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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黨愛國留美海軍八艦人
－李家昶
著者／陳降任
海軍官校39年班航海科
歷任海軍淡水巡防處長、漢陽號驅逐艦長、驅逐艦戰隊長、攻擊支隊長
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李家昶投效海軍
抗戰末期，日寇攻佔貴州獨山，直逼陪都重
慶，蔣委員長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
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大專院校社會知

李家昶海軍戎裝照

青風起雲湧，踴躍參加，李家昶從復旦大學政治
系二年級毅然投筆從戎投效海軍，也許是受到曾
祖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的精神有所影響。

蔣委員長殷切訓話

牲小我、要有為主義犧牲奮鬥的革命精神。
今天我不僅把各位視為自己的子弟，同時把各
位看作是我的生命，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將來海
軍建設的責任完全寄托在各位身上，我們是一個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知識青年從軍

歷史悠久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現代一等強國，

參加海軍的一千多人，集合在重慶軍委會幹訓團

就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新海軍，希望你們自立自

恭聆 蔣委員長訓話：

強，努力建設強大新海軍，切勿辜負國家及全國

“各位同志，因為你們快要出國受訓，特召集
你們來這裡聽我訓話，這次派你們出國留學，學
習海軍，是空前的創舉，是你們立業報國的好機
會，你們到了外國，每人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

父老對你們殷切的期望，最後我敬祝“各位旅途
健康”。
當時蔣委員長訓話，精神奕奕，親切箴勉令全
體官兵感念不忘，對李家昶而言感悟尤深。

代表自己國家，你們隨時隨地要自愛自重、嚴守
紀律、服從命令，到達美國要嚴守學校、艦艇上

飛印度渡重洋抵美

的一切規則，你們現在無論是做部屬的、做長官

1945年1月底全體赴美接艦成員抵達新津機

的最緊要是大公無私、賞罰分明、恩威並濟、犧

場，接受美國軍醫體檢，2月7日飛越世界之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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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馬拉雅山駝峰，至緬甸經加爾各答(Culcuta)
轉孟買(Bom Bay)。3月14日全體搭乘美海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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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五千噸的運輸艦(General Mann)啟航，兩艘英
國驅逐艦護航。3月28日進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整
補。4月15日駛抵美國聖彼得羅(San Pedro)港。
32天航程中，中國海軍參加艦上的防空、救火、
損害管制、棄船等演習獲益良多。
自聖彼得羅(San Pedro)港搭乘火車展開橫跨

作者陳降任(右)與李家昶

美國之旅，4月21日抵達邁亞密城(Miami)，駐入
阿卡札(alcarza)旅館，開始接受美邁亞密海軍
訓練中心的訓練。
4月23日體檢，英文分班測驗，李家昶考試成
績優良編入J組為最高班。接著性向測驗及面
試，李家村被安排進入雷達學科訓練。
那時候，雷達係機密裝備，上課時不准帶紙筆
記，離開教堂不准提「雷達」這兩個字。1946年
4月結業，接收八艦之一的永勝軍艦回國，艦長
蔣謙(後晉升海軍中將)，副長崔之道(後晉升海
軍上將)旋又奉派出國接收興安軍艦，擔任艦務
官。回國後調往青島海軍官校接艦班擔任教職，
其時對日抗戰業已結束，遂於1949年退伍前往香
港經商苦幹經年，篳路藍縷、單打獨鬥、心思細

李家昶全家福

膩，以堅毅不拔精神創業有成。
汪傳賢同學與李家昶情同手足，他常常說：

西非創業有成

「年輕從軍時，李家昶的言語中看出他具有一種

李家昶具有北方人的豪爽性格，六十年代，他

與眾不同的氣度，思惟深遠觀念宏大，為人處

和胞弟李家景在香港紡織界成就不凡。1963年兩

世熱情厚道，才智過人、氣勢磅磚，可謂青年俊

兄弟前往西非奈及尼亞開拓新事業。先後遇上七

傑，必成大器。」

次大小政變，但不受影響非洲事業屹立不搖且大
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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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昶創業精神“新花樣”辦鋼鐵廠和搪瓷
廠，不多年，他們的環球鋼鐵廠就成了奈及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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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鋼鐵廠的龍頭，搪瓷廠也是當地極有名望
的大廠。如今奈及尼亞的所有工廠擁有員工五、
六千人規模龐大，總公司設在香港。

熱愛中華 心繫台灣
大公子道明全家福

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特於3月21日飛抵
台北，下榻遠企飯店，得知馬英九得票飆漲，內
心沸騰欣喜若狂。同學會會長鄒弘達暨幹部遂於
次日設宴款待李家昶，慶祝馬英九勝選。
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典，於台北
小巨蛋舉行。李家昶之愛國情操，深蒙中外雜誌
社社長陳秀英女士欽佩，經其鄭重推薦，以海外
二公子道樑全家福

愛國僑領暨青年軍海軍同學聯誼會榮譽會長身份
應邀出席觀禮，惜因故不克出席，改請同學會委
員陳降任代表前往觀禮，座位被安排在2F區(共
分4層)面向舞台的顯要位子，足見李家昶備受禮
遇，在場國軍退役將領受邀觀禮者，只見到1F特
2區有前退輔會主委許歷農上將，前國防部長伍
世文上將及前國防部長李天羽
三公子道啟全家福

上將。

榮膺同學會榮譽會長
民國38年政府轉戰來台，成
立「青年軍聯誼會」，會長是
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經國先生
兼任。民國61年涂鯤與黃啟庸
胞姐家晉與外甥黃偉德全家福

李家昶與夫人許韻蘇女士

兩位同學努力奔走，經向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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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第五組詹純鑑組長報准成立「青年軍聯誼會
海軍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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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昶心繫祖國，關心台灣政壇動態，又關心
同學會種切，同學會成立數十年來，每年資助會
務迄未間斷。若干年前全球經濟萎縮，同學會請
其以後不必再寄捐款，李家昶說「只要努力虧損
的錢必定可以賺得回來。」

晚清大政治家李鴻章
李家昶夫婦攝於曾祖李鴻章畫像前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以耕讀
習武傳家，曾祖李樁、祖父李澱華，在當地頗
負盛名；尊翁李文安於1838年與曾國藩等同年
進士，1850年初升至刑部郎中。李鴻章21歲中舉
人，拜在曾國藩門下，習義理經世之學，師事曾
國藩終身不二。25歲中進士，是一位偉大的思想
家、外交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軍事戰略家，具
有突出的多方面才華，中國近代的各方面，幾乎
都與他密切相關，對政治有重大的影響力。
李家昶的曾祖昭慶公為李鴻章的胞弟，曾出使
秘魯等國多年。尊翁國源公字仰尼，育有六子三
女，家昶居次。公早年留學英國，曾出任仰光總
領事多年。

創建北洋艦隊新海軍

李家昶夫婦(中)與父母

年正式成軍，擁有戰艦十三艘英國製造，四艘德

1875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督辦北洋

國製造另有德國訂購的魚雷快艇十艘、英製十二

海防創建新海軍，任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

艘，北洋艦隊的建立，這乃是李鴻章煞費苦心

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建軍公款每年一百二十萬

努力的結果。1891年7月9日，清廷應日本政府之

兩，其時英、德兩國承造高等戰艦實需四、五十

邀，李鴻章特派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

萬兩，在同治末年，日本侵台，北洋海軍於1888

駛往東京灣報聘。丁汝昌率六艦管帶劉步蟾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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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經國家道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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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立下的子孫輩分表為「文章經國家道
永昌」，李鴻章兄弟六人，他居次、父親李文安
(1801年生)從他算起迄今已是兩百多年了，如今
家族繁多枝葉茂盛，他們都受到曾祖李鴻章的薰
陶影響，在各個領域中都有傑出的成就，李家昶
的光輝成就尤為顯著。
同赴西非創業的胞弟家量全家福

家庭美滿 子女成才
夫人許韻蘇女士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育有
三兒一女，都已成家立業，他的大公子李道明與
二公子李道樑現在美國擁有自己公司，1001年9
月，道明不幸罹患無藥可醫的漸凍人症而去世，
十分可惜，望道明仁兄在天幸福。三公子李道啟
在拉斯威加斯，事業發達是一有名的企業家。
2006年在美國西岸為李家昶舉行八十大壽慶
李家昶夫婦與女公子道汾全家福

典，場面盛大氛圍感人。

駐日公使李經方(李鴻章長子)陪同下晉見日皇，
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與東京灣防禦司令官東
鄉平八郎也隨同陪往晉見。因東鄉平八郎與劉步
瞻為英國留學的同學，應邀上定遠號參觀時發現
有士兵在兩尊主砲砲管上晾曬衣服，認為軍紀渙
散，致大膽掀起甲午戰爭風雲。丁汝昌回國將所
見日本海軍實力堅強，建議李鴻章決定要買快速
巡洋艦，向英國阿摩士莊造船廠新近下水的世界
最快時速23節四千噸巡洋艦。此時海軍經費已被
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頤和園了，結果卻被日本買去
編為吉野號，肇致我北洋艦隊於甲午戰爭中全軍
覆沒。

開天勇創 慷慨施與
李家昶是香港蘇浙同鄉會贊助人，上海總會
永久名譽會長，為懷念其先父以香港蘇浙同鄉會
的名義，在上海大學捐獻了「國源廳」，並捐贈
香港佛教中學設立「仰尼獎學金」，深信每當施
與時，他內心必定充滿喜悅與幸福，他曾說過，
抗戰初期他逃難到重慶時十分窮困，幸蒙蔣委員
長及時伸出援手，使他有書可讀，生活安定，回
想起來，他能有今日成就全蒙蔣委員長所賜，他
說：「他畢生所有的行止，不及蔣公賜予的千萬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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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經溫哥華，想起同學葛家瑗，但手無電話

相聚。2007年4月間，探望永勝艦副長老長官現
年100歲的崔之道上將，表示對長官的懷念與尊
敬。

和尊敬。」
李家昶是一處事十分低調的人物 ，2008年3月
間，中外雜誌欲在該雜誌以李家昶照片為封面，
並刊出對他的專訪，卻被他婉拒。筆者安排他來
台時與馬英九總統見面，也為他所拒，另有長天

2006年5月間美國世界日報刊出，李家昶此次

傳播紀錄片製作公司，擬邀李家昶在台北或香港

來美對洛杉磯桔縣的兒童醫院，慨捐一百五十萬

拍製一部歷史人物傳記，也未被接受。由此足見

美元，為當地華人稱道。

他乃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

李家昶每年支付在西非鋼鐵工廠總經理楊曉
初兩次探親由西非至溫哥華往返頭等艙機票。
楊曉初在溫哥華的鄰居葛家瑗敘述說：家昶老
闆待人厚道，由此可看出他對同仁的體貼。因為
他具有如此宏偉氣度與待人和藹，所以才能贏得
屬下擁戴與事業發展實令人敬佩。
當年知識青年從軍，復旦大學有四位同學入

李安的「色戒」轟動全球，勾勒起李家昶對名
作家張愛玲的憶往，張愛玲的祖母是李鴻章的
愛女，張愛玲為李家昶的表姐，1940至1955年張
愛玲旅居香港，雖然這個曠世才女性格怪癖、冷
漠、精明、高傲，但他們表姐弟情誼不時連繫，
也讓他對表姐的才華仰慕不已。

小表妹黃家瑞是張小燕母親

伍，其中三人已殁，李家昶對這幾位已故同學的
子女常予關懷。

藝人張小燕的母親黃家瑞，是李家昶的小表
妹，李家昶的二姐李家晉是黃家瑞父母的乾女

他的外甥黃偉德的感言；「我出世不久，先父
生意失敗，那時舅父還未顯達，就已肩負起我家
的生活費、教育費。舅父初到非洲，資金並不寬
裕，他在最需要金錢的時候，卻將其中一部分交

兒，黃家瑞想起童年往事十分歡欣，覺得李家昶
這個表哥為人十分風趣豪爽而融洽。黃家瑞與
張小燕母女倆長相一模一樣，世代美人、雍容華
貴。

給家母，把我一家人安頓好才向外創業。
綜觀李家昶所以有如此大的作為，因為他滿懷
舅父自動仗義疏財，將自己一大部分的財產幫
助別人：很多富翁發財後才立品，我舅父年青未
立業時，就已捨己為人，廣施恩澤，實在難能可
貴，非常人能及。
舅父的慷慨、在友儕中已成傳奇，他的義舉多

著愛心，他愛國家、愛台灣、愛世界、愛社會、
愛同學、愛長官、愛同事、愛親友。心思細密考
慮周詳，注重友愛情義、高瞻遠矚、成功的大企
業家，我們衷心的感到驕傲有這位傑出的留美海
軍八艦人一李家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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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當即電話香港得知後，立刻邀家瑗夫婦

不勝數，我僅把其中之一記載下來，讓大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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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間，他80大壽，全家自舊金山搭郵

海軍軍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