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與國立中央大學

臺灣科技教父–

李國鼎先生與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館長

王 乾 盈

李

國鼎先生，國際間尊稱「K T」（國鼎先
生英文名字縮寫）為「臺灣經濟發展奇
蹟的締造者」
。從中華民國第一期四年經建計
畫起，一直參與國家重要經濟決策，K.T. Lee
與臺灣的經濟發展，幾乎成為同義詞。他個
人的生命歷史已與臺灣經濟發展史相結合。
李先生係民前 2 年 1 月 28 日生於南京市。15
年考入國立東南大學，主修物理輔修數學（19
年 12 月畢業時改為中央大學）
。民國 23 年考
取教育部中英庚款公費，9 月赴英留學，10 月
入劍橋大學物理研究所。26 年 11 月回國後任
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31 至 37 年任資源委員
會相關部門主管，37 至 42 年間任臺灣造船公
司總經理。民國 42 年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
會工業委員會專任委員，主管一般工業。4 7
年任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兼任經
濟部工礦計劃聯繫組召集人。4 8 年兼任美援
會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召集人。5 2 年奉調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秘書長，及
經合會副主任委員。5 3 年兼任經合會人力資
源小組召集人。5 4 年任經濟部長，仍兼經合
會副主任委員。5 8 年調任財政部長，並於民
國65年請辭財政部長，奉調擔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後出任總統府資政，為國家財經政策重
要諮參顧問。李資政於民國 90 年 5 月 31 日辭
世，享年92 歲。
李先生於民國 65 年至 77 年出任政務委員階
段，成立了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並在他
的主導下行政院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科技會
議，確立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政策，次年便
根據會議結論成立新竹科學園區。許多高科
技產業發展李國鼎先生都是幕後推手，因此

博得了「臺灣科技教父」美名。
站在時代尖端的李國鼎先生，兩件與眾不
同的選擇，表現出他獨特的風格，也開拓了
他的政治命運：第一件事是棄大學教授擔任
軍職，表現出他的高度愛國情操，他生在憂
患環境，塑造其人格，自然把國家歷史的恥
辱帶到個人心境，這影響了他一生的志業。
他對國家的觀念和責任牢不可破，寧願放棄
教授幫他安排的延長留學獎學金，毅然返國
支援抗日工作，一心希望國家進步。第二件
事，答應尹仲容先生的徵召，脫穎而出展開
了他的政治命運，民國 42 年 9 月，李先生以
臺灣造船公司總經理，接受尹容先生的徵
召，擔任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的專任
委員，主管一般工業發展的策劃，一個人肯
放棄領導上千員工的總經理職務，而去擔任
一個光桿委員，這是很少有的事，可是李先
生卻因此而脫穎而出，開展了他的政治命
運，由工業委員會委員而美援運用委員會秘
書長，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而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終其一生為國
家擔負了重要的責任，也為國家提供高度的
智慧和貢獻。
李先生是一個求知慾很高的人，他把自己
形容成為一個「空罐子」
，因為只有空罐子才
能「虛懷若谷」
。他說：「我愈求知，愈覺自
己不足，因為知識的範圍實在太廣泛，進步
也太快了。要能抱持好奇心，不斷的求知，
若有一天感到滿足時，這個人的人生也就接
近終點了。」
在國內，他搜羅和讀盡了所有的新書，出
國考察或出席會議時，很多人是藉機觀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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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他帶回來的總是議程和新書，都是他
研究和進修的資料。他的書真是堆積如山，
如果再堆積下去，實在沒有地方，丟了也太
可惜，所以在民國80年把藏書3萬冊，捐贈給
母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為表孝思，以其
尊翁的名諱，命名為「白樓紀念藏書室」
，供
學生公開借閱。民國85年中央大學新建圖書
館，亦於三樓闢建「白樓特藏室」
，典藏國鼎
先生贈書。
李先生喜歡演講和寫文章，他認為這是以
傳道的精神促使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方法。因
為政令的推行與觀念的溝通關係很大。他
說：「在進步的過程中，必須有一些人在大
家還沒有注意到問題的所在時，就及時呼
籲。起先也許沒有人願意聽，慢慢的等到輿
論都響應時，阻力就小了」
。他經常以靈活有
效的方式，介紹新思想、新觀念，以縮短
「時差」，而形成大多數人能夠接受認同的新
觀念。在不同的場合，李先生都提到願意將
他幾十年來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的相關資料文
物，交由中央大學管理，成立完善的資料
庫，為全世界學者專家服務。
他於 69 年 9 月起，受聘在國立臺灣大學三
民主義研究所開課，講授的課程從前叫「現
代經濟建設與經濟政策」
，現在叫「經濟計畫
與經濟發展」，把多年來從事經濟工作的經
驗，像個傳教士一樣，講給學生聽，向學生
們灌輸他的政治理想和觀念。至於他已發表
的文章，據筆者所知共有 610 萬言之多，依論
文發表的語文，概分下列兩大類：

一、中文論述 900 篇，分別為：
1. 經濟發展政策策略與方向 56 篇；
2. 經濟建設計畫與實施 41 篇；
3. 經濟發展68 篇；
4. 財政經融政策與執行 94 篇；
5. 賦稅政策與賦稅改革 64 篇；
6. 工業與礦業發展 106 篇；
7. 農業發展22 篇；
8. 投資 22 篇；
9. 商業與國際貿易 26 篇；

10. 企業經營與管理 48 篇；
11. 科技發展67 篇；
12. 資訊工業發展 24 篇；
13. 人力資源、人口問題、人力發展 51 篇；
14. 社會發展36 篇；
15. 交通 5 篇；
16. 美援運用19 篇；
17. 國際合作與國際會議 19 篇；
18. 出國考察與國際研究 42 篇；
19. 大陸問題研究 5 篇；
20. 有關科技研究 15 篇；
21. 紀念文字13 篇；
22. 其他 16 篇。

二、英文論述 236 篇，分別為：
1. 經濟發展 15 篇；
2. 工業發展 39 篇；
3. 農業發展 39 篇；
4. 公共行政 20 篇；
5. 科技 18 篇；
6. 社會 18 篇；
7. 投資與貿易 19 篇；
8. 企業管理 6 篇；
9. 國際經濟合作 34 篇；
10. 國際經濟問題研究 19 篇；
11. 其他 9 篇。
李先生之為國家建設，真可以說是嘔盡了
心血，真希望這些著作能夠早日整理問世，
以供社會各界的參考。這個想法，得到具體
實現的機會，中國技術服務社為了彰顯李先
生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捐款一億七仟餘萬
元，在國立中央大學內興建「國鼎圖書資料
館」
，於民國89年完成啟用，有系統的整理典
藏所有與李先生有關的文獻資料。中央大學
也在該館內成立「臺灣經濟研究發展中心」
，
遵照李先生指示，就臺灣經濟發展之過去、
現況及未來做有系統的深入研究，努力追求
成為國際研究產業經濟發展的重鎮。
國鼎圖書資料館由早期之白樓特藏室起，
不斷累積國鼎先生辦公室移交給中央大學之
各式資料，其中不乏與臺灣經濟發展有關之

臺灣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與國立中央大學

寶貴資料，另外亦收集其他相關專家學者捐
贈之資料。此大量資料主要分為圖書（書
籍）、文物及檔案資料三部份。「圖書部份」
由圖書館編目，納入總館書目，典藏地則保
留在國鼎分館，目前列入典藏書目約五萬
冊。「文物部份」經整理後，具展示價值者
加以重新裝飾編目後，於國鼎館一樓之展示
室輪批展示。至於最為珍貴的「檔案資料」
則交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劉惠芬教授）加
以整理，目前已將處理結果收錄於兩片光
。這批
碟：《現代化之路-李國鼎與臺灣經驗》
珍貴檔案史料編輯整理完成後，將移回國鼎
分館永久典藏。
於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方面，李國鼎先生
是看得遠，做得勤的。他所關注的不是短期
得失、起落，而是臺灣經濟長期的發展的利
基何在？困難與挑戰何在？只要是利基所
在，李先生即劍及屨及地推動，而對於困難
與挑戰，資政都以積極的態度尋求有效的解
決之道。先生對母校持恆的關切與愛護，使
我們受益良多，在學校特色建立的過程中，
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其對中大之影響，將會
與日俱增。
李國鼎先生去世了。他留給臺灣的，不但
是對財經和科技領域的實質貢獻，也在政壇
樹立了一個特殊的典範。李先生以92高齡去
世，竭盡畢生所能貢獻家國，誠可無憾。我
們今天思憶他所象徵的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

時代精神。熟識李國鼎的部屬常說：「凡KT
要你做的事，最好你昨天就已經做到了。」
勤奮作事、講求效率的作風，確實是李國鼎
能夠成功的原因。資訊業者在民國78年為李國
鼎慶生時致贈了一個書有「國之寶鼎」四字
的鼎，感念他對產業的貢獻。多年來擺在李
國鼎辦公室裡的這座「國之寶鼎」
，也可說是
他一生奉獻的最佳寫照。
李國鼎是臺灣經濟的活歷史，誠如麥克阿
瑟所言，「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
。李國
鼎的影響也許會漸漸褪去，但也會給後人留
下永遠的追思。李國鼎的經濟政策沒有雄健
高深的理論基礎，強調實事求是，針對不同
國家的特殊條件，推行具體可行的政策。李
國鼎先生的經濟理念，就經濟理念和規律而
言，和其他學科一樣，是沒有疆界的，對它
研究的收穫和成果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應為
人類共享。當前大陸經濟振興，採取改革開
放的政策，加速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
變，從而為民造福，因此，需要分析世界上
各種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予
以借鑒。
綜觀李先生一生，可用「早年實業、中年
經建、晚年科技」來概括，尤其在經建、科
技領域、帶動趨勢風潮，締造豐碩成果，其
成就載諸典籍，為各方景慕。「昔人日已
遠，典型在夙昔」
，先生所代表的公義賢能，
值得後人長憶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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