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堅貞如一的大丈夫
保釣健將老友林孝信先生
收到保釣健將林孝信的關門弟子張育銘的電郵，得知老林
已於臺灣時間12月20日離我們而去，雖然並不意外，但是仍
然非常失落，感傷。 痛感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從高中起就相
識的老友，一位我由衷欽佩的一路走來，始終堅持真理如一
的知識份子。
孝信兄和我高中不在同一班，第一次較密切的接觸是在台
電為高中生暑期辦的愛迪生實驗室，我想這對於他後來熱心
科學教育也許有些啟迪。 他在高中就關懷社會，熱心社會活
動，而這也開啟了他關懷弱勢團體，獻身保釣活動，關心海
峽兩岸人民的福祉，及批判當今金融寡頭控制的世界秩序，
並以此孜孜不倦的教育臺灣百姓的一生。
許多人年輕時都有獻身正義事業的熱情，然而，在現實的
誘惑下，絕大多數人都是半途而廢，孝信兄卻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能不被他折服嗎？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張文基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 因此，孝信兄也是當代
人擁有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最高品質的典範。
和孝信兄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四月初在臺北和他的公民通
識教育團隊在北商的會議室，那時的他還是一如既往，精力
十足，對各項活動充滿熱情。 一個月後就收到他的學生張育
銘的電郵告知孝信兄患了肝癌。 七個月來他以招牌性的勇氣
和毅力與病魔做了堅決的鬥爭，最終還是不幸離開這個世
界。 我們雖然不舍，但確信他的工作和事業將繼續透過他的
家人，學生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啟迪臺灣的百姓:臺灣的未來
在和大陸一起努力共同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
孝信兄是幸運的因為他有愛他，支持他的妻子，家人，傳
承他思想和理想的學生及志同道合的夥伴們。 在此悲傷的時
刻，希望你們節哀保重，繼續前進。如有我們可以盡綿薄之
力處，請不吝告知。(2015年12月20日)

新竹清華大學 的《林孝信自述）
我是一九四四年在臺北市出生的，
出生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
聲，美國就在太平洋島嶼上搞戰術，
日本一步一步敗給美國。我父母生了
我以後就疏散到鄉下 去了，在彰化附
近。後來終於日本投降、臺灣光復
了，大概在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到
宜蘭去。我在宜蘭念小學念到初中，
後來高中家還是在宜蘭但是我到臺北
去讀 書，進臺北的建國中學。我小學
在宜蘭的中山國小，在宜蘭市。後來
聯考，進了宜蘭中學。後來初中畢
業，考到建國中學。臺灣最好的高中
就是建國中學，好像今年 要進大學的
考試成績全滿分的建中占了大概有三
分之二，一個學校占了二分之三，建
中到現在還是最好的。我從小學開始
就對科學很感興趣，這種愛好一直保
持了下 去，甚至後來創辦了《科學月

刊》。但是在中學時代，曾經信奉佛
教。在宜蘭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信佛教信得非常虔誠。在宜蘭有一個
念佛會，念佛會的主 持人叫星雲法師。
我在初中的時候就皈依佛門了，在星雲
的弟子裡頭我的輩份是非常非常高的。
後來到了高中一進大學的時候就漸漸離
開佛教，其實我回臺灣以後他 們還常常
找我跟星雲見面，我也跟他見過一次
面，但是我現在變成無神論了，跟他基
本上已經算是分道揚鑣了。高中的一段
時間，因為建中的對面是當時的中央圖
書 館，而建中的校風又特別自由，只要
有空我就到對面的圖書館去，對佛教比
較有興趣，就去看大藏經。後來漸漸離
開了，開始對科學感興趣。當時臺灣整
個出版業還 是很差，我幾乎找不到一些
深入點的書，這為我日後創辦《科學月
刊》埋下伏筆。一直到我高中畢業，我

成績也不錯，後來被保送到台大去。

的心跳負擔，每每使得老林老師舉起他
無力的手臂，試圖放在胸口以示他的艱
辛。雖然他能聽到大家講的話，甚至有
反應(可以點頭或眨眼)，但可以感受他
身體的病痛正折磨著他。
如果有親朋好友們來探訪他，他的眼
睛就會立刻變得炯然有神，可是過了幾
分鐘後，因為強大的疲勞感使然，老林
老師便陷入半睡半醒的狀態，不過又可
以從老師的表情中看出他正在對抗痛苦
和睡意，試圖提起精神與訪客們做精神
的交流，如此反覆。
在醫院中，見到許多朋友們來訪，令
我非常感動，大家都述說會將老林老師
的理念薪火香傳，甚至有一位老師唱國
際歌給老林老師聽，在優美的歌聲和令
人激昂的旋律下，病房儼然成了一個保
釣、左派、統派、進步思想的小基地。
在探訪的人群離開後，美霞老師和小
嘉(老林老師的大女兒)會緊握著老林老
師的手，述說著他們彼此那些共同的美
好回憶。家人之間的愛，藉由平淡的方
式表達出來每每令人動容。
小嘉說著她小時候，家裡總是有一堆
訪客，討論許多道理。而她總是聽到睡
著，之後就由老林老師抱著她上床，被
老林老師這樣抱著的她，在潛意識中總
覺得很溫暖。或者她在中學時，家中一
樣有許多訪客在暢談理想與抱負，而她
卻在一旁假裝偷用電腦，其實是認真地
在聽大家的對話，也許這是小嘉為什麼
年紀輕輕，卻異常有批判性的道理所
在。
美霞老師則是述說著他們在一起交往
與生活的回憶，甚至提到老林老師浪漫
的"求婚"，老林老師求婚的說法是，如
果美霞老師跟他在一起的話，這一輩子
都會過得精彩可期、多采多姿。後來他
們結婚當天，證婚完之後，馬上就開始

餘地，受其他國家的影響也較小。更
重要的是，合作與不合作，對中國的
利害關係更大。中國不能承受與東盟
對立和與美國對立的後果。
中美關係波濤洶湧，但雙方不停地
在磨合交流，期望合作而避免衝突。
2014年11月，中美在北京簽署了 《中
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建立重大
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的諒
解備忘錄》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
則諒解備忘錄 》。中美還協議取消關
於技術進口的關稅。2015年6月12日，
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中美陸軍交流
與合作對話機制框架檔》，並決定增
加上述《海空諒解備忘錄》中關於空
對空的內容，以避免軍機的意外事
件。中美可能將於2016年舉行陸上聯
合演習。兩國陸軍還將在救災、人道
主義救援、工程兵等方面展開一系列
合作。海軍方面，美國已經邀請中方
明年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這些多半是消極的預防性質，中國
需要進一步推動中美的積極合作，即
邀請美國參與和參加在南海的一系列
多邊國際合作機制。中美南海合作是
全面合作的一部分。
中國不宜自以為崛起，便向美國的
海上霸權挑戰，既無意義，也無必
要，徒然製造自我傷害。中國的上策
是參加美國的海上事業，合作而不是
競爭、對抗。中美在南海合作，乃是
天經地義，雙方都不會“丟失”南
海。
美國是世界霸權，在地球各地都需
要有朋友，有幫手。中國是美國最自
然最合適的朋友，如果中國擺姿勢要
與美國競爭、對立，美國就必然另找
幫手，防制中國；邏輯地選擇就是日
本。中美關係下滑，美國便更親日、
扶日。日本本來就慣於在中美之間挑
撥離間，煽風點火，從中取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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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我十月份到台北時本來要去看林孝信，但聽說他
治療以後情況很好，所以我想等我下次回去才去看
他，想不到他就匆匆忙忙走了。 林孝信是保釣運動
中的奇人，也是始終不渝的堅持者，他從美國開始保
釣，回台灣以後，還是繼續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讓保釣薪火繼續燃燒，他的
走，對保釣運動是很難彌補的損失。 本期收集了一些文章記念這位保釣偉
人。吳章銓的《中美南海合作－試談國際多邊合作》文章分三期登完。南海
問題是未來中國必須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因為稿擠，本期的英文稿就暫停了。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孝信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第一次在Berkeley 和他見面，同坐飛機到Chicago參
加保釣會議， 以後無數次他到NewYork 分析國際形勢，運動形勢，鼓動大家行
動，在臺灣，參加他風塵僕僕在三重社區大學教課，推動社區大學，無數次他到
!
NewYork， LA， 呼籲捐款參與臺灣保釣教育講座，五十年，他生氣勃勃，他充滿
活力，他充滿信心，他用行動鼓動我們參與行動立志改變，他是我們的朋友同
志，我們共同度過青春，我們一路走來，無怨無悔。懷念老林。
～楊貴平～

◎中窮
進行研討會，可以想像老林老師所謂
的"精彩"是什麼樣的概念。
有幾個印象深刻的畫面在我腦海中
構成病房安祥的景致，美霞老師時常
握著老林老師的手，甚至親吻它，訴
說著，『親愛的老公，我愛妳』，在
旁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真摯且令人動容
的情感。或是小嘉在病床旁握住老林
老師的手，說著，hi Dad，然後露出一
個大大的微笑。對我而言，一個簡單
的微笑背後所表達出的堅強不可言
喻。或是看護阿姨耐心且細心地幫著
老林老師打理病床，以防老師身體不
適，其中所傳達出來的溫柔體貼。又
或者是美霞老師在病床前唸著《東方
主義》或小嘉唸Einstein的傳記“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他們平靜而又美妙的聲音，就像一
首又一首的催眠曲一樣，引領著老林
老師進入知識所編織的美夢之中。我
可以想見老林老師必然是在哲學家的
咖啡館中，與這些偉大的心靈們正在
進行一場又一場的對話，也為台灣的
問題進行分析與把脈。
在離開前想著可能是最後一次見
面，不禁潸然淚下。但想著人生不就
是如此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臨
別終需一散。懷抱著北上開老保釣聚
會，應該能更讓老林老師更加開心放
心安心的想法，我踏上旅程。只是最
痛苦的仍然是，轉頭離開的瞬間。
在離開後一直想著，也許這次來探
望老林老師，收穫最多的其實是自
己。
一直以來，始終無法接受老林老師
即將離開的事實，心情一直不知道要

中美南海合作–試談國際多邊合作
古代外國學中國，現代中國學外
國。這是文明成長的自然規律。戰後世
界格局由發達國家建立，不完全適合發
展中國家的需要。不僅中國希望修改這
“秩序”，其他發展中國家早晚也會產
生相同的願望。今天美國看中國興起，
不久會看到其他國家的興起；同樣，中
國現在要與美國競爭，不久會看到其他
國家與中國競爭。東南亞有好幾個國家
比韓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大很多，
誰敢說不會迅速發展，比韓國更強大？
中國現在如果沒有開放、平等、合作、
共有共用的心態，不久的將來就會面臨
美國今天的頭痛。今天中國有機會安排
多邊國際合作，建立有包容性的國際多
邊合作機制，共同創制新規則，合作而
非競爭，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
存、共贏關係，應該是明智的。
南海合作，應當一開始就邀請臺灣
參加。臺灣參加，可以立刻緩解海峽兩
岸的對立關係，緩解中美關係中的一個
大結，更重要的是：臺灣的參加，有助
於緩解東南亞各國對中國大陸的疑慮，
放心與大陸合作。臺灣的參加將是促成
南海合作成敗的試金石。將來的南海是
11+2共有的局面（東帝汶即將參加東
盟）。
美國參加
鑒於美國在南海集聚的實力和影響
力，以及與南海各國的長期關係，美國
的參加，有助於消除南海國家的疑慮而
使他們放心參加多邊合作。因此，邀請
美國參加是必要的。換句話說，中美雙
邊合作是南海多邊合作的基礎。
尋求合作的主動應在中國。美國是
傳統的霸權國，承襲傳統國際關係思
路，較難改變。美國會受到許多其他國
家的要求和壓力，促其與中國對立，美
國政府還必須應付國內政治因素。中國
是新興國家，可以自定為未來型的國
家，對未來的國際關係更有靈活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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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可敬的林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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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日成大醫院探訪林孝信老師有感
沒想到老林老師這麼快就離開我們
了。
一直到現在，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令
人難過的事實。
筆者昨天去台南成大醫院探望老林
老師，從上午十點待到晚上七點。後來
考量到12/20(日)早上在臺北楊寧蓀(老
保釣)家中有老保釣聚會，想著待在老
林老師身邊也無法多做什麼，就毅然決
定北上，預計參加明天的會議。而且我
相信老林老師也會認同我這樣的選擇，
但沒想到老師這麼快就離開我們了。雖
然我在離開之前，就知道這次跟老師的
碰面會是最後一次見面，要離開之前，
也不忍悲從中來，以淚洗面。
一直以來，老林老師的身教和言教
總是益我良多，即使是在生病的過程
中，每次討論時，他還是非常耐心地詢
問學生有沒有任何疑問，然後專注地傾
聽，最後再熱切地回應。老林老師總是
站在非常高的格局，從國際大局的角度
來分析時事，但又抱持著人文主義的深
切關懷，始終為了人類未來的美好社會
而努力著。老林老師始終認為台灣需要
新的啟蒙運動，以便讓台灣社會正在如
火如荼、熱烈發展的社會運動給予一個
正確的方向和遠景，也為兩岸關係以及
國際局勢的未來建設一條康莊大道。為
此，他在台灣孜孜不倦地持續推動科普
教育、社區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以及釣
魚台教育。相信受他感染號召的莘莘學
子，在未來台灣政治局勢變得越來越惡
劣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做為與之對抗的
溫柔力量。
老林老師在病床上的樣子，感覺非
常痛苦，因為血壓降低，所以心跳數很
高。雖然是躺在病床上，但就像是一個
疲累的長跑者，已經累到需要用嘴巴來
進行呼吸，導致口乾舌燥。而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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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章銓
深知，美國袒中則中勝，袒日則日
勝。抓住美國，不讓中美接近，是日
本上下一心遵守的基本國策。中美關
係不好，正好給日本無盡的機會從中
漁利。中國把東南亞各國視為小國，
自詡大國，引起反彈，又給日本機
會，在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間挑撥離
間，煽風點火。如中美對立，美國同
樣必須在南海選擇制中的幫手，南海
自然有國家願意成為美國的幫手。
南海的國際機制，應避免排他性和
對立性，不含有為未來衝突佈局的意
義，則成功的機會將大增。因此邀請
美國參加，是必要的。美國的政治軍
事經濟力量早已經深入東南亞和南
海，要撼動它們不但與美國發生爭
執，並與東南亞南海各國發生爭執。
中國越是想要排美，各國必然越盡力
留住美國。美國的企業本來已經在東
南亞根深蒂固，並且是世界性經貿體
系的一個主要部分，中國也已經是體
系的一部分，美國企業的參加各種南
海多邊企業是當然而自然的，不待任
何國家邀請。中國主動提出邀請，是
表示願意加深中、美、東南亞的全面
機制性合作，將會得到各方面的歡
迎、接受這新的機制。
中國的南海島礁設備開放給東盟各
國共用，也邀請美國共用。美國要看
島礁建設，中國可以禮請他們上島去
看。從外空到海洋，美國擁有高科技
偵查技術，要保密其實不可能。南海
各國為了自身利益，會處處幫助美國
偵查中國，中國何必辛辛苦苦去保護
本來不必是秘密的秘密？開放最終必
然是相互的，開放會獲得較多的善意
機會，去瞭解南海和美國。這些相互
瞭解，不是情報戰，是增進友誼。
中國需要的海洋安全不僅限於南

我和林孝信本來不太熟， 比較記得的是在臺灣的報紙副刊上看到一篇寫他和科
學月刊創刊的文章， 主題是說這位元廢寢忘食， 不修邊幅的苦行憎是如何在芝加
哥把科學月刊催生出來的。
保釣運動後期， 經常看到他發言，苦口婆心的給大家分析228，臺灣問題等
等，很多人往往講到激動處會提高嗓音， 但是我印象中林孝信從來沒有發過火，
總是很理性， 很耐心，很理解別人似的。後來聽說他回到臺灣， 成了家， 又沿著
他的老跑道， 繼續廢寢忘食，苦口婆心的在社會上播種子，提高人們的家國大我
認識， 老林”癡人“依舊， 不同的是他有了照顧他， 支持他的好伴侶。
最近三，四年吧，他每年大概來兩次紐約， 我們幾個人就和他在唐人街 先吃個
飯， 一邊吃， 一邊就看他的電腦， 介紹他在臺灣，大陸兩邊跑， 做了些什麼。
老林的人脈很廣， 也是他多年來的努力，誠摯修來的。談話間， 我們不免耽心他
奔波勞累， 他總是說， 如果老天有眼， 還可以撐幾年。 去年， 他果然帶了兩個
青年人來， 看到老林撒種有成， 我們都很高興。
我有時覺得人的壽命不能用年數來算， 而應該用如何利用有生之年來算， 老林
從很早就開始”透支“了。 他總是為一個理想拼命奔跑， 到了忘我的境界。他
71年的生命做過的事遠遠超過一般人71年能做的。 保釣孕育了我們的心胸和膽
識， 而老林讓我們又記得了那些青春無悔的日子。
～朱敬業～
曾參與保釣運動、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今天於台南市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過世，胞弟林聖芬回憶哥哥點滴，求學過程一直很優秀，非常敬佩。
林聖芬表示，哥哥念書時，正巧遇到華人科學家李政道獲諾貝爾獎，吹起物理
風潮，當時大學第一志願不像現在是醫學系，而是物理系，林孝信臺北市立建國
高級中學畢業後就考上台灣大學物理系。
林孝信在台大期間就創辦物理系刊物及刊載於新生報的中學生科學週刊，大學
畢業後，就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研究所，聯合美國各地台灣留學生共同成
立科學月刊。
不過，釣魚台事件發生後，林孝信大部分心力投入「保釣運動」，再連結起科
學月刊建立的留學生網絡，出版「芝加哥釣魚台快訊」，遭列黑名單。
林聖芬說，林孝信攻讀博士期間，花很多心思投入保釣運動，加上被迫放棄學
業，喪失繼續物理研究道路，如果釣魚台事件再晚兩年發生，林孝信或許已拿到
博士學位，一切會變得不一樣。
解嚴後，林孝信終於回台定居，經美國多年經歷，認為台灣教育仍有進步空
間，先在台灣各地推動「社區大學」，在各縣市、鄉鎮「遍地開花」，也將國外
「通識教育」帶進台灣教育界。
協助治喪的工作人員陳慈立表示，林孝信與在成大任教的妻子定居台南已有一
段時間，林孝信今年4月被發現罹患肝癌末期，積極接受治療。
陳慈立說，林孝信一生充滿鬥志，就算到最後一刻仍然如此，值得晚輩感念、
敬佩。林孝信在妻子與女兒陪伴下安詳辭世，消息傳出後讓親友們都感到相當不
捨。
～林聖芬～
如何調適，
也曾經想著要逃避，不想去見老林
老師，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對他。但最
終我還是前往了醫院。在待在病房的
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自己心情的
起伏，
雖然一直是在難過的情緒中，但仍
然不得不調適與接受事實。何況，最
難過的應該是美霞老師和小嘉，但他
們在老師面前表現出來的卻是異常堅
強和樂觀，以免將悲傷的情緒感染給

老林老師。那麼我又怎麼能夠自私地
只想表達自己的情緒呢？
老林老師的離開意味著我們沒有依
靠的對象。於是我們必須要更堅強，
以便迎接未來艱難的挑戰。老林老師
的理念、思想和人格典範，將會常駐
在我的心靈深處。此刻的我，異常地
想念老林老師。只能透過書寫來抒發
我的傷痛，
僅以此篇文章表達我對老師的想
念。(寫於1220深夜)

海。如果只能在南海“維權”，但是
出不了南海，則更沒有海洋安全。中
國想出南海，走進兩樣，需要東南亞
國家和美國的合作。中國參加美國主
導的國際索馬裡防盜合作，得益不
少；美國也獲得可貴的海軍朋友。在
南海，中國主動“邀請”美國參加，
不是示弱，是前瞻性地將現實優化為
融洽環境，有利於出海。
合作能夠使中國以較小的代價而獲
得海域安全，獲得遠洋通道安全，獲
得東南亞各國的友誼，獲得美國的友
誼。總的結果是提高中國的威望和實
際利益。競爭不但代價太大，而且兩
敗俱傷。
對美國而言，獲得中國的合作將能
夠以較少代價維持南海的通道安全，
維持全球海洋霸主地位；維持東南亞
國家的友誼，更獲得中國的堅定友
誼，從而集中力量應付其他區域的問
題，鞏固在全球的地位。這是
1+1>2對美國的意義。
結論
未來世界最可能的格局，是多邊、
多群共存而聯合合作的平衡，不大可
能是兩大、兩群競爭的危險平衡。中
國與東盟各國是友非敵，與美國也是
友非敵。中國不與任何國家競爭，合
作是唯一的理性選擇。無論對美國對
東南亞，中國不妨自居協助的地位：
協助美國維持東亞/東南亞和平發展
與共同繁榮；協助東南亞各國平等成
長，不卑不亢地屹立於國際舞臺上。
南海與東南亞的和平安全繁榮，是全
世界和平安全繁榮的一部分，美國的
參與將完善這一佈局。
美國最好的選擇也是接受中國的合
作，取代日本，維護西太平洋和東亞
的和平與安全。
中國能在亞投行上採取主動，為什
麼不能在建立南海的國際多邊合作機
構上採取主動？建立任何國際機構，
都會遭遇許多挑戰，許多困難，付出
許多代價，但是總的一定是利大於
弊。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二十世

紀新興國家，有新的理想。美國政治
家推動成立一戰後的國際聯盟和二戰
後的聯合國，歷經一個世紀，多邊國
際組織有巨大貢獻，已經成為國際關
係中的主流之一，雖然美國現在對聯
合國不大滿意，然而無論怎麼總結，
直到今天，美國世紀與國際組織時代
是分不開的。中國值得嘗試以開放、
平等、合作、共有共用為宗旨，引領
一種新的國際組織關係。
南海合作如果獲得相當成績，將來
可能出現東海合作委員會和東海合
作：包括兩岸、兩韓、日本、美國、
菲律賓（如琉球獨立，加琉球）。重
複架設國際多邊合作框架，效果勢必
更好。
美國以全域為重，能勸阻南海國家
不走極端。這對中國特別重要。在南
海，東盟國家沒有侵略中國的居心，
和日本之不改其侵略國心態是根本不
同的。中國理應放下身段，理智對
待。對東盟各國不願被“大國”欺壓
的反抗心理，應當理解。凡事從大化
小，從小化無。中國近三四十年喪失
海上領土，是自己的疏失，只能以創
造合作共贏的新天地來挽救，而不宜
為收回失土而與任何東盟國家對立。
可以想像，中國如果想要在南海建
立明顯是中國獨大的局面，即使部分
成功，美國或其他國家很可能另建國
際機制，以為對抗。南海從此多事。
為了避免產生惡性對抗，中國必須取
得美國和南海國家的共識：新的架構
實事求是，不涉及任何政治考慮，共
同解決問題，共謀利益。
期望未來世界是多邊合作的平衡，
不是霸權對立的平衡；發展多邊合作
的前景開闊，得道多助，穩當安全，
各國人民不是走向戰爭，而是走向共
存共贏的大同格局。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
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
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
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