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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吳振和訪談錄》

訪問者：林清芬、張嘉娟

記錄整理：林清芬、張嘉娟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吳振和博士，從事發光二極體

（Light-Emitting Diode，簡稱LED）的

研究三十餘年，曾經任職美國加州的惠

普（Hewlett-Packard）公司十餘年，

主導LED材料的研究，之後在美國成立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Inc.公

司，目前為臺灣光林電子公司的總裁。

吳博士本著「永不放棄」的精神，

以及「獅子與羚羊」的致勝哲理，堅毅

沉穩的著眼「技術、市場和資金」的運

作，終於脫穎而出，以臺灣一個小資本

額的公司，搶占市場，躍居全球LED紅綠

燈產業數一數二的公司，堪稱LED紅綠燈

的傳奇人物。LED為目前綠色科技中最重

要的一環，吳博士注重創新，發明多項

LED相關專利，目前領導光林公司積極從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事節能的LED產品開發及推展，以期實現

他「為人類做了些微的貢獻」的理想與

抱負。



218        

書
訊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

訪問者：何鳳嬌、歐素瑛、張世瑛

記錄整理：何鳳嬌、歐素瑛、張世瑛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本書為臺灣自然保育工作的開拓者

林曜松教授與徐國士教授的口述訪談合

輯，林曜松教授為美國康乃爾大學自然

資源系博士，學成歸國後任教於臺大動

物系，當臺灣自然保育觀念還未普及之

時，率先走出學院，呼籲政府及社會各

界重視自然保育，全心投入臺北關渡自

然公園的各項規劃工作，實為關渡自然

公園得以成立的幕後推手，並一手促成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制定。徐國士教

授畢生致力於自然保育的推動，1971年

自臺大植物所畢業時即在七星山發現臺

灣特有植物——臺灣水韭，隔年進入林業

試驗所，1979年自美學成返國後，先後

擔任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主任、接管臺

北植物園並籌設福山植物園，以及籌設

太魯閣國家公園等。兩人實為臺灣自然

保育的開拓者與實踐者。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鄭紹良、簡明仁訪談錄

訪問者：簡笙簧、林佩欣、何鳳嬌、張世瑛

記錄整理：林佩欣、何鳳嬌、張世瑛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本書由鄭紹良及簡明仁兩位先生的

訪談錄彙集而成。

鄭紹良早年經歷二二八事件及白色

恐怖時期，負笈美國後積極投身海外臺

獨運動，對臺灣民主發展貢獻良多。又

酷愛科學技術，發展科技之餘，亦對引

進新科技與新知識頗為熱心，為臺灣與

海外科技的橋樑。

簡明仁，出身政治犯家庭，並沒有

被惡劣艱困的環境給打倒。努力求學，

獲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1979

年，懷抱著為故鄉奉獻之心的簡明仁，

毅然決定返國服務，與妻子王雪齡於隔

年創辦大眾電腦公司，率先將電腦資訊

的先進觀念引進臺灣，1991年大眾電腦

公司股票正式上市，在簡明仁不斷的努

力下，大眾電腦集團成為臺灣高科技產

業中一顆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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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廖一久訪談錄》

訪問者：林清芬

記錄整理：林清芬、蕭李居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廖一久院士，歷任農復會美國洛

氏基金水產養殖計畫研究員、臺灣省水

產試驗所研究員兼東港分所分所長，以

及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所長。2002年退

休後，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迄

今。廖院士一生獲獎無數，包括全國十

大傑出青年獎、行政院首屆傑出科技人

才獎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等，並榮獲國

科會特約研究員，第三世界科學院以及

中央研究院院士。

廖院士領導研究團隊，從事水產養

殖及水族生理、生態等研究和實務，諸

如：首先確立草蝦人工繁殖技術、首締

人工繁殖烏魚苗成功紀錄、領先世界完

成虱目魚人工繁殖，以及推動魚蝦栽培

漁業研究等，造福養殖漁民，促成臺灣

養殖產業的變革，進而提升臺灣國際水

產界的地位，也深深影響國際水產養殖

產業的發展。

《如悟法師訪談錄》

訪問者：卓遵宏、侯坤宏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童年與早年的

佛緣、圓光寺早期歷史及法脈、由讀佛

學院到當兵、親近善知識、香港求學經

歷、重建慈願寺與圓光寺、圓光佛學院

復校、圓光佛學院師資、課程與教學、

圓光佛學研究所、圓光寺的弘法活動、

圓光寺的慈善事業、擔任桃園縣佛教會

理事長、我與教界長老、關於寺院經濟

問題、教育理念、對中國佛教會及神通

的見聞、中國大陸佛教的見聞與觀察、

著作與出版、個人修行及對圓光寺未來

發展的期望等方面加以敘述，是瞭解如

悟法師與圓光寺相關史實必須參考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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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日治時代茶商公會業務成績報	

			告書（1917-1944）》

編譯者：許賢瑤

執行編輯：蕭李居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本書編譯日治時代茶商公會大正6年

度至昭和18年度（1917.4.1-1944.3.31）

業務成績報告書，並附錄昭和14-17年度

（1939.4.1-1943.3.31）茶商公會會員輸

移出茶數量暨比較表。茶商公會業務成

績報告書主要內容包括：會務要件、臺

灣茶商業狀況與會員名錄等。由於茶商

公會是日治時代最重要的茶業團體，肩

負推動臺灣茶業發展的重責，因此其業

務成績報告書便是各年臺灣茶業發展的

紀錄，是研究日治時代臺灣茶業的重要

資料。

《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	

			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執行編輯：黃翔瑜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本館為使國人能深入瞭解1945年

後國家多元發展路線與當時東亞版圖重

劃與新秩序重建的歷史，特於2007年11

月29、30兩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舉辦為期二天八場的「戰後檔案與歷

史研究」討論會。該會廣邀國內多位學者

專家與會，透過對於國內、外該時期之重

要相關檔案的解析、重構與再詮釋，進行

一場深入史實的探討與開放性的對話，會

中共計發表論文33篇；諸文發表的論述

課題與事件內涵極為廣泛多元，涵攝國家

社會各類面向與專業領域，但討論主題係

多圍繞在1945年後國內、外重大發展等

議題，舉凡「東亞周緣的主權爭端」、

「國際外交的臺灣地位」、「國家統治與

政策的法制化」、「產經政策的發展」、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解析」、「知識重構

與技術創新」，以及「蔣中正總統的統治

術」等七大領域，本書將會中發表論文集

結出版，以展現國內該領域之研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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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訊》第一期

編者：國史館館訊編輯委員會

主編：何鳳嬌

編輯：林秋敏、陳憶華、莊巧筑、陳欣宏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本刊為介紹國史館現階段重要工

作以及與本館業務相關訊息之刊物。

本期收錄：「演講」 2篇——“ T h 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al 

Dec la rat ion  o f  Human R ight s , 

1947-48:  A Re-examinat ion”、

“The Shift of Colonial Discourse of 

Academia Historica, 1957 to the 

present”；「檔案資訊管理」4篇——

〈赴美國考察歷史文獻機構紀要〉、

〈從數位化看傳統典藏管理工作的變

革〉、〈館藏許常惠音樂資料的數位化

過程〉、〈館藏個人檔案的採集與開發

應用——以顧崇廉將軍檔案為例〉；「總

統副總統文物」2篇——〈總統副總統文

物器物類藏品之典藏管理〉、〈館藏總

統之印〉；「展覽與歷史建築」2篇——

〈國史館臺北辦公室——原臺灣總督府

交通局遞信部的建築〉、〈臺灣與朝鮮

總督府建築的比較〉；「口述歷史」1

篇——〈杜正民居士訪談紀錄（二）〉；

「褒揚令」12篇——白寶珠、廖風德、

高金澄、李世勳、周馬雙金、吳舜文、

汪錕、趙耀東、趙寧、徐有守、李炳

盛、王永慶；「書訊」1篇——本館出版

新書簡介；「學術討論會報導」1篇——

本館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以及本館

2008年1至6月份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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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西藏史料彙編——班禪返藏之路

（民國24年至26年）》

編輯：葉健青

出版日期：2009年2月

本書以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

檔案》的〈特交檔案——分類資料〉政

治類有關西藏問題檔案（民國24年）和

《外交部檔案》的西藏檔案（民國25至

26年）兩部分整理彙編而成。本書編輯

的目的是想透過班禪返回西藏的過程當

中，發掘中央和西藏政府長久以來的矛

盾和衝突，以及中、藏、英三方尋求解

決之道。

本書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呈

給當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解

決西藏懸案方案」開始，詳細敘述西藏

的政情，涵蓋達賴轉世以及班禪返回西

藏的問題，蔣中正在班禪返回西藏的問

題上親自參與其中，並責成相關部會解

決所有困難，這是本書重點所在；第二

部分收入的《外交部檔案》的西藏檔

案，當中行政院、外交部、蒙藏委員會

之間互動頻繁。收集如此多資料，乃希

望能完整呈現班禪返藏的過程，但本館

典藏《外交部檔案》的西藏案卷時間只

到26年8月17日止，而班禪於是年12月1

日在青海玉樹行轅甲拉普章內圓寂，不

足之處可參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中

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的《九世班禪內地

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1992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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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刊》第十九期

編者：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會

主編：林滿紅

執行編輯：朱文原

編輯：周琇環、蔡盛琦、郭維雄

出版日期：2009年3月

本刊前身為《國史館學術集刊》，

為定位為機關代表性學術刊物，自本期

起改回原刊名。本期計收錄〈戰後遣送

歸僑返回緬甸之研究（1945-1949）〉、

〈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

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戰後初

期臺灣軍事用地的處理〉、〈蔣介石與

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等4

篇論文。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	

			臺灣的故事》

編者：林滿紅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臺灣海峽大約形成於1萬8千年前，

「臺灣的故事」大致也由此揭開序幕。海

洋擁抱臺灣，讓原住民得以遺世獨居島

上；17世紀開始在東亞海域大量出現的

戎克船，帶來通商的契機；也因位處海洋

輻湊之處，臺灣吸引了大量漢人遷臺。總

統府一樓迴廊展出的「臺灣的故事」訴說

由本島、海洋、國際交織譜成的經貿與文

化、信仰與族群、經濟社會變遷與民主發

展等，展現市民社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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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督府到總統府：	

			建築的故事》

主編：林滿紅

編輯：王建鈞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國定古蹟中華民國總統府，完成

於1919年，有著紅磚、白牆、拱門以

及古典柱頭裝飾的總統府建築，在日治

時期為臺灣總督府。這棟建築承載了很

多的歷史，建築本身也有相當多的可看

之處，我們將為您細數這棟建築物的種

種特點，從建築的硬體與軟體空間開始

介紹，並且對照同時期的殖民地建築樣

式，特別是臺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的

比較，隨後為您介紹臺灣總督府新廳舍

特別的起造過程及建築構造，並以總督

府在二次大戰末期遭到美軍轟炸毀損

後，建築再造並重新賦予活力與新貌的

過程做結。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	

			總督的故事》

主編：林滿紅

著者：林滿紅、徐國璋、溫國良、陳文 
            添、黃得峰、王學新、顏義芳
編輯：王建鈞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臺灣是如何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又

如何轉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本書將介

紹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我們可

看到馬關條約的詳細內文、臺灣總督治

臺50年的施政作為，這些重要史料將為

大家說明日本南進的過程，以及其對近

代臺灣的深遠影響。而二次大戰後，中

華民國要求戰敗國日本歸還臺灣，這中

間的折衝過程雖然複雜，但在國際法上

則確立了臺灣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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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督府到總統府：	

			總統的故事》

主編：朱重聖

著者：朱重聖、張鴻銘

編輯：銀劍玲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中華民國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肇建於1912年1月1日，採行總統

制。本書主要運用文物、文獻、照片三

種史料，以間接選舉及直接選舉為主

軸，勾勒出六位總統的故事，以及民主

的進程；其間歷經戒嚴到解嚴、國會改

革與數次修憲，並凸顯出臺灣國際地位

的變化。

系列叢書出版簡介	

（依出版時間排序）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三十冊（民國24年3月至4月），高素

蘭編註，2008年11月出版，本書收錄

民國24年3月至4月間，有關統制中央、

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金融，指示剿匪事

宜，擬定軍事訓練方針，調查各省荒

地、荒山等事。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

本》第三十一冊（民國24年5月至7月

（上）），高素蘭編註，2008年11月出

版，本書收錄民國24年5月至7月上半月

間，有關剿匪與整軍之要道，華北倭寇

提無理要求，察哈爾事結束，發表剿匪

之意義及其經過等事。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三十二冊（民國24年7月（下）至9月

（上）），周美華編註，2008年11月出

版，本書收錄民國24年7月下半月至9月

上半月期間，蔣氏到成都大學的演講，

對童子軍的訓話，手擬教育要目，國防

要旨及程序，整軍設計，指示水災善

後，講述總理遺教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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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三十三冊（民國24年9月（下）至10

月），周美華編註，2008年11月出版，

本書收錄民國24年9月下半月至10月期

間，蔣氏對峨嵋軍訓團講總理遺教，入

晉訪問閻錫山，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之意義及其實施，規定對日作戰總綱

等事。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2）、（3）德僑篇》（共二冊），謝

培屏編輯，2008年12月出版，本套書是

將本館典藏有關戰後留居中國的外僑遣

送回國的檔案整編而成，包括韓僑、德

僑、日僑等外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經由中國政府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及

國際難民組織的合作，協助將戰時留居

中國的外僑遣送回國，本書二、三兩冊

為德僑篇，係以德僑遣送回國的檔案整

編而成。

◎《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八期，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簡笙簧

主編，朱文原執行編輯，2008年12月

出版，本期計收錄〈中英庚款會的生

產建設事業——以水利與工業為例〉、

〈 1 9 3 6年中國暹羅考察團的外交努

力〉、〈中日戰爭中期寧波的走私活動

（1939-1941）〉、〈戰後在臺琉球人之

居留與認同〉、〈日本吉田內閣期中國

政策的原點——以「等距離外交」為探討

對象〉、〈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

業〉等6篇論文。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沈鎮南案

史料彙編（一）》，程玉凰編輯，2008

年12月出版，「沈鎮南案」是指民國39

（1950）年5、6月間，以臺灣糖業公司

總經理沈鎮南為主，所牽連該公司二十

餘人的匪諜叛亂案，此即所謂的白色恐

怖政治案件。此案根據案情的發展編輯

為四冊，本書為第一冊，內容以「偵察

逮捕與自白書」為主，所逮捕之人員依

時間先後分成四批，可明瞭其從被捕至

偵訊、寫自白書之來龍去脈。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

書》，何智霖編輯，2009年3月出版，本

書以陳誠致友人函電為主，友人致陳誠

函電為輔，共收錄雙方往來函電715封。

時間起自民國16年迄至53年，跨越了統

一時期、國共戰爭、抗日戰爭、建設臺

灣四個時期。這些函電有豐富的軍事、

政治、外交史料，如抗戰時期薛岳請辭

事件、37年國大會議攻擊陳誠事件、

38年李宗仁電告陳誠解除張學良監視事

件，均為最珍貴的一手史料，足以提供

相關研究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