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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志會 

石清正先生訪談紀錄 
 

何 義 麟∗ 
 

訪問／紀錄：何義麟 

時間：2016 年 10 月 29-30 日，29 日下午 4:00～30 日中午 12:00 

地點：美國加州聖荷西（San Jose）石清正自宅 

 

前言說明 

台灣協志會（以下簡稱協志會）對一般臺灣民眾而言，或許

是一個陌生的團體，但在北加州（以舊金山灣區為中心）甚至全

美第一代臺美人之間，則是一個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團體。協志會

對臺灣民主化發展有一定的貢獻，有鑑於此，在美國訪問研究期

間特別訪談協志會創會幹部石清正先生，並完成這份口述紀錄，

希望藉此讓大家了解灣區臺美人社團的組織與從事過的活動。 

1973 年協志會在聖荷西正式成立，這是一個非常具特色的北

加州臺美人社團，原本定位為文化藝術團體，但實際上也涉入海

外臺灣民主化運動。本次訪談透過洪其璧老師與林慧瑜老師夫婦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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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有機會在 2016 年 9 月 17 日於聖荷西拜會幾位灣區的臺

灣前輩，在這次聚會中首次見到石清正先生，並了解到協志會的

成立及發展，和臺灣的民主化有重要的聯結關係。透過後續的聯

絡，得知 10 月 29 日協志會將舉行年度會員大會，並獲邀參加當

天中午的年會聚餐活動。聚會結束後，前往石先生住家訪談，住

宿一晚，直到 30 日中午離開為止。前後約達 10 個月的陸續訪談

過程中，除了事先閱讀資料，設定訪談大綱之外，其間就盡量寫

下要點筆記，而後也多次進行電話訪談。本稿是長期採訪彙整的

內容，並非單次訪談的紀錄。訪談稿完成後，參照文字資料，重

新排序整稿。2017 年 6 月 25 日最後定稿時，依照原定的主題再

次順稿，並搭配一些圖片。石先生的發言態度大致是不表彰自己，

也很少批評別人，因此很多問題他都再三斟酌確認。在這樣的情

況下，有些談話細節並未納入。訪談主要是以臺語進行，但撰稿

時為讓讀者更容易理解，除非有必要保留臺語之語彙，原則上將

以華文書寫，希望本文能夠完整傳達受訪者的想法，並達到流暢

易讀的目標。 

一、可否簡單地從您的家庭情況、童年記憶與學校生活談起？ 

我的家族原本定居在宜蘭，但我是 1939 年出生於臺中清水，

因為爸爸工作上的關係，出生後就住在清水糖廠的宿舍。我母親

許仁愛也是宜蘭人，成長於一個傳教士的家庭。父親石朝焜是臺

灣總督府宜蘭農林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應該是跟郭雨新同屆，畢

業後就一直在糖廠工作。到了 1944 年時，因為總督府戰時的人力

動員，爸爸被編入農業隊並被派往爪哇工作。我是在基隆碼頭，

看見爸爸在軍艦上準備前往爪哇，這是我對戰爭最早的記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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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在美軍的干擾下，農業隊出海後又幾度折返，根本沒有抵達

目的地。由於爸爸不在家，媽媽就帶著我們兩姊弟，在同年間搬

回宜蘭老家。因為戰爭的影響，在宜蘭不到一年期間搬了幾個地

方，最初全家住在五結。這時候，經常碰到美軍的轟炸，要跑防

空洞，其中五結的紙廠受到爆擊情景，讓我記憶深刻。為了躲避

美軍的空襲，全家被迫疏開到丸山及三星等地，那裡是山丘高地，

沒有防空洞，而且可以看到美軍飛機群的轟炸。戰時最大的問題

是糧食缺乏，沒有足夠的營養，所以可能影響到很多小孩的發育。 

1945 年戰爭結束後，爸爸很快就回到家裡。依照殖民地時代

的日本學制，1946 年春我開始上小學。但是，不到半年我們全家

就從宜蘭搬到了竹山糖廠，然後我就在竹山，依照 9 月開學的中

國學制，再次從小學一年級讀起。剛開始上竹山國小時，交通很

不方便，要走一個小時且部分是崎嶇的山路，才能到達學校。後

來爸爸申請了糖廠貨車，載所有糖廠子弟上學，但下課後還是要

走路回家。二年級時，雲林分校成立，從糖廠走到學校走路只要

半小時。我在學校當班長及賽跑選手，喜歡玩躲避球與四人組成

的騎馬打仗賽。我還發明三層的大陣仗，大家玩得很高興，其他

還有烤番薯與其他戶外遊戲。在竹山四年小學期間，過著很快樂

的童年生活。 

我對竹山的印象很深刻，它位於濁水溪與清水溪之間，這兩

條溪過了竹山之後在二水會合。竹山背山面水，風景非常優美，

我們住的糖廠宿舍位於半山腰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晚霞照在綠山

清水上。竹山的山水美景，使我長大後很喜歡遊山玩水。竹山的

景色很美，但對外交通不便。要外出搭縱貫鐵路，必須渡過清水

溪到林內站上車。每當颱風一來，清水溪木橋被沖走時，渡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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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工具就只剩乘坐竹筏了。溪水非常急速，船夫必須拼命划，

當竹筏被沖到對岸下游時，還要用人力拉到上游，然後再渡回來。

不記得是哪一年，有一次颱風來，火車停在二水站，我就下車走

鐵軌線路，走過只有枕木的濁水溪鐵橋，一步一步踏著枕木，底

下就是洶湧的濁水溪急流，驚險萬分，一輩子難忘。竹山的童年

是快樂的，也體會到臺灣多自然災害，颱風、洪水、地震帶給人

們的艱難與痛苦。 

二二八事件時，竹山糖廠的情況也讓我印象很深刻。事件發

生後，有些竹山青年就聚集起來，拿走糖廠的槍枝，外省職員及

眷屬都被集中在禮堂，避免遭到騷擾。結果，整個糖廠就交給我

爸爸管理。聽說那時虎尾糖廠附近有個機場，機場的外省兵逃往

竹山。因此，竹山與虎尾的青年就在清水溪一帶夾擊這些外省兵。

爸爸在糖廠搭了瞭望臺，隨時觀察外界動靜，守護糖廠的安寧。

當有人陣亡被抬回來時，那群青年就會高喊著：「出來迎接哦！某

某人光榮回來了。」一段時期的混亂之後，才逐漸恢復平靜，竹

山糖廠持續運作，我們也照常上學。雖然不了解當時情勢，但擔

心害怕的心情，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記得很清楚。 

1950 年，我讀到四年級的時候，爸爸被改調到虎尾糖廠任

職，我也跟著轉學到糖廠附屬的安慶國民學校，當時的小學同學

中，後來比較有名的人物就是高我一屆的張富美（曾任僑委會委

員長），我跟她在小學的時候就認識了，沒想到多年之後，又在舊

金山灣區共同參與臺灣人的社團活動。在安慶國校的兩年期間，

教師陣容齊備，有國語、數學、自然、美術、音樂、體育等科任

老師。比起竹山國校一班只有一個老師包辦所有課程，差距非常

大。除了老師多，還有課外活動、童子軍活動（當時中學才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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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軍課），每月的康樂表演，如跳山地舞、演話劇等。雖然要準備

考初中，但沒有惡性補習，過得很快樂。學校的老師們確實都是

多才多藝，沒想到後來，校長和教務主任竟然都捲入了共諜案。 

有關校長王冠民老師案情的背景與經過，當時並不清楚。那

時候除了讓人覺得很恐懼之外，還有一種疑惑不解的感受是，這

樣令人敬愛、教學技巧這麼好的老師，為何會被抓走？王校長應

該是 1953 年時被捕，那時我已經小學畢業了。他被捕不久後就被

判刑並處決，同案的樂姓教務主任也被捕，她被關在綠島一段時

間，然後才被釋放出來。在 2001 年時，王老師的骨灰才由我在安

慶國小時的導師章福興先生送回中國安葬。1 記得 1952 年間我六

年級的時候，王冠民校長曾經極力主張要將一位新聘老師解聘，

引起學校內不小的風波，後來才知道，王校長應該是已經察覺，

那位老師是被派來監視他的特務。還沒到美國留學之前，隨著年

齡的增長與新知的吸收，逐漸了解一些事情之後，我個人對於當

時國共鬥爭的險惡情勢，已經有了大致的認識。 

到安慶國校上學不久，爸爸又被調到褒忠鄉的龍岩糖廠，靠

近臺西鄉，是一個很貧窮的地方。當地每年種植的農作物必須更

換，這樣輪作才能維持農作物的生長，農民每餐都能吃白米飯，

就算是很奢侈的事情。在褒忠鄉我更深刻地體會到農民生活的困

                                                      
1  根據石先生說明，並參考網路資料與檔案管理局之檔案目錄後可知：王冠

民（1915.4.8-1954.8.10），浙江東陽人，1935 年杭州師範學校畢業，1939
年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即從事地下黨工作。1947 年來臺後，主要
從事教育工作，曾出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會嘉義市書記，1949 年獲聘為臺南
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學校之校長，1951 年雲林縣從臺南縣分立出來後，繼續
擔任安慶國校之校長，直到 1953 年 9 月被捕為止，隔年 8 月 10 日遭處決，
遺體由其友人火化後保存。2001 年時，其骨灰被送回中國安葬，並受到中
共當局表揚為「革命烈士」。同案被捕教務主任，全名應該是樂楚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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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聽說這裡是鄧麗君的出生地。龍岩糖廠離安慶國校很遠，上

學大概要花一個小時。在冬季的時候，天未亮時就必須出門，先

走路去搭小火車，到站之後還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達學校。因此，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是借住在學校附近的姑媽家。 

為何爸爸如此頻繁地調動呢？聽說這都是那位浙江省籍廠長

的指令。這位廠長人品不錯，因為是留日的，跟爸爸交情很好，

但是對糖廠業務完全外行，所以很依賴爸爸的才幹，他調到哪裡

就要我爸爸跟著去。爸爸 30 歲出頭就擔任糖廠農務課長、推廣課

長等職務，對屬下恩威並施，工作很有效率，但卻沒有機會當廠

長。當時有些外省籍人士，從來沒看過甘蔗，來到臺灣就擔任糖

廠很高的職位。戰後，糖廠已經逐漸沒落，很多農民不願意種植

甘蔗，爸爸必須很辛苦地去勸說，工作非常繁忙辛苦。大概也因

為如此認真，才會操勞過度，44 歲就罹患肝病過世。 

1952 年國小畢業後，我原本是想要報考臺中一中，但爸爸要

我去考彰化初級中學。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有一位從上海回來的

友人，一家五口無處可住，他就慫恿我爸爸，在彰化八卦山旁買

了一棟別墅及芭樂鳳梨園。但是，房子土地產權竟然被登記在其

友人名下。爸爸很不甘心，所以要我去住那別墅。在這期間，他

友人的二兒子得了肺癆過世，後來又傳染給三兒子。我覺得很不

安，所以就搬離了那棟別墅。爸爸不放心我在外面居住，再叫我

借住在他朋友張朝邦先生的家裡。這棟別墅與果園，後來當然就

被侵佔了。 

爸爸的好友張朝邦的家，就在彰化市縣府職員宿舍內，實際

上他是南投竹山人，曾擔任彰化市長，陳錫卿縣長任內出任民政

局長。聽說，他因為任職民政局期間相當正直清廉而擋人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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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就被迫離職，可說是清官難為。2 我不太了解他的政治立

場，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借住他家的期間，讓我第一次有機會閱

讀《自由中國》雜誌。我對這本雜誌很感興趣，因為透過它讓我

知道很多國家大事，同時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各種問題提出深入

的評論，還讀到一些提倡實踐民主、自由的論述。所以，我上大

學以後，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還是訂購了數年的《自由中國》

雜誌，它對我的觀念想法有深遠的影響。 

在 1955 年初中畢業後，原本是獲得保送彰化高中就讀的機

會。但是，因為爸爸在我畢業前一年去世，家庭經濟發生困難。

所以，初中畢業後只好再搬回宜蘭老家，同時也改到臺北就讀高

中。這次的遷居與生活環境的變化，對我的生涯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 

二、對於世居宜蘭的親族與轉到臺北求學的情況，可否請您說明

一下？ 

我是 1955 年升上高中才來到臺北生活，由於當時的家裡的經

濟情況並不好，所以就寄住在親族張英柞（後來成為我的岳父）

的家。雖然，戶口也遷到臺北，但是在那裡我變成了外地人。石

家曾經是宜蘭有名的大家族，擁有不少土地與事業，大略的族譜

如下（以下依照石先生的手稿呈現，而非依規範格式製作），從這

裡可以看出我的太太張初枝，算是我的表妹，她的阿公張俶南是

                                                      
2  根據古典文學家張達修撰寫：「張朝邦先生墓誌銘」，張朝邦（1899-1961），

竹山人，臺中一中畢業，日治時期曾任竹山街助役，戰爭時期旅居中國南
京數年，戰後返臺曾擔任彰化市市長，而後出任民政局長，是臺灣中部地
區之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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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代的廩生，也是我爸爸的外公，當時應該算是宜蘭擁有科

舉功名的傳統文人。因為這樣的親族關係，我跟我太太雙方從小

就認識了，但並沒有約會過。直到 1967 年，在阿嬤的催促安排下，

才獲得親族的同意準備結婚。 
 

表 1 宜蘭石家的簡略族譜 3 
 

1 石豐裕（商號）     

2 石萬安（商號）--- 一、石豐年--- 4 石煥尚 ---石朝焜 ---石清正 

 二、石豐泰--- 2 石煥堂

3 石圭璋 

4 石進源 

5 石秀源 

6 石煥長 

7 石 有 

---石 滿（適陳呈祥） 

---石 團（適張英柞） 

 

（過繼四房） 

 

（適蔣渭水） 

 

---張初枝 

資料來源：石清正手稿 

我是從其他初中畢業，參加臺北市高中聯考而考上師大附

中，不是由初中部直升上來的學生。那時附中分 4 年初中接 2 年

                                                      
3  根據石清正先生的說明並比對各項資料可知：石家世代經商，為宜蘭甚具

名望之家族，大房經營的石豐裕與二房經營石萬安商號，是宜蘭兩大知名
貿易商行。石萬安家族有四房，大房石豐年、二房石豐泰、三房石崇岳、
四房石瑞州。石煥堂為宜蘭酒廠創辦人之一，曾任宜蘭廳稅務課雇員。石
圭璋（太太張初枝外公），自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獸醫講習生畢業，經
營牧場，曾參與蘇花公路闢建，另外也曾任臺灣民眾黨宜蘭支部幹部，二
戰期間曾到中國參加臺灣民主黨在福建一帶抗日活動，遭到日警逮捕，並
送回臺灣拘禁，其事蹟載於《臺灣省通志》。石煥長，又名為石霜湖，臺
灣總督府醫學校、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20 年代積極參與臺灣政治社
會運動，是蔣渭水妻舅，1930 年代轉往海外發展，曾在新加坡、上海、香
港行醫，並參與戰後香港的臺灣人政治活動。石滿，1931 年畢業於東京女
子醫專，與羅東陳呈祥結婚，戰後以陳石滿之名活躍於宜蘭，曾連任三屆
宜蘭縣議員，也曾擔任增額國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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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實驗班，以及各讀 3 年的普通班，我被編入 90%直升與其

餘納入外校入學成績較佳的普通班。與我同屆但在實驗班的有吳

伯雄，在不同普通班的有郁慕明，不同屆有陳履安，早期還有連

戰等。在學期間，我隱約地感受到校內有一股權貴的氣息，這時

我才第一次察覺到，臺灣有統治階級的存在。從初中到高中，同

學們週末出去玩樂，我卻經常要回家探望家人。在彰化讀初中時，

要搭火車到斗南，然後換糖廠小火車到虎尾，再換小火車到龍岩，

到家已經很晚了。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又要趕回學校。高中、大

學時期，週末也是要回宜蘭羅東。在高中以前，我都住在鄉下或

小鎮，接觸到大多是很純樸敦厚的人。來到附中以後，發現同學

都很活潑，能言善道，也有油腔滑調的。或許可以說，我是到了

臺北之後，才體會到什麼是油條的人。 

唸高中時，住在後來成為我太太的張初枝家裡，他的爸爸張

英柞在臺灣水泥公司管財務，深得董事長林柏壽的器重，他們雙

方之間有親族的關係。後來，他從臺泥公司退休，還到林柏壽經

營的公司擔任財務顧問。當時臺泥資金充裕，但丈人還是嚴格管

控，決不在外面跟商界應酬。他與張朝邦都是奉公守法、清廉正

直的人，他們的為人處世，是我心目中的典範，這樣的人格特質

對我影響甚多。 

我在師大附中的功課，國文算普通，但數學非常好。因此，

順利地獲得保送臺灣大學工學院的機械系。然後，我選讀該系航

空組。那一年，我們師大附中有 8 名學生獲得保送臺大，我們這

一班就占了 4 名。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就讀大學期間，我大部分

住在學校的宿舍，周末才回宜蘭老家。當時我覺得大學的課業非

常重，大三那年我還當了班代，雖然感覺兩邊的壓力都很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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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負責舉辦多次參觀工廠的活動。記得我們這一屆機械系的畢

業生共有一百多人，但其中大約一半是僑生，少數幾名是跟我一

樣的保送學生，其餘還有十幾名有辦法的轉系生，真正參加聯考

錄取進來的，大概只有三十幾位。到大學畢業唸書 16 年，求學算

很順利，遇到的老師及教授們，都很認真、稱職，我很感激他們

的教誨。同學們中不乏睿智之輩，互相切磋，獲益匪淺。 

依照當時的規定，大學畢業生必須服役一年半，因為暑訓三

個月加上學校軍訓算三個月，抵掉了半年役期，所以實際上是服

役一年。暑訓時，我曾到車籠埔、坪林等地受訓，大學畢業後，

抽籤分發到防空學校，在那裡先受訓三個月。這所防空學校位於

現在花蓮吉安鄉內，負責訓練防空部隊，那個地方也被叫做南埔

機場，是日本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的起飛機場。相對地，現

在的花蓮航空站叫做北埔機場。結訓後，成績前三名被留在防空

學校服務。我被留下來，擔任設施分隊工程官，負責校內土木工

程。前三名中除了我，有一名是蔣經國的毛姓表弟，另一名也是

高官子弟。防空學校服役期間，記憶最深刻的是，歷任校長都積

極投入修建工程。我的專業是機械，但卻擔任土木工程官，因此

這些土木工程都要參與，記得還負責興建一個露天跳舞及表演的

場地，但是到我退伍時，還沒完成。當時隊長有時還會到外面找

些工程，要我設計並製圖，當然沒有給任何報酬，我想是他要賺

外快吧！當時，我擔任空軍少尉月薪 300 元，一天薪水剛好可買

一包香菸，可見軍人生活非常清苦。服役期間，我已經開始準備

要到美國留學的事情，因此退伍不久申請的獎學金確定之後，就

直接到美國來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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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您談談你來美留學與求職並定居於聖荷西的經過？ 

當時出國手續繁雜，除了教育部要審查留學相關的文件之

外，退役軍人申請出境時，另外還要到團管區辦手續，最後還必

須取得內政部的良民證等。通過文件申請的層層關卡，1963 年 9

月，我順利到美國就讀明尼蘇達大學航空系。原本我也想申請包

括史丹佛大學等著名的學校，但是因為軍中信件檢查人員的延

誤，申請表被耽擱了，因此有些學校申請時間就無法趕上。最後

選擇這所學校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拿到了該校的獎學金，但會選

擇航空系，主要是跟隨那時代的潮流。1958 年蘇聯成功地發射人

造衛星，震撼美國的科學界，所以 1960 年甘迺迪就任總統之後，

就規劃了十年內要登陸月球的太空計畫。在這個目標之下，太空

科技與電腦很快就變成美國大學內熱門的研究項目。當時的電腦

研發，除了有商用的 IBM 電腦，還有科學用的 CDC 電腦，我就

讀的學校正積極往這方面發展，所以我也開始學習運用電腦。 

我從 1963 年入學，先在 1965 年取得碩士學位，然後在 1967

年取得博士學位，算是很順利就拿到學位。畢業前的暑假，我先

回到臺灣結婚，然後再回來美國辦理太太出國的手續。原本我是

暑假前就能畢業，但為了婚事，我把畢業延到同年 12 月。畢業後，

我先到紐約工學院（RPI）擔任助教授。跟我前後期畢業的同學，

很多人到美國太空總署（NASA）、波音公司（Boeing）等上班。

當時這些都是求職者非常嚮往的機構，但因屬國防機密產業，我

沒有綠卡與公民權，很難通過安全檢查，所以只好直接放棄。我

選擇到 IBM 應徵，並幸運地獲得錄用。找到這項專職之後，我就

離開紐約工學院的教職，然後花了兩個星期，開車載著我太太從



144 臺灣風物 67 卷 2 期 

 

紐約到加州，沿途遊山玩水，走遍黃石公園、大峽谷等知名的國

家公園。1968 年 9 月起，我在 IBM 設在聖荷西的研發部門上班，

從此就定居在北加州的灣區直到現在，我兩個女兒也都在這裡出

生，她們結婚之後也都定居在北加州，目前我已經有四個外孫了。 

我在 IBM 任職期間，主要是擔任公司電腦科學應用的研究工

作。例如，以電腦進行空氣汙染模擬的計算，這項研究成果曾經

被 IBM 拿來做電視廣告，我也出現在螢幕上，很多朋友都說在電

視上曾看到我。其實，這個成果的廣告也刊登在雜誌上。另外，

我也進行「磁泡」的研究，什麼是磁泡應該很少人知道，而且後

來並未成為商業用途，所以我就不多解說。由於磁泡的研究，使

我了解磁學的複雜及重要。為了磁泡研發工作，我從 1977-78 年

的一年期間，曾待在紐約 IBM 研究部門的總部工作。研發工作

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收穫的部分，應該是硬磁碟（hard disk）

的機械性問題之研究。1950 年代後期起，IBM 發明了硬磁碟，成

為電腦的重要部分。1980 年代初期，IBM 硬磁碟出現機械性問

題，整個研究所很多人投入與此相關的研究。為了普及個人電腦，

必須使用薄膜硬磁碟，以提高儲存量並小型化。有關開發薄膜硬

磁碟，我投入很多心血，這使我認識到硬磁碟的機械性之重要性。

這項研發工作的心得，對我後來離開 IBM 與友人合夥創立公司有

很大的幫助。在 IBM 工作十幾年期間，我曾經獲得「傑出貢獻獎」

與「傑出發明獎」（公司簡稱 OCA, OIA）等，十多年的研發工作

中，算是有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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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80 年石清正獲得傑出發明獎紀念照 

資料來源：石清正先生提供 

 

我定居在聖荷西的 1968 年這一年，剛好是美國反越戰、反傳

統最高潮的一年，嬉皮在此甚為流行。灣區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算是這些運動的一個重要據點，來到這裡當然也感受到當時

的時代氣氛。但是，我已經不是學生了，所以僅是精神上受到鼓

舞，而開始思考如何改變臺灣不合理的現況。此外，隨後發生所

謂的保釣運動，臺灣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所以自然地也關心臺

灣國內情勢，並思考臺灣前途的問題。我曾經參加過保釣運動的

座談會，在會中聽到有人說：國民黨要反攻大陸，已經不可能了，

但是要統治臺灣，還是綽綽有餘。這樣的說法，讓我內心出現一

股臺灣人確實是被統治者的悲憤。 

我雖然是理工科出身，但因家族長輩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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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以及個人閱讀思索的累積，我一直非常注意故鄉臺灣的

政治情勢。而且很幸運的是，灣區的科技產業的創新迅速發展，

吸引了很多臺灣留學生畢業後到這裡來就職，讓我在這裡可以碰

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後來，這群朋友很自然地就聚集起來，

成立各種臺灣人的社團。來到灣區的臺灣人，大多跟我一樣都是

就讀理工科出身者，但是其中也有少數唸人文社會的人才。我想

不論是同鄉會或協志會等，所有臺灣人的社團發展，主要都是在

人才眾多這個基本條件下，才得以不斷互相激勵並讓大家活躍起

來。 

四、在聖荷西上班以後，您如何開始參加或組織臺灣人的社團？

例如：有哪些同鄉會組織，1973 年前後為何成立協志會？

那時臺灣鄉親聚在一起，會談論臺灣前途的政治問題嗎？ 

就我所知，聖荷西（包括舊金山灣區甚至北加州）臺灣同鄉

會的組織，發展得比美國中西部或東部要晚一點，可能是因為留

學生比較少吧！當時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舊金山

分校都有臺灣來的留學生，他們何時成立哪些學生會組織，我不

太清楚。1965 年，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留學期間，就曾經加入當地

的臺灣同鄉會，會長是我的同學，現在他也住在北加州。來到聖

荷西之後，最初投入的同鄉會，應該是在 1971 年間成立南灣臺灣

同鄉會，實際上我也參與這個同鄉會的創會活動，首屆會長是

IBM 同事謝鐐暲。同一時期，我們也開始與史丹佛大學黃介山共

同舉辦讀書會活動。我認為黃介山來到灣區，對於往後北加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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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的聚集與社團組織有很重要的影響。4 他原本在康乃爾大學

唸書，大概與我同一時期到灣區的史丹佛大學，跟著Arthur P. Wolf

（武雅士），進行有關臺灣社會的調查研究的工作，聽說這個計畫

做了十年。 

1972 年初，我與黃介山，以及他們的研究計畫助理張鉦錞等

三人，開始在史丹佛校內聚會，討論要舉辨臺灣研究的讀書會。

同年的 8 月 25 日，舊金山灣區的幾位臺灣同鄉在我家舉辦首次的

讀書會，邀請黃介山發表演講，題目是「臺灣的戶口制度」，這個

讀書會最初的成員，除了我們三人，其他的參加者後來大部分都

成為協志會或同鄉會的基本成員。由於演講內容非常精彩，大家

都很感興趣，因此 9 月 15 日又舉辦了一場演講，聚會地點改在

Palo Alto。接著，除了安排演講會，也舉行座談活動，討論臺灣

前途問題，這時有人提議應該要組織社團。有了這些聚會活動的

經驗之後，1973 年起每個月兩次的讀書會或座談會型態就固定下

來。當時，聚會場所由黃介山負責，我負責找人演講、通知大家、

擔任錄音與記錄等事務。記得在 1 月中的一次聚會，我發出調查

表給所有參加者，詢問大家是否贊成組織社團，結果大部分人都

同意，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創立社團籌備工作。5 

                                                      
4  根據對黃介山的訪談得知，他跟李登輝同一年（1965）到康乃爾大學的留

學生，但李登輝比他年長十二歲。1969-1976 年間，他與 Arthur P. Wolf（武
雅士）在史丹佛大學與進行共同研究，越戰結束後，美國亞洲研究的經費
被大幅刪減，他才離開這項研究工作。兩人曾合著：Arthur P.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1980. 根據筆者所知，此書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
這項研究成果黃介山的貢獻很大，在臺灣調查工作期間，王世慶先生提供
最多的協助，兩人為樹林同鄉，王先生因此而來史丹佛大學訪問研究。 

5  請參閱：石清正、紀哲嘉整理，〈台灣協志會年表〉，石清正主編，《台灣
協志會廿年回顧》（協志會發行，1994.9），頁 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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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協志會從籌備到正式成立的經過，可以參考《台灣協志

會廿年回顧》這本書中紀哲嘉所撰寫的〈台灣協志會成立與大事

記〉，另外我還可補充一些細節。我記得在 1973 年 4 月 6 日，三

十多位同鄉集會商討設置籌備會事宜，並推舉陳都、石清正、黃

介山、黃仲義、莊東榮、曾照雄、謝鐐暲七人為籌備委員，並由

我負責起草章程。剛好姚嘉文停留在這裡，因此就請他擔任顧問

協助修訂章程，4 月 20 日他幫我修訂協志會章程到凌晨 4 點。隔

天 21 日，白天先舉辦野餐活動，並由林宗義教授演講：「臺灣人

民自決運動」，晚上在陳都家裡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會中確定協

志會組織名稱。並通過前一天草擬完成的章程，隨後發出成立大

會通知。依照會中選定的 5 月 18 日，協志會就在 Palo Alto 正式

成立，當天大會共有 43 位臺灣同鄉參加，會中選出七位董事，然

後由董事選出黃仲義、陳都為正、副會長。6 

1973 年協志會成立後，大家認為灣區各鄉會社團的活動有必

要事先協調。所以就在一次南灣舉辦的野餐中，蘇俊雄、張村樑、

黃介山、黃仲義與我等，一起討論推動成立聯合會的計畫。8 月

17 日我們先在黃介山家成立籌備會，由蘇俊雄與我起草章程。然

後，9 月 22 日就在蘇俊雄家正式成立「北加州臺灣同鄉組織聯合

會」。而後改稱為同鄉聯合會，其中「組織」被省略了。成立這個

團體是為了要聯絡協調灣區臺灣人社團之組織，最初由協志會、

東灣、東南灣、南灣、舊金山等同鄉會及兩個教會等，集結起來

成為創會之團體會員。日後，不少位協志會的幹部都曾出任灣區

各個同鄉會或聯合會之會長。換句話說，初期的協志會是灣區臺

                                                      
6  紀哲嘉，〈台灣協志會成立與大事記〉，石清正主編，《台灣協志會廿年回

顧》，頁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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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團體中的核心團體，所以各社團之間有信賴感，同時也具有

凝聚力。 

 

 
圖 2 台灣協志會會刊《蕃薯》第 3 期封面（1974.5.7） 

資料來源：石清正先生提供（蕃薯藤意象剪紙：林惠美女士創作） 

 

協志會與同鄉會有何不同呢？簡單來說，同鄉會的主要目的

是聯誼，協志會則更進一步想透過組織爭取臺灣人的權利。為了

回答類似你提出的相關問題，我們在 1976 年印了一本《台協會簡

介》的小冊子，例如：「為什麼要成立台協會？」，回答是：A.我

們是一群共同命運的人。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需要、共同意識，因

此有共同希望─ ─ 臺灣人要出頭天。B.我們需要互助合作，來促

進我們的福利及提高臺胞的地位。我們都知道，美國各個少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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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都是以他們的團體力量來爭取權益。C.我們必須有個團體來表

達我們的心聲。大家需要組織起來，表達我們的心聲及願望。7 其

他還有組織圖、活動簡介、一問一答等，你可以仔細參考。 

 

 
圖 3 台灣協志會簡介（1976 年發行） 

資料來源：石清正先生提供 

 

有關協志會與臺灣獨立聯盟關係的問題，可能每個會員都有

不同的認知。在那個年代，會員互相並不知道誰是獨立聯盟的盟

員，大家都非常小心，那時我並不是盟員。1970 年世界臺獨聯盟

已經成立，記得在我們成立讀書會之後，張燦鍙曾經來北加州進

                                                      
7  台灣協志會，《台協會簡介》（台灣協志會編輯發行，1976）。這本冊子共 6

頁，油印版，石清正提供。台灣協志會簡稱：「台協會」。英文名稱：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簡稱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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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募款。他回去之後，IBM 同事莊東榮又再提起這件事，一些成

員就互相討論，最後決定合起來每月固定捐款。讀書會成員大部

分都不是盟員，但不少人願意捐款。只是當時大家都不敢用本名，

捐款人都只用代號。後來，協志會等社團活動越來越多，捐款也

就無法再持續了。儘管協志會與獨盟有聯絡管道，但主要幹部還

是認為，我們這個會有自己社團的宗旨，也必須維持獨立運作的

機制。1975 年，協志會的英文章程由首任會長黃仲義翻譯完成，

所以就在加州申請獲准立案，並獲免稅的許可。我想這個理念與

正式立案的規範，是協志會能夠順利運作的原因之一。當時還有

一些人主張：協志會不可以介入「政治」，但實際上最後還是捲入

臺灣相關的「政治」的漩渦中。 

五、可否談談 1970 年代協志會活動的情況？也就是 1979 年高雄

事件以前，遠在舊金山灣區的協志會與同鄉聯合會等如何與

臺灣民主化發展產生聯結呢？ 

協志會跟 1970 年代臺灣政治運動產生聯結，我認為跟總部設

於舊金山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之活動有密

切的關係。到目前為止，這一點好像很少人提到。當時，亞洲基

金會在臺灣選拔來美國研習人員是獨立運作的，不受國民黨政府

干涉，負責人都能找出真正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送來美國，在

這裡獲得數個月到半年的研習訓練。這些人回去以後，大部分都

活躍於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其中姚嘉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姚嘉

文在 1972 年 10 月來到舊金山，我們很快就認識了，而且他也參

與協志會的創立過程。一般從臺灣來到美國朋友，大多喜歡到名

勝地區觀光旅遊，但姚先生很特別，他來我家只要求看資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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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在日本發行的《臺灣青年》與美國臺灣人社團刊物等，所有跟

臺灣相關的資料都拿出來，記得有一次他竟然讀到天亮。由於他

對臺灣歷史文化有興趣，所以我也帶著他專程到史丹佛大學去找

Prof. Wolf 與黃介山兩人。8 另外，我也曾經安排張燦鍙用化名

跟他見面。我想他在這裡的體驗與吸收到的新知，對他回臺灣後

的思想行動應該有一定的影響。 

不只是姚嘉文而已，接著還有很多為當時優秀的青年，都曾

接受亞洲基金會的獎助到美國來研習，包括林義雄、呂秀蓮、周

清玉、張德銘等，他們後來都成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開路先鋒。

9 還有，作家黃春明也曾經來灣區訪問演講，協志會也非常注重

文化活動。當然，有些人不是拿亞洲基金會的獎助來的，有些來

訪者所接觸灣區的臺灣同鄉，也不一定都是協志會的會員。但不

論如何，很多難得有機會出國來到到舊金山或美國其他地方短期

停留的人，都會跟當地的臺灣鄉親接觸。透過這樣的交流管道，

各地鄉親都會提供豐富的新知，也提供不少的捐款，這些互動對

推動臺灣的改革發展，必定會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如果要舉更具體的例子，灣區臺灣人支持康寧祥創辦《臺灣

政論》這件事，應該很有代表性。1974 年康寧祥第二次訪美時，

首站停留西雅圖，當時就有灣區同鄉專程開車往返西雅圖跟他見

面。當大家知道他要辦雜誌，在他回程經過舊金山時，很多這裡

                                                      
8  後續訪談中，石先生在電話中說：2017 年初在臺灣碰到姚嘉文，他表示最

近對 Prof. Wolf 與黃介山兩人合著的：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又再度感到興趣，我剛好買到一本舊書，就寄贈給他。兩人這
近半世紀的交誼，或許可以做為海內外臺灣人交流的典範實例。 

9  有關亞洲基金會的活動細節，請參考以下專書：官有垣，《半世紀耕耘：
美國亞洲基金會與臺灣社會發展》（臺北：智勝文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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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鄉都踴躍捐款贊助。1975 年 8 月《臺灣政論》創刊，但是到

了年底，這本雜誌就被查禁了。為了這件事，當時協志會共有 12

位成員，一同到舊金山的領事館向總領事李裕生抗議。1976 年 1

月，當時協志會的會長謝鐐暲還發函給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讓

《臺灣政論》早日復刊。同鄉聯合會的會長陳都也代表聯合會發

函向蔣經國抗議，但那封信是由我寫的。特務曾到他在臺灣的老

家搜索，比對他寄回的信件後，發現兩者筆跡不同，因而沒有再

進一步追究。謝鐐暲發函後，好像也同樣受到騷擾。這次抗議並

未獲得具體成果，但最重要的是，從此協志會跟國民黨政權的對

抗正式表面化，有些幹部可能因為這樣而開始受到注意。 

隨著臺灣島內黨外勢力逐漸形成，協志會逐漸涉入政治活

動，但這個社團組織原本是定位為文化藝術團體，而且合法立案，

我們擔心這樣下去會出問題。所以，在部分幹部主導下，另外成

立了一個組織─ ─ 人權會。1977 年 2 月 28 日，灣區的人權會第

一次主辦「二二八事件三十週年紀念會」與「臺灣人權自決大會」，

這是正面對抗國民黨政權的開端。往後一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大

約 20 年左右，灣區臺灣人發動了數十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與駐外

單位前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都是由人權會掛名主辦，但實際上

背後是由協志會與臺獨聯盟在運作。 

另外，我們為了募款出版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漢文版，

特別成立蓬島文化公司，這也是協志會的化身。配合這個出版計

畫，大家還組成一個研究《臺灣省通志》的讀書會，共同研讀臺

灣史。當時，我是透過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任職的王世慶先生，

購買了全套 150 本線裝的《臺灣省通志》與大部分的「臺灣文獻

叢刊」系列。王先生是在 1971 年應 Prof. Wolf 的邀請，來到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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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我透過黃介山的介紹認識王先生，因為他

任職文獻會，所以才能買到這些官方的出版品。那一年我剛好繼

承了宜蘭一小筆土地，賣掉這筆祖產之後，就用這筆錢購買了全

套的臺灣史出版品並運送到加州來，現在這批書已經捐給北加州

臺灣會館的圖書室了。從這件事你應該可以了解，當時我們在海

外的臺灣人是如何渴求臺灣史的知識。 

協志會還做了一項對提高臺灣人意識很有貢獻的事情，那就

是在全美推動在 1980 年美國人口普查時，在族裔一欄中填寫：

「Taiwanese」。臺灣人的團體現在正熱烈推展這個運動，但是這

個想法的源頭是從灣區開始的。1978 年，協志會幹部謝鐐暲發

現，在美國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竟然沒有臺灣人選項，所

以才提議發起這個運動。10 這個運動現在大家都在熱心推動，不

用多介紹，但這個運動是從灣區發起的，卻比較少人知道。其他

協志會的活動，還有很多可以介紹，其中最被同鄉稱讚的活動，

應該是成立蓬萊歌劇團，演出「相親記」等許多劇目。歌劇團的

表演，多年以來都是聯合會春節晚會的壓軸節目。有關歌劇團發

展的經過與資料保存狀況，可能是編劇者林瑞惠最清楚。 

其他協志會還舉辦很多活動，例如園遊會、臺灣文化節、美

西夏令營等活動，我想這些應該都是有益於團結臺灣同鄉的活

                                                      
10  當時台灣協志會、聯合會與教會共同組成 Joint Committee of Taiwanese 

American for 1980 U.S. Census，推選張富美、張瑞雄、黃介山、黃景生、
張村樑、陳隆、謝鐐暲等七人為委員，聯合各地同鄉會，推動在人口普查
中填寫臺灣人。這個運動原本只能在人口普查表在「族裔（race）」的欄
目上，勾選「亞裔」中的「其他」，然後再填入「Taiwanese」。目前的目
標是要求直接在亞裔的下面，列出「臺灣人（Taiwanese）」的選項，提供
給認同自己是臺灣美國人者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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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後，這些活動對鼓勵同鄉出錢出力支援臺灣的政治社會運

動，一定產生不少正面的效果。還有，從 1978 年起協志會設立青

少年組，取名 South Bay Taiwanese Youth（簡稱 SBTY）。多年來，

這個組織由黃信一負責，為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年青人提供課外

活動的環境，而後還舉辦夏令營。這樣的活動，讓他們能夠認識

臺灣人的歷史與刻苦耐勞的精神，同時也建立人際網絡。曾經參

加這些活動的青少年，他們不僅更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同時也成

為現今臺美人社團的中堅幹部，這也是協志會的貢獻之一。 

六、請問高雄事件對協志會有何影響？1980 年代，包括協志會

在內的北加州臺灣人社團，面對臺灣政局的變化，是否曾發

表什麼言論或採取那些具體的行動呢？ 

協志會的發展，確實受到高雄事件很大的衝擊。簡單來說，

最主要的就是事件發生之後，全美臺灣人社團聚集在紐約商議對

策，在會議中大家討論決定成立「臺灣建國聯合陣線」。當時協志

會的會長洪順五也去參加，他基於義憤就直接簽署參加了，同時

也列名在「要讓國民黨政權從地球上消失」的聯合聲明之中。這

件事被大幅報導之後，台灣協志會的知名度也就大幅提高。對於

這樣激進的行動，有些會員非常贊成，但也引起部分會員很大的

反彈。為了這件事，協志會只好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公開討論是

否確定還要參加。最後，大會雖然通過加入臺灣建國聯合陣線的

決定，但是有部分的會員，就此離開協志會。也因為這樣，有很

多位幹部變成黑名單，好多年無法拿到回臺的簽證，對當事人造

成很大的傷害。 

高雄事件後，我也被列入黑名單。但我變成黑名單不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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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志會參加聯合陣線的問題而已，在高雄事件的判決書中，對於

姚嘉文的罪狀明白寫著：「於民國六十一年在美期間，復受叛國分

子陳都、石清正等感染，加深其臺獨叛亂意圖。」在這樣的情況

下，我與陳都當然無法避免成為黑名單的一員。1980 年以後，不

僅出現黑名單問題，國民黨在舊金山灣區還運用了當地黑道力

量，對同鄉進行騷擾、恐嚇等。這方面的惡行包括，同年 3 月 1

日同鄉參加抗議「林宅血案」的遊行時，不少同鄉遭到黑道幫派

惡少打傷，以致頭破血流，甚至相機被搶走等情況。3 月 29 日，

許信良來演講時，黑道來鬧場，刺破許多部汽車的輪胎。從此灣

區籠罩在黑名單與黑道雙重的「黑色恐嚇」下，這期間大約有十

年之久。 

儘管如此，高雄事件發生後，還是有很多同鄉站出來，更加

關懷臺灣的民主化，並積極參與同鄉會活動。首先是在 1979 年

底，東灣同鄉會的陳榮淓出來，承接我後任的同鄉聯合會的會長

一職，最具穩定社團運作的功效。當時，我在南灣找不到接棒的

人選，他毫不猶豫地接下來。他接任不久後，就發生「高雄事件」、

「林義雄家血案」等驚人案件。在人心最不安的時候，他穩住了

灣區同鄉組織，並順利交給下一棒，這個貢獻非常值得讚揚。 

另外，1979 年 4 月開始，由聯合會副會長黃介山錄音主播的

「灣區台灣之音」，也非常受到矚目與肯定。大概是從 1977 年中

壢事件之後，在美國的臺灣人都非常關心臺灣政局的變化，因此

在紐約的張富雄與楊宜宜夫妻，就率先開辦了用電話錄音傳播臺

灣相關消息的「台灣之音」。1979 年，美國跟臺灣的國民黨政府

斷交，臺灣情勢變得相當危急，因此灣區社團也籌備開設「台灣

之音」。透過擅長演說的黃介山來錄音，播音內容顯得活潑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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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開播就非常受歡迎。到了年底又碰到高雄事件，灣區的同

鄉的反應更加熱烈並踴躍捐款。1980 年起，台灣之音由協志會改

為同鄉聯合會負責，大概持續播放到 1982 年底。在這段期間，全

美臺灣人較多的大城市，都曾開設「台灣之音」之錄音播放站，

甚至在日本、歐洲也有這樣的電話錄音播送活動，這項電話錄音

的信息傳播，應該也是臺灣民主化運動很重要的一環。 

 

 
圖 4 灣區台灣之音啟事 

資料來源：《臺灣公論報》，1982 年 1 月 19 日，版 10。 

 

高雄事件以後，全美臺灣人社團活動明顯串聯起來，不是只

有「台灣之音」的連線而已。1982 年 FAPA 北加州分會在這裡成

立，1983 年聯合會會長黃景生承接在 UC Davis 舉行的世界臺灣

同鄉會聯合會之年會，強化世界各地臺灣同鄉的聯繫。此外，1981

年發生的陳文成遭殺害的事件，灣區同鄉也很快地展開行動。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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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張富美負責為陳文成基金會募款，1984 年 8 月 4 日第一屆「文

成盃網球賽」在灣區舉行，紀念他為臺灣犧牲的精神，這項網球

賽現在已經變成為北加州臺灣人夏季主要活動之一。1984 年江南

遭到殺害之前，剛好在同鄉會的聚會中發表過演講，有關這件事

我不太清楚，可能要詢問當時南灣同鄉會的會長廖萬夫，他應該

比較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整體來看，高雄事件發生之後，

雖然一度人心惶惶，很多人在通訊時不敢使用全名。但協志會與

同鄉聯合會的活動，並沒有受到如此的衝擊而消退，反而是更為

擴展開來。從 1983 年以後，剛好是我創業時期，雖然無法再動員

灣區社團動員鄉親，但自己還是持續地參與各種社團的活動。 

七、請問您為何要在 1983 年辭去 IBM 的工作出來創業，新公司

的經營與發展的情況如何？ 

從 1981 年開始，我在工作上也有很大的變化，因為這時已經

有創業的構想，而且也逐步地在進行。大概 1982 年間，我參加幾

個電腦科技展覽之後，已經很明確地認識到，薄膜磁碟將會是未

來電腦發展的關鍵點。當時有一家 Maxtor 公司宣布，製作出一種

小馬達，成功地將硬碟機小型化，使用其薄膜硬磁碟，可以讓儲

存量大大地增加。這個訊息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久該公司就發

現，還是無法克服機械性問題，跟 1970 年代 IBM 碰到的問題相

同。當時製作小型硬碟機的公司，還有十幾家。要製作出薄膜硬

磁碟，除了機械性問題，還有耐銹性問題也亟待克服。我認為這

些都是值得挑戰的課題，也是創業發展的好機會。因此，我決定

辭職，以便自行研發並創業。公司知道後，當然想要把我留下來，

並且動用了律師與高級主管來約談。除了施壓，也提出很好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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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說是軟硬兼施地進行慰留，但是我的決心依然不變。雖

然在公司要任職滿 15 年，才能拿較高的退休金，但是新技術的開

發競爭激烈，不能遲疑等待。所以我辭職時，還差兩個月才滿 15

年。 

當時，陳都在 Xerox 研究薄膜磁碟，可惜公司沒有興趣。他

想轉到 IBM 來工作，我曾介紹公司主管給他認識，但卻沒有什麼

結果，因此他也想創業。有一次，我們還到一個風景名勝地，一

起討論創業的構想。1983 年，我與陳都、陳俊雄三人合開 KOMAG

公司，準備專門為硬碟機公司，製作薄膜硬碟。在這之前，我已

開始用 IBM 生產的個人電腦，以及當時很原始的計算軟體，試著

寫公司計畫書（business plan）。開始時，陳都與我訂定計畫書大

綱，細節就由陳俊雄與我討論修訂完成。新設的公司是用我完成

的計畫書，去爭取到種子基金。接著，我們爭取到大筆的創業投

資基金。依照創業基金的要求，我們請了一位擁有哈佛大學 MBA

學位的白人，擔任公司的 CEO。 

然後，陳都擔任董事長兼 chief scientist，陳俊雄先負責生產

線設計，後負責品質控制及客服業務，我則負責研發及技術。陳

俊雄從事硬碟機相關工作多年，多數硬碟機公司主管他都認識。

公司設立後，陳都設計薄膜硬碟生產機，陳俊雄設計硬碟檢驗機，

我則是負責設計硬碟機械性檢驗機。頭幾年，我每日工作十幾個

小時，幾乎是日夜不分地投入，工作非常地艱苦。其間大概有兩

次資金用盡，必須再找新的金主投入，否則就會前功盡棄。 

電腦需要使用薄膜硬磁碟，以提高保存資料的儲存量，這是

業界共有的概念。但是，研發出來的薄膜硬磁碟，必須克服機械

性與耐銹性等幾個大問題。當時，IBM 與其他挑戰這項開發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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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還有十幾家，最後我們克服技術上的難題，開發出比較可靠耐

用的薄膜硬磁碟。我們擁有的技術，領先其他各家研發公司的進

度。1985 年起，公司開始進行大量生產。最初，還有幾家公司也

成功將薄膜硬磁碟商業化，但不久就發現，還是無法解決機械性

問題，因此很快就倒閉了。還有另一家，順利地大量生產，其公

司股票也上市了，但不久後就發現，其產品都生銹了。因無法解

決耐銹性問題，所以也倒閉了。我們的公司則逐步地擴展，最高

峰的時候，達到員工約四、五千人的規模。 

但是，我們這一行的競爭很激烈，因為有些機密技術沒有專

利，新的技術別人也會學去。例如，IBM 也從我們的產品學了不

少技術。我們知道這一行，無法在市場上全拿，只能更嚴格要求，

並生產出讓顧客更滿意的產品，才能在市場生存下去。我在公司

的工作是研發技術，因為競爭太激烈，我長期的過勞，導致身體

狀況不佳。那時公司也聘請到可以替代我的人才，所以我就在

1989 年申請長期休假。原本我們公司也討論到，要到臺灣設廠生

產，這個消息在臺灣傳開後，竟然遭到國安單位的反對，主要是

因為陳都跟我在黑名單之內。加上還有其他因素，最後在臺設廠

的計畫並未實現，而是在馬來西亞及日本投資設廠。 

回顧這項電腦事業的發展，我們公司的創業可以說是，很幸

運地走過 60 年來電腦技術發展的一個轉捩點。大約在 30 年前，

電腦磁碟 1 gigabyte 儲存量的價格，大概等於現在 1 百萬 gigabyte

的價格。換句話說，在這 30 年來，電腦磁碟的單位儲存量之價格，

便宜了 1 百萬倍左右。我們就是站在這個技術的最前端，在最好

的時機，獲得最佳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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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的出版，您與許多灣區

臺灣同鄉貢獻很多，是否可以請您說明從構想到出版、銷售

的過程？以及您對這件事的感想。 

這本書的出版過程，我參與的比較多，應該可以向你說明比

較完整的細節。 

早期來美國留學的臺灣人，很早以前就希望能讀到完整的臺

灣史，但實際上在海外卻找不到適合的漢文出版品。雖然，我們

曾經購買《臺灣省通志》與「臺灣文獻叢刊」全套，一起辦讀書

會進行研讀，但是這些在臺灣出版的書，有些論點似乎不夠客觀，

讓人無法理解歷史的真相。那時，我們也知道臺灣前輩史明與王

育德，在日本都有出版臺灣史的專書，但他們的書都是用日文寫

的，我們這一代臺灣青年，大部分人已經無法閱讀日文。這時我

就有一個構想，如果能夠把他們的書翻譯成漢文版，一定能夠更

普及臺灣人的歷史知識。 

1976 年 5 月我趁著要到日本、南韓、臺灣等地五所大學演講

的機會，就想到東京拜訪史明前輩。抵達日本後，有一位在東京

做珠寶生意的朋友邱先生來接我，然後再一起去用餐。吃飯的時

後，我們談論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值得翻譯成漢文版的

話題，當時邱先生也表示贊成。隔天他打電話給我，表示可以安

排我在當天晚上去見史明。見到史明後，我拿出 IBM 的名片，並

寫下中文名字，他問我是哪裡人？我答說是宜蘭人，他馬上問我

認不認識石煥長？我很驚訝他怎麼知道石煥長，只好告訴他，石

煥長是我叔公。後來才知道，他爸爸也參加過文化協會，應該是

見過蔣渭水和石煥長。接著，我拜託他，是否可以把《台灣人四



162 臺灣風物 67 卷 2 期 

 

百年史》翻譯成漢文版？他明白地表示，這是他的夙願。雖然得

到了肯定的答覆，但如何進行等細節，那時還無法詳談。 

跟史明見面後，我先到南韓再到臺灣，完成出差的任務，再

回到東京二度拜訪史明，討論進行翻譯出版的細節。他表示這項

工作需要 1 萬美元的經費，大概要一年才能完成，我馬上表示願

意籌募經費贊助。得到史明先生的首肯後，我回到舊金山，先向

協志會的會員說明出版漢文版構想，並傳達史明提出的條件。結

果，很順利地獲得大家的支持，共有 27 位會員願意出資，順利募

集了 1 萬美元。完成資金的募集後，我很快地將 1 萬美元匯過去。

為了保密，1976 年間還創設蓬島文化公司，其目標就是出版這本

書。當時的 1 萬美元是很大的一筆金額（依照當時匯率換算日幣

約 300 萬元）。在這之前幾年，我在聖荷西買了一間房子，四房兩

廳的獨棟住家房價是 2 萬 8 千元，所以當年的 1 萬美元是一筆巨

款。但是，我們等了一年還是沒有消息。聯絡後才知道，翻譯還

在繼續進行，而且內容增加為原來的三倍。 

在等待期間，還有一個插曲，應該也值得一提。在 1978 年初，

我在紐約見到彭明敏教授時，告訴他我們請史明出版《台灣人四

百年史》漢文版的事。他聽了以後很高興的表示：王育德《苦悶

的臺灣》淺顯易懂，比較容易理解，很值得閱讀。但是，如果論

述的立場與全書的架構來看，史明的這本四百年史很有特色，他

站在臺灣大眾的立場，並具有完整的架構，非常值得翻譯。在彭

教授的肯定下，我更有信心行銷漢文版的四百年史。 

直到 1980 年，終於傳來漢文版完成，並已準備運送過來的消

息，距離預定出版的時間已延遲了近三年。但不論如何，我們還

是很興奮。這本書在日本印刷，然後用海運寄送 1,300 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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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and 的港口倉庫。領貨當天，我與洪順五（協志會 79 年會長）、

何文亮（協志會 80 年會長）三人租了一輛卡車去載，結果車子竟

然在路上拋錨，讓我們多花了不少心力才運回到聖荷西。由於這

是一本禁書，我們怕有人來破壞，因此把書分藏在何文亮、林典

謨與我等三人的家中，然後開始宣傳銷售。這本厚達 1,540 頁的

鉅著，定價是 90 美元，當時特惠價賣 75 美元。我負責推銷，收

到訂單後，全部由我到郵局寄書，然後請對方匯款過來。史博文

則是負責會計、收納的工作。當時，反應非常熱烈，因此隔年就

安排史明來美國巡迴演講。聽說他第一年來訪還算順利，後來就

沒有那麼平順，似乎受到一些干擾。但是，有關漢文版的銷售過

程，從頭到尾都非常順利。我想這本書對海外臺灣人的歷史意識，

應該是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不久後這本書就被臺灣的黨外雜

誌社拿去盜印，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藉此賺了一筆？我們並不想去

追究，因為如果這樣能夠普及臺灣史知識，應該也是一件好事。

我想這本書對臺灣的政治運動，必定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如此，

最讓我感到意外的發展是，臺灣的年輕人因為閱讀這本禁書，然

後去日本找史明而遭到逮捕，這就是 1991 年發生的「獨臺會事

件」，大家應該都還記得。我想這事情的源頭，就是這本漢文版的

發行。我們當年的努力，能夠推進了臺灣民主化的進展，讓人覺

得非常高興。那一年也剛好是我突破黑名單的限制，相隔 15 年後

再度回到臺灣的一年。 

這本書銷售的收入總共大約 5 萬 8 千美元。這是僅扣掉廣告

行銷、郵資、包裝等成本，而其他通訊聯絡、地方運送的成本則

未計入。史明表示，這本書總共花費 5 萬美元的成本，高於當初

約定的 1 萬美元。因此，我們就以作者版稅 80%計算，將 4 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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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湾人四百年史》版權頁（作者提供） 

 

千美元匯給他，留下 1 萬美元售書款的收入。原本大家決定，要

用 5 千元贊助臺獨聯盟繼續印《被出賣的臺灣》之中文版。但臺

獨聯盟收到 5 千美元後，會計處理不明，最後也沒看到書的出版。

我只好補足 1 萬美元，然後把全額分配給最初的贊助人。我覺得

能夠推動這本書的出版，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這本

書中史明的「漢文版序」中，末段曾提到說：「這漢文版『台灣人

四百年史』，經由石昭仁先生及『蓬島文化公司』諸位先生的熱烈

支援與鼓勵……，在此一併致謝。」其中的石昭仁，確實就是如

你的猜想，就是我的化名，整個出版計畫是我促成。其實，史明

曾經要我寫一段漢文版的「序言」，但是最後並沒有放在書上，只

有放在行銷的宣傳小冊之中，而且署名「蓬島文化公司」，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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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就是我推動出版漢文版的理念。11 有關漢文版出版的經過，

《史明回憶錄》中也提到概略的情況，但有些細節在此補充，應

該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件事的經過，至於這本書有何影響？就要

等待研究者去評估了。 

1976 年回去臺灣時，我是先去拜訪史明再入境臺灣，這本身

就是一次冒險。但出境時，我還有另一個冒險的插曲。在 1975

年，也就是前一年，因為阿嬤過世，我曾經回臺灣，那時候我帶

了一捲 16 釐米的電腦模擬影片回去，但是在機場時竟被查扣，無

法帶進去。1976 年要去演講，我就知道要先準備好 IBM 公司的

證明，才得以順利通過檢查，那是我演講用的公司介紹影片。剛

好，那一年協志會的會員楊肇福也回到臺灣，他在臺北聽康寧祥

的演講會場，竟然跳上臺子說明自己是美國回來的臺灣人，並表

明支持康寧祥。這件事發生以後，他發現自己開始受到特務監視。

因此，他知道這次回臺灣所拍攝的影片，必定無法帶出去，所以

他就拜託我帶回美國。正如所料，他出境時受到嚴格的搜索檢查，

還好他已經將影片交給我。可能是我已經帶有核准的影片進出，

才能順利將影片帶出境。抵達東京後，我透過邱先生見到世界臺

灣同鄉會的郭榮桔會長，並請他觀賞這部剛帶出來的臺灣情勢影

片。而後，他還找來許世楷、黃昭堂等人一同觀賞。在那個時代，

要在海外要看到臺灣的街頭景象或政治演說，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情。 

                                                      
11  在宣傳小冊中，除了史明的日文版序與漢文版序、目次、第一章的前言之

外，還有一段：介紹漢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及標題為「殖民地人
民自求解放之奮鬥史」之序言。可能因為時間誤植為 1955 年，故很少人
會注意到這一段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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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協志會 20 週年回顧與北加州同鄉聯合會 30 週年的紀念特

刊，都是由你主編，但是後續的 40 週年並未看到紀念誌，

請問今後應該如何整理灣區臺美人社團的歷史呢？ 

我從 KOMAG 退休之後，在 1993 年擔任協志會的會長，所

以就接下主持編印《台灣協志會廿年回顧》的紀念冊。在這前一

年，協志會剛好滿 20 週年，我們舉辨慶祝大會，還邀請當時擔任

立法委員的陳水扁來到聖荷西。那個時候，可能是協志會最熱鬧

的時候，大家就認為有必要編印一本 20 週年的紀念刊物。實際

上，協志會的資料全部是由會長在管理，我們設置專門的收藏空

間，保存所有協志會的印刷品與會計帳冊，基本材料是沒有問題。

那時候為了製作年表大事記，由紀哲嘉花了一段時間，才製作出

來。當時，我們也成立負責編輯的小組，花了好幾個月終於完成

專刊的出版。現在回顧起來，這本紀念冊確實是協志會發展過程

中很重要的里程碑。 

有關 2003 年 9 月出版的《三十而立：北加州同鄉聯合會成立

三十周年特刊》，確實也是由我擔任主編。這本紀念冊是那一年聯

合會張祿生會長所推動，獲得理事會支持後，交給我組織文獻會

委員，負責整理資料與編輯的工作。由於聯合會 1999 年以前共

26 年的資料都流失了，所以編印過程中，我們花了 8 個月時間蒐

集資料，製作活動年表，並邀請歷任會長寫下感言，這項工作能

夠完成，要感謝很多人。藉由大家的幫忙與小組成員的全力投入，

這本特刊才得以出刊。但是，很可惜的是，到了 2013 年沒有編印

40 年的特刊，令人深感遺憾。我們也想到要做這件事，在此之前

南灣同鄉會的會長就曾準備編印 40 週年的紀念冊。但因後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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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幹部在法庭訴訟的事情，所以大家也就無心編輯紀念特刊

了。雖然大家年紀都很大了，但是我想這個遺憾還是必須要補起

來，如此才能夠提供新任會長較完整的參考資料，同時也可以讓

灣區臺灣同鄉的感人事蹟與具體貢獻，流傳得更廣泛更久遠。 

我知道南加州的臺美史料中心（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s），正在蒐集臺美人的資料。現在的負責人鄭寶鼎很熱

心，他要求我提供台灣協志會的資料，以便在那裡公開展示，我

想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會全力配合。我也知道洛杉磯

還有一個臺美人歷史協會，但並沒有什麼聯繫，因此我比較不清

楚他們的情況。現在，聯合會的資料都保存在灣區臺灣基督教會

的庫房中，我們協志會也保存著相當完整的資料，因此未來如果

要整理應該沒有問題。 

十、請問這四十多年來，有多少人參與協志會，有什麼特別值得

一提的人與事嗎？你對整個舊金山灣區臺美人社團包括協志

會一路走來的發展歷程有何感想？ 

協志會有完整的會員名單，所以我知道四十年來，總數大概

有三百多人入會，共有五百多任的董事及幹事出來奉獻，曾舉辦

過六百多次活動，很多人上黑名單，受到恐嚇或刁難，大家沒有

退怯，還是全力以赴。我想這個美好難忘的時光，就是我們最好

的資產。協志會 40 週年的紀念大會上，我製作了一份 20 頁的電

腦簡報檔，你可以參考看看。會員中各種人才都有，其中有些人

在臺灣也很有名，我想就不逐一介紹了。 

我可以用這份簡報檔，重複說明協志會在灣區集結，大致有

以下三個原因。第一，天時：在當時世界潮流下，自由民主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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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學生運動興起；相對地，臺灣則是被逐出聯合國、臺灣獨

立聯盟成立、黃文雄與鄭自才刺蔣案發生、彭明敏逃亡到美國、

日本的獨立臺灣會成立等，加上海外臺灣的年輕一代也積極奮

起。第二，地利：北加州氣候宜人，因此矽谷許多科技業崛起，

匯集眾多人才；而且，舊金山為臺灣訪客主要出入之地，又是亞

洲基金會總部所在地。第三，人和：從臺灣出來的人，脫離戒嚴

體制的束縛，在自由的國度擁有臺灣人意識之共通認同，大家互

相照顧學習聯誼合夥，自然產生臺灣人要出頭天的共同希望。以

上的分析，就是我對過去協志會成立發展的看法。至於未來，我

想至少可以做幾件事：第一，請大家把過去的資料整理起來，提

供給外界參考。第二，精選出一部分翻譯成英文，傳給下一代。

第三，請大家多用 Social Media 與最新的科技產品，建立會內與

外界的聯絡。 

雖然，大家年紀都已經大了。但是，早期的會員應該都不會

忘記，創立 Solectron 公司的陳文雄曾提出：臺灣人！站起來、講

出去！這是協志會最重要的精神，這一點對現在年輕人應該也適

用。對跟我同輩的人來說，我想引用施天墩在協志會 20 週年時寫

下很傳神的祝賀詞（大部分要用臺語唸），作為我對參加協志會的

感想。 

 

 

祝賀詞 

二十年前有一群人常常地做伙 

共同組織一個協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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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 San Jose 

有時招大家來讀冊，有時請名人來講話 

講到投資賺錢，大家就拚得會呼雞沒噴火 

遇到遊行示威，大家就強得流汗擱流血 

輪到打球比賽，大家就戰得差一點起冤家 

等到秋季晚會，大家就瘋得化妝扮戲噴鼓吹 

啊！趣味的日子一點也不嫌濟 

最近接到一張粉紅色的批 

才知道，唉啊，本會已經是二十歲 

煞乎我想起唐詩的一句：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摧” 

咱這群人攏是少小離家老大不回 

鄉音無改還鬥陣在講臺灣話 

鬢毛鬍鬚確實是漸漸地變白 

時光、時光，一去不再回， 

But! My friends! 

There is no need to feel sad! 

透過協志會，嘉哉咱猶有老朋友通好相找！ 

 

現在，協志會與同鄉聯合會都已經超過四十年了。回想參與

協志會的過往，我想這是我人生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具體來說，

協志會的活動過程中，至少有三件事情與臺灣民主化運動有密切

關聯。第一，黨外勢力的形成過程中，協志會成為一股海外潛在

的支援力量；其次，美麗島事件之後，協志會參加聯合陣線，勇

敢發出聲援；第三，多位協志會成員集資贊助，發行史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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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四百年史》的漢文版，廣為流傳，而且影響深遠。當年，在灣

區的這群人都具有理想性，從沒有想到要求任何官職，所以可以

全心投入全力付出。雖然，我們的貢獻微薄，但是用我們的青春

寫下的歷史，也不能讓它留白，希望我的說明可以讓下一代記得，

臺灣的民主是很多人犧牲奉獻而來的，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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