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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初訪大陸與邀請大陸學者來台訪問 

一、本人應邀訪問大陸 
1966年，本人出版世界新聞史，1972年出版比較新聞學，1973

年出版比較電視制度，1982年於政治大學新聞所創辦亞洲第一所新

聞學博士班，同年本人建議開放大陸探親。這些新聞，都引起大陸

新聞學者的重視，因此大陸許多學者，雖未見面，但早有書信往來。

1989年9月，北京新華社中國新聞學院院長周立方、人民大學新聞

學院院長何梓華與資深教授方漢奇、甘惜分，共同邀請本人前往北

京參加兩岸新聞教育會議，參觀北京新聞教育與重要新聞事業單

位；並安排訪問上海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與浙江大學等重要學府。

當時適逢「六四事件」之後，經濟落後，社會貧窮，大學經費困難，

與現在完全不同。自早期本人應邀參加大陸學術會議如下： 

表一：1989～1993年參加大陸學術會議 
時        間 會      議      主      題 主 辦 單 位 地  點 

1989.9.1～5 兩岸新聞教育學術研討會 中國人民大學 北  京 

1990.8.2～5 孫中山與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廣東社科院 翠亨賓館 

1991.10.22～26 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台灣研究會 北  京 

1992.8.3～7 第二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中國社科院 北  京 

1992.12.3～6 大眾媒介在國家統一中的角色 韓國文化部,KBS 香  港 

1993.8.12～15 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 珠海亞洲研究中心 香  港 

 

在上述會議中，除在人民大學係口頭報告外，其餘均在大會宣

讀論文。在韓國文化部舉行之會議上，宣讀論文題目與大會主題相

同，原為英文，大會徵求本人同意，譯為韓文，分發韓國各級政府

與新聞媒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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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大陸新聞學者訪問台灣 
在人民大學會議中，甘惜分教授希望大陸學者能到台灣看看；

同時本人返台後，應「中國時報」張屏峯總編輯之要求，分別寫信

給周立方、沈如鋼、方漢奇與甘惜分諸教授，協助「中國時報」在

北京建立採訪據點，進行頗為順利。 

1993年6月25日，政大傳播學院召開中文傳播暨教學國際研討

會，邀請美國、日本、香港、新加坡、大陸與國內新聞學者130人

參加，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社科院新聞所、中國新聞學院、北京廣

播學院、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

暨南大學、蘭州大學與新疆大學等，共計35人，其中多為本人好友。

「中國時報」為答謝北京新聞學者協助建立北京採訪據點，以及希

望開拓大陸新聞網之建立，特於會後接待大陸學者，至台中、日月

潭、阿里山、高雄與花蓮等地做環島旅遊，返台北後，又參觀了「聯

合報系」與「中華電視公司」，最後參觀「中國時報系」，並參加余

紀忠董事長之盛大晚宴，由本人作陪。最後有9人希望到「故宮」

與再到政治大學看看，乃由本人招待。 

三、本人招待大陸新聞學者 
當晚返家後，立即租了一部新式中型巴士，向三民書局訂購了

拙著世界新聞史、比較新聞學、新聞道德、比較電視制度與國際傳

播共45本（每人5本），並與政大商定明天下午參觀事宜。 

1993年7月5日上午，參觀故宮博物院，11點參觀文化大學新聞

學院，12點至中國大飯店午餐。下午遊陽明山國家公園，隨即參觀

政大國關中心與傳播學院，後至福華大飯店晚宴。 

大家對故宮文物表示讚嘆；對政大國關中心與傳播學院的師資

堅強，圖書豐富，以及研究成果，表示敬佩；對本人之贈書與熱誠

款待，一再表示謝意。這次訪問非常成功，貴賓可說滿載而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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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們說：「大陸迫切需要新聞新版圖書，可否設法給予協助？」 

表二：招待大陸新聞學者名單 

姓  名 所 屬 院 校 職    稱 備註 

何梓華 北京人民大學 院    長  

甘惜分 北京人民大學 博士生導師  

方漢奇 北京人民大學 博士生導師  

沈如鋼 中國新聞學院資深教授  史坦福大學研究 

孫旭培 社科院新聞所 所    長  

寗樹藩 上海復旦大學 博士生導師  

李進才 武漢大學 副 校 長  

吳高福 武漢大學 院    長  

樊  凡 武漢大學 副 所 長  

朱傳譽 天一出版社 董 事 長 前政大新聞所教授 

李  瞻 政大新聞所 所    長 接待主人 

貳、參加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 

一、1994年香港第一屆會議 
該會於1994年6月，由「香港文教傳播聯會」主辦，由陸坤慈

主席主持。討論主題為「粵台港澳45年來之演變暨21世紀文化展

望」。為期4天，共計邀請四地200餘人參加。因四地學者，初次聚

會，波折很多，均由陸主席出錢出力，不辭勞怨，奔波促成，頗為

不易；惟會議氣氛融洽，討論熱烈，十分成功，會後並遊覽香港名

勝。 

二、1995年廣州第二屆會議 
1995年10月24日，自北京逕飛廣州，參加「第二屆粵台港澳文

化交流學術研討會」，在花園酒店舉行。該會由廣州市社科院與廣東

省文化總會主辦，與會人員計廣東、廣州26人，台灣、香港各10人，

澳門8人，共54人。本人為台灣代表團團長。會議討論主題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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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經濟發展中之角色 

(二)現代工業文明與道德建設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如何接軌 

三、1997年台北第三屆會議 
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第三屆會議，由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

在台北主辦，於1997年6月10~14日，在台北國民大會忠孝廳舉行。

住富都飯店，主題為「邁向21世紀文化交流研討會」，由本人主持。

大會主旨有三： 

(一)促進兩岸人民之相互瞭解 

(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建立新中華 

(三)共同邁向21世紀，實現世界大同之理想 

會後參觀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聯合報系、中華電視公司

與指南宮等地。台北結束後，陪同到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旅遊。然

後由統一企業招待至阿里山、高雄與花蓮等地觀光。 

四、1998年澳門第四屆會議 
6月25~28日由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先生主持。會議主題為

「青少年與大眾傳播媒介」。四地出席代表30多人。本人提報論文

為「電視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五、2000年香港第五屆會議 
1月5~8日，該會由香港文教傳播聯會主辦，在萬麗海景大酒店

舉行，台灣參加人員12人（本人為團長），討論主題為「兩岸四地

電影藝術之發展及其貢獻」，由陸坤慈主席主持。本人所提論文為

「台灣電影法之研究」。最後舉行頒獎典禮，本人獲「兩岸文化交

流貢獻獎。」 

 



16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0年1月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參、長江三峽之旅：參加華中理工大學華文傳播國際學

術研討會 

一、訪問武漢大學 
1995年10月4日，返鄉探親。7日赴濟南，頒發11所大專院校獎

學金與洽商魯台交流事宜。10日自濟南飛武漢，晚住武漢大學招待

所，翌日對研究生講學。下午吳高福院長陪同參觀新聞學院、校園、

東湖、黃鶴樓與楚城等名勝，晚至華中理工大學報到。 

二、參加華中理工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該會由武漢「華中理工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傳播學院」與「中國新聞史學會」合辦，由程世壽、郭振羽與

方漢奇三位教授主持。與會代表計有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汶萊、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等10個國家與地區的新

聞學者，共98人，本人以貴賓身份參加，發表論文為「外人華文報

刊對清末政治之影響」。大會1995年10月12日於華中理工大學開

幕，開會兩天。 

三、長江三峽之旅 
會後乘車至荊州，參觀古城與荊州博物館。後赴沙市乘「白帝

號」遊輪，逆流而上800公里，經三峽、酆都與小三峽等地到重慶，

於16日閉幕。在重慶停留一天，參觀名勝古蹟，晚住「重慶大飯店」。 

肆、應邀赴北京對兩岸與中美關係交換意見 

1995年10月17日，自重慶飛北京，住中國人民大學招待所。據

稱自1993年6月，前往政大參觀後，深覺目前最急需者，為新版圖

書與兩岸師資交流。關於新版圖書，本人答應返台後儘速設法，至

於兩岸師資交流，關係法令規定，須與兩岸主管機關溝通。 

在北京期間，高級領導曾邀餐敘，對兩岸與中美關係交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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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人為讀書人，所有意見僅代表個人觀點。 

一、兩岸關係 
(一) 台灣為自由民主社會,絕大多數人民主張維持現狀，主要目的在

確保他們現有的言論、新聞與學術自由，以及生命與財產的安

全；推動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應特別注意台灣人民的願望。 

(二) 目前台灣每年約有400萬人，到大陸旅行、經商，約佔台灣總

統大選總投票人數之五分之二；累計3年，即約佔總投票人數

五分之三。推動和平統一，應從台灣人民與在大陸台商做起。

假設這些人認為和平統一，對他們的自由、與生命財產沒有影

響，大概和平統一就有希望。 

(三) 台灣獨立，目前僅是少數人的意見，而且美國不同意，不會成

為事實。但有一點應該注意，就是夏威夷、阿拉斯加與關島等

地，為何不想獨立，這一點很值得深深思考。 

二、中美關係 
(一) 中美關係應和平共存，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會威脅或侵略中

國； 

(二) 中美關係不要對抗，對抗沒有必勝把握；不要武備競賽，否則

可能會重蹈蘇聯崩潰之覆轍； 

(三) 中美貿易，每年至少有700億美元之順差，要保住美國市場，

全力發展經濟； 

(四) 瞭解美國立國精神與外交政策指導綱領，為自由、民主、人權

與和平。要和平共存，須在國家安全範圍內，逐漸調整制度，

修改法律，建設現代化的文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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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票、車票、門票與旅館房費，外賓、台胞與大陸人民

收費應該統一；旅館管理問題，似應改善。 
第二年再到北京，高級領導說：「您的意見很好，我們接受了，

現在旅遊已經統一收費，謝謝您的建議。」由此證明，北京決策頗

為開明，好的意見，亦會採納。 

伍、台灣大學新聞所邀請大陸學者訪台 

一、台大召開「兩岸及香港新聞實務研討會」 
1996年6月5日，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召開「兩岸暨香港新聞實

務研討會」，在台大校本部舉行，會期4天，邀請大陸、香港與國內

新聞學者共40人參加，由台大新聞所所長張錦華教授主持。 

二、邀請大陸新聞學者12人，均為新聞教育負責人，係張所

長請本人提供，名單如下： 
陳桂蘭（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鄭保衛（北京）新華社新聞學院研究部主任 

鄭超然（北京）人民大學台港澳新聞所所長 

裴顯生（南京）南京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所長 

孟 建（南京）南京大學新聞傳播系副主任 

李壽福（杭州）杭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張大芝（杭州）杭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劉樹田（蘭州）蘭州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 

張 昆（武漢）武漢大學新聞系主任 

程世壽（武漢）華中理工大學新聞系主任 

鄭松錕（福建）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 

黃匡宇（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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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的主要內容 
國內與香港學者出席者，主要為台大與政大新聞所教授，計有

羅文輝、李瞻與陳韜文教授等人。此次會議主要目的在促進雙方新

聞教育現狀之瞭解，有關國內與香港新聞教育之資料很多，現僅就

大陸學者提供之論文內容，大致包括下列兩方面： 

(一) 各校新聞教育之歷史、理念與目標； 

(二) 各校課程編配、師資、教材出版、與畢業生論文等。 

以上論文，均刊台大新聞論壇第1卷第4期，1997年1月。 

陸、捐贈大陸著名新聞院系大批圖書 

1993年6月，大陸新聞學者訪台，即盼本人對大陸院校捐贈圖

書，本人為加強兩岸學術交流，乃籌措經費，購買圖書捐贈大陸新

聞教育單位。 

1997年3月，捐贈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

交通大學、暨南大學、社科院、新華社、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17

所重點大學新聞院系圖書6,865冊；2002~2008年，捐贈北大、清華、

青島、煙台、新疆等14所重點大學院校圖書4,188冊，兩批共11,053

冊，連同捐贈大陸個人或團體之新聞圖書567冊，共計11,620冊。 

山東人在台灣叢書，於2001年全部完成，至2008年，計捐贈山

東省各級政府、大學與省市圖書館，共計6,144冊。 

1998年6月，捐贈大陸重點大學法學院法學叢書50套，每套11

本，共計550冊。 

這些圖書，對促進兩岸學術交流，貢獻很大。 

柒、參加浙江、南京與交通大學學術會議 

一、浙江大學研討會 
1997年4月21日，北京社科院與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合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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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全國傳播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舉行，由新聞學院院長李

壽福與社科院喻權域主持。除國內出席人員外，計有香港中文大學

陳韜文、浸信大學朱立、台灣文化大學鄭貞銘與本人等14人參加，

共計56人。本人贈送該院新聞圖書，亦剛到校，舉行贈書儀式，藉

表謝忱。會後遊覽西湖名勝，並至紹興參觀「浙江日報」與魯迅故

居。 

二、南京與上海交通大學研討會 
(一) 該會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所系與交通大學新聞傳播系合辦。會

議於1999年10月29~31日，在南京大學舉行，由新聞系主任丁

柏銓、傳播所所長裴顯生聯合主持。除參加會議外，裴所長特

邀本人對研究生演講。 

(二) 會後重遊玄武湖、明孝陵、中山陵與靈谷寺等名勝。 

 大會分兩階段舉行。11月1日經高速公路赴上海，並遊周莊、

昆山與上海大學新校區。 

(三) 參觀上海大學。該校原在市區內，發展困難，市政府特在昆山

撥土地3,000畝，建設新校區。 

(四) 會議第二階段。11月1日至4日，在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活動中心

舉行，由交大文學院院長胡近與新聞傳播系主任竺培芬聯合主

持。台灣參加代表，計有王洪鈞、李瞻、鄭貞銘、林念生等10

人參加。 

(五) 會後參觀交通大學新校區（閔行校區）。在上海南郊，滬杭高速

公路旁，佔地3,000畝，設計新穎，業已完工，煥然一新。交大為

江澤民主席母校，經費充足，為大陸重點大學。 

(六) 上海二日遊。翌日遊覽浦東、城隍廟、東方名珠、夜遊上海外

灘，並乘船浦江夜遊，萬家燈火，霓虹燈四射，一片繁榮景觀，

象徵上海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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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創立70週年紀念大會 

一、復旦為新聞教育重鎮 
該會於1999年11月6日至9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 

在中共建政以前，我國新聞教育，即以燕京、復旦與政大三校

鼎足而立，聲譽最好，培養人才最多。 

現任新聞學院院長陳桂蘭教授，事前曾兩次應邀前來台灣訪

問；又1996年12月本人捐贈大陸17重點大學新聞院系圖書，係先運

至上海，然後由陳院長負責分送其他新聞院系。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校友遍佈全國，許多新聞教育、新聞事業與

新聞行政單位，多由復旦校友主持。1985年與北京人民大學同時創

立新聞學博士班，聲譽崇隆，在大陸新聞教育中仍居領導地位。 

二、70週年紀念大會 
紀念大會約有1,200人參加，多為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負責人。

海外參加者計有新加坡理工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郭振羽、香港中文大

學新聞傳播系主任陳韜文、日本東京大學資訊研究所李雙龍、日本

龍谷大學卓南生，與台灣政大李瞻、文化大學鄭貞銘，並本人列為

大會主席團之一。 

三、參加復旦全國傳播學術研討會 
與會者多為國內外新聞教育負責人，討論主題為傳播學研究與

新聞教育問題，本人提報論文為「新聞教育課程編配之研究」。 

玖、絲路之旅：參加蘭州大學華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漫遊西安故都 
絲路之旅，西安應為起點，1999年6月10日赴濟南開會，13日

結束，特於6月14日，自濟南乘火車赴西安。濟南朋友李恒泰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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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西安由山東省府駐西安辦事處李炳印主任迎接，住秦風樓賓

館。李主任與恒泰兄均係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對西安名勝如數家

珍，是最佳導遊。 

第一天參觀張學良公館與楊虎城紀念館，兩者與秦風樓賓館近

鄰，陳列資料，多與「西安事變」有關。該事件與國家命運以及全

國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撫今追思，不勝感嘆！ 

繼參觀鐘樓、鼓樓與西安古城，城牆重修，十分完整，城頂廣

闊平坦，可行汽車，十分壯觀。 

「碑林」可謂國家歷史博物館，正廳入口處有高大之四面碑，

刻有孝經全文，本人認為其為我國政治哲學與新聞自由哲學之不朽

經典，「碑林」有石碑數百座，每座均有其特殊的歷史價值。 

「大雁塔」紀念唐玄奘的故事。在一千多年前，交通不便，玄

奘大師遠至印度取經，改變了中國與東亞人的信仰，這也是國際傳

播的一件大事。 

第二天遊「華清宮」與「兵諫亭」。 

「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最大世

界文化遺產之一。看到兵馬俑秦兵軍容之壯盛，就可明白秦始皇何

以能併吞六國。尤其指揮官乘坐三馬牽引之戰車，已有現在坦克車

之構造原理。從馬匹繮轡裝飾之精美，可看出當時我國之礦冶技

術，亦屬世界一流。 

第三天參觀乾陵、茂陵。因篇幅關係，不再詳述。 

第四天乘火車赴洛陽，參觀「龍門石窟」。許多佛像景觀，多

被紅衛兵破壞，十分可惜。繼赴白馬寺，亦為佛教聖地，因天色已

晚，未敢久留，即乘車赴鄭州。 

1946年抗戰勝利復員，路過鄭州，當時為戰場，一片廢墟。現

為河南省會，經過50多年之建設，已成現代化之大都市。 

翌日，李先生回山東，我與內子飛南京，繼續我們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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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蘭州大學會議 
這次會議，係由蘭州大學新聞系與新加坡理工大學合辦，由蘭

州大學新聞系主任段京肅、劉樹田教授與新加坡郭振羽教授聯合主

持，自2001年8月20~21日在蘭州大學舉行。與會學者60人，香港有

陳韜文、李少南、朱立教授。日本有卓南生教授，台灣有羅文輝、

劉幼琍、彭家發教授與本人等。本人與劉樹田教授為老友，因贈書

關係，以貴賓身份參加。所提論文為「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現

大會論文集已出版，列為首篇。 

三、絲路之旅 
8月21日晚，沿黃河岸瀏覽蘭州夜景，頗為美觀。22日上午7時，

即乘兩輛觀光巴士，開始絲路之旅。 

(一) 8月22日，自蘭州至張掖，計560公里。中午抵武威市午餐後，

參觀雷台、孔廟，後者內有中文與西夏文對照之「西夏碑」。

中途參觀漢長城遺址，與明清時代之古驛站，晚抵張掖市。 

(二) 8月23日，自張掖至嘉峪關，計240公里。上午參觀大佛寺，有

中國最大之臥佛而得名。始建於西夏永安元年，殿內壁畫有西

遊記與山海經。離張掖，沿途遠眺祁連山風光，中午抵酒泉市。

下午參觀「泉湖公園」，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相傳霍去病征匈

奴，大獲全勝，傾御酒于泉中，與將士共飲，故名「酒泉」。

下午抵嘉峪關，參觀嘉峪關之城樓。地勢險要，建築宏偉，故

有「天下雄關」之稱。 

(三) 8月24日，自嘉峪關經安西至敦煌，計380公里。赴賓館途中，

參觀安西縣橋灣古城，為古代軍事要地。下午參觀榆林窟，自

唐至清，經歷代建造維修，內有壁畫5,650多平方米，塑像272

座，壁畫佛像有10,826幅，頗為珍貴。晚住敦煌國際大飯店。 

(四) 8月25日，遊覽敦煌。早晨5點參觀月牙泉鳴沙山，為沙漠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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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形成一湖，在沙丘環抱之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早餐

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內有2,400多座塑像，4,500

平方米壁畫，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世界藝術寶庫」。1987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下午參觀陽關，

為通西域南道之必經門戶。唐朝詩人王維有「西出陽關無故人」

之詩句。8月26日會議結束，我與文英飛往新疆烏魯木齊。 

拾、訪問新疆大學與老友重逢 

一、新疆大學、烏魯木齊、吐魯蕃 
在浙江與復旦大學會議中，遇新疆大學新聞傳播系韓強教授，

其一再邀請前往新疆訪問。 

8月26日晚抵烏魯木齊，已是萬家燈火，新疆大學文學院長阿

布都拉與書記、新聞系主任及韓強教授到機場迎接。 

翌日舉行座談，簡報大學與新聞系概況，並希望在圖書方面予

以協助。會後參觀校區，下午參觀林則徐紀念館與市區名勝，林則

徐與左宗棠雖係下放邊疆，但他們所做的民生建設，如坎兒井（水

利灌溉系統）與左公柳等，至今仍為人民所稱頌。晚宴後，參觀新

疆歌舞。 

8月28日，由新疆大學各位領導與韓強教授，均攜眷陪同至吐

魯蕃旅遊，計180公里。該地位於海平面下176公尺，氣候炎熱，盛

產葡萄，人民幾乎完全以此為生。中午享烤全羊大餐。後赴西遊記

所稱之「火焰山」，氣候酷熱，達攝氏46度，一片黃土，草樹不生。

將雞蛋埋入沙土中，5分鐘即可熟食。 

二、結識侯汝星、劉靜秀賢伉儷 
晚回烏魯木齊，由韓強教授夫婦好友，侯汝星、劉靜秀賢伉儷

於假日旅館（Holiday Inn）盛宴款待。侯總為新疆中國石油公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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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河北人，夫人劉女士山東榮城人，愛女佳佳聰明活潑，令人

喜愛。韓教授安徽人，夫人山東人，均為大同鄉，宛如家庭聚會。

我們明赴石河子，侯總稱回程派車去接，仍住假日旅館。31日陪同

至「天池」觀光，「天池」位於高山，風景秀麗，宛如日月潭風光，

中午全羊款待，晚間盛宴，約至家中暢敘。翌晨班機直飛香港，侯

總家人至機場送行。初次相識，盛情隆誼，衷心銘感，惟盼後日回

報於萬一。 

三、慈百興老友 新疆重聚 
好友慈百興，自小學至高中同班同學，同時離家，共同流亡，

為患難之交。1943年其考入黃浦軍校，因對日抗戰與國共戰爭，致

58年未曾見面。軍校畢業後，分發新疆第42軍。中共建政後未受重

大影響，升至副師長，因開發西北，駐軍組成「新疆屯墾兵團」，

以團為單位，每團一個農場，兼任農場場長職。自許可兩地通信後，

其一再邀約前往新疆聚敘。 

這次與內子文英，參加蘭州大學會議，前往新疆會晤百興兄，

亦為主要目的之一。 

百興兄住石河子，烏魯木齊西北約150公里。8月29日，其乘轎

車來接，少小分別，幾近60年，今屆老年，能於西北邊疆相見，歡

愉之情，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中午由烏魯木齊黃埔同學會款宴，下

午5時抵石河子。 

石河子為新疆屯墾兵團建設之新興都市，道路寬闊，市容整

齊。人口約30萬，96%為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河北與湖南之

移民。 

當晚兩人徹夜深談，各述近60年之個人遭遇與時局變遷，其間

得悉許多好友不幸去世，不勝感嘆！今我倆身體健康，家中平安，

已屬萬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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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興兄住兩層雙拼樓房，有前後院，冬暖夏涼，頗為舒適。嫂

夫人曲鳳章，山東榮城人，待人親切，育有3子，分別於公安、銀

行與市政府任職，均為高級幹部。有孫2人，2001年分別考取北京

航天航空大學與河北醫科大學醫學院。我與文英遠道來訪，百興兄

特將3子全家從辦公室喚回，大家合影留念。 

30日上午，同遊附近名勝，參觀石河子開發博物館，得悉新疆

原為大片荒原，今日農產豐盛，實以沿海移民之血汗鑄成。尤其博

物館前，有高6尺，長丈餘，銅製以人力耕田之大型塑像，特別怵

目驚心；記得冠文兄對我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下放江西「五

七幹校」，就親自體驗過人力耕田。當時我有些懷疑，現在這座銅

製塑像，證明當時是全國性的一項改造運動。 

拾壹、參加清華、北大與人民大學學術會議 

一、參加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成立典禮 
2002年4月20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該校大禮堂成

立，儀式隆重，貴賓雲集。本人因代表基金會贈書關係，應邀以貴

賓身份參加。在大會中，政府高級領導，特別說明清華大學成立新

聞與傳播學院，主要目的在如何建立國家傳播媒介之可信度

（Credibility）。 

下午舉行學術研討會，會前舉行贈書儀式，並由院長頒贈「感

謝狀」，由本人接受。隨後由本人發表演講，題為「建立傳播媒體

可信度之具體做法」，並說明在本會贈書中，均可找到例證。 

晚由該院設宴款待。翌日由李彬教授陪同參觀清華校園。清華

幅員廣闊、環境優美、建築宏偉、藏書豐富、人才濟濟，傑出校友

遍佈全球，實為一流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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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邀至北京大學演講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於2001年5月28日成立。6月於人民

大學參加學術委員會議，會後至北大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座談，由

龔文庠院長主持，因該院剛成立，急需新聞傳播圖書。本人當即允

諾援例人民與復旦大學方式捐贈。這批圖書，已於2002年3月到達

北大。該院副院長陳昌鳳教授，得悉本人已到北京，即邀本人前往

該院與老師座談，並對研究生演講。由龔院長主持，首先舉行贈書

儀式，頒感謝狀。講題為「政大新聞教育與傳播媒介的基本功能」。

這次時間較久，演講2小時，討論1小時，大家興趣很高。 

晚住北大招待所，翌日由老師陪同參觀校園。北大原為燕京大

學校址，為吉伯母之母校，如燕園、未名湖與司徒雷登紀念亭等，

嘗聞伯母所道及。我國學界領袖，如胡適、傅斯年與羅家倫等諸先

賢，均為北大人。 

午後龔院長親自開車送至機場，並贈精緻工藝禮品，高情雲

誼，永誌不忘也。 

三、參加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會議 
人民大學與政大新聞教育，關係密切。1995年人民大學新聞學

院成立40週年，舉行慶祝大會，特邀本人以貴賓身份在大會發表演

講，題為「我研究新聞學40年的心歷路程」。以後聘請本人為學術

委員，擔任所提研究計劃之諮詢工作，幾乎每年都去開會。 

2002年10月25~28日，人大新聞學院成立47週年院慶，舉行「媒

體經濟與傳媒集團化學術研討會」，出席大會者為新聞媒體領導與

新聞教育人員，共130人，由新聞學院院長郭慶光與資深教授方漢

奇聯合主持。本人宣讀論文為「傳播媒體集體化之流弊」。傳媒集

體化是傳媒商業化之結果，傳媒商業化係以營利為目的，而營利之

手段，係用色情、暴力、獨佔與詐欺廣告來達成，如此有違新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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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會責任以及傳媒服務社會公共利益之宗旨。故對傳媒集體化

之趨勢，應採謹慎之態度。 

拾貳、對山東大學院校 捐贈圖書回饋桑梓 

一、青島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自2002年~2008年，為回饋桑梓，對青島大學、煙台大學、濰

坊科技學院與山東建築工程學院等再捐贈圖書2,184冊。青島大學

2001年成立，查燦長博士為主任，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介紹後，即

援例捐贈新聞傳播圖書460冊。 

二、煙台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亦於2001年成立，齊愛軍博士為主任。其於復旦大學畢業，希

望在圖書方面予以協助。基於鄉誼，本人立即應允。俟本人至青島

大學，齊主任與煙台大學校長郭明瑞教授，堅邀至煙大訪問。校園

位於海濱，建築宏偉、規劃整齊、景觀極美。隨後對同學演講，講

題為「電視對社會的影響」。下午齊主任送我回壽光。贈該系圖書

474冊，亦於2003年3月，運抵煙台大學。 

三、濰坊科技學院 
為本人家鄉唯一之最高學府，2002年成立。校長崔效杰兄，熱

心教育，成效卓著，為回饋家鄉，特捐贈電子、企管、國貿、科技、

經濟、會計、銀行與英語教學等圖書共計1,000多冊，並先後頒發80

名獎學金，藉表祝賀之忱。 

四、山東建築工程學院 
孫董事長伯東兄，曾往講學。該院擬改為綜合大學，本會亦捐

贈建築工程、企業管理、財務管理、人文與社會科學圖書約5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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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參加暨南大學與廈門大學華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暨南大學中國新聞改革暨新聞史學術會議 
該會於2002年11月4~7日在廣州舉行，與會者96人，由暨南大

學新聞學院院長蔡銘澤主持。本人因贈書該院，以貴賓身份參加。

所提論文為「林樂知與萬國公報：清末中國現代化運動之根源」。 

二、廈門大學傳播學術研討會議 
2003年10月23~27日，在廈門大學舉行。與會者55人，由廈門

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陳培愛教授、新加坡郭振羽、與方漢奇教授聯

合主持。本會係沿襲華中理工大學舉辦之「三峽之旅」與蘭州大學

舉辦之「絲路之旅」模式舉行。本人提報論文為「政大新聞所博士

班成立20年之成就」。會後赴泉州參觀泉州博物館與其他名勝，追

溯鄭和下南洋「海上絲路之旅」之行蹤。 

廈門大學依山面海，校園整潔，建築典雅，為大陸美麗校園之

一，係南洋華僑陳嘉庚先生所創立，校內有陳嘉庚紀念館。 

拾肆、赴湖南、山東講學與中美台科技交流 

一、赴長沙湖南大學 
2005年4月，應湖南大學傳播學院吳高福院長邀請前往講學，

安排至岳麓書院、湘西鳳凰城、鐘乳石等名勝旅遊，風景極美，並

訪問沈從文故居。吳院長希望贈書，本人亦允援例辦理。 

二、赴山東大學 
隨後飛濟南，應甘險峯院長邀請，在山大新聞傳播學院講學，

講題為「商業電視與公共電視之比較研究」。晚住學人大廈，甘院

長安排旅遊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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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赴煙台大學 
郭明瑞校長，因順道邀請至煙大講學，由傳播系主任齊愛軍博

士前往濟南迎接，住煙大招待所。煙大係第二次訪問，演講對象，

除傳播系外，還有各院畢業班同學、人數眾多，講題為「經濟發展

與個人創業」，主要鼓勵同學培養勤勞節儉與誠實負責之品德，藉

以保障個人事業之成功。齊主任除安排與老師座談外，並至衛海與

蓬萊仙島參觀。 

煙台日報鄭強社長，亦邀約至該社訪問，做了簡報，參觀設備

並對全體員工作了演講，題目為「世界報業發展之趨勢」。中午與

一級主管餐敘，社長致送演講費，因在大陸講學從未收報酬，故亦

婉謝，後社長送了兩斤海參，頗覺盛情難卻。 

四、中美台學術科技交流 
(一) 2006年10月，為山東大學建校100週年，台大前校長孫震博士

為該校董事會榮譽董事長，應邀前往濟南參加慶典，順道應邀

到壽光濰坊科技學院演講，主題為「壽光文物與齊魯文化」。

聽眾一千多人，文化界人士均自動參加。孫校長引經據典、旁

徵博引，引人入勝，為壽光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獻。 

(二) 林哲志博士在美主持生物科技公司，壽光蔬菜加工公司王董事

長與其合作，前來共同簽訂合作文件，有馬里蘭州地方議會議

長隨行，議長對壽光大棚蔬菜技術，有意引進馬里蘭州。雙方

同意明年互訪，簽訂合作計劃。 

(三) 李文峻博士，係美國杜拜公司資深工程師，此次前來係應邀在

濰坊科技學院演講，到惠民中國石油大學座談，並到山東大學

化工學院講學。 

(四) 本人這次係陪同性質，在濟南參加中國建築工程大學贈書儀式

與頒獎典禮，到長清高中為岳父李象宸先生設立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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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壽光應邀到我70年前之母校壽光中學演講。當時係「抗戰

時期」，兵荒馬亂、經費困唯，校園狹小，因陋就簡，均為平

房，目前校園廣闊，建築宏偉，設備新穎，一番欣欣向榮新氣

象。 

(五) 2007年7月，政大舉行「傳播媒介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

學者100多人，本人應邀參加。大陸來了許多老朋友，如趙玉

明、丁淦林、蔡銘澤、陳培愛、陳昌鳳、程曼麗等。因日程太

緊，我僅招待部分學者。本人宣讀論文為「台灣報業危機：政

策、自律與他律」。陳力丹兄認為很有價值，特於人民大學發

行之國際新聞界全文發表。 

拾伍、2008年參加復旦、珠海、暨南學術會議與蘇杭之旅 

一、2008年4~12月與大陸學術交流 
(一) 4月24日，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題： 

「新聞傳播教育之課程配置」 

(二) 4月25日，山東省圖書館講題： 

(1) 撰寫山東人在台灣之動機、經過及其效果 

(2) 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分析 

(三) 6月15日，上海復旦大學講題： 

「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中國人民大學列為新聞學

博士生必讀文獻） 

本論文已刊浙大中國傳媒報告第27期首篇，2008年8月號。 

(四) 6月16日，上海大學影藝傳播學院講題： 

「新聞學與傳播學之研究範疇」 

(五) 6月17日，蘇州大學講題： 

蘇州大學與上海萬國公報創辦人美國傳教士： 

「林樂知（Young Allen）之生平及其對中國現代化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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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6月19日，杭州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講題： 

「如何建立大陸新聞媒介之可信度」 

(七) 6月20日，杭州浙江工商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講題： 

「台灣新聞法立法之經過與廣告問題之分析」 

(八) 9月26日，香港復旦、輔仁、珠海大學兩岸傳播學術研討會講

題： 

「美國重要傳播學院之教育特點」 

(九) 12月12日，廣州暨南大學媒介批評與傳媒發展國際學術論壇講

題： 

「世界媒介失敗之癥結與創新之道」（已刊浙大中國傳媒報告

第30期） 

二、復旦學術會議與拜訪老友 
復旦會議主題為「媒介改革」，本人宣讀論文後，復旦童兵教

授與威斯康辛大學潘忠黨教授，均認黨必須退出媒介，媒介才能改

革。這項意見獲得多數支持，但北京代表反對。大會沒有表決，但

已指出大陸媒介改革的關鍵問題。 

會後上海大學好友戴元光院長邀約對其研究生演講，下午參觀

新校區，校園3,000畝，極為美麗，就像一座花園。 

晚與復旦新聞學院前院長陳桂蘭夫婦餐敘，倍感親切。翌日復

旦孟建院長安排到蘇杭旅遊，並順便講學。 

三、蘇州大學 
該校原為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所創辦，但對創辦人之生平並無資

料，恰好本人對林樂知生平有專著出版，特協助完成一部完整的校

史，該校非常感激。 

在蘇州由陳龍院長接待，參觀了虎丘、拙政園、寒山寺與貝聿

銘新建的蘇州博物館。戰前我曾到蘇州數次，當時僅是一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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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成台商電子工業的重鎮與觀光勝地。 

四、浙江大學與工商大學 
至杭州，由浙江工商大學徐斌院長接待，與老師座談。該院新

成立新聞傳播系，院長希望贈書，本人允諾援例辦理。隨後至浙江

大學，因李炎院長在上海，由代表李東曉女士與王思齊賢弟陪同，

除對研究生講學外，並參觀浙大，其有七個校區，範圍很大，學生

眾多，為大陸著名學府，尤其新建圖書館，外鑲大理石，建築宏偉，

十分壯觀，內部所有設備，煥然一新，為開架式，沒有一本舊書，

印象深刻。後遊西湖、雷峰塔、靈隱寺等郊區景點，晚於樓外樓款

宴，並觀賞「印象西湖」張藝謀的傑作。翌日，由工商大學鮑偉副

院長陪同參觀新校區，位於錢塘江入海口旁，建築整齊，環境遼闊，

風景很美，正向一流大學發展。 

五、香港珠海與廣州暨南大學傳播學術會議 
前者係由柯達群主任邀約，後者應董天策院長邀請，兩者均以

貴賓身分參加。論文均在大會開幕典禮時首先宣讀，前者刊於該會

論文集首篇，後者刊於浙大中國傳媒報告第31期。兩會盛情接待，

衷心銘感，特致謝忱。 

拾陸、2009年山東大學講學與齊魯文化 

一、山東大學講學主題    
(一) 傳播科技發明與世界電視村之形成 

(二) 世界電視制度類型及其利弊之分析 

(三) 國際新聞傳播問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決議案  

(四) 傳播哲學傳播政策與傳播制度之關聯性  

(五) 英美報業危機與社會責任論及新觀念之誕生 

(六) 為學之道與創業之道（人生體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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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觀念互補、求同存異、共締和平盛世。 

二、青島、濰坊 
6月2日，自台北直飛青島，由社科院朱主任迎接。翌日遊黃島

外語學院，現黃島與青島有海底隧道相通，交通方便，風景極美。 

6月3日抵濰坊，由台辦主任劉衍信與教育局長張國華聯合晚

宴，由七位教育與科技職業學院院長作陪。在座領導，去年10月訪

問台灣，本人曾於福華飯店盛宴款待。翌日安排至山東交通職業學

院演講，徐建明院長主持，由高年級同學與教育局全體同仁參加。

下午參觀「十笏園」，內有鄭板橋、康有為、梁啟超文物很多。 

6月5日至濰坊日報社座談，下午參觀該報，並作深度採訪，隨

後登了兩個整版。 

7日參觀「世界碑林文化藝術村」，由王觀雲總裁接待，私人經

營，有此成就，很不容易。下午赴濟南山東大學，由甘險峯院長迎

接，住學人宿舍。 

三、山東大學講學 
該校黨委書記朱正昌先生，邀請前往講學，為期兩週，準備6

個主題（詳見前述)，為講學方便，寫成6篇論文，約6萬言。授課時

發給同學每人一份，介紹內容後，主要討論。因資料豐富，觀念新

穎，同學認獲益良多，殊覺欣慰。 

其間，曾至省圖演講，參觀大眾日報、齊魯晚報，與高速公路

局。又多次接受山大領導，趙炳武館長、許志杰總編、馬金忠董事

長、李恆泰秘書長與內子文英近親山東民革主席李德強夫婦盛宴款

待。此外，並陪同訪問聊城大學與傅斯年紀念館；參觀曲阜新修繕

之孔廟、鄒縣孟子亞聖廟；齊國故鄉臨淄歷史博物館與「殉馬坑」

等。齊國由姜太公所建立，歷史800年，近因出土文物甚多，足以

證明齊魯文化，歷史悠久，文物豐富，同享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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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贈山東人在台灣叢書 
這部叢書共17大本，計500萬言，2001年5月全部完成，為回饋

家鄉，曾贈送400多套到山東，迄今已近10年，目前已無全套存書。

在濟南期間，發現聊城大學、傅斯年紀念館、章邱教育學院與高速

公路局等，均無這套叢書，尤其前三個單位，急切需要這部叢書，

並託本人願出重金購買。在此情形下，本人乃分別打電話給以前贈

送單位，詢問現在是否還有存書。最後發現李恆泰秘書長處還有5

套，乃懇其設法割愛4套，分贈上述4個單位，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五、返鄉探親與拜會老友 
6月20日赴壽光，首先拜會老友前人代會王煥新主任，其於溫

泉大酒店訂好高級套房，非常舒適，由其招待。翌日，拜候濰坊科

技學院崔效杰校長，在學校作了演講。兩次設宴款待，並招待家人。

兩位老友，盛情隆誼，衷心銘感。 

其他時間，均與四弟星東，五弟星南與云先家人團聚。22日與

李鵰、云先家人同赴壽光新建完成之河濱公園遊覽，面積很大，設

計新穎，類似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外之風景，據說花費8億5千萬元。

壽光原為窮縣，現已有兩家5星級大飯店，現在又有現代化的大花

園，足以證明大陸經濟之繁榮。 

23日崔校長派車送至青島，直飛台北，圓滿完成這次學術文化

交流。 

拾柒、結  語 

德國總理梅克爾夫人，是現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婦女。她原生

長在共黨東德，但當時她經常拜託西德朋友，代購富有現代思潮的

新書閱讀。德國和平統一後，因為她的思想符合世界文明的現代思

潮，所以她很快當選為全德的政治領袖，並領導德國成為一個受人

尊敬的文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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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20年，本人贈送大陸一萬多本新書，參加學術會議發表

了30多篇論文。這些新書、論文，都是基於中國人的立場，維護中

國人的利益，非常理性和平。希望大陸的朋友，也選擇性的看看這

些新書，思考這些論文的內容，也買些具有現代思潮的外國新書，

虛心閱讀，深深思考，比較利弊得失，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進而締造

一個現代文明而受人尊敬的新中國。 

 
（文字整理：陳進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