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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中央研究院創立於 1928 年，播遷來臺時僅寥寥 50 餘名職員。87 年後的今日，中

研院已是有著近 9千名人力的大型學術機構，規模相較於遷臺時期，已不可同日而語。

多年來，因退休、離職，或因另有生涯規劃而離開本院的同仁已逾 2 萬人。啟惠經常

耳聞院友們難以忘懷中研院幽靜的學術研究環境，盼望能再有機會參與院內活動，持

續汲取新知；並在互相交流之際，結合彼此的專業，貢獻一己之力以助提升本院甚至

臺灣的學術研究環境。 

5 年前，本院院友會正式成立，殊為不易，特別感謝創會理事長吳成文院士的鼎力

相助。在所有會員齊心協力下，不時舉辦各類藝文活動及休閒聚會，凝聚了久未謀面

的老友，重拾了往日切磋學問的點滴，豐富心靈的同時，更促進院友間的情感聯繫。 

而今，院友會會刊的發行，將提供院友們另一嶄新的互動平台。透過文字書寫及生

動照片，回憶在各自不同的職務上曾度過的舊日時光、退休後精彩的愜意生活，以及

專訪傑出院友，從其卓著的貢獻中領略追求真理、服務人群的真諦。藉由篇篇生動有

趣的分享，留住刻刻美好的記憶。 

許多曾於本院服務的先進們可能尚未知悉本院院友會已經成立，盼望能藉年刊創刊

號的出版加以推廣，吸引更多院友共襄盛舉。在回味往事之餘，更以豐富的人生閱歷

提供建言，共同促進院務發展。在此謹代表本院所有同仁，敬祝大家新年快樂、身體

健康。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 

 

 

 

 



理事長的話 

  「中央研究院院友會」成立迄今已有五年的時間，回想五年前翁院長啟惠要我幫

忙成立院友會。他說，中央研究院有上萬的院友，如果我們能成立一個類似校友會的

組織，作為院友們聯誼的平台，不但可以增進大家的私人情誼，還可以結合各個領域

的院友，提升台灣的學術研究環境，我個人非常認同翁院長的構想，便答應盡力幫忙。

五年來，我們已有三位數院友熱情參加，並與加入本會的會員們在每年的旅遊聯誼活

動中，培養出濃厚的感情，累積了許多的回憶。 

  於今年度本會將創立電子會刊之創刊號，便是建立一個平台，讓曾經在不同的職

務上為中研院的發展而奉獻的會員先進們，分享昔日在中研院工作的點點滴滴，並歡

迎分享您昔日研究領域的大小事，亦說說您退休的生活如何規劃，讓各位會員們皆能

在閱讀本刊時，再一次將我們的心齊聚一堂。 

  在創刊號裡我們邀請到，翁啟惠院長談院友會，並邀請了前副院長劉翠溶女士，

與本會秘書長亦是前公共事務組主任梁啟銘先生，述說昔日在中研院工作的點點滴

滴，也邀請到每年都熱情參加本會聯誼旅遊活動的陳仲玉先生與魏良才先生，分享參

與本會的旅遊心得，以及邀請周延鑫先生分享退休後的生活，都是非常精彩的文章分

享，也希望透過創刊號的發起，讓更多會員先進們，有熱情提筆，創造更精采的交流。 

   

           中研院院友會 

           創會理事長吳成文（中研院前生物醫學所所長） 

            

  



我們都是中研人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在中研院已工作 18 年。小學 6 年、中學 6 年、大學 4 年、

再加上碩士 2 年，也才能湊足 18 年，所以 18 年實是不短的一段日子，而在中研院雖

有些人只是工作幾年就分道揚鑣、展翅高飛，但工作超過 18 年的仍不在少數。我們在

中研院大部分時間除了工作仍是工作，但這是我們一起打拼、學習，追求人生志業實

現的地方，不管最終成果如何，相信在大家的心頭，和我一樣對中研院都或多或少有

百感交集、五味雜陳、揮之不去的感懷。 

  我最近常常參加小學同學會、中學同學會還有大學同學會，除了盼望在有生之年

有機會看到老朋友，更想追回那已流逝的美好時光中的雪泥鴻爪。幾年前，中研院在

翁啟惠院長及吳成文院士的大力鼓吹下成立台灣中研院院友會，為我們這些中研院的

「院友」開拓了一個可以共同集思懷舊的平台，如今加入院友會的會員已達三位數，

每年除了年會，還會舉辦二次旅遊，讓大家可以一起歡聚，「補償」大家在中研院缺少

機會盡情遊玩的不足，曾參加過活動的會員都讚不絕口。 

  由於中研周報最近以發布正式訊息為重，比較難有足夠的篇幅讓大家暢所欲言，

為了讓所有院友們能有抒發心中感觸的機會，在得到院友會理監事首肯，我們遂決定

籌辦院友會會刊，相信這將會是中研院院友會發展茁壯的一個重要的里程碑，更希望

大家能踴躍來投稿，謝謝。 

 

梁啓銘 

院友會秘書長（中研院前公共事務組主任） 

 



我們都是中研人 

  我在 1966 年從台大歷史學研究所畢業後，承許倬雲教授推薦進入中央研究院歷史

語言研究所擔任助理研究員。事實上，在就讀台大研究所期間(1963-1966)，我就在史

語所工讀，整理內閣大庫檔案，從其中看到很多關於清代財政的奏摺，成為我後來撰

寫碩士論文的主要史料。在 1966-1968 年間，我在史語所工作兩年，繼續做清代經濟

史的研究。然後留職停薪到哈佛大學進修，於 1974 年回國，當時我在史語所的職缺因

四年未歸而未獲保留。幸而，當時美國文化研究所成立，承所長陳奇祿先生同意，以

青輔會的補助，進入美國文化研究所擔任約聘副研究員，一年後成為正式人員。在 1975

年夏，在當時經濟所研究員劉克智先生的推薦下，我到夏威夷大學參加暑期人口學研

習營，開始接觸人口學。次年，同樣是在劉克智先生的推薦下，我到費城的賓州大學

人口研中心做了十個月的博士後研究，開始接觸歐美人歷史人口學的研究，並試以中

國的族譜為資料進行中國歷史人口的研究。這些經驗擴大了我的研究領域。 

 

  到了 1976 年，費景漢院士回到經濟所訪問，他向所長于宗先先生表示，要找一個

人與他合作研究經濟史，於是，我成為這個人選。過了一段時間，于宗先先生向美國

文化研究所所長朱炎先生表示，希望能把的職位轉到經濟所，以便協助在經濟所推動

經濟史的研究。朱所長在百般不情願下勉強同意了。於是，我在 1978 年成為經濟所的

一員。在經濟所，我一方面繼續做經濟史研究，另一方面用更多時間研究中國歷史人

口，前後用五十部中國族譜的資料於分析這些家族人口的出生率、死亡率、以及長期

人口的變動趨勢，陸續發表論文，並且在 1993 年結集成專書。因為這個研究成果，使

我在 1996 年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大約是在 1990 年，當時任教於澳洲國立大學的英國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向蔣

經國學研究基金會申請一個舉辦環境史國際研討會的計畫，依基金會規定，需要一位

本國學者協同主持計畫，當時基金會董事長李亦園教授找我擔任這個工作。於是，我

也開始把研究主題轉向環境史的研究，並以台灣為對象撰寫了我第一篇環境史的論

文。就這樣，我的研究領域又進一步擴大一些。我在經濟所工作二十餘年，直到 1998

年，李遠哲院長任命我擔任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我的工作單位又轉換一次；成

為全院唯一曾經在四個研究所任職過的研究人員。過了五年，在 2003 年，李院長又任

命我擔任副院長，協助處理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相關的事務。後來，翁啟惠院長再任命

我擔任副院長，直到 2009 年底。從 2014 年開始，我擔任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員，得

以繼續使用中央研究院豐富的資源。 

 

  以上簡述個人在中央研究院的這些經歷，顯示在關鍵時刻都有人幫助我渡過轉折

點，我衷心的感謝。同時，我也要強調，對於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來說，中央研究

院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劉翠溶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前中研院副院長） 

 

 

 

 



院友大小事－金椿茶園與南園之遊 

   「中央研究院院友會」的設立主旨之一是「院友們聯誼的平台」(吳成文理事長

語)。自 2014 年秋季開始，即舉辦院友聯誼一日遊的活動。該項活動已經舉辦三次，

筆者與內子均恭逢其勝。每次的感受不祇是遊山玩水，而是有主題的知訊之旅。 

    去年 5 月 14 日之遊，最是意難忘，因以為記。是日清晨八點鐘，先取得西式早餐

盒，整車待發。一出發走上高速公路，梁啟銘秘書長已是歌癮發作，唱起卡拉 OK。約

在中午時分，到達第一站「金椿茶園」。該茶園不是很大，但有大片林地。我們下了遊

覽車，要走一段路，沿途已見茶樹和

路旁的櫻花樹及季末殘餘的櫻花。我

們並未看到該茶場製造的過程，但可

聞及飄逸的茶香，同時就在那園內的

餐廳享用茶油午餐。午餐很豐盛，菜

色多樣可口，頗具特色；並且採用自

助方式，人人儘飽。 

    第二站來到「南園」。該園落成於 1985 年。原為聯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先生退休

和其太夫人靜居之所。經漢寶德建築師精心設計。建築的規劃是融合中國江南園林、

閩式建築、加上小部分洋樓、迴廊等的風格。並且動員上百名手藝精湛的木工與各方

藝師，精雕細琢而成，為華人世界最大的山中園林之一。其實，該林園的主人翁生前

未曾怎麼使用，而後做為員工休閒的活動場所。2008 年以來，委由 The One 公司經營

對外觀光休閒業；劃出「開心樓」部分為旅館住房與餐飲部。這天我們僅遊覽了主樓

「南樓」與其周圍的多座廳堂，也是南園最精華的部分。 



    我們自「延爽門」入口而進。先自一條小徑來到「琴音閣」。其時正廳已有一團遊

客在聆聽古箏表演。我們就在後廳等待第二場次。此時即可欣賞該園建築雕樑畫柱與

木雕壁飾、青銅佛像、屏風、青花瓷器等的裝飾擺設之美，亦可看出主人翁的品味。

在聽了古箏演奏之後，我們又穿過多處曲徑與魚池上到「南樓」。這是座三層樓房，僅

開放兩層。總之，這處園林不論是亭、

台、樓、閣，均顯出中國傳統古典建築

之極致。尤其難得的是在建築師構思

中，處處不忘閩式的地緣關係。譬如紅

磚上的紋飾、屋頂的燕尾造型、樓亭外

側的「美人靠」等。此外，不論是曲徑、

流水、魚池的配置，均尚以自然工法亦

是典範。 

    我們在參觀南園之後，回程路途中，仍然欣賞到卡拉 OK 的樂趣。回到中研院已是

華燈初上。 

 

陳仲玉 

中研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院友大小事－結伴而遊，不亦樂乎。 

 

  從服務三十年的中研院退休後，加入院友會成為終身會員。承蒙會友同仁的厚愛，

被選為理事，參與會務工作，而理事長吳成文院士又是我師大附中實驗班的學長，因

此倍感親切。 

   

  院友會的活動中，最能引起院友們興趣的應屬春、秋兩季的一日遊，兩次旅遊我

都參加了，去年 5月 14 日參觀金樁茶油觀光工廠及南園人文休閒客棧。由聯合報系創

辦人王惕吾委由名建築師漢寶德所設計的「南園」在國內雖頗負盛名，我曾參觀過蘇

州園林，因此「南園」並未引起我驚艷的感覺。倒是 9月 16 日的秋季之旅參訪的金車

威士忌酒廠及杏輝製藥公司的廠房及研發中心令我印象深刻。平常除了喝喝紅酒及啤

酒之外我對洋酒毫無了解，此次參觀金車酒廠，讓我了解了威士忌的釀製過程，令我

開了眼界，長了知識。杏輝是國內知名的

製藥公司，是我第一次接觸生技製藥工

業，其研發中心的設備及規模也令我大開

眼界。由於吳理事長伉儷的聲望，杏輝董

事長夫婦及公子特別設午宴款待我們，並

有多名高級主管作陪。在參觀研發中心結

束時，並為我們每人準備了一份綜合維他命的伴手禮，真是盛情感人。除了參觀酒廠

及藥廠之外，我們也看了新寮瀑布及羅東林業文化園區。在羅東時不少同仁排隊飽嚐

該地著名的肉羹。我因素來不喜排隊久候，所以就放棄了。 



    這兩次旅遊，雖皆是短短一日，但大家皆十分盡歡。去程及歸途，車中除了放映

影片之外，並備有卡拉 OK，供大家點唱。我想

點唱最多的是梁啟銘秘書長，唱歌中氣十足；

理事長夫人黃香蓮女士雖唱的不多，卻極有韻

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極為能幹的會務經理李

曉涵小姐對旅遊的安排盡心盡力，十分周到。 

 

    院友會是本院同仁退休後溝通交流的重要管道，亟望有更多同仁的參與，使會務

更能蒸蒸日上，朝向更多面向擴展。 

 

 

     

魏良才 

中研院前歐美研究所所長 

 

 

 

 

 

 

 



院友的話-退休前後我的生活 

  當我初到研究院時，知外國人曾用武力侵佔中國，那時八國聯軍攻至北京後，大

清慈禧太后逃出北京，往西安後同意賠款，但美國認為中國太貧窮，將此賠款全數捐

出。於 1960 年左右用此庚子賠款成立東西文化中心，以協助東西文化交流人士之學者

之旅費、食宿的支出。當時第一屆東西文化中心主任係由美國總統，指定由哈佛大學

的蕭之的博士擔任，蕭博士係一位在 8 歲時，就從中國到美國學習科學的小流學生，

他對中美文化以及科學學術有深入的了解，學成後他決定在夏威夷大學旁邊成立了東

西文化中心，而當他在 60 歲左右，曾親自到台灣中研院來由我接待。 

 

  在一九六○年代我們的科學研究才剛開始，他講授輻射生物學受到極大的歡迎，

並將偵察輻射線 αβγ的儀器霧室 cloud chamber 贈送給台灣，這代表初期中美的合

作，此儀器現仍在動物所保留良好。後來我國在美的院士黃周汝吉、李遠川、錢煦、

黃秉乾、王倬等多位美國一流學者來台講授分子生物學，對當時的學術界及學生注入

新觀念，對台灣影響頗大。 

   

  我在民國九十一年屆齡退休，轉眼已有十五年，當時由非常忙碌的生活步調，一

下子變成天天睡到自然醒，當然會比較不習慣。在九十一年時我參加博物館參訪團到

中國大連開研討會，參觀了瀋陽，旅順日俄兩軍戰爭的戰場，又參觀了旅順的監獄，

看得出當年日軍如何殘酷的對待敵人，有著深刻的印象。接著也參觀北京的大小博物

館，看到他們對科學教育有相當的投入。 

  在退休初始時，我還是與學術界、教育界有所連繫，曾參加教授的下鄉計畫，到



高中對高中生演講。雖然我是做無脊椎動物費洛蒙（pheromone）的研究，但對脊椎動

物費洛蒙亦略有涉獵，因之各高中生反而對高等動物，尤其是人類費洛蒙均相當有興

趣。看他們稚嫩的臉上，對一見鍾情的迷思；對男女之間互動均有相當的興趣，因之

我建議教授們有機會能對高中學生做深入淺出的專題報導，這對高中生將有極大的影

響力。現在學生們對 pheromone 有問題時，還會繼續寫 e-mail 來請教我。 

 

  在九十一年末，發現我罹患大腸癌，但經台大醫院梁金銅醫師細心照料，很幸運

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康復了。於是我就開始用更慢活的生活方式在台灣遊山玩水，例如：

常常參加台鐵郵輪式火車遊玩，所謂郵輪式火車就是像坐郵輪一樣，在有興趣的景點

停靠，讓遊客不必擔心交通問題，可以盡情的慢慢玩。因之，我們玩遍台東、花蓮、

大甲、彰化等地區。有次參加郵輪列車大甲之旅時，在苗栗通霄虎頭山上，看到－日

俄戰爭的紀念碑。1905 年日俄戰爭的時候，俄國的太平洋艦隊被日本封鎖，因之急調

波羅的海艦隊東來，想經由非洲、印度洋、麻六甲海峽、台灣海峽東海到旅順，由後

攻打日本艦隊。但經台灣海峽時被通霄虎頭山上的日本通信兵發現，兩軍決戰在對馬

海峽，俄艦大敗。因此日本在通霄虎頭山上設立「日露戰役望樓紀念碑」，虎頭山上視

野非常遼闊，離海邊又近，是－非常好的瞭望台。 

 

  台東地區是台灣原生種鐵樹，發生嚴重的介穀蟲蟲害，由於此台東鐵樹原生地為

水源區，地勢又陡峭所以不能大量噴藥。我曾多次受到台東林管處的邀請，參與生物

防治的研究，因之多次到台東。有次看到有一處指標寫著「霧鹿砲台」，覺得納悶，一

般砲台均在海邊，而此砲台卻在深山內。因之包計程車前往（連計程車司機亦不知有



此砲台），結果小山上是二門俄制大砲（1903 年製造），此二門大砲是日俄戰爭時俄軍

所用的武器。日本打勝戰後，從瀋陽搬到台灣來對付原住民。日人將此二門大砲放置

在霧鹿部落的制高點，對著對面的山路嚇阻布農族原住民，因之能將日俄戰爭發生的

有關事項連在一起，是史書上無法看到的史料。其實台灣還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大

家有空時，不妨多多探訪。 

 

  最後我要說的是，在民國 72 年我曾得過教育部的學術獎，現在我仍然是台灣費洛

蒙學會的名譽董事長，並對業界提供諮詢服務。業界還將我一些文章放在他們的網頁

上，甚至有一些人未經我同意就放在網頁上，還註明不准轉載，這實在是有點好笑。

不過基於對商業界的鼓勵，我均同意他們使用，算是一點小小的貢獻，謝謝。 

 

 

 

周延鑫 

中研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中研院動物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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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長及副院長者為當然會員。 

二、入會辦法：請您至郵局專戶，以匯款或 ATM 轉帳或無摺存款方式，將款項匯入中

研院郵局 0002626-0445861 戶名：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友會吳成文，並請郵寄您的收據

影本，以及入會申請書、2吋照片 1張，至本會會址：115 台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

128 號「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友會」收，待審查流程完畢，俾完成入會手續。 

三、會費介紹： 

1、常年會員(入會費 1,000 元，會費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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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員捐款辦法： 

凡本會會員，歡迎贊助本會舉辦中研院之院友聯誼活動。贊助辦法：請您至郵局專戶，

以匯款或 ATM 轉帳或無摺存款方式，將款項匯入中研院郵局 0002626-0445861 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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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徵文：歡迎本會會員分享您曾在中研院工作時的點滴回憶，或分享參加本會舉辦

之旅遊心得，亦可暢談您退休或轉職後的生活，或您閱讀完本期會刊，對本刊有任何

心得分享。 

歡迎您投稿至 alumni@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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