會後的旅遊﹐由王寶田找到一個很負責的客運公司( Grayline of Albuquerque)
包辦。參加旅遊的人﹐由朱迺哲當領隊﹐也去 Santa Fe Opera 歌劇院聽歌劇﹐玩得很愉
快。

[最後感言]
在任一年間﹐ 理事，委員會召集人﹐ 和委員給我的幫助和合作，使我能夠順利
完成一年的工作，感激不盡。最後我要特別對教授會裡五位老朋友﹕陳廷楷﹐ 陳榮耀﹐
劉怡宗﹐ 朱迺哲﹐和簡逸文﹐與他們的太太﹐致上最大的謝忱。在一年中間大家共事﹐
有時工作到深夜﹐他(她) 們不但沒有怨聲﹐而且自動向我找事做﹐減輕了我很多重擔。
與其說他們是總會的行政人員﹐不如說是我的行政夥伴和顧問。我們到現在還常常聚會。
回顧我和教授會的關係﹐自 1980 年教授協會成立時加入以來﹐到 1999 年九月底我
卸任會長時已經滿十九年。其中﹐我任理事兩屆共四年。會長卸任後﹐依教授會會章規
則又留任一年理事。到理事任期屆滿﹐我已經當過五年的理事(2003 年我再當選理事﹐
因故沒有接任) 。在教授協會存在漫長的歲月裡﹐我當理事為教授會服務的時間不算不
長。回想我能為教授會用那麼多時間﹐耗費那麼多的精力要歸功於一個長期的夥伴-程
孟郎。程教授是第 21 屆會長。他是任會長時過勞而損命。他在 2003 年 10 月接任時適
值陳水扁總統在準備競選連任。2004 年 3 月﹐總統競選進入高潮。程孟郎教授﹐以會長
的身份代表教授會先自 San Diego 到華盛頓開會。回去後隔兩天就去台灣演講和參加社
團為陳水扁助選的會議。南北奔跑﹐以至過勞﹐心臟病發作而過世。他可以說是為教授
會和台灣人的前途奔波送了命。我非常傷心﹐也非常內疚。傷心的是﹐失去了自 1961
年來美國以後不久就認識而時常交往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內疚的是﹐我如果沒有催促他
出來任會長﹐他不會為教授會送了生命。
我一方面感到對教授會成立的理念盡了最大的努力而欣慰，但另一方面對理念的
實現似乎仍舊遙遠而感歎。1999 年 9 月在台灣的大地震令人傷感之餘，也看到台灣人堅
毅的地方。台灣在經濟﹐民主方面雖然進步﹐社會上的亂象叢生﹐應該歸根於缺乏法治
的觀念。開年會時我寄言會員繼續為創造我們自己的國家來努力﹐唯有建立一個法治的
國家﹐台灣才會成為真正的民主國。

(以下是我八月七日在 1999 年年會以“建立法治的台灣國”為題的演講稿。本文於開會
後在公論報發表。其內容迄今適用。)
去年(1998)十月在理事和分會會長聯合會議決定今年的主題為: “建立法治的台灣
國”。這個主題很明確。我們主張台灣必需建國，而且建立的是台灣國。
這三、四個月來，在台灣政界有兩個關係台灣國家地位的政治性言詞發表。第一個
言詞是四月時﹐台灣民進黨宣佈承認“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很顯然地﹐民進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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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李登輝總統所講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第二個有關台灣地位的言詞是七
月九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音電視台亞洲節目主任 Guenter Knabe 訪問時說﹐“中華
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和國的關係”。台灣的報紙均稱李登
輝發表 ‘兩國論’。很多台灣人聽了很振奮﹐說李登輝勇敢﹐不屈服中共的壓力。在
北美洲的台灣人也發表支持的言論。我要在此就國家論和國際法來剖析﹐到底中華民國
是不是一個國家。
十五世紀中旬之後﹐西歐的國家開始轉型﹐由封建國家轉變為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到十七世紀﹐現代國家﹐如大不列顛﹐法蘭西和西班牙﹐漸漸成熟。現代國家
是主權國家(The Sovereign State)。主權國家﹐不像封建國家﹐國家對內直接統治境內人
民﹐對外在國際上和其他國家有平等建立外交關係的能力。因為國家(the State)也是國際
法上的觀念﹐我們先來看什麼是國際法。
十六世紀後期﹐荷蘭一位學者叫格老修斯(Hugo Grotius) ﹐法學界推崇他為國際法
的始祖。格老修斯在 1625 年發表“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 一書﹐是最早
寫國際法的書。他在這本書內說國際法源自諸國在國際交往上由認同而表現的習慣行
為。近代的國際法學者認為﹐此外﹐國際多邊公約(如國際人權公約) 和文明國家普遍
認同的法則也成為眾國的行為準繩。
所以國際法是國家和國家互相之間的行為規則﹔國際法的主要法源是諸國的習慣
行為﹐ 國際多邊公約 ﹐和文明國家普遍認同的法則。國際法上有幾個基本原則﹐第一
原則是國際法的主體是國家。一個政治實體要有國格(Statehood)才是國家。第二原則是
國家和國家之間是平等的。世界上有 180 多個國家，無論國家大小﹐地位平等。聯合國
有 185 個會員。每一個會員在大會決議時同是投一票。第三原則是國家要有一個政府﹐
也只有一個合法的政府﹐行使國家的主權(Sovereignty)。第四原則是一個主權國家有與
外國基於平等的地位進行外交關係的能力。在權力分立的國家﹐行使外交權力的是行政
部門。
國際上的外交承認有兩種。一種是對國家的承認。另外一種是對政府的承認。對國
家的承認是一個國家承認另外一個政治實體有國格，與承認國平等。譬如﹐1948 年以
色列宣告建國以後﹐美國和其他各國先後對以色列國的承認﹐對國家的承認是永久的﹐
承認國承認了另外一個國家以後﹐除非被承認國滅亡﹐不能終止承認。
對政府的承認是一個國家承認某一個外國的政權是該國家的合法政府。因為一個國
家只能有一個政府﹐對某一個國家只可能承認一個政府是合法代表該國的。一個國家承
認一個新建立的國家的政府時﹐也同時承認新國家。又一個政府若失去對大部分人民或
領土的統治權﹐他國可以終止對該政府的承認﹐同時承認新政權是代表該國的政府。
我們且應用這些國際法上的原則來分析中國(China)這個國家和它近代的政府。自早
歐洲的國家﹐就知道東亞大陸上有一個大國﹐英國人叫它做 China ﹐法國人叫它 La
Chine ﹐德國人叫它 Das China。在東亞的日本﹐叫這個隔海的鄰國做明國或清國。也有
時隨著法德語的音譯叫‘支那’。這個國家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中國’。
為了自國際法的觀點分析中國和它的政府﹐在此暫時用英文 China 來稱呼這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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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因為一方面在十七﹐八世紀西歐的海權國家向東方發展的時代﹐沒有一個東方的國
家叫‘中國’。清朝的人叫他們的國家‘大清帝國’。‘中國’一詞是 1912 年孫逸仙
號召的國民革命軍推翻滿清政府成立中華民國政府以後才開始使用。另一方面﹐因為
‘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詞句都含有‘國’一字﹐討論國家的
論說﹐如果使用漢文‘中國’ 一詞容易發生混淆。
十八世紀末﹐英國國王和 China 國通商﹐派遣使節去謁見清朝的乾隆帝。英使代表
英王向清帝呈遞國書﹐在國際法上是一種外交承認﹔英國一方面承認滿清政府是 China
國的政府﹐也同時承認 China 這個國家。1912 年國民革命軍推翻滿清政府後﹐成立中華
民國(國民政府) 英文叫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的成立﹐世界上並沒有產生一個
新國家。國家仍舊是 China﹐只是代表 China 國的政府換了﹐自滿清政府換成中華民國
政府。滿清政府對外國(人)借貸的國債﹐例如為建築鐵路而發行的公債券﹐中華民國政
府也依國際法的原則繼承。
李登輝說中華民國已經存在 87 年。對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成立 87 年﹐這個政府
成立當時所代表的國家 China﹐已經存在二千年。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有一個‘國’
字﹐使台灣人誤解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依法國為例﹐法蘭西(France) 的國家﹐自第九世紀查理曼(Charlemaigne) 大帝建立法
蘭克帝國(Kingdom of Franks)(有的法國歷史家主張法蘭西自第六世紀克羅扶斯(Clovis)王
朝時就立國) ﹐經過七百年的封建時代﹐三百年的君王專權時代﹐到 1792 年成立共和
國﹐叫做 The Republic of France。十九世紀時國體遞變﹐共和和帝制交替﹐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成立第五共和(The Fifth Republic)。這中間交替的是政府。國家沒有變﹐仍舊是法
蘭西(France)。
在 China 國﹐1949 年中國共產黨將中華民國政府逼遷台灣島﹐而在北京成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英文叫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政府﹐是中
國共產黨的政權。再者﹐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島並未變成一個新國家。當時中華民國
政府的行政首長蔣介石還一直主張反攻大陸﹐未曾說過要建立一個新國家。在台灣的中
華民國政府仍舊沿用 1946 年在南京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
北京成立後﹐由法國領先﹐眾國開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時終止對中華民國的承
認。到 1978 年美國也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只剩下二十幾個國家承認中華
民國。無論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都是對政府的承認﹐只是承認不同的政
府代表 China 國﹐因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政府﹐他國在國際法理上無法同時承
認兩個政府都同時代表 China 國。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戰勝國號召﹐世界各國共同組了聯合國。聯合國憲章是
一種國際公約。只有有國格的政治實體 - 國家 - 才可以參加﹐由代表國家的政府簽
約。一個國家欲加入聯合國成為新會員﹐依聯合國憲章﹐必須經過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通過。China 國是創始會員國﹐當時代表 China 國的政府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派
駐聯合國的大使﹐在會員大會開會的座席上名牌﹐寫的是 China ﹐不是 The Republic of
China。正如法國大使座席上的名牌寫的是 France ﹐不是 The Republic of France。
1971 年聯合國大會依第 2758 號決議案決定會員 China 國﹐由北京的中華民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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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取代台北的中華民國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不是做聯合國的新
會員﹔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聯合國並未減少會員﹐原來的會員國 China 仍在沒有換﹐
換的是代表 China 國的政府。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 China 國一案﹐由
聯合國大會決議﹐不必經過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的議決。現在聯合國會員大會開會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派的大使座席上名牌仍舊寫 China。所謂‘中華民國退出聯合
國’ ﹐不過是說中華民國不再在聯合國代表會員 China 國﹐ 中華民國政府﹐ 不會因
為讓人趕出聯合國就變成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七次要求友邦政府向聯合國提案討論‘重返聯合國’。去年
(1998) ﹐中華民國政府在要求重返聯合國的說明書中要求聯合國撤消(Revoke) 前述 1971
年第 2758 號決議案的部份決議﹐ 讓中華民國政府重返聯合國﹐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是向
聯合國申請加入做新會員﹐而是要再去代表 China 國﹐ 或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代
表 China 國﹐ 這種要求違反了國際法上﹐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合法政府的原則。
有人主張﹐中華民國自 1996 年總統民選以後就變成一個國家﹐這種主張於國際法
無據。依國際法﹐一個國家有四個要素﹕土地﹐人民﹐政府﹐和與他國建立關係的外交
能力。民主或是民選政治元首都不是國家的要素。一個國家有政府的元首。政府元首的
地位﹐可以用武力或世襲取得﹐不必是民選的。其實自羅馬帝國成立以後﹐到 1776 年
美國立國﹐有一千八百年幾乎所有國家的元首都不是民選的國王。國際法上也沒有習慣
法或法則說產生一個新元首就產生了一個國家。李登輝也不敢講中華民國自他當選總統
就變成一個國家。再者中華民國如果在李登輝當選時變成新國家﹐為什麼繼續用 1947
年 China 國在南京公布的國家憲法。
李登輝對台灣的人民一直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的國家。但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在國際上
的表現﹐並非如此。第一個實例﹐是前所說過﹐中華民國政府直到如今﹐申請重返聯合
國並不是以國家的身格申請﹐而是要回去做代表 China 國的政府。第二個實例是申請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 ﹐不是以國家的身格申請。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1947 年有廿三個國家為了增進國際貿易﹐簽了一個合約﹐叫關稅貿易
通約(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 ﹐該通約的主要目的是在減低會
員之間的進口關稅和減除會員國的進國貿易障礙﹐最先時的會員均是國家﹐但是少數會
員國﹐特別是英﹐法兩國﹐擁有在本國領土以外的屬地(Territories) ﹐這些屬地因其特殊
的地理和經濟情況﹐自成一個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本就訂有特別適用屬地的關稅制度﹐
所以不久就修改關稅通約﹐允准這些屬地﹐以關稅屬地(Customs Territories)的名義加入
為會員。英國在 1995 年決定割讓香港還 China 國以後﹐在割讓以前先將香港改為英國
的關稅屬地﹐加入通約做會員。1995 年關稅貿易通約的會員國將關稅貿易通約改為永
久性組織﹐叫做世界貿易組織 (WTO) (因為關稅屬地沒有國格也可以當會員﹐所以這個
組織的名稱不用‘國際貿易’，而用‘世界貿易’) 。
李登輝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的國家’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直到去年(1998) 在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申請書上自稱申請人是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hu ﹐Kinman
and Matz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Taipei”) ﹐亦即‘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關稅屬
地(以下稱為‘中國的台北’ )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自己表態為‘關稅屬地’ ﹐試問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國家﹖ 國際上眾國怎麼可能承認自已不主張是國家的中華民國是
一個國家﹖再請問這個屬地是屬於那一個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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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的分析來看﹐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接受德國之音記者訪問之前並未在任何時變
成國家。國家是一種觀念﹐是無形的。一個政治實體要變成一個國家﹐在實質上, 其領
土境內普遍的人民必需有成立一個國家的共同意念。在程序上必需代表人民的政府將建
國的意念向國際間宣告。
宣告建國的必要性可以自國際上的慣例和國際法上的法理兩方面來看。在國際慣例
方面﹐西洋史上重要的例子有﹕十三世紀瑞士聯邦宣告自神聖羅馬帝國獨立( 1291
年) ﹔十六世紀荷蘭宣告自西班牙獨立(1579 年) ﹔十八世紀有北美十三邦宣告自英國
獨立(1776 年) ﹔十九世紀有比利時宣告自荷蘭獨立(183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
國家如雨後春筍﹐有 115 個新國家成立。這些國家成立的過程﹐大略可分為三種﹕第一
種是不屬他國主權統轄的地區宣告建國﹐如以色列的宣告建國(1947) 和正在醞釀中的巴
勒斯坦﹔第二種是在他國主權統轄下之地區﹐由統轄國准許(grant)獨立後組織政府宣告
建國﹔第三種是在他國主權統轄下之地區宣告自統轄國獨立。在第三種的情形﹐宣告獨
立後再宣告建國。
自法理上說﹐宣告建國是建立國家必要程序。國家和私法上的公司法人相似﹐公司
法人雖然像自然人﹐有人格﹐但是自然人是有形體的﹐公司法人則是抽象的觀念。私法
上公司法人的成立﹐必需在政府機關登記才能生效存在。登記公司法人有宣告的意義。
亦即向社會表明其成立和存在。國家既然像公司法人是無形的觀念﹐一個政治實體要變
成一個國家﹐也必需自體主張並向國際間表明成立國家﹐才能獲得國家的身格- 國格。
而主張和表明成立國家的方式是宣告建國。所以﹐宣告獨立或建國的效力是即時的﹐並
且不溯及既往。
國際法上的國家承認就是承認某政治實體是一個國家的主張。反之﹐
一個政治實體﹐即使有建國的意念﹐假如它不自體主張而宣告建國或宣告獨立﹐無從成
立國家。他國在法理上也無法承認該政治實體是一個國家。李登輝曾在 1997 年 11 月對
華盛頓郵報和倫敦時報記者說“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已經獨立，不必再
說。” 而引起國際間的猜測。但是李登輝的談話並不構成為宣告獨立或建國。華盛頓
郵報的記者在報導中說﹐李登輝“很小心，不去超越界線，正式宣告獨立”。不到兩天﹐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說﹐“李總統說的 ‘台灣’ 是指中華民國﹐政府仍舊支
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今年七月間李登輝對德國之音的記者講的話﹐台灣的報紙宣稱李登輝的言論是‘兩
國論’。雖然所謂‘兩國論’鼓舞了許多反對和中國統一的台灣人﹐但是李登輝的言詞
也不構成宣告獨立或建國。德國之音的 Guenter Knabe (用英語) 問李登輝“宣告台灣獨
立看起來不是一個符合實際的選擇(realistic option) ﹐而北京的‘一國兩制’ 又不是大
部分的台灣人所願意接受﹐你在這兩個立場之間﹐有什麼妥協(compromise)的方案？”(筆
者譯) 李登輝回說“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和國關係。所以(中華民國) 無必要宣告獨
立。” (筆者譯)。這句話又引起了多方的猜測﹐到底李登輝有沒有宣告獨立。事實上李
登輝並沒有宣告獨立或建國的意思。Knabe 訪問李登輝後第二天﹐柏林的德國之音電視
台播放訪問李登輝的錄影。播放結束後﹐新聞報導主持人問在場的 Knabe “你覺得李登
輝總統(和你談話)當時有意思宣告獨立或著將要宣告獨立嗎 ？” Knabe 肯定地答說
“沒有”。再過幾天﹐紐約時報載說美國参議員穆考斯基聲言“李登輝的兩國論不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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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宣言”。
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對李登輝講的話也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7 月 12 日陸委會主委
蘇起說﹐李登輝的意思是‘Two States In One Nation ’。15 日新聞局長程建人也附和地
解說“ 兩岸特殊國與國的關係﹐英文意思是 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中文的意思是‘一
個民族，兩個國家’ ”。但是兩天後(17 日) ﹐程建人把自己發表的解說撤回﹐他說“Two
states in one nation 的解說很不對，還要考慮說法” ﹔但是他強調“李總統沒有說兩國﹐
‘兩國論’ 三字是新聞媒體用來簡稱李登輝講的那句話。”
如果仔細分析李登輝對 Knabe 發表的一段話﹐本身有矛盾。第一點﹐他說“1991
年修改(中華民國) 憲法定位﹐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但自 1991 年修改中
華民國憲法(改選國會和民選總統)以來到今年七月﹐沒有學者或政府官員﹐包括李登輝﹐
說中華民國從當時起就變成一個國家。其實 1996 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就職典禮時仍在主
張‘一個中國’的政策。為何八年後的今天﹐他突然想起自 1991 年中華民國變成國家﹐
而兩岸的關係自那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第二點﹐假如依照李登輝說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到底這個國家的成立是在
1912 年國民政府成立時﹐或是在 1991 年修改中華民國憲法時？亦或是在 1997 年 7 月 9 日
他對德國記者說“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時？ 國家論和國際法上沒有這種
糊糊塗塗﹐連建國年代都不清楚的建國方式。
事實上李登輝並沒有放棄統一中國的意念。他對 Knabe 說“我們希望中國當局進行
民主化﹐製造一個有利民主統一(Democratic Unification)的局勢。” 李登輝在 7 月又對扶
輪社社員代表說﹐“政府不是要搞台獨﹐如果沒有平等的﹐對等的立場﹐像毒品(槍械)
走私都是很大的困擾。“這樣看來﹐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不是只是用來要
求和北京平等交涉之用？如果是如此﹐很多人是不是對李登輝的兩國論期待過高？台灣
要在國際上生存﹐保障永遠的自由﹐唯一的途徑是宣告建國﹐建立一個台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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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00
第廿任
第廿任會長

吳和甫

前言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廿屆會長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初在
New Mexico 的 Albuquerque 市舉辦的年會中，由當時擔任
副會長的吳和甫教授膺選，挑起重任。吳和甫教授[見圖]，
1949 年生，台北艋舺人。其父吳永華牧師在艋舺基督長老
教會牧會廿多年，自幼接受基督教義的薰陶，培養出為社
會服務的內涵。大學自淡江建築系第四屆畢業，服役後，
於 1973 年來美，先就讀於伊利諾理工學院，研習建築大師
Mies van der Rohe 鋼鐵與玻璃的設計理念，而後轉讀伊利諾
大學香檳城，並於 1975 年取得伊大建築碩士學位，並就職
於芝加哥幾家知名的建築事務所，隨後也取得伊州建築師執照。當能源危機爆發時，為
了研究發展建築節能設計的技術與理論，進入密西根大學安雅堡攻讀博士學位，並任教
於密西根大學建築系。美麗島事件及陳文成事件發生時，適逢吳教授擔任密大台灣同學
會與安雅堡台灣同鄉會的會長與副會長，在此期間曾舉辦多場示威，演講與抗議行動。
當廖述宗教授等籌組 NATPA 時，吳會長立即與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的幾位台灣人教授加
入。1984 年吳教授被延攬至阿里桑那州立大學任教，與夫人林美娜在當地熱心接待少
數的台灣鄉親與留學生，成立了鳳凰城的台灣同鄉會，並擔任首屆會長。1989 年受邀
擔任柏克萊國家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期間，續被禮聘至加州波莫納理工大學建築系任
教。於南加州先後擔任過南加州聖東台灣同鄉會會長，南加州 FAPA 分會會長，全美台
灣同鄉會祕書長，南加州 NATPA 分會會長等職。並於 2002 年膺選為全美建築師學院第
一位台美人院士。目前擔任全美建築師協會永續建築設計的榮譽顧問。
第廿屆理事與幹部:
第廿屆理事與幹部:
本屆理事會理事共拾位：李鳳霖，林茂修，林環墻，江永芳，賴芳雄，吳和甫，凃瑞峰，
簡逸文，楊錫鈿，謝堯洋等。
會長：吳和甫，副會長：林茂修，祕書長：王榮冠，財務長：蘇國雄
各組委員會召集人：研究委員會：吳錫圭，出版委員會：程孟郎，募款委員會：江永芳，
通訊委員會：江運貴，會員審查委員會：吳得民及網路管理：許正餘。
理事及幹部會議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至三日，假南加州瓦納市的 Holiday Inn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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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除八位理事，幹部及各委員會委員外，並有廖述宗，吳得民，吳政彥，林宗光，
吳錫圭及江永芳等前會長們參加。連同各區分會會長們，總共有 34 名與會[Fig.1][Fig.2]。
會中通過幹部及各委員會人選，並制訂本年主題，工作項目與策劃如何宣導新世紀的願
景與方針。由於 1999 年九月廿一日發生的台灣 921 大地震，乃以”新世紀的願景：建
立一個美麗，安全及永續的新國家”為主題，將人文，社會，建設，政治各個層面的考
量，融合成建立新國家的訴求，為本會邁入廿一世紀的新願景。本會並決定於 2000 年
暑假回台灣舉辦年會，與在台灣的同胞共同慶祝本會成立廿週年。同時台灣也將有新總
統的選出，其意義必特別重大。何況台灣剛遭大地震的衝擊，本會可於年會期間，到震
區探視及關懷。這一次 921 大地震，海外台灣人紛紛解囊救災。本會深獲所有會員的熱
忱捐款，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就募得美金 27,905 元，有許多會員甚至樂捐至三，四個不
同的團體。理事會最後決定將所募得的款項，全數捐給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埔里分院，因
當地遍僻，災害嚴重，救援較困難，以便提供救災用的醫療藥品及設施補給。本會所屬
研究委員會在吳錫圭教授的主持下，由許子津教授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將他所收集的資
料，傳給助理整理而轉載於報章。後來因為文章內容涉及許多私人軼事，該文章只好不
能以本會名義而以個人名義發表於報紙。

Fig1：卸任會長江永芳教授(右)交接給第 20 屆會長吳和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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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理事會中的前會長們，左起吳錫圭，吳政彥，吳得民，廖述宗，林宗光，江永芳
和現任會長吳和甫
台灣總統大選
二千年三月是台灣第二任總統的大選，早期在美麗島事件中所委任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
生獲得民進黨的提名與呂秀蓮女士搭檔競選。本會鼓勵所有海內外的會員，出錢出力，
儘量返台做最草根的輔選行動。當中國當局蓄意恫嚇台灣人民時，本會於三月十一日特
別發表嚴正聲明，除了闡述基本人權與民主制度，並抗議中國政府趁機恐嚇 [Fig. 3]，
重申台灣的將來只有居住在台灣的台灣國民才有資格來決定。隔日(十二日)更由歷來廿
屆會長連署的共同聲明，呼龥所有海內外的台灣人，於三月十八日將神聖的一票投給陳
水扁與呂秀蓮 [Fig. 4, Fig. 5]。當連戰與宋楚瑜兩組中國黨的內鬥分裂，自相殘殺時，台
灣人民團結合作，陳呂配終以近五百萬票當選為台灣的第二任民選總統。海內外同胞無
不歡欣鼓舞，誓為台灣後盾，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 [Fig. 6]。當日有近八十位會員與
同鄉，歡聚於吳會長家，夫人主廚宴請大家，慶祝陳水扁的當選與台灣人出頭天的來臨。
隔三天，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訪美，本會蔡振水教授與夫人特別安排與李院長餐敘
[Fig. 7]。由於在大選前兩天，李遠哲先生特別站出來力挺陳水扁先生(據說可能受到廖
述宗教授一封 e-mail 的影響)，本會特別頒授”大智大勇”獎牌，嘉勉李院長的作為。
[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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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抗議中國干涉台灣總統大選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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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歷任會長連署聲明，懇請台灣人民票投陳水扁與呂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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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3 月 12 日自由時報報導連署聲明 Fig6：3 月 21 日自由時報刊載 NATPA
對 新總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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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本會致賀電給台灣的新總統，陳水
Fig7：3 月 23 日報導 NAPTA 與李遠哲餐 扁先生
敘

年會籌備週全
為了籌備返台開年會的繁瑣事宜，動員了好幾位南加州的會員，諸如李英偉，蕭鴻宜，
王寶田…等。而最重要的交涉則依賴旅居台灣的會員配合協助。當時全靠吳樹民，蔡嘉
寅，黃東昇，李賢淇…等。由於已往都是只在台北開會，如今為要喚起南台灣的精神，
而且南部有謝長廷，陳唐山，張燦鍙等為現任的縣市長，於是決定分南，中，北部召開
三場不同的學術研討會，而以台北的研討會為壓軸終站。
台南市的第一場會議決定與成功大學合辦，中部的生物醫學會議與彰化基督教醫院一同
舉辦，台北的研討會則假福華大飯店召開。遂於四月底發邀請函，鼓勵會員一同返鄉慶
祝本會廿週年的年慶 [Fig. 9]。本會由美國返台的會員與家屬超過百人於六月廿三日抵
達台南市。
此次的第一場研討會，特別得到正在台南成功大學當客座的黃東昇教授之鼎力協助。黃
教授於 1995 年由美國回母校成大當客座教授。在成大之五年期間，他有良好的人際關
係。他說服校長同意成大與本會合辦此年會，並負責按排台灣方面的講員、及確認市長
張燦鍙及縣長陳唐山能於年會到會場向會員表示歡迎並致詞。當時成大秘書室介紹成大
顧用之海報設計公司幫忙黃教授設計亮麗的大海報（2 尺 x3 尺）
。海報裡〝新世紀的願
景：建立一個美麗，安全及永續的新國家〞的主題，豁然醒目，同時也詳細地排出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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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北的會議議程，海報的背景裡更襯托出古老的台灣地圖及三峽祖師廟的古蹟，
設計突出，深深地表達出海外台灣學人思鄉之情 [Fig. 10]。另外年會的消息全部由成大
新聞中心負責做文宣、正式通知各報社，並分發 120 張上述大海報給全台灣的大學院校
及研究機構。黃教授也受吳會長的委託，在台南市找廠商特製 NATPA 20 週年的 Polo shirt
與紀念徽章。

Fig9：第廿屆年會的邀請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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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大方美麗的 NATPA 年會海報，黃東昇協助遍貼台灣校園
六月廿三日星期五下午，於台南大飯店開始註冊報到，會員風塵僕僕地自美國遠道趕回
來參加，許多位會員是闊別家鄉二、三十年第一次來台南，返鄉之心情，五味雜陳，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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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交加。下午理事們先就公事召開會議，而於傍晚由台南市立醫院院長顏裕庭(本會會
員，南加州分會前會長)作東，以歡迎酒會為大家洗塵。隨後由李鳳霖主持，請戴正德
教授與顏院長發表他們返台任教與任職後的感言。隔天 24 日星期六，一大早在成大的
國際會議廳，本會第廿屆的年會正式開幕。研討會由吳和甫會長，翁鴻山代理校長，及
廖述宗教授致歡迎詞後，續由陳唐山縣長，張燦鍙市長做特別的演講，談論他們縣、市
政上的甘苦與績效 [Fig 11, 12, 13]。隨後分三個單元，就科技與醫學，歷史與文化，及
社會和諧清流為主題，演講與討論，邀請到陳永興，張炎憲，王乃三，陳萬益等首長人
士，共同砌磋，研討。詳細的講員名單，請參考附圖。一整天安排緊湊的節目，讓所有
的會員深覺收獲良多。星期六晚宴，得到張燦鍙市長的盛情招待，全體百餘人步行到朝
代飯店享受名符其實的各項台南小吃名菜。隨著樂隊伴奏台灣歌曲，大家邊吃邊談，欲
罷不能地談論當天節目的議題及提供個人對台灣現況的觀感及改革的方向。星期天，第
四單元的永續發展及國際生存的新台灣，繼續在國際會議廳展開，行政院環境研究所所
長黃萬居先生也來參與演講及討論。最後吳會長與翁鴻山副校長以新世紀的願景，與各
單元的主持人共同做總結與檢討。午餐後，全體會員召開廿屆會員大會，報告總會活動
與財務，全體攝影紀念之後 [Fig 14, 15]，便前往許文龍先生所設立的台南奇美美術館參
觀。館長並以音樂的 CD 片致贈與會的每一位會員。

Fig11：台南成大的研討會，報導於台灣各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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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年會的新聞，刊載於中國時報與中華日報

Fig13：第三單元 “建立安全清流與和諧的新社會”
演講講員: 左起林東茂、張保民、薛天棟、戴正德、林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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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4：6 月 25 日台南成大會議廳前全體合影 (前排穿黑西裝者為翁鴻山代理校長、穿
灰西裝者為吳和甫教授)

Fig15：20 屆會員大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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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傍晚，全體會員坐滿三部遊覽車，前往高雄市參加謝長廷市長於晶華酒店第 38 樓
的宴會廳為我們所擺設的晚宴，當天正好是謝市長當選為民進黨主席，與本會第 20 週
年的生日，可說是雙喜臨門。吳會長並頒獎牌給謝市長，表揚其長期來為台灣民主的努
力與貢獻，隔天自由時報頭版照片也刊登此一情景 [Fig 16]。
隔日(26 日，星期一)，大家造訪台南市政府，由張市長正式迎接，市政府建設堂皇，符
合國際標準的會議廳，所有市府員工，溫文有禮，充滿為民服務的態度。市府前集體拍
照後，大家繼續參觀台南市的古蹟，然後前往中部的古都鹿港參觀一級古蹟廟宇及聞名
的”摸乳巷”。在夕陽的陪伴下，跚跚來到彰化的台灣民俗村，並夜宿「嘯月山莊」，
準備隔天第二場於中部舉辦的學術研討會。[Fig 17, 18]

Fig16：自由時報頭版，刊登吳會長與謝長廷市長兼民進黨黨主席之照片

170

社會、
人文、
技學術研
社會
、人文
、科技學術
研討會
主題「
建立美麗，
，安全與永續的國家
安全與永續的國家」
」
主題「新世紀的願景：
新世紀的願景：建立美麗
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協辦單位
台南市政府
連絡人 NATPA
黃東昇教授 (06-2747951)
成功大學 許翠菊 ( 06-2757575 X50965)
時
間
： 公元二千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開 會 地 點 ：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下午 一時三十分
下午 二時開始
下午 五時
下午 七時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上午 八時
上午

八時三十分

上午

十時十五分

中午
下午

十二時
一時

下午

三時

下午

五時

下午

七時

於台南大飯店(台南市成功路一號)
報到與註冊
理事會會議
工作人員會議 (晚餐自理)
歡迎茶會與主題圓桌座談
李鳳霖教授，戴正德教授與顏裕庭院長 共同主持
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開幕儀式：歡迎，致詞，介紹
吳和甫會長，翁鴻山代校長，廖述宗教授
特別演講：張燦鍙市長
特別演講：陳唐山縣長
第一個單元：發展科技與醫學的新紀元
王乃三院長及簡逸文教授 共同主持
陳永興局長：21 世紀台灣醫療衛生工作之十大挑戰
蘇益仁教授：二十一世紀醫學的革命及展望
洪基隆教授： Biopharmaceuticals: From Benchside to bedside
午餐，聯誼
第二個單元：發揚臺灣主體的歷史與文化
涂永清院長及謝堯洋教授 共同主持
林宗光教授：從台灣歷史特徵看台灣人主體性
張炎憲館長：台灣史研究與國家建構
陳萬益教授：台灣文學學科之建立及其時代意義
第三個單元：建立安全，清流與和諧的社會
薛天棟院長及戴正德教授 共同主持
張保民教授：台灣之安全：現況與遠景
林東茂教授：台灣之清流：現況與遠景
林智美教授：以心理學觀點探討如何提昇台灣社會
開放的研究報告 (Poster session)：林茂修教授 主持
科技，生物，材料，醫事技術等等
晚宴與演講：主題「目前台灣發展與進步的新形象」
地點：台南市南門路市長公館 (台南市市長晚宴)
特別演講：張燦鍙市長，翁鴻山代校長

Fig17：台南成功大學學術會議議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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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上午 八時三十分

上午

十時十五分

中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十二時
十二時三十分
二時
七時

下午

十時

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四個單元：永續發展與國際生存的新台灣
洪敏雄所長及賴芳雄教授 共同主持
黃東昇教授：過份依賴石油與天然氣之台灣能源政策
黃萬居所長：台灣環境危機與對策
綜合討論：新世紀的願景
吳和甫會長及翁鴻山代校長 共同主持
座談引言人：戴正德教授，洪基隆教授及各單元之主持人等
閉幕結束，謝詞，午餐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會員大會
參觀台南奇美美術館
晚宴並拜訪 高雄市謝長廷市長
地點：高雄市晶華酒站 38F 晶華酒店軒包廂 1，2
(高雄市市長晚宴)
回台南大飯店休息

總會主旨：
以文會友，
總會主旨：”以文會友
以文會友，傳道授業，
傳道授業，宏揚學術，
宏揚學術，關心臺灣”
關心臺灣

Fig18：台南成功大學學術會議議程之二

健康出頭天
六月 27，28 日年會的第二場生物醫學研討會，得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黃昭聲院長特別的
邀請，在彰基頂樓的會議廳隆重舉辦。本會為 921 地震的捐款，也由黃院長代為接收，
將提供其埔里分院所需的藥品及醫療設施，為救災緊急之用。當天的研討會，由國外學
人與彰基的各部會主管，做學術與技術的切磋與交流。互動良好，再度呈現會議的高潮。
詳細的節目與講員，請參考附圖資料 [Fig 19]。當天的午餐及晚宴都得到彰基的招待，
與會者莫不感受到健康出頭的興奮與飽滿。隔天上午也安排了豐富的演講，直到正午才
結束，向彰基黃院長及同仁致謝意後，大家即驅車前往中興新村造訪九二一地震重建委
員會。由副總召集人吳聰能先生與郭清江博士(本會會員)為大家做重建工程的簡報。之
後再撘車往災區做實地勘察，親眼看見斷截的橋樑，倒塌的教堂，流失的山脊，深深地
感受到震害尺度的浩大。大家也在霧峰附近翻土起伏的運動場前，拍攝做紀念 [Fig 20]。
大家深入其境，都有說不出的悲傷與嘸甘，為我們受難的同胞叫屈。郭博士也帶領大家
參觀臨時搭建的鐵皮屋臨時教室。許多學工程的會員們也都提出防熱與自然通風的意
見，或是水土保持的生態工法，以供重建委員會的參考。當晚便趕至台中全國大飯店與
蔡明憲立委(本會會員)相聚，並聆聽其闊談台中政治與台灣新契機的分析與意見。大家
互相討論如何深化民主與如何抵禦外來政權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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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9：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黃昭聲夫婦與吳會長合影

Fig20：會員在隆起的運動場(921 震災)前合影
苗栗華陶窯與三峽古蹟廟宇
栗華陶窯與三峽古蹟廟宇
黃東昇教授曾參觀過華陶窯與三峽古廟，由於他很欣賞非常有台灣味的這兩個景點，因
此建議年會後的旅遊去拜訪這些地方。六月廿九日星期四，全體會員前往苗栗頗有名氣
且具台灣鄉土風味的”華陶窯”參訪。其窯主是前民進黨立法委員陳文輝先生。他親自
出來迎接大家。由響導一一介紹園區建築的古香古色，及所擺設多種台灣傳統的器具與
文物。沿著園區的步道，踏過一湖綠水與石碇，自然彎曲的山路，及翠青的樹林，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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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台灣土生土長的草木，讓所有會員深深地吸進新鮮久暐的鄉土空氣。老師傅也示範
如何製造陶器的要訣 [Fig 21]。中午簡餐鹹稀飯與菜餚後，便搭車繼續前往三峽參觀古
蹟，附近正好也有李梅樹美術展覽，在展覽會場裡卻與李鴻禧教授不期而遇，除了觀賞
藝術外，也閒談台灣在陳水扁當選後，該如何來貫徹建國的使命。晚餐特別安排到大稻
程圓環附近的海霸王餐廳，該餐館正設於當年 228 事件爆發點附近，當地有樹碑作紀
念。餐後大家前往福華大飯店註冊，此時 NATPA 台灣分會會長吳樹民醫師，也就是本
屆年會台北研討會的召集人，已經在飯店大廳久等大家，見了老朋友，莫不一見如故，
一天奔波的疲勞也都盡失了！

Fig21：會員觀摩華陶窯師傅展示陶器的製作
海外台灣人學術與國是會議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廿屆年會的第三場研討會，於六月卅日星期五，於台北福華大
飯店隆重開始 [Fig 22]。由貴賓司法院城仲模副院長致詞並演講。他闡述台灣要如何做
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國家，目前雖然陳水扁當選為總統，然而體制與
規範卻如桎捁，不易解脫，一般百姓仍未深深瞭解建國路途之坎坷。台灣是屬於島上二
千三百萬人的台灣，只有台灣人才有權利決定台灣的將來。接下來上午學術演講的二個
單元，是由廖述宗教授主持，專請我們 NAPTA 會員裡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們做他們每一
位在學術上的成就，做深入淺出的報告，共有楊祥發，李文雄，賴明詔，莊明哲，李文
華，及伍焜玊等的演說。午餐後繼續由林環墻教授主持科學與經濟之國策研討，及吳樹
民醫師主持的新國家之契機與突破。其中邀請到教育部長曾志朗與立法委員沈富雄共同
以研討的方式展開討論。大會裡除見到了 NATPA 返台久違的會員外，台教會的黃宗樂
會長也率領台教會的會員們全場與會。晚間六點，20 週年慶祝晚會由陳隆志教授主持，
呂秀蓮副總統親自蒞臨演講，她感佩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這廿年來不屈不撓的精神，
為台灣的民主奠定下不可磨滅的基礎與功蹟，才有今天台灣人當總統、副總統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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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吳和甫會長也頒給她一面獎牌，表揚她為台灣民主的貢獻，真正是台灣女性之光
[Fig 23]。這一天的國是會議，特別得到台灣醫療聯盟與台北水噹噹後援會會長吳慈美女
士(林志玲之母親)所帶領該社一群美麗的會員，做我們會議的招待與服務。她們在陳水
扁競選期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顯出她們為台灣犧牲服務的精神 [Fig 24]。

Fig22：六月卅日台北第三場學術與國事會議現場

Fig23：六月卅日吳會長頒獎牌給呂秀蓮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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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4：負責台北年會服務與招待的台北水噹噹成員
七月一日前往總統府
早上八點半，所有會員(連同旅居台灣的教授們)共約 120 人搭乘三部遊覽車前往總統府
與陳水扁總統有約。許多會員都是頭一次，由大門在兩側憲兵的注目下，大大方方地走
進總統府，服務人員尊以貴賓來接待，實在有非常不同的感慨。於三樓的大廳裡，一一
與陳水扁總統握手寒喧。幾位 NAPTA 會員的第二代子女，更感光榮與驕傲。陳總統以
慰勞大家的態度，談到國家的命運與主權，有賴我們在海外繼續努力，雖然台灣人當上
總統，可是那雙黑腥的魔手卻仍然緊握國家的頸喉。非到台灣真正的建國，絕對不可鬆
懈。大家除了與總統敘舊，並享受政府為大家準備的茶點，同時還贈送給每一位成員陳
總統就職的紀念書冊。由於人數眾多，分四批與陳總統於府前樓梯合照紀念。(Fig
25-28)。道別了陳水扁先生，集體便上車前往士林參觀原住民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由
杜正勝院長親自敞開院長的貴賓招待室，與大家面敘，並分組由解說員帶領，逐館參觀。
杜院長特別介紹了他將整個博物院的展覽重新規劃，其中最令大家讚賞的就是他將把所
有來自中國的典藏歸類為外國的文物展示。他真是最具有台灣意識的故宮院長。參觀了
故宮之後，大家繼續前往全民電視台，與蔡同榮董事長相約參觀，並選派五名會員，臨
時參與由尤清主持的台灣論壇的節目 Talk Show！
一整個禮拜的第廿屆年會，三場南，中，北的學術研討，與各地的參觀遊覽，在民視的
殷勤款待下，寫下了精彩的結論。來自美國的會員與近幾年返台的會友們，珍惜地互相
道別，希望明年有機會再聚一堂，更希望台灣此後，真正成為一個正常的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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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5：總統府正門樓梯前與陳水扁合照之一(7 月 1 日)

Fig26：總統府正門樓梯前與陳水扁合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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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7：總統府正門樓梯前與陳水扁合照之三

Fig28：總統府正門樓梯前與陳水扁合照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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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登輝一席談
由陳隆志教授的特別安排，吳和甫會長，廖述宗教授夫婦，與陳隆志教授夫婦，於七月
四日一齊前往鴻禧山莊，拜訪李登輝先生夫婦。李登輝夫婦熱忱接待 NATPA 的代表，
促膝長談台灣未來的趨勢，及陳水扁總統該如何與海外配合，讓台灣更加民主化。隨後
吳會長也代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致贈李前總統夫婦一面特製慶祝 NATPA20 週年
的會旗 [Fig 29]，並以獎牌表揚李登輝先生 [Fig 30]，引進台灣民主的辛勞與功蹟。李
登輝夫婦特別歡送代表們至大門口，依依不捨地揮手道別。吳會長也由朋友開車，直駛
桃園機場，搭機返美。年會後的一些造訪活動也就到此完成。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的年會，劃下句點。

Fig29：吳會長致贈李登輝前總統 NATPA 20 週年紀念旗(7 月 4 日)

Fig30：吳會長代表全體會員頒獎牌給李登輝前總統，表揚他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左
為廖述宗教授，右為陳隆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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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會為了慶祝廿週年年慶，特別舉辦了返台的三場會議，可說是等於辦了三次的年會一
般。雖然辛苦了所有負責的幹部與會員，可是收獲卻不只三倍。在所有理事，幹部與各
項委員會委員們的同心協力下，我們今年的返台活動，以及新台灣總統的勝選，可說是
履行到我們本會的宗旨：”以文會友，傳道授業，宏揚學術，關心台灣”所求的真締，
更是發揚了本年的主題：”新世紀的願景：建立一個美麗，安全與永續的新國家”。離
鄉背井數拾載的台灣學人，遍居北美各地，大家默默耕耘，鰲首爭光，為的就是希望有
朝一日看到台灣成為世界一流，民主獨立的新國家。從國外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未來，可
說是一清二楚，唯有獨立建國是途，然而卻被國內統派媒體的污染喧釁，害得許多國人
中毒，恍惚無知。猶記得陳水扁總統就職時所提的” 四不一沒有” ，這種作繭自縛的
聲明，實在讓許多 NATPA 的會員心寒一半。本會出版委員會特別在當時，得到江永芳
教授的同意與協助，將其所寫的 ” 國家，主權，與台灣 ” ﹝State, Sovereignty, and
Taiwan﹞郵寄給所有的會員。為了美麗島台灣，許多會員在這八年中，紛紛回台，報著
鮭魚返鄉的熱忱，在各個人的專精行業上，為台灣盡他個人的一份心力。可是如今(2009
年)，國民黨及馬政府團隊，似乎一夜之間，就把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與
國家尊嚴，毀的無影無蹤，同時還急著想將台灣送進中國的虎口。看來台灣建國之路似
乎比八年前更加坎坷！更加遙遠！所有 NATPA 的會員們，絕對不能鬆懈，必須再挑起
20 年前的重擔，繼續為我們的祖國：台灣美麗島，努力奮鬥！！

180

Editors’ Notes
The idea of founding NATP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was
prompted by the Kao-hsiung Incident which occurred in 1979 in Taiwan. In August 1980, in
response to the massiv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mpos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Taiwanese professors and professionals in North America founded NATPA in Chicago,
Illinois. NATPA has since served important functions to further the cause of Taiwan. The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is “Second Decade of NATPA 1990-2000” is to document major
accomplishments of NATPA from 1990 to 2000.
In 1990, with tremendous effort by the tenth NATPA President, Professor Chin-chu Lin, “A
Decade of NATPA 1980-1990” was published. Professor Shutsung Liao,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NATPA, has always been advocating publication of such a book as it documents
valuable records of the recent history of Taiwan. In October 2008, during the NATPA Board
meeting held in upstate NY, the Board asked Dr. Edward T.S. Huang (an ex-President) and Dr.
Yao-Chung Tsao to be the editing team of the book. The objective of this book is to
document what NATPA had done for Taiwan between 1990 and 2000. We also want to
provide a brief review of NATPA’s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her existence.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included two articles: “A Record of NATPA’s First Decade (1980-1990)” by
Professor Shutsung Liao; and the “Remembering the 1990 NATPA Conference in Taiwan (in
hanji)” by Professor Chin-Chu Lin. We also present a table that highlights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NATPA.
In March 2000, DPP defeated KM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ending the 50 years’ KMT
dictator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was transferred from KMT to DPP
without bloodshed. From 2000 to 2008, for the first time, Taiwanese people enjoyed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under DPP. Unfortunately, in 2008, DPP los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transferred back to KMT.
In the preface of “A Decade of NATPA 1980-1990” written by Professor Liao 18 years ago,
he expressed then a hope to see Taiwan become much more democratic in the next 10 years.
However, that hope is much dampened given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since May 2008,
when Ma Ing-jiou became president. Therefore, what was written by Professor Liao then is
still applicabl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 18 years later. We include his preface in
this new book.
NATPA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Taiwan’s welfare and democracy since her inception
in 1980. The history of NATPA is intertwined with that of Taiwan’s modern history. At
the present day, important incidents such as, the Kao-hsiung Incident, the murder of Mr. Lin
Yi-hsiung’s family members, the murder of Professor Chen Wen-chen, and the 228 Incident
that was committ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in 1947, have been distorted or forgotten. The
murderers associated with all these sad events are still at large and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justice. We worry that many people in Taiwan are not very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in
Taiwan. They might think politics is somebody else’s problem. Given that the current
democratic system is shockingly deteriorat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should be reminded that
the democratic system they have been enjoying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can be eradicated
overnight.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book can provide readers with some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f Taiwan’s modern history.
We further hope that they can learn from the history, and thus
strive for a better Taiwan.
In 1996 when President Lee Teng-huei was elected president, the then NATPA President,
Professor Chung-yi Hsu wrote an article “Taiwan and Taiwanese Dignity.” In the article,
Professor Hsu asserted that Taiwan has become a democratic nation, and he expressed what
NATPA could do for Taiwan. Below is an excerpt from 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a president is elected by the vot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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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u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s thus established and Taiwan has transformed herself from a dictatorial political
system (controlled by outsiders) to a democratic system (governed by its own people). All
Taiwanese, in Taiwan or abroad, shall be proud of this accomplishment. This
accomplishment is by no means a result of KMT’s initiatives, or KMT’s following the world
trends of democracy, but rather, it is the results of sacrifices of many Taiwanese, inside and
outside Taiwan,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and have suffered beyond measure to fight for
democracy over the last 50 years under the KMT regime. Countless Taiwanese lost their
freedom, safety and even liv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struggles and endeavors against the
KMT’s repressive regime. Today, while we enjoy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we shall not forget the long struggling process we have endured, the ideals we stand for, and
the human dignity that we uphold….”
We use Professor Hsu’s remarks as a reminder that the freedom Taiwanese people have
enjoyed since 2000, is the fruit of endless struggles and sacrifi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Under a democratic system, people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continue keeping an eye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a right to replace a government that doesn’t safeguard their
welfare and future.
Finally, we would not have completed this book without the articles from the past 10
presidents. The articles by Professor Shutsung Liao and by Professor Chin-chu Lin serve as
important link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decades of NATPA’s history.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of editing, we have encountered numerous editorial challenges. Fortunately,
with Dr. Shiu-Ju Lee Tsao’s consultations, we have successfully tackled these problems.
The label for the CD was also designed by her. We thank her for the help. Mr. Hung-ming
Chou of Texas A&M University typed all the hanji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to hanji MS
Word files. In addition, we want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current NATPA President
Professor Ben Liu and the entire board members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of this book project.
We also like to thank several NATPA members for their willingness to render help to review
the book draft and provide numerous valuable suggestions.
Our special thanks go to Dr. and Mrs. Chris Y.T. Yen, the founders of CY Fund, and Dr.
Hwalin Lee, the founder of Chuan Lyu Foundation, for their donations that cover the printing
costs. They have always been generous to NATPA’s causes. We thank them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Edward T. S. Huang and Yao-Chung Tsao
The Editing Team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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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rd of NATPA's First Decade (1980-1990)1
Shutsung Liao
NATPA was created by Taiwanese professors and senior scientists in the North America. ]t is unique
in that members believe in that "Sciences have no boundary but Scholars have their homelands".
During its first decade, NATPA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Taiwan's 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led to
removal of dictatorship and people's election of Taiwanese presidents.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NATPA)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75. On an August evening, several Taiwanese professors in the Mid-West
met in the author's home ne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y had gathered to discuss
various issues such as Taiwan's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U.S.-China norm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They also discussed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n organization in which
Taiwanese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in North America could join together to exchange
opinions, engage in mutual aid, and cooperate in striving to help Taiwan to establish a new
democratic and prosperous nation.
Four years later, on December 10, 1979, an event subsequently known as the Formosa
(Mei-li-tao) Incident occurred in Kaohsiung, Taiwan. That day wa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and nonparty (tang-wai) activists had gathered to demonstrat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owever, plain-cloth ag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nly political party allowed by law, infiltrated the parading crowd to turn the
demonstration violent. On December 13, the Garrison Command (Ching-pei tsung-pu)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rebellion 14 people related to the Formosa Incident; these were
Chang Chun-hung, Yao Chia-wen, Wang Tou, Ms. Chen Chu, Chou Ping-te, Su Chiu-cheng,
Ms. Lu Hsiu-lien, Chi Wan-sheng, Lin 1hsiung, Chen Chung-hsin, Yang Ching-chih, Chiu
Yi-pin, Wei Ting-chao and Chang Fuchung. In addition, the KMT regime issued a warrant for
the arrest of Shih Ming-te and shut down the main office of the Formosa Magazine in Taipei
and its branch offices elsewhere. On December 14, the Garrison Command arrested the
magazine's publisher and Legislator Huang Hsin-chieh after his colleagues in the
KMT-dominated Legislative Yuan had deprived him of his privileges as a Legislator.
Subsequently, Lin Hung-hsun, Shih Ming-te, Tsai Yu-chuan, and Reverend Kao Chun-ming
were arrested.
Shortly after these arrests, 137 Taiwanese professors and senior scholars working in
over 60 universities and prominent research institutes in North America jointly made a
written declaration which appeared in the February 11, 1980 Washington Post protesting
strongly the KMT regime for its using the Incident to arrest pro-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opposition legislators, and ministers. The event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aiwanese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the U.S. and Canada to organize.
In late December, they recommended establishing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The Formosa Inciden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After the activists in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were imprisoned, many young
lawyers, having been inspired by the Formosa Incident defendants, joined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Each of the defendants then received the service of two attorneys. The defendants
and their attorneys (in parenthesis) were: Huang Hsin-chieh (Chen Shui-bien, Cheng
1

This document was written in 2004 and published in Taiwan Inquiry in 2006.

It is updated for this Second

Decade of NATPA 1990-2000. The cover of this special issue of Taiwan Inquiry appears on Page 207 right after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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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lung), Shih Ming-te (Cheng Sheng-chu, Yu Ching), Chang Chun-hung (Yu Ching, Kuo
Chi-jen), Yao Chia-wen (Hsieh Chang-ting, Su Jen-chang), Lin Yi-hsiung (Chiang
Peng-chien, Chang Cheng-hsiung), Lu Hsiu-lien (Lu Chuan-sheng, Cheng KuanIi), Chen Chu
(Kao Juei-jen, Chang Huo-yuan), and Lin Hung-hsun (Chang Chun-hsiung, Li
Sheng-hsiung).
For the p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 the spirit of resisting alien rule has persisted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activists have risen to succeed their predecessor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ir brutal alien rulers. In this time of crisis in Taiwan, overseas Taiwanese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decided to join forces in contributing their knowledge and training to
Taiwan's democratic reform. This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is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have profound and prolonged influence over Taiwanese in Taiwan as well as in the
U.S. and Canada.
On February 16, 1980, a preparatory meeting was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16 professors who attended were Chang Chin-Jer, Chang
Hsu-cheng, Chen Ping-chi, Huang Yuan-cheng, Huang Ching-lai, Lai Yi-hsiung, Liao
Shutsung, Lin Chin-chu, Sun Chin-teh, Sun Wen-yih, Tanng Yi-min, Tsai Chia-yin, Wu
De-min, Wu Kuen-yuh, Yang Sen-lian and Yen Wen-liang. They discussed the drafting of the
organization's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elected Prof. Liao Shutsung as temporary president
in charge of preparing for the initial meeting; they further pass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future professors' meetings must be held in Taiwan.
On February 28, 1980, at Lin I-hsiung's Taipei home, Lin's mother and two six-year-old twin daughters were brutally murdered while his nine-year-old eldest daughter was
seriously injured.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murder carried out by the
KMT. After learning of the tragedy by phone, Prof. Liao immediately sent a strong protest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s consulate general in Chicago and notified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U.S. government. At the time, not having learned
about the tragedy officially from Taiwan, the consulate general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the
tragic event had occurred. An hour later, the office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phoned Liao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tragedy did occur and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very surprised by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tacts among the Taiwanese Associations. Prof. Liao and other professors
continued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tragedy and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Lin I-hsiung's
family and Mr. Lin himself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and after his release. More than fifty
Taiwanese in the U.S. made donations to support Mr. Lin's post-imprisonment studies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hikuba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England.
On April 24, 1980, the professors' organization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nd named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NATPA). It was registered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ATPA was approved as a Federal non-profit
tax-exempt Foundation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on June 7, 1983.
On August 9, 1980, NATPA's initial meeting took place in the conference room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famous Ben May Laboratory for Cancer Research. Present at the
meeting were over forty members from various regions in North America. The members
passed the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NATPA. The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claring that the
purposes of NATPA would be as follows: (1)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ts utilization; (2)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exchange, cultural contact among people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3)
to sponsor scholarl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subjects related to Taiwan; and (4) to further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and administered charities and scholarship funds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ertaining to the above objectives. In terms of its operational goals,
NATPA aimed: (1) to perfect and expand its organization by recruiting members, establishing
chapters, surveying Taiwanese with special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related human resources;
(2) to link up with other associ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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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of soci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nature; and (3) to serve Taiwan by promot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tecting the public welfare and human rights, and assisting and
provid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es required for building a prosperous
Taiwan. These resolutions passed at the initial meeting of NATPA firmly fixed the goals that
NATPA was to strive for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members at the initial general meeting also elected four directors representing the
four separate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North America and five at-large directors. (Chang
Hsu-cheng represented the East, Liao Shutsung the Mid-West, Tsai Ting-tsai the South and
Ms. Chang Fu-mei the West while the at-large directors were Huang Chin-Iai, Wu De-min,
Tsai Chia-yin, Chen Ping-chi and Lai Yi-hsiung.) The directors elected Prof. Liao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NATPA, and Tanng Yi-min as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In addition, NATPA
established research, publication, finance and membership committees. A native of Taichung,
Taiwan, Prof. Liao receiv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s.
Chang Fu-mei and Chang Hsu-cheng are among the first NATPA members to serve i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s. Chang Fu-mei has been the Commissioner of Overseas Affairs
and Chang Hsu-cheng a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verseas Legislator.)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NATPA enthusiastically worked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at a
developing Taiwan was encountering. At that time the economy of Taiwan was growing
rapidly; Taiwan was accelerating construction of its heavy and light industries. To meet its
need for electricity, Taiwan considered import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Having contacted the
U.S. Federal Nuclear Energy Agency and Nuclear Policy Center, NATPA was shocked to
learn that the KMT government was planning to spend over 10 billion US dollars to purchase
nuclear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prohibited within the U.S. NATPA pleaded with the KM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nuclear energy and its long-term impact on
Taiwan's people and ecology before constructing any nuclear power plants. NATPA also
wrot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 ask people in and outside of Taiwan to carefully study the
nuclear energy issues. Among the NATPA members were several nuclear energy experts
participating in the U.S. agencies that were assisting Taiwan to train personnel to deal with
nuclear power issues.
Taiwan w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a high hepatitis B affliction rate. In 1980, there
was strong opposition to a US company's plan to test vaccine on children in Taiwan before
the vaccine's safety was clearly established. Liao discusse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vaccine directly with Dr. Maurioe R. Hilleman (formally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f Merck Pharmaceutical's Research Center,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and Dr. Wolf Szamaness of the New York Blood Center, who was
in charge of conducting the vaccine test in Taiwan. The joint plan for testing in Taiwan was
dropped but the KMT government later chose to test a French vaccine in Taiwan.
From July 2 to 5, 1981, NATPA jointly held its 2nd annual meeting together with th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 Eastern Region Summer Camp (East Summer Camp).
NATPA members elected four regional directors: Chen Rong-yaw (East), Sun Chin-te
(Mid-West), Li Wen-hsiung (South) and Lee Wylie (West).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elected Tsai Chia-yin as the new president, beginning on August 1, 1981. A native of
Changhua, Taiwan, Prof. Tsai had received his Ph.D. in Genetics at Purdue Universit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d to set up NATPA's Headquarters (HQ)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and appointed Prof. Liao Shutsung as its executive. The major functions of the HQ
were: (1) to contact and negotiate with other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2) to assist the
president in fulfilling his/her responsibilities; (3) to deal with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tax-reporting and other matters; and (4) to carry out projects and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PA's general objectives.
At the time of the 1981 annual meeting, Prof. Chen Wen-chen was tragically
murdered in Taiwan. Prof. Che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had
returned to Taiwan to give lectures. The day before his scheduled departure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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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Garrison Command invited him for an interview on July 2nd. The next day his
lifeless body was found on the lawn next to Taiwan University's Mathematics Building. The
Garrison Command claimed that Prof. Chen had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from the
Mathematics Building causing fatal damages to his internal organs. The KMT government's
Bureau of Information Director Song Chu-yu (James Soong) strongly defended the Garrison
Command's position.
NATPA HQ received a call from Taiwan and quickly contacted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resident's office. President Shapiro had already been informed by KMT
authorities that Prof. Chen's death was a suicide. Prof. Liao provided the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Washington DC's Head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suggested that he
make an inquiry. President Shapiro called back later 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the advice and
indicated that the incident was very likely a political murder. NATPA HQ officially invited
Prof. Robert H. Kirschne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o also served as the coroner of
Cook Country including the City of Chicago, to assist Prof. De Groot and Dr. Cyvil Wecht of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fter several months' carefu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r.
Kirschner concluded in a letter to NATPA that: "after having carefully reviewed all the
materials in the case, I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 drawn by both Dr. Wecht and Prof. De
Groot that Prof. Chen was dropped, and did not jump or accidentally fall. The evidence also
suggests that he was temporarily disabled prior to his death."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Dr. Kirschner investigated a political murder case. Dr.
Kirschner would thereafter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numerous political murders in many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ATPA is very pleased to have induced him to enter
a new career and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f. Chen's case was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Taiwan. It
helped to awaken many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 and out of Taiwan to pay attention to
Taiwan's human rights issues; many of them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n Taiwan's democracy
movement. A plan to honor Dr. Kirschner in Taiwan in 2003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his
premature death on September 15, 2002.
To control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the KMT installed security secretaries in
Taiwan's schools, public institutes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ey also dispatched paid
"professional students" and pro-KMT professors to spy on Taiwanes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overseas. These agents reported to the KMT government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who supported Taiwan's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s or voiced
anti-KMT opinions. The dissidents so reported were blacklisted, threatened, and/or denied
visas to return to Taiwan. Since Prof. Chen's murder was very likely connected to student
spies who reported Prof. Chen's activities back to KMT government, NATPA decided to bring
this issue to the public attention.
The new NATPA president, Prof. Tsai and NATPA HQ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is
issue and wrote to schools and media; they also requested NATPA members' assistance in
exposing these KMT spies. Many major newspapers an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started to
report the problem. A Chicago Tribune editorial discussed the issue with a title: "Spying on
Foreign Students" and 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news article headlined: "Student spies silence
Taiwanese students, teachers". Other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ere
Prof. Chen was once a graduate student also made th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addition, the
FBI became actively involved and consulted with NATPA HQ while making its investigations.
Unregistered agents acting as spies for foreign governments are considered a serious offense
in the U.S. Two KM students many considered as highly likely to be student spies suddenly
lef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fter they were reported to be interviewed by FBI agents.
The NATPA Board of Directors asked Prof. Hu Sheng-cheng and Prof. Sun Chin-te
during their Taiwan trips to visit KMT Party Secretary-General Chiang Yen-shih and Garrison
Command's Commandant General Chen Shou-shan. During their visit to the two
high-ranking KMT officials, Prof. Hu and Prof. Sun expressed NATPA's concern for the Prof.
Chen Wen-chen case, secret agents and black-listing of dis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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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ebruary 1982, an intelligence agency arrested Prof. Lu Hsiu-yi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caring for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protect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freedom of speech, all staff personnel and directors of
NATPA jointly wrote to then Premier Sun Yun-hsuan demanding that the KMT government
deal with the case with fairness. Lu later entered politics and served as a legislator for several
terms.
In 1982, for the purpose of direct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of opinions between
Taiwanese in North America and Taiwan's nonparty (tang-wai) pro-democracy advocates,
NATPA, for the first time, invited Taiwan's legislators to attend NATPA's 3rd annual meeting
from July 9 to 11 at Tusculun College, Tennessee. The invitees were four nonparty activists:
Yu Ching, a member of Taiwan's Control Yuan, and Legislators Kang Ning-hsiang, Chang
Te-ming and Huang Fuang-hsiung. In addition, also invited were two KMT members:
Legislator Chi Cheng and Provincial Assembly President Kao Yuj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Kao the other invitees attended the annual meeting from July 9 to 11. They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ed Taiwa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four representatives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s of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speeches enraged KM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aiwan. This vis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of NATPA in its
effort to bring about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s activists and overseas Taiwanese.
After the NATPA meeting, the four representatives 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had a lunch meeting with Prof. Charles Huggins, a Nobel Laureate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Ben May Laboratory where NATPA had its first annual meeting. Prof. Huggins w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had been refused entry to Taiwan in early
80's but visited Taiwan in 1985 and met with many involved in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Many important individuals that worked for Taiwan's democracy including Rev.
Kao Chun-min and Prof. Lee Chun-yen visited Prof. Huggins in the Ben May Laboratory.
The annual meeting elected Prof. Sun Chin-te as the new and third president of
NATPA. A native of Tainan, Taiwan, Prof. Sun received his Ph.D. in Engineering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aving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Taiwan's development, NATPA hoped Taiwan
could speed up its democratic political reform and return power to the people. As Prof. Liao
was planning to return to Taiwan to attend a scientific meetin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d to ask Liao to visit the KMT authorities so as to understand what was the KMT's plan
for Taiwan's development and to discuss with KMT's high officials Taiwan's various issues
such as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KMT's spies/agents operating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nd Canada. This plan was also discussed with and
obtained some understanding and endorsement by some leaders of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volved in promot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Prof. Liao visited Taiwan from August 1 to 23, 1982.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Tsuli (Independent) Evening News's publisher, Mr. Wu San-lien and others, Liao visited KMT
Party Secretary-General Chiang Yen-shih,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Lee Teng-hui,
Provincial Assembly President Kao Yu-jen, several Central Government ministers, legislators,
scholars and social leader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Liao met Lee Teng-hui officially and also
privately to understand Lee's feelings about Taiwan's future;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PA (and possibly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nd
Lee that still continues. The following year, Lee was tapped for the vice president's position.
In his report submitted to NATPA after his return to the U.S., Prof. Liao pointed out
that while the KMT government and overseas Taiwanese both supported U.S. weapons sales
to Taiwan, he reminded the KMT authorities that the weapons purchased were to be us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freedom and rights of Taiwan's 18 million people. Both sides also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of 'Taiwanese.' Liao elaborated that those who consider Taiwan as
their homeland and are willing to strive for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progres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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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aiwanese. Liao emphasized that only Taiwanese have the right to govern Taiwan an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refer to the term 'Taiwanese' rather than 'Chinese' when expressing the
wishes of Taiwan's people to the outside world. Both sides also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issues such as understanding the views of overseas Taiwanese, ending KMT spy agents and
their activities on college campuses, protection of citizens' basic personal freedoms including
preventing the police's arbitrary detention of citizens,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vote-buying during elections. In addition, Liao visited many KMT and non-KMT scholars
and other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society at-large and discussed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very discriminatory and limited
appointments of Taiwanese among high ranking political, military, and police official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a NATPA representative broadly contacted and talked frankly with KMT
party and government high officials as well as important members of Taiwan's academic
circles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autumn of 1982, NATPA published its membership directory. It had taken more
than two years to collect the names, addresses and specialties of nearly four hundred scholars
and experts. The task was accomplished with the help of Prof. Huang Ching-Iai and Wu
De-min and many other members.
On October 2, 1982, the first local chapter of NATPA had its initial meeting in a
Holiday Inn near Washington, D.C. The chapter members elected Prof. Yang Tien-sheng as its
president, Prof. Chen Son-nan secretary, and Prof. Wu Hannan treasurer. As a sign of their
support and congratulations, all three past presidents of NATPA attended the mee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2-83, NATPA membershi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1983,
there were 270 members. Due to increased activitie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a membership
directory, the membership fees collected were insufficient to cover the expens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d that in addition to membership fees, memb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make donations. Many members enthusiastically made significant donations in support of
NATPA's various activities. The same year, with the efforts of NATPA HQ, the association's
by-laws were revised and NATPA registered with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was thus given a tax exemption privilege. NATPA collected
$8,000 from membership fees. Though its annual expenditure was $11,000, there was still
some surplus as a result of donations.
The 4th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from July 1 to 4 at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gain, it was hel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ast Summer Camp. Following the precedent of
the previous year, NATPA invited visitors from Taiwan. The theme of the annual meeting was
Taiwanese Culture stressing the discussion of native literature, music, local customs and
religions. NATPA invited the following visitor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Music
Prof. Hsu Chang-hui to talk about the story of Taiwanese native music; Voice of America's Mr.
Neil Connelly to talk about Taiwanese folklore; Tsu-li Evening News' editor-in-chief Mr. Wu
Feng-shan to talk about Taiwanese media's current situ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Prof. Lin Chung-hsiung to discuss Taiwan's economy; and Tainan College of Theology's
Reverend Wang Hsien-chih to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NATPA
was grateful for the generous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vided by Wu San-lien Literary
Foundation that enabled visitors from Taiwan to attend the annual meeting. NATPA members
elected Prof. Wu De-min as their new president. A native of Tainan, Taiwan, Prof. Wu
received his Ph.D. in Econo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uring NATPA's 4th year, membership increased to 328. Of the total annual income
of $19,000, membership dues constituted 55%, the rest came from donations from members
and friends of NATPA. 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was about $20,000, which covered
annual meeting expenses (chiefly to pay for travel expenses of invited speakers from Taiwan),
correspondence and cost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lletin, and expenses for NA TP A
representatives' trip to observe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subsequent published report.
In the beginning, NATPA had published a quarterly newsletter carrying scholarly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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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bout members, and a report on association affairs. In its second year, the Newsletter was
renamed Bulletin with expanded coverage and better quality of printing. The Bulletin, containing
scholarly articles and news of members, was published three times year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issued three times yearly, news about members and reports of association affairs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imeliness. Secretary/Treasurer Prof. Yu Po-lung proposed that a bi-monthly
Newsletter be publish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ed the proposal and appointed Yu Po-lung
the editor-in chief and Chang Hui-shyong the associate editor. The newsletter was published on the
first day of every odd month. As the Bulletin was mainly for the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theses on
Taiwan and served as a major periodical of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it was decid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ssues from three to two a year so as to insure its high standard and scholarly nature.
This year, NATPA sponsored many activities. First of all, acting on behalf of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it set up the Chen Wen-chen Scholarship Evaluation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members: Huang Ching-lai (as
convener), Chang Fu-mei, Chen Ping-chi, Fan Chu-hsiung, Liao Shutsung and Lin Chi-dong.
The Committee's jobs were: to stipulate rules for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to evaluate
applicants' credentials, and finally to select the winners. During its first year, the Committee
awarded scholarships to five outstanding Taiwanese students. The Committee continued to
serve Chen Wen-chen Scholarship Foundation for several years.
Second, NATPA was in contact with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 Taiwan
Students monthly.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launched the monthly in August
1983. Lee Ying-yuan was the publisher assisted by his fellow-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Lee Ying-yuan wrote to NATPA requesting for support in terms of
contributing essays and offering suggestions. In response, NATPA appointed Chang
Hui-shyong as the coordinator to be in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 Taiwanese students. In
addition, NATPA joined the student group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ng non-party
(tang-wai) activists Lin Tsuo-shui and Lin Shih-yu to visit and give lectures at American
college campuses. Due to KMT government's disapproval, however, Lin Tsuo-shui was
unable to visit the U.S. NATPA and the student group subsequently protested the KMT
regime's violation of citizens' basic freedom to travel. (Years later, Lee Ying-yuan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for his return to Taiwan without official permit. After his release, Lee
successively served as a DPP legislator, Taiwan's deputy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DPP's unsuccessful candidate for Taipei City
Mayo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and participant in the Executive Yuan's campaign against
SARS and DPP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Lin Tsuo-shui is currently a DPP legislator.)
On October 15, 1983, the U.S. Senate passed Resolution No. 74 stating "...The future
of Taiwan should be settled peacefully free of coercion, and in a manner 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Prior to the passage of the resolution, NATPA took an opinion survey
among its membership regarding their opinions on the bill. All members who responded to
the survey expressed their strong support for the bill and agreed that NATPA should assist in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NATPA consequently joined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issuing
a proclamation supporting the Senate's bill and protest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gnored the righ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self determination. The proclama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n January 10, 1984, at the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ro-democracy supporters, Prof. Chen Rong- yaw represented NATPA and elaborated on
NATPA's advocacy of plebiscite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determining Taiwan's future.
In the same year, Political Science Prof. Huang Erh-hsuan, was arbitrarily dismissed
by Tungwu University. Embracing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freedom, freedom of speech and
separation of politics from academic freedom, NATPA Board of Directors wrote Premier Sun
Yuan-hsuan a letter requesting that the case be investigated fairly and if there was a lack of
sufficient reason, Prof. Huang should be restored to his position. In addition, NATPA
propos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carry out reforms: to establish a system
providing security to college professors so as to protect their academic freedom;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professorial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democratize the college administrative system. (Huang Erh-hsuan later entered polit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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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as a legislator for several term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at NATPA accomplished in late 1983 was its dispatching of
a team of professors to observe elections in Taiwan. Claiming that it wa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KMT government in-exile in Taiwan had allowed the legislators
elected in China since the mid-1940's to continuously serve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ies and
allowed only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seats to be open for election in Taiwan. What was
most ridiculous was that the KMT regime filled vacancies, resulted from deaths, illness
and/or advanced age, with people who had run for but lost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China
during 1947. These representatives for life had no popular base in Taiwan. To appease the
Taiwanese, the KMT regime during the time of Chiang Kai-shek and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allowed a few so-called "increased seats" for election in Taiwan.
Prior to the campaign for the supplementary "increased seats"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late 1983, NATPA had conceived of organizing a team to observe the coming elections in
Taiwan. This idea was whole-heartedly supported by two pro-democracy candidates, Mrs.
Chou Ching-yu and Mrs. Hsu Jung-shu who were attending the East Summer Camp. NATPA
then decided to send a three-person team consisting of Liao Shutsung, Chang Fu-mei and
Chang Hsu-cheng. Due to health reasons, Chang Fu-mei was then replaced by Prof._Chen
Rong-yaw. Before the trip, NATPA stressed that its goal was to promote self-determination
for Taiwan. Liao was able to obtain a visa to enter Taiwan apparently only after the help of
Mr. Mark Platt, the chair of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s Taiwan Desk and Mr. Wu San-lien
of Taiwan's Tsu-li (Independent) Evening News. The team had writte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requesting assistance with their visit in Taiwan but received no response. While in
Taiwan, the team observed election campaigns, listened to campaign speeches, met many
candidates, voters, scholars and election officials.
First of all, Liao and Chen visited Lin Yang-kang, the Interior Minister and the top
election commissioner, and strongly demanded the allowance of a campaign theme of 'Self
Determination' which was forbidden by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A day later, newspapers
printed a very strange announcement from Commissioner Lin that these words were allowed
during the campaign but the candidates could be arrested within 10 years if any trouble
should arise from the statement. This became the first time the KMT government allowed
citizens to discuss 'Self Determi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time Chen Rong-yaw arrived in Taiwan on October 11 to
the day Liao Shutsung departed from the island on December 10, the team visited various
places including Taipei, Yilan, Taoyuan, Hsinchu, Taichung, Nantou, Changhua, Chiai,
Tainan, Kaohsiung, and Pintung. The Tsu-li Evening News' editor-in-chief Wu Fung-shan
arranged an unprecedented dissidents' press conference (40 reporters and 8 secret agents
attended) for the visiting team and created a special column reporting the visiting team's
activities and views. The team also successively visited KMT Secretary General Chiang
Yen-shih, Interior Minister Lin Yang-kang,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Lee Teng-hui, KMT
Provincial Director Sung Shih-hsuan,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Director Chu Po-chun and
other county and municipal officials in charge of election affairs. NATPA also set up a
four-person sub-committee for the research of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sub-committee members were: Hu Sheng-cheng (convener), Chang Fu-mei, Chen Ping-chi
and Tsai Chia-yin. (Prof. Hu is currently the chair of Taiwan's Economy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
.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NATPA election-observation team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jointly write a report of their observation findings, it was however impossible to produce a
compromised joint report due to the fact that Chang Hsu-chen's view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held by Liao and Chen. Chang believed that i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top level
KMT leaders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Taiwan and Taiwan's election-related problems were
created by the low level officers' inability in guiding the democratic election. Since Chang's
view was not acceptable to the other two team members, who had witnessed systematic vote
buying activity directed by top KMT leaders, the NATPA Research Sub-Committee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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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blish individual views and the sub-committee produced a research report. The research
report in English was completed in late May 1984 and published as NATPA's official report
in Bulletin Vol. 4, No.1. On May 31, 1984, the same report was presented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t the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s public hearing
o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was subsequently entered into the U.S.
Congressional Records.
During the visit to Taiwan and in his reports, Liao criticized the election system as
undemocratic. The system used was a single nontransferable block-vote system to elect
multiple representatives from a district; this would help the well-organized ruling party to
monopolize seats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ves. No democratic nation in the world employs this
method anymore. Liao also suggested the use of a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that
would represent both the majority and the minority and allow vot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the personal merits of the candidates. This system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recent
elections in Taiwan.
For a number of years, NATPA frequently joined with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in sponsoring activities. They co-sponsored the East Summer Camp, annual
meetings, and seminars. During its annual meetings, NATPA admitted Summer Camp
participants to its lectures and seminar discussions. On the other hand, NATPA members were
allowed to enjoy various entertainment programs and sports activities at the summer camp.
Due to the fact that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and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were
considered (is rebellious groups by the KMT regime, NATPA had more often than not
officially acted to extend invitations to visiting speakers from Taiwan whom Taiwanese
Americans were interested in meeting and learning from.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in the U.S. and visiting professionals from Taiwan consequently became
a new special role for NATPA.
In 1984, NATPA and the East Summer Camp jointly invited two prominent writers
Chung Chao-cheng and Yang Ching-chih. Chung Chao-cheng was a native of Lungtan,
Taiwan. He was Wu Chuo-liu's major partner in launching Taiwan Literature monthly. Mr.
Chung's major works included Lu-pien-hua (1960), Muddy Flows (huo-liu), the trilogy
(1961-64), and Taiwanese, the trilogy (1967-77). The two trilogies were respectively about
tragic lives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aiwanes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rule. Chung was the pioneer in writing epic novels in Taiwan. In the 1970's,
Mr. Chung managed the public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monthly and edited the
supplementary literary section of the Min-tsung Daily newspaper. Mr.Yang Ching-chih was
the pioneer of Taiwan's working-class novels. Having successively worked as a tailor and a
supervisor of workers, he understood well manual laborers' sufferings. From the 1970's on, he
had published Kong-tsang-ien, Tsang-yen-hsia, Kong-tsang nu-erh-chuan, etc. He continued
to write even when he was imprisoned fo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Formosa Incident. He won a
literary award from Wu San-lien Foundation.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aiwanese native literature that NATPA invited them to express Taiwanese
Americans' gratitude toward them.
The fifth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at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The theme of the
meeting was "Challenges that faced Taiwan in the 1980's". NATPA invited several of its
members as well as visitors from Taiwan to present papers and/or participate in panel
{seminar} discussion. A list of seminar topics and panelists is shown below (those from
Taiwan are so identified while the rest are NATPA members):
(1)
(2)

(3)

Speakers on the main theme: Lin Chun-yi (Taiwan), Ms. Fang Su-min
(Taiwan), and Chen Shui-bian (Taiwan).
Taiwan's environmental issues: Lin Chun-yi (Taiwan), Li Hsien-chi, and Sun
Wen-yih.
Taiwan's current medical treatment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Chien Ching-piao,
and Lin Tsu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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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Taiwanese literature: Chung Chao-cheng (Taiwan), Hung Ming-shui, and
Chen Fang-ming (Taiwan).
Taiwan'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 Chung-hsiung
(Taiwan), Fan Liang-hsing, and Hsiao Sheng-tieh.
Taiwan's political changes: Chen Shui-bian (Taiwan), Chang Hsu-chen, and
Tien Hung-mao (Taiwan).
Prospect of Taiwan-China relations: Hsiao Hsin-yi, Kuo Fan-kuei, Tien
Hung-mao (Taiwan), Chen Ping-chi, and Hsiao Sheng-tieh.
Taiwan's elections: Chen Shui-bian (Taiwan), Fang Su-min (Taiwan), Chang
Hsu-chen, Chen Rong-yaw, and Liao Shutsung.

(Among the guests invi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Lin Chun-yi is a pioneer in the antinuclear energy/power movement and served as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while Chen Shui-bian served as a Legislator for several terms, Taipei mayor for one term, and
is currently President of Taiwan.)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eminar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were: Hsieh Chang-yang, Chen Rong-yaw, Lin Chienhua
and Wang Wen-lung.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Prof. Wu Jang-yen was elected as the 5th president. Prof.
Wu is a native of Kaohsiung, Taiwan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Medical School. Since virtually all members of
NATPA are engaged in academic work many members suggested that NATPA invite more
scholars with specialties that would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NATPA members. The purpose
was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ties with academic colleagues in Taiwan. The guests invited
were: Prof. Cheng Chin-jen (History,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iu Fu-jung (Philosophy,
Taiwan University) and Prof. Huang Erh-hsuan (Tungwu University). They spoke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ince the late 1970's, while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had continued
to rise rapidly, Taiwanese students had become less inclined to come and study in the U.S. To
provide Taiwanese students in the U.S. more support, NATPA appointed Prof. Lin Che-yeh to
strengthen contacts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on various college campuses. Prof. Lin's primary
task was to introduce student-friendly Taiwanese professors to Taiwanese students and help
organize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invite celebrities to tour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alk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All these helped to indirectly inspire the formation of U.S.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in late June 1985.
In February 1984, nonparty (tang-wai)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elected by voters
formed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ies, which would become the forerunner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took a giant step forward as a
result.
In the summer of 1984, NATPA invited two young scholars from Taiwan to make a
two-month tour of U.S. college campuses. They were Liu Shou-chen and Li Hsiao-feng. (The
former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magistrate of Yilan County while the latter is a professor at
Shih-hsin University and vice-president of Taiwan's Northern Societ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Liu and Li happened to bump into Mr. Tao Pai-chuan, who had for long been a
pro-democracy advocate.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Chang Fu-mei, Mr. Tao invited Liu and
Li to a dinner. During the meal, Mr. Tao told of his meeting with Chiang Ching-kuo prior to
Mr. Tao's moving to the U.S. Chiang Ching-kuo asked Mr. Tao: "Why is it that my father and
I had been in Taiwan for nearly forty years and yet many Taiwanese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us? What do you think we should do so that we will be appreciated?" Mr. Tao
who was then serving as a national policy advisor replied: "The way to do is to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hiang Ching-kuo then said; "The Taiwanese will ultimately be in
control of politics. Why are they in such a hurry?" Although Chiang Ching-kuo also boasted
of being a Taiwanese,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in his book (Taiwan's Claims)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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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d that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never thought of doing for Taiwan or
Taiwanese when they ruled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NATPA in 1984-85 was the Association's decision to
determine If Fung Fu-hsiang's doctoral thesis was an outcome of plagiarism. Fung Fu-hsiang
like Ma Ying-jeou (currently Mayor of Taipei) was viewed as a KMT student agent who had
informed on his fellow students and other Taiwanese in the U.S. While a student at Taiwan
University, Fung single-handedly led to the dismissal of several young philosophy professors.
Then, while studying in Boston, he wrote essays defending the KMT regime and opposing
Taiwan's democratic reform. After his return to Taiwan, he succeeded Song Chu-yu as Chiang
Ching-kuo's English secretary. In 1984, Formosa (Fung-Lai-Tao) magazine carried an article
charging that the doctoral thesis--A Critique of Neo-Marxism—of Fung Fu-hsiang (who was
a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unghai University), had been
suspected of plagiarism. In October, Fung brought a libel suit against the Formosa magazine
and its three major personnel: Publisher Huang Tien-fu,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Editor-in-chief Li Yi-yang.
After the suit became official, Chen Shui-bian and Prof. Liao of NATPA HQ discussed
the issue. Chen was concerned that the KMT regime would use the court case to attack the
neo-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post-Formosa Incident era. He was also concerned that the
court would tolerate Fung's using a translation as his own creative writing while sentencing
Chen and the other two defendants to 12 months of imprisonment and depriving them of
political rights. Upholding academic conscience and realizing that the three defendants were
importan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NATPA promised without hesitation to form a review
committee to evaluate Fung's thesis and determine objectively if there was evidence of
plagiarism. The Review Committee was made of 7 professors who had publications in the
related areas. The members were: Lin Tsung-kuang (convener), Chang Hsu-chen, Chang
Fu-mei, Hsiao Hsin-yi, Hsiao Sheng-tieh, Lin Tien-min and Tien Hung-mao.
After a careful study,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e committee found that there was
indeed ample evidence of plagiarism in Fung Fu-hsiang's thesis. While there are many
paragraphs that are indeed Fung Fu-hsiang's own work such as criticism of neo-Marxism and
the West's humanitarianism and affirmation of Confucian humanitarianism and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many chapters and sections were suspect of having been plagiarized
from other works. In its evaluation report, comparing Fung's writing side by side with other
works, the NATPA review committee listed specific pages where plagiarized materials
appeared. Most of the plagiarized materials came from neo-Marxist research works of high
academic repute. In the realm of scholarly research, it is essential to consult and quote others'
research findings. If the source consulted and quoted from is clearly noted, then the act does
not constitute plagiarism. In Fung's thesis,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paragraphs that were
taken from well-known works. There were paragraphs that were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works of others. There were paragraphs that were translation of an original work's
major arguments. Few sources of origin, however, were identified and when identified it was
only for a portion of the materials borrowed. Plagiarism consequently was suspected. Besides
failing to identify sources from which entire paragraphs were translated or major arguments
translated, Fung's thesis contained numerous examples of using secondary materials that had
been quoted from primary materials.
NATPA had tried to ask several KMT government's diplomatic offices in the U.S. to
authenticate that the evaluation report was produced by the NATPA review committee as
required by the law in Taiwan, but that was refused. Eventually, NATPA HQ's Prof. Liao
visited KMT's Chicago office in person to demand its assistance. It was only when Liao
refused to leave the office without authentication that the office reluctantly complied. NATPA
subsequently mailed the authenticated report to the Formosa magazine's defendants in
Taiwan.
NATPA wrote to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advising him that any works suspected
of plagiarism ought to be evaluated by fair-minded scholars elected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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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than to be determined and passed judgment by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eople. The
letter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if plagiarism was not stopped, there would be no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no protection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reputation of Taiwan's academics would be damaged internationally. NATPA requested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to personal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appropriately resolve
the problem involved. The letter argued that it was essential for protecting citizens'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well as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Taiwan's
academy.
The response from the First Bureau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essentially stated that:
"The Formosa case was a legal case relating to libel law and was still in the hands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had no right to express an opinion and had no authority to
arrange for a settlement of the case."
As expected, the court did not accept the finding of the NATPA review committee. In
January 1985, ignoring the evidence of plagiarism found in Fung's thesis, the court eventually
sentenced Huang Tien-fu, Chen Shui-bian and Li Yi-yang each to a one year jail term and
compensatory fine of two million Taiwan dollars (or about us $70,000). As a protest, Chen
Shui-bian resigned from his elected post as a councilor of Taipei City. On June 10, 1986 the
three defendants began their prison term.
The outcome of the Formosa magazine case interestingly attested to KMT
Secretary-General Hsu Shui-te's statement that "The KMT owns the courts." From this case,
the people of Taiwan could once again see that under the KMT party dictatorship Taiwan's
legal system was used as a tool for punishing political dissidents. Fortunately, after the
defendants went to the appeal court, the sentence for each of the defendants was reduced to 8
months and Chen shui-bian's legal license was not suspended and he kept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later elections. Although Fung's academic image suffered due to his plagiarism,
he continued to play his anti-democracy role and successively served as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various pro-China and pro-unification organizations. Fung adamantly advocated that
Taiwan should accept Beiji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served several terms as a national legislator, Fung frequently visited China to
meet with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and suggested to them that Beijing ought to put
pressure on then President Lee Teng-hui.
NATPA'S 6th president was Prof. Lin Tsung-kuang. A native of Tainan, Taiwan, Prof.
Lin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During his term, President Lin worked hard to promote three idea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ITS). He argued that the institute should have:
(1) a center for resource materials, (2) research groups, and (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 resource center was to create a catalogue of Taiwan-related materials
dispersed throughout major libraries and private centers of collected materials. Such a
catalogue should be set up in every major North American city with a significant Taiwanese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computerization, these materials were to be made accessible
to all Taiwanese including scholars. Second, by organizing research groups, NATPA members
with various specialties could join appropriate research groups to study fully and seek
solutions to major issues confronting the Taiwanese state and society such as nuclear
energy/power,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transportation, society,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ic changes, polit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ffairs.
Finall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ere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ublic reports of the
research groups' research findings. NATPA should regularly sponsor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invite international scholars so that they could share their Taiwan-related research
findings with other NATPA members. With this plan, Taiwanese could internationalize
Taiwan issues and w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ttention and concern for Taiwan. The
ITS ideas proposed during Prof. Lin's term were realized by the succeeding NATPA
presidents and also by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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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NATPA chapters were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During 1985-86, there
were chapters set up in Southern California, Cleveland (Ohio), Boston (Massachusetts) and St.
Louis (Missouri).
The first Taiwan public policy seminar was held in late July 1986 and lasted for three
days. NATPA, Taiwan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and Center of Resources a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jointly sponsored the event. The work for organizing the event started in October
1985. The assistance of Attorney Chiang Peng-chien (Taiwan), Prof. Li Juei-mu and Mr. Tsai
Ming-hsien was most important to the success of the event. Prof. Wang Chiu-she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diting of the selected seminar papers presented. The book was pu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NATPA HQ,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from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founders Mr. and Mrs.
Wang Kuei-jung, NATPA set up a committee every year to evaluate applicants for the
Foundation's awards and recommend the winners. Here is a list of the winner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ver the years:
(1)

(2)

(3)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Liao Shu-tsung (1983, biomedical
science), Chen
Kun-mu (1984,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en Yi-wen (1985,
pharmacology), Lin Chun-yi (1985, biology and ecology), and Wu Jang-yen
(1986, biochemistry)
Humanistic Studies: Chiang Wen-ye (1983, music composition), Yang Kuei
(1983, literary writing), Wang Shih-lang (1984, studies of Taiwan folklore),
Chang Liang-tse (1985,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Chung Chao-cheng (1986, literary writing)
Social Service/Social Sciences: Chen Wu-fu (1983, optometry), Chen Yunghsing (1984, psychiatry), and Kao Chun-ming (1986, theology).

From the list, it is clear that the winners were all excellent and the Foundation's awards have
indeed established credibility.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year (1986) was held together with the South Summer
Camp at San Marcos, Texas. Prof. Lai Yi-hsiung was elected the 7th president. A native of
Chi lung, Taiwan, Prof. Lai received his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During its seven years, NATPA membership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its
first year, the association had close to one hundred members, and the numbers in the
succeeding years were: 162 (1981), 232 (1982), 286 (1983), 385 (1984), 374 (1985), 411
(1986), and 494 (1987).
On October 15, 1986,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year's Nobel Prize winner in
Chemistry was Prof. Lee Yuan-tseh. Prof. Lee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to win a Nobel Prize.
NATPA sent Prof. Lee a telegram congratulating him on his accomplishments.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Prof. Lee's success would encourage other Taiwanese scholars to work hard and
be creative in their scholarly research.
By late 1986 when St. Louis, Cleveland and Northern California chapters were
formed, there were a total of 11 chapters. Here is the list of all the chapters and their year and
month of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D.C./Baltimore (1982/10), Great Plains (1983/10),
North Central (1983/11), New Jersey/New York (1983/12), Houston (1985/2), New England
(1985/10), Michigan (1986/1), Southern California (1986/3), St. Louis (1986/9), Cleveland
(1986/9), and Northern California (1986/11).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ITS initiated by former NATPA President Lin Tsung-kuang, the
Research Committee created a number of research groups, encouraged and assisted
financially members doing research on Taiwan related projects. The research groups covered
the following areas of studies: nuclear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y,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public health, academic freedom and student affairs. Over 50 NATPA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the various research groups. NATPA supplied necessary fund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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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meetings and members' material-gathering trips back to Taiwan. Some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published in the Bulletin. NATPA also awarded fellowships and aid and
encouraged members' undertaking full-time study of Taiwan issues during their sabbatical
leaves. This year, NATPA selected three fellows: Lin Tsung-kuang, Hsiao Hsin-yi and Hsu
Tien-tsai. (Hsu Tien-tsai served as a lawmaker for several terms and is presently Mayor of
Tainan City.) Lee Cheng-few and Hu Sheng-cheng collected and edited major research papers
coming out of the economic research group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Export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published by JAI Press, INC. There was also a small group led by Li Hsien-chi. The task of
that group was to revise the by-laws so a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regional chapters.
In late 1986,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turned another major comer. On
September 28,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as founded at Taipei's Grand Hotel. It
subsequently provided leadership to Taiwan's democratic reform movement. In its early years,
the KMT-controlled media belittled the DPP and putting up hurdles to slow down its
development. It was only after then President Lee Teng-hui came to power that the situation
improved somewhat. Toward the last years of President Lee's term, the DPP, with President
Lee's cooperation, was able to push forward democratic reforms including re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reelection and reform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bolishment of Criminal Law
Number 100,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nd mayors of Taipei and Kaohsiung,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abo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June 7, 1987, NATPA assisted the New York Taiwanese Commerce Association to
sponsor Taiwan'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ic seminar. All speakers at the seminar
were NA TP A members including Chen Tai-ming, Chen Tu, Hsu Tien-tsai, Li Cheng-few and
Huang Chao-yuan. Over 300 people attended the seminar. In addition, NA TP A and San
Francisco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co-sponsored a seminar in memory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s 40th anniversary.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1987 was $30,236 covering expenses fo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40th Anniversary memorial seminar, publication of collected essays resulted from
the Taiwan public policy seminar, expanded NATPA officers' meeting, and financial aids for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Most of the needed funds came from the Chu-yen Foundation
founded by anonymous donors.
In 1987, Taiwan University expelled a student named Li Wen-chung. NATPA's student
affairs group wrote several letters to Taiwan University President Sun Jun to express its
concern and to stress the need to respect students' rights. NATPA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organize a team to visit Taiwan. The KMT regime had initially agreed in principle, but the
trip had to be cancelled because two of the members could not receive visas in time. This
event once again demonstrated the government's keeping a black list. Originally the
Executive Yuan and Director of National Science Commission had agreed that NATPA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Commission would co-sponsor a semina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it had to be aborted 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resolve some technic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black list issue.
On July 15, 1987,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lifted martial law and allowed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visit their relatives in China. The martial law was replaced by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1987 annual meeting of NATPA was co-sponsored with the West Summer Camp.
The occasion helped to revive West Summer Camp that had not been organiz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Prof. Huang Chao-yuan was elected NATPA's 8th president. A native of Tainan,
Taiwan, Prof. Huang received his Ph.D. in Physic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number of
members who paid their membership dues exceeded 400 in 1987.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
year was $28,600 and NATPA's books were balanced.
From August 15 to 17, 1987, NATPA and Taiwan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co196

sponsored a Taiwan Public Policy Seminar at the International Hal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ince the seminar focused on current politics, the gathering was known as
Taiwanese Nation Building Conference. NATPA sent 8 of its member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y were: Fan Liang-hsin, Lin Wu-nan, Hsieh Pi-hsing, Fang Cheng-shen, Lin
Tsung-kuang, Hsiao Hsin-yi and Liao Shutsung. The last three professors on the list however
were not able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s the KMT government denied them visas to travel to
Taiwan. By denying some Taiwanese their right to visit their native land, the KMT violated
the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return
home. Having been denied visas, the three professors asked their colleagues to read their
papers on their behalf at the conference. Though Lin Wu-nan who was also blacklisted and
had been denied of a visa, he skillfully managed to enter Taiwan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For
his violation of entry regulations, the KMT authorities later denied him a visa to visit Taiwan
as one of the NATPA representatives to observe Taiwan's elections in 1989.
The speakers and their lecture topics at the 1987 Taiwan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
were:
(1) Politics: Lu Hsiu-yi "Focusing on the 417 Resolu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Adoption of DPP Policies", and Chang Chun-hung "Taiwan's
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2) Foreign Affairs: Hsiao Hsin-yi "When the Umbilical Cord Dropped", Lin
Tsung-kuang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Chen
Shao-ting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Communist China's Policy toward
Taiwan".
(3) Economics: Fan Liang-shing "A View of Taiwan's Economy", and Peng
Pai-hsien "A Study of Taiwan's Regulated Economy and Its Liberalization".
(4) Environmental Ecology: Shih Hsin-min "Petroleum Industry and AntiOfficial-Appointment Movement", Fan Cheng-s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Chang Kuo-Iung and Huang Chin-hsien "Taiwan's Nuclear
Energy Policy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 and Lin Chun-yi "A Study of The
Policy for Closing Down Taiwan's Nuclear Power Plants".
(5)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Liao Shuts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 Research Activity in Taiwan", Lin Yu-ti "The End of KMT-Dominated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s Education in Post-Martial Law Era", and
Tung Fang-wuan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Taiwa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On August 17, NATPA and Taiwan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jointly issued their
post-conference announcement and advanced several proposals including: reform and
reelection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mayors of
Taipei and Kaohsiung, abolishment of "Temporary Provisions effec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ought and freedom of home coming, rectification of
Taiwan's name, popular sovereignty, peaceful exchanges with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localization, respec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pposition to
nuclear energy.
On September 30, Taiwan Political Victims' Society was formed in Taipei's Kuo-ping
Hotel. Because the Society's constitution had stated that Taiwan should become independent,
Taiwan's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s arrested DPP's Tsai Yu-chuan and Hsu Tsao-te. NATPA
voiced its strong protest demanding that the KMT government respect and protect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ought.
During the year, NATPA members completed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1)
Nuclear Energy: The group members were Huang Chau-yen (convener), Lin
Wunan, Li Che-shen, Lien San-lang, Hsieh Jung-chi and Yeh Kuo-shih.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hree papers by non-NA TP A members. There were 31
advisors and 8 of them wrote their opinions on nuclear energy. All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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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papers were collected into a special issue and published in Bulletin, Vol. 7,
No.1, Feb., 1988. The collected papers were sent to Hsu Jung-shu, Yu Ching
and other legislators, Taiwan Power,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related
agencie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lso wrote NATPA requesting for the
collected papers.
Election of All National Assembly Members: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ere
Chang Fu-mei (convener), Chang Hsu-cheng, Hung Chien-te and Tien
Hung-mao. On January 12, 1988, the group completed its report propos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Due to the death of Chiang
Ching-kuo the following day, the report was not made public. During the
Taiwan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 this group did make know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e group members included
Lin Tsung-kuang (convener), Chen Ching-chih, Chen Fang-ming, Chen
Pi-chao, Chen Ping-chi, Hsiao Hsin-yi, Kuo Fan-kuei and Tsai Wu-hsiung. At
the 1988 annual meeting, three of them presented their papers: "Taiwan-China
Relations during 1979-85" by Chen Ching-chih, "Taiw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by Chen Fang-ming,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China
Relations" by Lin Tsung-kuang.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t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Fan Liang-hsin read a paper discussing 'Taiwan-China trade relation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he offered his view on Taiwan's
economy at the Taiwan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
Economy of Taiwan: The group members consisted of Hu Sheng-cheng and
Hsiao Sheng-tieh (Co-conveners), Chang Hui-hsiung, Chen Tai-ming, Fan
Liang-hsin, Hsu Tien-tsai, Li Feng-shih, Lin An-yi, Hsieh Tsang-che, Li
Cheng-fu and Wu De-min. The group completed a special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foreign reserve, trade and finance. After the May 20 Affair, the group was
restructured as Taiwan Agricultural Economy Research Group with Hsiao
Sheng-tie and Li Wen-hsiung as the co-chai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mbers of the group were: Lin Wunan (convener),
Chang Shih-che, Chang Yao-min, Fan Cheng-shen, Ho Juhsie, Huang
Wen-chiung, Ko Chiung-yao, Lin Chueh-ta, Liu Kuo-chen, Wu Shi-kuei and
Yeh Kuo-shih. The group completed a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aiwan Power's power plant in Taichung and studied and
evaluated Formosa Plastic Company's Liouching Plant.
College Education: The group had six members: Wu De-min (convener), Hsu
Che-chi, Huang Chao-yen, Chiang Young-chih, Lin Ching-chu, Liao Shutsung
and Tsao Yao-Chung. The group critiqued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studie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ssue.
Taiwan's Stock Market: Taiwan's stock market was not healthy. Most people
who inve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were opportunistic and possessed a
get-rich-quick mentality. KMT state and party elements joined forces with
major financial giants in manipulating the stock market. NATPA consequently
invited stock market specialist Li Hwalin to analyze Taiwan's stock market so
that a reform proposal could be proposed.
Study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Chiang Kai-shiek-led KMT regime
oppressed the peopl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 post WWII Taiwan.
Inflation skyrocketed causing widespread starvation and a high rate of
unemployment. There was no semblance of justice. The worsening general
situation in Taiwan was a continuing cause for the people's discontent with the
KMT authority. Police detaining of a cigarette vender, and the subsequent
shooting of an innocent man by government agents directly led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ver 20,000 Taiwanese including numerous Taiwanese elite were
slaughtered by KMT troops dur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The mass
killing of Taiwanese contributed to the prolonged animosity between native
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settlers brought in by KMT. The Inciden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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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ed a turning point in Taiwanese history. NATPA invited Chen Fang-ming
to do research on the Incident.
Prof. Sun Wen-yi of Purdue University called NATPA member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ontained erroneous accounts on Taiwan. After careful
reading, Hung Chi-lung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ere numerous errors made in the
Encyclopedia's discussions of Taiwan's administration, society, and political views. In
February 1988 President Huang assisted San Diego City's overseas Taiwanese to establish a
Taiwanese Language Coordination Society, with the purpose of coordinating the usage of
Taiwanese words and phrases.
On July 15, 1987, Chiang Ching-kuo declared an end to martial law in Taiwan. On
January 13, 1988, Chiang Ching-kuo died of illness and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Lee was the first native Taiwanese president of
the ROC. On April 14, the DPP passed Resolution 417 stating,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state. It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cannot be chang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aiwan's inhabitants."
On May 20, 1988,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Yunlin Farmers
in Taiwan traveled to Taipei and proteste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allowing the import of
fruits and thus adversely affecting farmers' rights and welfare. Clashes developed between
farmers and police resulting in the arrest of many farmers' representatives. This was known as
the May 20th Incident. NA TP A made a statement protesting the arbitrary beating and
arresting of farmers' representatives.
In addition, NATPA issued a pronouncement expressing its view regarding Taiwan
Power's build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 No.4. It asked that the build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 No.4 should be halted until completion of an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exist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safety so as to protect lives and security of the citizens in Taiwan.
In 1988,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together with the Mid-West Summer
Camp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side from the summer camp activities, NATPA
sponsored three panels. The first panel chaired by Chang Fu-mei focused on American
students' views of Taiwan. Two American professors who had visited Taiwan spok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In the second panel chaired by Lin Tsung-kuang, three panelists
spoke on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third panel, Fan Liang-hsin discussed
Taiwan-China trade relation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NATPA members elected Chen
Wen-yen as the 9th president. A native of Taoyuan, Taiwan, Professor Chen Wen-yen
received his Ph.D. in Psychology. (He subsequently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FAPA and was
a presidential policy advisor.)
NATPA membership reached 480 in 1988-89. The Association had an income of
$80,000, including $30,000 donated by members and friends of NATPA.
On February 11-12, 1989, with the co-sponsorship of Tsu-li (Independent) Evening
News, a NATPA research group chaired by Lai Yi-hsiung held a seminar in Washington DC
on Taiwan's trade and agriculture. The invited overseas Taiwanese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experts discussed issues related to Taiwan's trade,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The Tsu-li
Evening News published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panelists.
On March 17, 1989, NATPA and Center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intly
gave a cocktail party at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new home on Connecticut Avenue to
welcom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attending the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Present at the party were more than 150 guests including
prominent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Taiwan's representatives of various groups (DPP, WUFI,
Taiwan Nation Building Committee and Taiwan's official diplomatic office in the U.S.), and
many Taiwan experts and librarians in charge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s at various major
universities. The event was a success.
199

On April 7, 1989, Tsuyu Shihtai (Liberty Era) magazine President Cheng Nan-jung,
who was an advocat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even though he was a post-1945 immigrant
from China, set himself on fire to resist the KMT regime's arrest as well as to express his
strong belief in freedom of speech. Cheng was survived by his wife Yeh Chu-lan and a
daughter. NATPA mourned Cheng's death and expressed formally its demand that the KMT
regime resp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of the media.
On June 4th, the high authorities of China sent in troops to suppress pro-democracy
college students gathered at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were killed as a result. Various Western nations adopted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resulting in
China's isolation once again. NATPA strongly condemned China's violent suppression and
slaughtering of student protesters and compared it to the KMT's violence against Taiwanese
during the February 28 (1947) Incident in Taiwan. Both events demonstrated how the CCP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the KMT regime in Taiwan resorted to the use of brutal force to
suppress people struggling for human dignity.
In 1989, Taiwan held a series of elections. These were the first post-martial law
elections in which the DPP could legally compete against the ruling KMT.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elections, NA TP A decided to send a team to observe the elections. The
team consisted of Liao Shutsung (team leader), Lin Tsung-kuang, Chang Hsu-chen, Lin
Wunan, Ethel Klein and Peter Tague. The last two team members were American professors
(respectively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invited by NATPA to
join the team. Lin Wunan, however, could not make the trip due to the KMT regime's refusal
to grant him a visa. On the other hand, NATPA Vice President Lin Ching-chu while then
lecturing and attending an internal medical conference in Taiwan wa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por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tour. In addition to the NATPA team, there were more than ten
observation teams sent from the U.S. by U.S. Association of State Affairs, U.S. Congressional
Aides, U.S. Democratic Party, FAPA, etc.
During the two week period, NATPA team members visited numerous candidates,
campaign headquarters, and candidates' speech-making gatherings throughout Taiwan. They
also interviewed voter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ir views. In addition, they visited Interior
Minister and concurrently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Director Hsu Shui-t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Chiu Tsuang-fan, Taiwan provincial Assembly President Kao Yu-jen,
KMT Revolution and Practice Research Institute Director Wei Yung, officials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Clean Election Alliance,
human rights groups,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journalist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election
observation teams.
Afterward, the NATPA observation team issued an official statement stating that the
election was a major milestone in Taiwan's journey toward democratization and confirming
that about 70% of the print media did freely report candidates' campaign activities and their
campaign views, and the fact that over 70% of the eligible voters cast their votes. The team
was pleased that in spite of the threats of China and the KMT, many candidates did forcefully
express their views challenging the KMT's basic law and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PA team criticized vote-buying, the army's open support for
selected candidates and mobilization of voting corps intending to maintain the ruling KMT
party's base. It demanded an end to illegal and unethical military interference in politics. It
also strongly protested that China's government openly asked the KMT regime to deal
harshly with candidates who had advocated Taiwan independence, that China openly
expressed its unease with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hina's other acts interfering in
Taiwan's elections and politics. It was indeed strange to witness how several KMT candidates
not only did not criticize China's interference but instead echoed Beijing's views.
The NATPA team observed that under the "party and state as one" KMT rule, the
election law contained favorable treatment for the ruling party, and KMT-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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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including newspapers, T.V. networks and radios--carried numerous unjust and unfair
reports about opposition candidates. The judiciary continued to serve as a tool of the
executive agencies.
In addition, the observation team was greatly dissatisfied with: (1) the system of
electing overseas legislators; (2) the limited number of directly elected legislators from
Taiwan which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3 of the total; and (3) the president, provincial
governor and mayors of Taipei and Kaohsiung were not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voters. It
argued that Taiwan could not become a democratic country if these systems were not
corrected.
The team's specific findings were: (1) Although the KMT received more votes than
the opposition DPP, the percentage of the votes it won had dropped while that of the DPP had
increased. (2) There were still reports of vote buying and trading, votes cast by the deceased,
voting corps, and the ruling party's illegal and unethical manipul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to
influence voters. Such election improprieties, however, did not impact the election results as
much as in the past. (3) Due to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awakening and demand for democracy
as a part of the world's rising democratic tid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would continue. (4)
Although advocac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was officially still a taboo in Taiwan, Taiwan
independence did become a focus in this election. Voters questioned and even challenged the
ambiguous status of the country. (5) The KMT regime and China's attempt to suppress the
voters' voices for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 independence were not very
successful. (6) While democratic movement groups were joining forces, the extreme right,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elements appeared to form a conservative camp. (7) Taiwan's party
politics is developing rapidly. (8) The DPP was successful in this election, but whether it
could rival the KMT in the future would depend on whether it could expand its popular base
and strengthen its organizations by recruiting tal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lue print for
governing the nation. (9) The opposition party won several important mayoral and county
magistrate elections, but the KMT still control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o cooper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hands of the
opposition,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for the future. (10) The KMT suffered an
unprecedented blow in this election. Besides acknowledging its failure, it has promised to
carry out ref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m believed that the chains that had held back Taiwan's
democracy must be cast off. The team proposed: (1) to improve election and impeachment
laws so as to bring about fair, rational, and democratic competition for political power; (2) to
immediately allow private ownership of T.V. networks, radio stations and other media and to
protect freedom of speech; (3) to abolish "Temporary Provisions Effec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4) to revise all aspects of the Constitution so that all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s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 are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5) to abandon immediately the claim to China's
sovereignty; (6)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ransparent, and fair judiciary; (7) to remove the
KMT's influence in the army and intelligent agencies, (8) to end KMT -dominated and
China-centered education; (9) to end part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trol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all level of schools; and (10) to inculcate democratic ideas and a nativistic
ideology in the people and build a healthy and sound character within citizens.
The election results were: (1) Of the 21 county and city magistrates/mayors, the KMT
and DPP respectively captured 14 and 6 while another one was for a nonparty candidate; (2)
Of the 101 legislative seats, the KMT and DPP won 72 and 21 respectively while the
remaining 8 seats went to nonparty candidates; and (3) the KMT received about 60% of votes
cast while the DPP got nearly 30%.
Prof. Lin Ching-chu was elected the 10th president of NATPA. A native of Taichung,
Taiwan, Professor Lin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He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of high-risk obstetrics, fetus physiologic-pathology, de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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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the fetus, and related areas. The number of dues paying members reached 420.
There was however, quite a number of members who had fallen behind in their dues. NATPA
had been compelled to suspend privileges of members who failed to respond after having
been thrice reminded of their dues paying responsibility. The budget for the year was about
$80,000. The surplu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was $30,000, while the total received dues was
$15,000 and donations amounted to $35,000. In terms of expenditure, $40,000 resulted from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holding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cluding 3 preparatory meetings, and
arrangements with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Other expenses included printing costs and travel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election observation team.
The year 1990 witnessed the election of Taiwan's 8th president of the ROC. Prior to
the election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ich alone was charg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electing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president, conservatives within the KMT disapproved of
President Lee Teng-hui's choice of his running mate as well as his policies. Conflicts resulted
between the pro-Lee mainstream camp and the anti-Lee non-mainstream camp within the
KMT. Challenges to President Lee came primarily from the Chiang Kai-shek/Chiang
Ching-kuo family and their loyal supporters. On March 10, pro-democracy college student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jointly signed a pronouncement demanding a
return of political power to the people and a rewrit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n March 14,
students of Taiwan University went to the KMT Headquarters to sit in silent protest. They
made 4 major proposals: abolishment of "Temporary Provisions Effec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Mobilization", an end to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s, dissolution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adoption of a timetable for democratic reforms. On March 16,
students from various major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joined in a sit-down protest at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Park and thus began the so-called March Wild Lily
Movement. Students of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formist professors supported
the student protestors. Whe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t the Memorial Park reached 5000 on
March 21, President Lee receive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nd reached with them basic
agreements: promising to pursu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striving to meet the students' four
demands and convening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On March 22nd, NATPA declared its
continuing support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
From April 19 to 20, 1990, NATPA, FAPA, and Center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intly sponsored a conference on Taiwan's economy and trade. The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Hsu Fu-tung (chair), Li Chen-fu (program director) and
Hu Sheng-cheng (secretary). In addition to the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Taiwan and
elsewhere, the attendees included U.S. Senator Frank Murkowski, Vice Chairman of the U.S.
Presidential Council on Trade Donald Case, U.S. Taiwan Economic Adviser William Mortell
and several American scholars. The conference certainly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U.S.-Taiwan trade.
During the year, NATPA made the following 6 public statements: (1) a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Hsu Hsin-liang case; (2) a joint statement with World Taiwanese Associations
on the sentencing of Lo Yi-shih; (3) a joint announcement with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demanding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hole-sale election of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abolishment of overseas legislators; (4) NATPA's
opposi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u-ching plants; (5) NATPA's support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protest actions; and (6) NATPA's support for Taiwan Tribune's (Kong-lun-pao)
sponsoring a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Taiwan. NATPA President Lin Ching-chu
suggested that NATPA ought to have three major focuses: (1) To build a huge pool of
Taiwanese talent as a long-term goal, (2) To become a sound organization with talents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and carry out research on Taiwan related issues, (3) To recruit new
blood so that there will be a new generation of NATPA members.
On May 20, Lee Teng-hui became the 8th president. President Lee appointed General
Hau Po-chuan to replace Li Huan as the Premier. The appointment of an active general led to
a widespread protest against military interference in politics but this was apparently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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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sident Lee to solidify his position. On June 29,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convened.
On October 7, President Lee tactically set up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On the same day,
the DPP passed a resolution declaring that Taiwan is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PA's major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was the convening of its first-ever annual
meeting in Taiwan. In 1989, NATPA President Lin personally informed Interior Minister Hsu
Shui-te of NATPA's plan to hold its coming annual meeting in Taiwan to celebrate its 10th
anniversary. On January 20, 1990, the annual conference preparatory committee met in
Chicago. In the month of March, NATPA members suggested a total of about 60 possible
discussion topics for the planned conferenc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several of its
members were attending Taiwan Economic and Trade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D.C., the
annual meeti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met in the U.S. capital on April 21. In mid-May,
NATPA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to announce its plan to hold its annual meeting in Taiwan and
dispatched NATPA representatives to visit appropriate agencies and scholars/expert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the diligence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e dream of NATPA
members meeting in Taiwan became a reality. Sponsoring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in
Taiwan served two purposes: on the one hand it showed NATPA members' love and care for
Taiwan and, on the other hand, NATPA members were able to repay their homeland with their
Taiwan-targeted research findings.
On June 29, fulfilling his promise to the student movement representatives, President
Lee convened the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While NATPA did not send its members, two
of its senior members Prof. Liao Shutsung and Prof. Chang Fu-mei were among the five
overseas dissidents that represented the overseas Taiwanese in the Conference.
Before the Conference, overseas Taiwanese dissident Chen Chao-nan was arrested for
allegedly having committed the crime of rebellion. In order to rescue Chen, Prof. Liao and
Prof. Chang joined four other overseas Taiwanese (Chen Tang-shan, Wu Li-pei, Wang
Kuei-jung and Yang-Huang Mei-hsing) in visiting Presidential Secretary General Chiang
Yen-shih at the Presidential building. Liao asked Secretary-General Chiang, "Would I be
arrested for rebellion if I quoted U.S.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s well-known saying that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use force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Chiang responded by
saying that if there were no actions taken then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problems. In reality,
Liao, in support of Chen Chao-nan and with the wish to tell citizens in Taiwan, did quote
Thomas Jefferson to stress that the peopl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xistence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Chiang asked the 6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to trust the judiciary's ability
to be fair in dealing with the case. After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e prosecutor determined
that Chen Chao-nan's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U.S. had violated both article 5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nishment for Rebellion and article 2, section 3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preparing to use illegal armed violence for overthrowing the government and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 territory. Chen was consequently prosecuted. In the conference, Liao stated
clearly that under democracy,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use arms against a dictatorial
government. The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a widely quoted his statement the next morning.
During the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Liao led a walk-out with two other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Ms. Yang Mei-shing and Mr. Wu Li-pei to protest the KMT's views equating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the U.S. Electoral College. The three overseas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s' walk-out strengthened the will of the other reformers. The reformers jointly
exerted pressure on the KMT representatives. A consensus was subsequently reached that the
voters should directly elect the president. It is Liao's understanding that former president Lee
appeared to support the popular election of Taiwan's president.
In discussing China's future, Liao, a biology professor, resorted to his knowledge
about the division of a ce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nimal. He argued that for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Chinese, China should be divided into 8 to 10 countries each with its different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to develop its ow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independent countries
could, based on the wishes of people, join together to form a new country with certain
relationships in regard to issues related to military, diplomacy and economy.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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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federation or commonwealth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would be an entirely democratic and natural integration. And
for the states that opted not to join, thei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ere should be no force used to threaten them. Later, former President Lee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n countries. His view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Liao.
Indeed, such a view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orkable option for settl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became the guide for Taiwan's
subsequent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The conference reached consensu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eform of the legislature, re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reform of
central government system,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Specifically,
these are the reforms to be carried out:
(1) National Legislative Reforms: In late 1991, all aging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s
would be asked to retire; new national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s would be elected
on the basis of a one ballot system of party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but there
would also be at-large seats; though the three legislative branches would be
allowed to continue, the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ontrol Yuan
would either be appropriately adjusted or there would only be the Legislative
Yuan.
(2)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w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voters, and local government self-rule regulations as prescribed in the
Constitution would be implemented; the popular el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township heads would be brought to an end.
(3) Central Government System: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 mixed system
of president and cabinet system, adjustmen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ntrol
Yuan and the Examination Yuan would be instituted.
(4) The Constitution: The temporary provisions to the Constitution would be
eliminated and the Constitution revised accordingly.
(5)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 the premise of not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exchanges with China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special agency in charge of China Affairs. An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 should be
created to deal with trade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hould be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security for both sides. Negotiations should proceed gradually step-by-step,
starting with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law and order issues. And later when
situations are favorable political differences could be discussed and resolved.
NATPA was happy to see the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reaching consensus on various
major issues, but it is closely watching to see if the ruling authority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to
implement the agreements and decisions reached.
The founding of NATPA ha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mpted the formation of other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NATPA, Taiwanese
Americans formed such major organizations as 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1982), NATM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83), and NATW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1988).
On December 29, 1990, in support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professors of
Taiwan's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med 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TAUP). TAUP has aimed to bring together academic professionals who aspir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to promote political democracy, academic freedom, social justice,
economic fairness, cultural advanc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orld peace. It can
be said that NATPA, NATMA,
FAPA and NATWA all share one and the same goal. All of them are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rought together Taiwanese experts, scholars and men/women striving for Taiwan's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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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form.

Concluding remarks and acknowledgements:
The contents of this article are largely based on NATPA's: "A Decade of NATPA"
published in 1990. The book was edited by Prof. Chen Ching-feng (Alan) who passed away
on May 20, 2005. NATPA president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provided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the book and also reviewed this article. A Han Ji version of the NATPA's 1st Decade prepared
by Dr. Chuu Chih-pin and Prof. Liao and submitted to Wu San-lien Foundation for
publication was very helpful in preparing this English version. The author is very grateful to
Prof. Chen Ching-chih,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aiwan Inquiry for providing the initial
English version and to Prof. Jerome Keating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for final editorial
assistance. Although the author has tried hard to find appropriate romanization of their names,
many of romanized names may not be the ones used by the individuals.
Many NATPA activities have had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many members and
scholars and friends, especially those in Taiwan. We are also very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strong support of two deceased friends, Prof. Lee Cheng-yen (Taiwan) and Dr. Kuo Jong-chi
(Japan). The author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wo deceased NATPA leaders, Dr. Hwang
Ching-lai (Kansas) a key founding member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PA and Dr. Lee
Ya-yen (Texas) NATPA's 12th president; they promoted many activities related to Taiwan
Culture and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Financially, we should thank Yen Yung-tsai (C Y
Fund), Lee Hwalin (Chuan Liu Fund), and Lee Ya-yen (Tuan Ben Fund) as well as other
donors, many of them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anonymously. One project, jointly promoted
by NATPA HQ and Dr. Chen Yong-hsing as well as other scholars in Taiwan, involved
various assistance to about three dozens young scholars to visit and study in the USA. Many
of them are now leaders in the government or in academic institutes in Taiwan and are
making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NATPA was also grateful to Mr. Lee Guang-chun for
providing his hotel near Chicago O'Hare airport for many NATPA meetings. NATPA HQ's
activities were often assisted by Dr. Yang Shi-tien who also compiled and updated the
membership directory for many years. It is important also to note that more than five dozens
of NATPA members are now in Taiwan and are directly involved in building new Taiwan.
Active involvements of NATPA and NATPA members in various activities related to
Taiwan also led to many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s (Supported by C Y Fund*, by
T B Fund**):
(1) Symposium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ies in Taiwan (1986). *
Chief
Ed.: Wang Chiu-se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 The Collective Basic Min-nan Taiwanese Dictionary (1986). Wu Shou-li, Vol. I and
II
(3) Essays on Taiwan Problems (1987). * Ed. by Chang Fu-mei.
(4) Palms of The Taiwanese (1987).** Hsiao Tyzen's Compositions.
(5) Essays on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f 1947 (1988).* Ed. by Chen Fong-min.
(6) Taiwan Public Affairs Symposium (1988).* NATPA and Taiwan Human Right
Association.
(7)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A Research Annual, 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Export and Financial Analysis) (1989). Ed. by Lee Chen-few
and Hu Sheng-cheng.
(8) Re-examination of Formosa Incident (1990).* By Lu Shiu-lien.
(9) Taiwan Culture (1985-1989). Prof. Chen Wen-Chen Foundation. Many NATPA
members particip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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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PA has made man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during its first decade and
it is still continuing its efforts in joining forces with Taiwanese in Taiwan to develop
democracy and to build a prosperous new n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wish to quote two mottos
that have been the guiding spirit of NATPA members: "In hell, the hottest places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remained neutral in a moral crisis," by Dante Alighieri and "Succ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by Kenneth Groom.
Shutsung Liao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s/Institutes in the fields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ATPA and is a
member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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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CONSTITUTION
Article 1

Name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shall be: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may be referred to as NATPA.
Article 2

Purposes

The purposes of NATPA are:
(1)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ts utilization;
(2)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exchange, cultural contact among
people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3) to sponsor scholarl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subjects related to Taiwan; and
(4) to further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s and administers charities and scholarship funds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ertaining to the above objectives.
Article 3

Membership

Individuals who have an ethnic root in Taiwan and subscribe to the stated purposes of
NATPA are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specified in the
Bylaws.
Article 4

Funding and Support

The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NATPA are supported primarily by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from concerned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and by membership dues. NATPA also seeks
grants and support from founda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rticle 5

Operation and Dissolution

No part of the net earning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or be distributed to
its members, directors, officers, or other private persons, except that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authorized and empowered to pay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services rendered and to
make payments and distributions in furtherance of the purposes set forth in Article Two
hereof. No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the carrying on of
propaganda, or intervene in (including the publishing or distribution of statements) any
political campaign on behalf of any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ese articles,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carry out any activities not permitted (a)
by a corporation exempt from federal income tax under section 501 (c) (3)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or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 of any future 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Law) or (b) by a corporation to which contributions are deductible under section
170 (c) (2)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or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 of any
future 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Law).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after paying or making provision for the payment of all of the
liabil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dispose of all of the assets of the association exclus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This shall be done in such manner, or to such
orga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organized and operated exclusively for educational or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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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 as shall at the time qualify as an exempt organization or organizations under section
501 (c) (3)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54 (or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 of any
future 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Law),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determine. Any
such assets not so disposed of shall be disposed of by the Court of the Common Pleas of
country in which the principal office of the association is then located, exclusively for such
purpose or to such organization or organizations, as said Court shall determine, which are
organized and operated exclusively for such purposes.
Article 6

Amendments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may be proposed at NATPA annual meetings. Each proposal
must be co-signed by at least twenty percent (20%) of the members. Through mail ballot,
affirmative votes of two-third (2/3) of the members voting shall be required for adoption of
proposed amendments.

BYLAWS
Article 1

Membership

Section 1
Individuals who reside in North America, have ethic roots in Taiwan, hold or had held faculty
ranks/research position, in colleges, universitie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ubscribe to the stated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are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Section 2
After the initiation meeting, applicants for membership must be sponsored by two (2)
members.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Treasurer who will transmit them
to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for approval by a majority vote.
Section 3
Members in good standing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vote, to sponsor new members, to hold
office, and to participate in NATPA activities.
Section 4
Membership dues shall be determined at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Annual dues are
payable on or before the designated date. Notice shall be given to those members who have
not paid their dues by the designated date. If such dues are still unpaid sixty (60) days after
the designated date, those members shall cease to be members in good standing.
Section 5
Those members who move out of North America may continue as regula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ontinuing to be governed by Article 1 of the Bylaws.
Article 2

Meeting

Section 1
The annual meeting of NATPA shall be held at a time and place as arrang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ection 2
A special meeting of NATPA may be call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by
the written request of at least twenty (20) members with approv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as specified by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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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Written notice of all NATPA meetings stating the time, place, and purpose thereof shall be
mailed by the Secretary-Treasurer to each member at least thirty (30)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such a meeting.
Section 4
At least ten percent (10%) of the NATPA membership must be present in person or by proxy
to constitute a quorum.
Section 5
Each member shall be entitled to one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duly appointed by
instrument in writing. Unless otherwise requi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Bylaws, all
questions shall be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majority view of those NATPA members voting in
person or by prox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request a membership ballot by mail, to
challenge the decision made at the meeting,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delivery of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Article 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ection 1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be the NATPA policy-making body consisting of nine (9)
members to be elected by NATPA members through mail ballot. Of the nine members, five (5)
members shall be elected at large, while the remaining four (4) geographical divisions in
North America (Northeast, South, Midwest, and West).
Section 2
At its first general election, four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be elected to serve
for one year, and the remaining five to serve for two years. Thereafter, the Board members
whose terms have expired shall be replaced by Board members elected for a term of two
years. Persons who have served one full term shall not be eligible to run for a consecutive
term on the Board.
Section 3
In the event of vacancy, or of the inability of a Board member to serve his/her full term, the
Board may appoint a successor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unexpired term.
Section 4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exercise gene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NATPA affairs. Without limiting this grant of power in any way, the Board shall have the
power:
a. to elect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b. to apply for grants or secure dona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c. to publish or enter agreements to publish research papers, monographs, or newsletters;
d. to plan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e. to approve annual budgets;
f. to obtain annual audits of NATPA's finances.
Section 5
A regular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be held at least once a year at a time and
plac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President. Notice of Board meetings shall be given to each
board member in a manner as determined by the President. A speci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whenever called by the President or by any four (4) members of the Board.
Section 6
A quorum of five (5) members of the Board shall be required to conduct NATPA official
business. Five (5) votes cast by attending members or by mail shall be necessary for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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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resolution.
Article 4

Officers

Section 1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President shall be elected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y the
Board for a term of one year. After one full term,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shall remain
on the Board for one more year.
Section 2
a. The President shall be the 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 of NATPA and shall preside over all
membership meetings and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s. The President shall appoint,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oard, the NATPA Secretary/Treasurer, the Chairs and members of all
standing committees, and ad hoc committees established by the Board.
b. The Vice-President shall carry out the duties of an absent or disabled President and such
other duties as may be delega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 The Secretary/Treasurer shall keep the minutes of all meetings, issue notices of meetings,
be responsible for NATPA's records of accounts and the custody and disbursement of all
funds with the exception of funds designed according to Article 6, Section 3, present financial
reports as requested by the Board, and perform other duties as may be delegated by the
Board.
Section 3
NATPA shall have a headquarters managed be a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three standing
committees- Research, Publication and Finance. The functions of each standing committee
shall be defined by the Board each year.
Section 4
A vacancy in any office because of resignation, disqualification, or otherwise may be filled
by appointment by the President for the unexpired portion of the term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the Bylaws.
Article 5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Members of the Board

Section 1
The Board shall appoint a nominating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four (4) members, each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geographical divisio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all prepare a list
of nominees for election to the Board.
Section 2
Ten (10) NATPA members may, by petition, nominate a candidate or candidates. Such
petitions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y/Treasurer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preceding
the election.
Section 3
The name of those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the
names by petition, shall be placed on a printed ballot sixty (60) days prior to the NATPA
annual meeting. The ballots when marked signed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Secretary/Treasurer
by a date designated by the Board.
Section 4
Election shall be by plurality vote.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shall be announced at the NA
TP A meeting and the new Board members shall take office on October 1 following such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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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Regional Chapters

Section 1
Regional chapters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formed upon the petition of twelve (12) or mor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This petition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Board and ratifi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at the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Section 2
Each chapter shall establish its Bylaw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Section 3
The President of a regional chapt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submitting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report shall include chapter activities, and a financial
statement.
Section 4
The chapter may seek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Association headquarters for
any projec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Such assistance is
subject to approval by the President or the Board.
Article 7

Financial

Section 1
NATPA fiscal affairs shall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a fiscal year starting on October 1 of
the year and ending on September 30 of the next year.
Section 2
No expenditures shall be mad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less the item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in the annual budgets.
Section 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establish special funds as it deems appropriate, subject to any
restric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donors.
Article 8

Amendments

Section 1
Alteration or repeal of any Bylaws may be moved at NATPA meeting. Upon a favorable vote
of two-thirds (2/3) of the NATPA members voting in person and by proxy, the mo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membership by mail for a vote. Final passage on the motion shall require a
two-thirds (2/3) majority vote of the members responding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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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tsung Liao
Liao
ChiaChia-Yin Tsai
ChinChin-Teh Sun
DeDe-Min Wu
JangJang-Yen Wu
TsungTsung-Kuang Lin
Robert Y. Lai
ChaoChao-Yuan Huang
WenWen-Yen Chen
ChinChin-Chu Lin
Wunan Lin
YaYa-Yen Lee
ShiShi-Kuei Wu
WenWen-Yih Sun
Sun
LungLung-Chu Chen
Chung Y. Hsu
YuhYuh-Lang Lin
ChihChih-Mei Lin Chen
Frank Chiang
Hofu Wu
Wu
MaoMao-Shiu Lin
Jim T. R. Chen
ChihChih-Ping Yeh
Milton Chen
Hwan Lin
Henry T. Wang
Edward T.S. Huang
Ray Y. Lin
JeJe-Chin Han
Ben Liu

廖述宗
蔡嘉寅
孫錦德
吳得民
吳政彥
林宗光
賴義雄
黃昭淵
陳文彥
林靜竹
林武男
李雅彥
吳錫圭
商文義
陳隆志
許重義
林玉郎
林智美
江永芳
吳和甫
林茂修
鄭昭任
葉治平
程 孟 郎*
林環牆
王萃堂
黃東昇
林瑞陽
黃界清
劉斌碩

*程 孟 郎 會長不幸於任內在台去世。遺缺由副會長林 環 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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