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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01 我在台的甜蜜生活

蔣介石時代為了接待外賓，特地挑選兩個年輕貌美的女生，其中之一

就是我的第一任太太，另一個則是高俊明牧師的堂妹。高俊明牧師體格好又

帥，他的堂妹當然也是美麗又有氣質。她跟我是楠梓教會裡青梅竹馬的好朋

友，雖然當時有眾多追求者，不過後來卻似乎對我情有獨鍾。有一個少校軍

官甚至在追求不到她，痛苦萬分下跑去臥軌遭火車輾斃自殺了。這麼好的女

生我為何不去珍惜？原因是這樣。我患有隱疾，現在知道那是鼻竇炎的一

種，不過當時完全莫名其原因，以致產生強烈的自卑，唯恐害了人家一生。

這是我一直不敢交女朋友的嚴重心理障礙。

至於我是在怎樣的因緣巧合下和前妻結婚，故事是這樣的……我服兵

役在馬祖，那裡又閒又悶，我想總要找事情來打發一下，讓時間消磨得有意

義。於是我跟幾個人去越野跑步，後來覺得不錯就一起帶著我們整個連跑，

甚至發起各連辦個比賽。結果全馬祖各連派出五名，總共錄取六名，除了第

三名外，其餘都由我們連上包辦。帶我們連上訓練的，就是我們這幾個人。

可想而知，那時我的名氣多響亮。另外，我又辦了免費的英文、數學補習

班，我來教，讓大家來學。反正在軍中大家有的是時間，所以參與者愈來愈

踴躍，後來愈開愈多班。因為那裡大學畢業的預備軍官很多，很多人都可以

教。結果我這個「王行政官」的名聲更加響亮。

退伍時，我們幾個服役一年的預官和幾十個服役兩年的士兵一起搭船回

基隆，沿途大家說笑聊天，因為我口才好又幽默加上名聲響亮，大家很喜歡

聽我講。就在船即將到達基隆時，有一個家住屏東的士兵說：「王行政官，

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沒有！」他又說「那你想結婚嗎？」我回答：

「想啊！」他這才說：「有一個女生非常優秀，被別人交走了，但不是那麼

登對，我覺得非常可惜，希望你去追求。」我問：「你有她的電話嗎？」他

說：「沒有！不過就住在我家附近，我可以給你地址。」他就給了我地址。

之後，我回到郵局報到，不久被派到郵政人員訓練班受訓，然後被流放

高雄甲仙郵局，再流放花蓮郵局，最後我考上海關稅務員回到高雄。這前後

大約四、五個月時間。期間由於精神、情緒不是很好，所以沒去想交女朋友

的事情。回到高雄後，生活穩定，加上所得也高，又由於地利之便，所以突

然想起那名士兵給我的地址，我就好奇想一瞧究竟。於是地址一拿，就坐著

火車到屏東，下火車後問人家這地址怎麼走，走了好久好久終於到了。映入

眼簾的是偌大的庭院與房舍，真的是有錢人。我端看了一會兒，終於鼓起勇

氣敲門。

不久，一個非常有氣質的婦女走出來，那是她母親，牧師的女兒，問：

「有什麼事情嗎？」我回答：「我想看您女兒。」她問：「你認識我女兒

嗎？」我答：「不認識！」她問：「不認識，那你為什麼要找我女兒？」我

答：「因為我有您女兒的地址。」她好奇地問：「你怎麼會有我女兒的地

址？」我回答：「就人家給我的啊！」她說：「那你請進來坐！」（比較有

教養的人家是這麼做，不會一下子就把你趕出去，何況她女兒事後跟我說：

「我媽媽第一眼就認定你是她女婿！」）進去之後，她叫她女兒端茶出來，

一看到她女兒我覺得非常面熟，就說：「感覺你很面熟！」她女兒說：「你

認識我嗎？」我說：「不認識！」她女兒問：「那你怎麼說我很面熟？」我

回說，你認識某某人嗎？她女兒回答：「那是我男朋友！」我說：「那這樣

我認識妳！」她女兒問：「你怎麼認識我？」我說：「妳男朋友是高級郵務

員，我也是高級郵務員。」她女兒問：「你們是同事嗎？」我回答：「非但

是同事，而且還住隔壁寢室，我有空就跑到他那邊坐。」她女兒問：「那你

跑過去做什麼？」我回答：「就妳男朋友將妳的照片放大，貼滿了整個房

間，大概有一百張。我要是沒事時，就會跑過去欣賞，一張一張看，直到欣

賞完。沒想到今天在這裡看到妳本人！」



國會外交的開拓者214 前進D.C. 215Chapter 08 我從事政治運動最大的犧牲

我當時心想人家既然有男朋友，那我就白跑一趟，沒想到這位女子的

媽媽卻急著說：「你對我女兒到底有沒有興趣，有就請坐，沒有的話你可以

回去了！」我說：「您的意思是什麼？是指要不要娶您女兒嗎？」她說：

「對！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我說：「這樣好了！請您女兒禮拜天來我們高

雄教會，如果她真的來了，我就當眾宣佈她是『王太太』！如果沒來，那故

事就到此為止。」時間一到，對方真的來了！我就當著教會所有教友面前宣

布這位就是「王太太」，結果會場整個轟動起來，因為實在太美了，美得像

仙女一般，而且氣質又好，又年輕。我那時二十八歲，她小我五歲，二十三

歲，這年紀的女孩子正美！

由於我在我們教會名氣很響亮，當時大家正在想，要怎麼幫我做媒

人，沒想到我竟然交到比他們心目中人選更棒的女生。兩個月後，我就結婚

了。這期間，這事被我楠梓教會那個青梅竹馬的女生知道了，他們倆都是蔣

介石遴選出來接待外賓的美女，自然認識彼此。這時她自覺對方氣質勝過

她，因此很有風度地祝福我們。其實她也非常優秀！她母親本來希望我娶她

的女兒，得知這消息後非常有風度說：「我當便媒人（意思是當現成的媒

人）！」

後來我問前妻：「妳怎麼願意為我放棄交往已五年的男朋友？」其實本

來我得知她有男朋友時，是不抱太大期望，沒想到她真的來了。她回答說：

「我那個男朋友從來不知我的手是冷是熱，他從來不牽我的手，兩個人走路

是隔著一段距離。你不一樣，你認識我的第一天就牽著我的手出來！」當時

她端茶出來時，我一個箭步站起來，一手接過茶，一手牽著她的手讓她就

座。她說：「大家嫁當然要嫁個有魄力的男人，這樣才有所依靠。」其實我

過去從不曾牽過女孩子的手，那天不知怎麼了，下意識就驅使我伸手牽她，

我就不知道我當時為何有此憨膽，而我的憨膽不只這一次，我一生中的作為

常常是這種憨膽的呈現。

經過十幾年後，當她來到美國，她跟我說：「在我還沒跟你講話之前，

我先告訴你，我不要讓你自覺驕傲！你可能會覺得是你來我家交我的，其實

你不厲害，你在認識我後，是我母親問你要不要娶我，你才說要娶我，但是

我一看到你就決定要嫁給你！」我說：「哦！妳這麼厲害。」她說：「這有

什麼厲害，我母親一打開門那一瞬間，內心就想這就是我的女婿。」

當時我想用公證結婚的方式就好了，她也表示沒問題，但我父母反對，

說：「能祥仔名聲那麼響亮，要結婚怎麼可以這麼隨便！這樣做父母的會丟

臉死了。」於是他們問牧師：「我們能祥仔要公證結婚，您願意為他證婚

嗎？」牧師說：「怎麼可以用公證結婚！」於是他們又跟地方一些人士談我

要結婚的事，人家問說：「你們要請幾桌？」我父母回答：「請個五、六

桌。」大家說：「怎麼可以只請五、六桌。」結果請了一百桌。全庄裡的人

都來坐，還無法坐滿，最後依照基督教的方式，只要路過的人都一起請來入

席，因為聖經（路加福音十四章15到24節）曾這麼指示過。就這樣也不過才

坐了七十五桌左右。

婚後不久，王能祥和前妻吳淑惠甜蜜地合影於高雄火車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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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席開一百桌？這表示地方人士給我很大的面子，至於費用是大

家怎麼出的，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可說是全庄的大熱鬧。至於我們楠梓教會

大家都踴躍地要加入聖歌隊，來獻唱祝福我們，高雄教會也組織一隊，前妻

所屬屏東教會同樣也是一隊，光是這三隊就至少坐有二十桌，這表示我的表

現讓人肯定。

1961年三月，也就是我到海關工作兩個月後結婚。當時海關由於國民黨

政府剛從英國人手中接回不久，所以依舊承襲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海關高

級主管大部分都沒加入國民黨，不過裡頭其實也在慢慢變質，比如說開始有

安全人員制度。不過這些人即使是上校身分，由於薪資低，因此編制上只能

是雇員等級，而我無論薪資或編制上的級職都遠比他們高。所以他們在處理

我出國簽證時，相當掙扎，如果沒讓我過，怕我報復，所以就讓我過了。簽

證通過後，我即刻就在1965年前來美國了。

結婚後，我跟前妻共度了四年甜蜜而美好的時光。婚後我去哪裡，前妻

也會跟去，並且是摟著我的手臂嬌滴滴地去。我一些朋友難免會不是滋味地

說：「王能祥，你不是真正想來看我，你是要帶老婆來炫燿的！」讓我內心

感到很複雜，到底我是不是要再拜訪朋友。

我個性本就好交朋友，前妻比我更好交朋友，常常在大家聚會的場合喧

賓奪主，其光芒掩蓋了我這個主角。結果很多朋友被她迷得神魂顛倒，雖然

沒辦法娶回家當老婆，但吃吃豆腐也覺得爽快。所以當時我在海關成為裡面

台灣人的領袖也是應該的，大家來到王能祥家裡，讓前妻拋個媚眼，也覺得

飄飄欲仙。但當時我內心有一件令我非常痛苦的事，就是大家要我當台灣人

的頭，但我又做得不是很成功，所以我想出國。我又擔心無法申請到學校，

因為在大學成績裡有一科文科零分。一般理科零分還可能，不會有人文科零

分的，當時我聽說要是有科目零分，美國大學就不會錄取你。但為什麼我零

分呢？

當時我班上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被稱為系花，她對我有意思。她的父

親是全台灣律師公會的會長，家境不錯，每天上學時都坐著豪華三輪車來學

校。那三輪車非常漂亮，前面還有帷幕遮著。她天天來接我上學，但我一直

沒向她表達愛意。結果她就在外面跟人家說：「王能祥，妳愈追他，他跑得

愈遠！追王能祥真的非常痛苦。」

這期間我們有修法文課，如果正式修課的有三十人，旁聽的差不多有

四十人，因此每次都爆滿。那女生一早就去前面為我們倆搶佔座位，後來我

就假裝說：「我晚上作業做得很晚，早上爬不起來。」她知道我對她沒意

思，就說：「好！那我先去了。」她到教室後，自己坐一個位子，另外再把

課本放在隔壁位子，表示幫人佔位子。當時很多人在後面站都沒位子，而我

又很晚才到。就這樣，一次、兩次、三次……有一次我又姍姍來遲，結果

有一個外省囝仔就坐在那個位子，我跟他說：「這不是人家幫我佔的位子

嗎？」他說：「他媽的！佔什麼位子，你這麼晚到，大家都在後面站，這個

位子空在那裡，像什麼話……」一直罵個不停。我這個人不會罵人，但我學

過柔道，於是我就來個過肩摔，把他摔在地上。當場大家看得哈哈大笑，那

個法文老師是個神父很有修養，只是靜下來停止上課。

從此之後，我就沒再去上課，也沒辦退選。原本我以為至少還能有個

幾分，沒想到竟然是個零分。結果當我想出國留學，要申請學校時問題來

了，我有一科文科零分，沒有人會這樣，我要怎麼跟申請的學校解釋，真的

不知從何說起。人家一定覺得這其中大有問題，不可能說這個人腦筋壞到一

分也沒有。當時看我在海關待得很鬱卒，很多人就鼓勵我出國，但沒有人

知道我這難言之隱。於是我想盡辦法看如何解決，得知可以去參加一個叫

Toastmasters Club 的國際性演講俱樂部。

但要加入時，人家卻說：「我們裡面幾乎全是外國人，唯一一個台灣

人至少也是高中英文老師，所以你沒有這個資格。」我回說：「你們連我的

背景為何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就此斷定我沒有資格。」他們就說：「那你先

來旁聽，我們先觀察六個月，再來看你可不可以？」這期間我時常參加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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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他們的活動包括演講比賽、會話、即時辯論以及學習英國紳士的禮

儀。六個月後他們接受我。正式入會後，在他們的活動裡，我常拿到冠軍，

他們對我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有一張照片就是在那裡頭拍的。

俱樂部會長欣然為我寫了非常棒的推薦函，我又寫了一篇自傳，自傳中

講述我的成長過程、學歷、考過哪些考試以及工作經歷，再加上幫我寫推薦

函的三位傑出教授：彭明敏教授、姚淇清教育部次長和張乃為駐美國公使，

我順利申請到獎學金。就這樣我來到美國了。

Section 02 闊別十三年人事已非

前妻是一個活躍、外向的人，她不會像一般女生先生出國太太內心很難

過，她自己也有自己的朋友。當時我在海關待得很痛苦，她也希望我能脫離

那痛苦的環境，何況當時留學蔚為風潮，過個鹹水回來走路較有風，她當然

也希望先生能走這條路。於是她將自己的結婚戒指拔下來，拿去變賣，讓我

能買機票來美國。後來由於她沒戴戒指，人家以為她未婚，追求者一大堆，

讓她不勝其擾。當時她雖然已二十七、八歲，但猶然漂亮，並非我自己誇

口，其氣質可說是一百個人看到她，一百個人都會喜歡她。所以我會對她一

見鍾情那也是應該的。至於為何她會對我一見鍾情，我就不知道了，因為她

根本不知道我是熊是虎，她跟我說：「看你的面相就覺得你非常有自信！」

到底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相信是真的，因為我就是具備「青瞑牛不怕

死」的個性。

之後我來到美國，被選為同學會長，後來被列入黑名單。當時前妻要我

快點辦手續讓她來美國，因為我的護照快到期了，於是我就到台灣當局駐休

士頓領事館辦 Renew（護照加簽），結果卻被領事館收走了，我因此變成沒

有國籍的人，前妻自然也就無法來美國了。

王能祥前妻吳淑惠及他們愛的結晶―兒子王唯仁。

兒子唯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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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和我結婚前本來在南

部電信局外語台服務，我出國

後她升為台北電信局外語台台

長。當時台灣有極其嚴格的電

信管制，國外的電話打進來沒

有直撥的，一律由台北電信局

外語台負責轉接，而打電話過

程全程錄音。前妻因為當台長

知道有錄音，所以非常害怕，

她要打電話給我時，就偷偷把

錄音拔掉。

不過這樣做，總有一天會被發現，所以一年後她就辭掉台長職務。接著

她去圓山附近一家國際飯店申請工作，人家知道她英文非常好，就讓她擔任

外語部經理。同時她亦擔任銘傳商專英文會話老師。其實她只有初中畢業，

因為她爸爸經營事業失敗，身為大姐的她，變成要工作供應弟弟妹妹讀書無

法繼續升學。但我看她的氣質、講話的內容以及英語的程度，不像是初中畢

業而已。後來她來美國時，應徵工作，五十幾人錄取一人，這麼激烈競爭下

她錄取了。當然今天她已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了。她的腦筋真的非常好，很

懂得體貼人，英語好的程度有如在講台灣話，所以我兒子來美國時，英語也

是非常好。真是 “Like mother, like son＂（有其母，必有其子）。

前妻到那家國際飯店工作後，因為隔壁是美軍顧問團，再加上她長得漂

亮，所以那些美軍就常來找她聊天、約她跳舞。因為她身為飯店經理，無法

拒絕他們。那些美軍還不時有人向她求婚，她回答說她已經結婚了，他們就

問她：＂Where is your ring ?＂（妳不戴結婚戒指嗎？）她當然不可能回答已

經賣掉，因而非常苦惱。當時求婚者真的非常多。後來一聽到她想要找個人

辦假結婚，這些美國士兵爭相說要，她只好將他們都放棄，最後去找了一個

王能祥赴美後，前妻吳淑惠依舊氣質、美麗。不

過淡淡的哀愁卻也無法抹去，甜美的笑容底下始

終掩藏不住內心的幾許落寞。

美商銀行在台的經理。當時駐台美軍和美國本土書信往來，直接經由美軍飛

機，不需透過台灣當局，所以她和我的書信往來就委由美軍幫忙，因此我也

透過此一管道來從事台灣人運動。

結果她對這些美軍士兵就變成有一種道義上的負擔，當她說要找個朋

友辦假結婚時，大家都志願要當假結婚的對象，而她基於道義上的負擔要跟

人家說 No，也很困難，所以她只好去找一個沒道義負擔的人，沒想到這個

人後來卻是「要她的人」。假結婚的方法是前妻主動提出，我知道我沒辦法

幫她出國，也只好同意。當時我真的不知道台灣的政治問題什麼時候才能解

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到我離開人間都未能解決。想出這

辦法後，前妻須跟我辦離婚，但原先卻辦不成。因為法院承辦的推事碰巧

是我台大時的好朋友，他跟前妻說：「您就是王能祥的太太，這我無法批

王能祥赴美後兒子唯仁（左二）天真無邪的幼稚園生活。在媽媽的細心呵護下，唯仁似

乎感受不到一場政治風暴的到來！這場風暴徹徹底底改變了全家人的命運，就連小王能

祥―唯仁也無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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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前妻問：「為何無法批准？」他說：「王能祥是我台大最好的朋友，他

是好人，無論如何您不能將王能祥踢一邊。」前妻當然不能跟他說我們是假

離婚，所以我這朋友一直不予以批准。

最後前妻去找美軍顧問團團長蔡司，蔡司因此向蔣介石要求批准，手

續才辦成功，我這個推事朋友後來非常痛苦，他認為王能祥的離婚是在他手

上批准的，他不知道我們是辦假的。而他知道前妻非常好，如果王能祥離婚

了，那一輩子就毀了。我這個朋友到今天還是認為我們是真離婚。話說回

來，後來演變的結果，是真是假又如何區分？

1979年前妻終於來到美國，我辦政治運動，出入我家的人真是數不清，

當時適逢陳菊和陳婉真來美國，原本前妻有機會逃離與她假結婚的那個外國

人，但在陰錯陽差之下，一切都無可挽回了……

當時前妻初到美國，一進門看到陳菊和陳婉真在裡面。陳婉真個性很活

潑，見到前妻誤以為她也是為了政治運動來到我家，就一副女主人的姿態接

待前妻，前妻因而認為我有了年輕的女生，已經把她拋諸腦後，所以就聽了

與她假結婚的那個外國人的話，棄我而去，與那個外國人去加州。當時我在

外忙政治運動，不知道這回事，結果待發現時一切都為時已晚。後來前妻得

知事情真相，非常後悔，向我道歉。

之後，我們還有連絡，甚至她的母親在我第二次結婚後生了兩個子女，

還每天從其兒子那邊前來照顧，還跟我同教會。教會裡有人問前岳母跟王能

祥的關係，前岳母回答：「王能祥是我的女婿呀！」人家不禁會感到疑惑：

「惠美（我現在太太名字）跟人家說她父母很早就過世，怎麼王能祥會有丈

母娘？」前岳母又回答：「你不相信嗎？她是我最疼的女婿，比我子女還得

我疼。」前岳母照顧我子女們直到她過世為止。

前岳母過世後，我去送葬，送葬完後前妻請大家吃個飯，在我們那桌，

第一個座次是前妻，第二個座次是我們的兒子，第三個座次是我，而她那個

王能祥的前岳母（右一）在王能祥家中幫忙照顧唯義和唯禮（右圖）多年。

外國人丈夫則座次在她對面。我相信前妻的心還在我身上，這讓她那個外國

人丈夫看在眼裡覺得很不是滋味，跟我說：「從今天起你和你的前妻不可再

連絡了！」不過我還是對前妻表示：「我不相信我們到此為止，我對妳的心

不會死。」她回答我：「你要死心！要把我忘記。」我說：「妳這句話說假

的，我的性格跟妳不一樣，我不會死心，我就跟妳說我不會死心，我相信妳

也不會死心，只是妳嘴巴講說要把妳忘記。」既然說我不會死心，所以每年

在寫給她的信中我都會再次強調，這讓她覺得很感動，因為我不會伴隨著她

年華老去，就減少對她的愛。

有一次我現在太太的親戚跟我說：「你現在重娶，你要把前妻那邊的

人都忘記。」一般人的說法是這樣沒錯，我沒有回答什麼。有一次她的親戚

們來到美國，我跟他們說：「我們去加州玩！」那時我跟現在太太所生的兒

子剛好畢業，我說我們來個畢業旅行，其實我想要去看前妻。坐飛機到那裡

後，我們租了兩台車，大概可載個十幾個人，我叫前妻出來，前妻又叫我們

的兒子、媳婦以及孫子一起出來。吃飯時我們的兒子坐在前妻和我中間，我

們每次吃飯都這樣坐。

我現在太太的親戚們看到前妻後，被前妻的風度涵養折服了，他們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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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不可能放棄，因為那是一個不可取代的女孩子，以後就沒再講說：「你

現在重娶，你要把前妻那邊的人都忘記。」其實跟我講這話的人非常多，但

他們都沒見過前妻，因為一般觀點就是這樣。一旦他們當面看到時，大家都

閉口不再提及此事。我1933年出生，她小我五歲，到如今氣質依舊不減，所

以我對她不死心也是應該。我內心非常痛苦，這就是我從事政治運動最大的

犧牲。

王能祥與第二任妻子，及其孩子之合照。

前妻寫給王能祥之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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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是當時解相思之苦的最佳管道，不過

一封家書固然是希望的開始，卻也往往在

惆悵中結束，留下的更是無盡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