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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幼臣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顧問 

本文作者與已故的杜陵教授，相交 60 年，在台灣共同為理想目標奮鬥達 43 年。本學會即為本文

作者協助杜陵教授策劃籌組設立。作者自本學會設立之始，自民 67（1978）年起歷任本學會監

事，至民 89（2000）年止，前後計 22 年。（自第 8 屆起謙辭致未續任）作者在歷年監事期中，

並協助杜陵教授策劃學會發展方針及推進會務運作；對開展學會與國際及中國大陸的相關學術交

流引進新科技著力尤多。因此，作者對杜陵教授的為人、做事、處世及學會的組成動機、目標、

發展經過，成就與貢獻，均知之甚審。本文當可讓我們對杜陵教授和他盡其心力以赴的學會有更

進一層的瞭解。 

（一） 前言 

民 90（2001）年 4 月 7 日早接學會（註１）秘書長王珮儀小姐電話說：“杜教授去了”。一時未

明她意，應以一聲“唉？”，口氣明示疑問。她再說：“杜教授回去了”。我還以為陵兄回去他

老鄉湖南去了。到她直說：“杜教授昨晚 9 時 30 分去世了”，我才明白。不過，我仍然不相信。

經確定後才與接受，也大吃一驚，久久未能接語。緣，陵兄去世當日下午，我尚和他通了十數分

鐘電話。雖然，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已患感冒幾天，可是，他在電話中所傳達的聲音和語調仍

顯得精神。我勸他，身體不適宜多多休息，他表示學會有要事要趕著辦，相信尚能力疾從公。所

以，對他當晚忽然辭世，真是難以相信的意外。據說，他辭世之頃，正在為學會草擬微縮技術人

員專業證照制度研究案。真是為學會盡瘁死而後已。 

 

近年來，親友死亡日多，對之縱感悲痛，惟已漸習淡然處之。而且，對能猝然而卒，無須纏綿病

榻，拖累家人，時或為死者慶。然而，接上述陵兄噩訊，卻感到非常哀傷。陵兄大公子少陵世兄

先囑我書面提供我所知的陵兄早年事蹟，供為撰述陵兄生平事略參考。我隨即執筆，但掀開回憶，

更增哀傷以致所寫多殘缺而不文，現寫此文以補。不過，正如我對少陵世兄所說“令尊生平事略

撰成巨冊尚難以盡”；故此文也僅是略述些我與陵兄在台期中共同拼力奮鬥的兩事而已。（註２） 

在未述那兩事之前，先敘我與陵兄相識及知他的為人經過，應可有助於讀者對將要敘的兩事更增

了解。 

我與陵兄於民 31（1942）年相識於貴陽共聚二年，續在重慶又相處年餘，後因我他去而別離，

相隔 12 年後，始於民 46（1957）年冬我自香港回台又再重聚。計相識近一甲子（60）年，相聚

並為共同理想目標合力奮鬥共 43 年，時間並不算短，故所知陵兄為人處事當不至有差。 

 

我與陵兄相識時，我年較長 4 歲，且其時我尚認為 20 歲以下之青年尚未完全成熟，但，與陵兄

相談之下，我即為他傾倒。在先期相處三年中，眼看他因學識、文才、言詞均佳，待人處事誠懇

而圓通，加以氣宇不凡、統御有方、而又勤於學他所未知，忠於他所事者；故迅即受長官器重、

同躋推許、低輩愛戴，已在年齡相差者中，負較重責任，居較高地位矣。由此，我即深知他將來

對國家社會必有相當具體貢獻。及在台灣我們為共同目標奮鬥之後，更進而知，他勤於學他所未

知者，忠於他所事者一如其前，雖老不 。又，他擅於選擇理想目標，目標既定即勇往直前，力



克困難，不達目標絕不甘休，而他所選定的目標又為當時少人面向者，樂於做為拓荒者，披荊斬

棘開闢路徑以利後來者，不計較利必歸我。此外，又擅用謀略從危轉安，從無生有而達於盛，更

為曾和他共事者所同知。上文所提要述的兩事當可為証。兩事敘如下： 

 

（二） 推進市場研究學術 

民 46（1957）冬，我自香港回台工作時，陵兄與前立法委員吳望伋先生組成民意調查協會不久，

印行有“民意”月刊。他即邀我於公餘主編“民意”。此為開展他和我其後 40 餘年共於公餘合

作之始。蓋，我們於 60 年前相識之初，因相投緣即相約其後有機緣合作奮鬥。其後，一方面鑒

於當時在台灣，民意調查尚須相當時間方能成氣候。另一方面，鑒於當時政府正大力發展工商業

促進國際貿易亟需市場調查作為先鋒。加以陵兄和我均曾學研市場調查學理，並具有實務經驗（註

3）。於是乃轉向倡導市場調查（研究），先籌設“市場調查中心”公司，後創組“市場研究學

會”，分別於民 58 及 60 年成立。 

我們擬籌組市場調查中心之時，即已知是面對困苦的前途。記得，我們曾訪問當時稱為大企業的

負責人。他們對市場調查一詞，多茫然無所知。中有兩位還誤認為我們所提的市場，係指供應民

生膳食物品的市場，問道我們要調查研究的是西門市場還是南門市場。又，我們曾向教育部及各

大學調查，獲悉，當時國內有關學者與專家無多。面對此情景，我顯猶豫，但陵兄毅然以赴的精

神與說詞說服了我。他說我們要做拓荒的開路先鋒，要做犧牲的先烈，以利後來者。其實，我們

是做了先烈，也以做此先烈自許而無悔。 

 

市場調查中心，為台灣經營此項業務的第一家公司。我們向政府登記時，政府主辦人員尚不知此

項公司應歸屬何類，蓋並未列有此類別。此公司經營不及三年，因業務收入遠不敷公司支出，股

東不願增資繼續經營而告結束。但陵兄以未達心願，以原有業務另覓股東另組〝尚品市場調查公

司〞經營（王珮儀小姐參加，我未參加，只從旁協助。）並開辦由陵兄和我所企劃的電視收視率

調查。此項調查在台灣屬首舉。尚品公司經營幾年後，一因，業務雖有發展，但仍虧蝕，二因，

陵兄原有工作加忙無法兼顧，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更具規模與資金的此類公司逐漸興起，陵兄

認為他的招徠後繼者心願已達。故將尚品公司結束，業務交由原在上述兩公司共同工作的陳偉爾

先生另組益利市場研究顧問公司繼續經營。益利公司以辦理電視收視率調查馳譽，並經常承辦國

內外大公司多項商品的市場調查受重視。我曾為益利公司助募資本，並曾任顧問，故市場調查中

心、尚品、益利三公司曾一脈相承。所惜，逾民 70 年不久，益利因業務日增，數家同類公司競

爭日烈，在資金不足下冒進擴充規模，將作業全部電腦化，增聘不少人才，致告週轉不靈，轉讓

他人更名經營。陵兄與我在這方面的努力也告一段落。不過，我們在倡導市場調查實務方面應是

有所貢獻。 

 

市場調查學會（後更名市場研究學會）為此一學術民間組織之首創者，開初運作相當艱辛。幸邀

得裕隆汽車故董事長嚴慶齡先生為此學會理事長挹注資金及王珮儀小姐的贊助得以開展，陵兄與

我投入近 15 年後始交棒離去。在 15 年間相當有成績： 

1.1.1.1.印行〝市場調查〞後更名市場研究月刊（後改季刊），為台灣此類定期刊物之首創者，以傳播

此類學術，受學術界及企業界重視。 



2.2.2.2.按期舉辦市場研究及於企業管理的演講會、座談會、研討會，及中、短期講習班、研究班，中

有與中興大學、淡江大學合辦者，前後參加者近千名。 

3.3.3.3.基於當時有關此一學術名詞中譯諸多不同，例如 MARKETING 一詞中譯即有：市場調查、市場

研究、市場經營、市場營運、行銷研究多種，有一大學兩位教授同時分別授此課程，即各定課程

名稱。遂向國立編譯館建議編印此一學術名詞中譯辭典，並代為邀學者、專家組成編審委員會負

責其事。陵兄和我參予委員會促進此一辭典於短期內編成列印發行，為台灣第一本此類辭典。對

名詞中譯的統一應有貢獻。 

4.4.4.4.承辦公司機構有關案件多宗深獲肯定。 

5.5.5.5.會員自學會成立時不及 50 名增至逾 300 人，所聘顧問自不及 10 名增至近百。此一學會成立之

時，陵兄即有三目標，亦即他的心願：一為，促使工商業企業普遍重視市場研究。二為，引致專

科、大學甚至研究所普遍開設相關課程，陵兄為此特說服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為大學）開設此

一課並親自授課。三為，有類似學術組織相繼成立。其後此三情景逐告浮現，已遂陵兄心願。加

以自嚴慶齡先生辭世後，學會資金不足以應日益發達的會務，陵兄乃將此一學會交企業主運作以

增加企業界的投入，以裕學會的資金，乃決然同我與王珮儀小姐退出此一學會，傾本業之餘的全

部心力投入亦為我們共同籌組的另一學會，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 

 

（三） 開拓資訊與微縮管理學術 

中華民國資料處理縮影學會（現稱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成立於民 67（1978）年，

迄今 23 年。緣，上述市場研究學會承辦公私機構相關案件時，陵兄深覺當時的文書檔案及諸多

資料的傳統管理方法已無以應現代需要，且存放所佔空間大又難於保全，乃思倡導以縮影處理

之。此一學會會務發展與不斷求新，陵兄數年來常撰寫專文概述，尤其在學會成立 20 週年時撰

〝從資料處理到檔案管理〞專冊中多所著墨，已勿庸我更作贅言。但陵兄素性雅不欲訴說艱苦心

酸的一面博人同情，現我在此作如下的概述補充： 

 

一、陵兄、王珮儀小姐和我在當時對縮影一門雖略有所知，但嚴格而言，還屬門外漢。可是，他

們二人即埋頭苦研此門學術，並隨此學術的科技迅速發展俱進成為專家，辛苦與毅力可感可佩。

說來慚愧，我即未能為之，故不久即屍位 餐多年。 

 

二、學會成立之初，未有企業經常出資贊助，經費極度缺乏。例如，無力有固定會所，時常遷移，

寄居於理事所空出的私人房舍。一切運作所需經費，端賴陵兄多方張羅從無生有。艱苦處不足為

人道之。 

 

三、陵兄高膽遠矚，於學會成立不久即加入國際組織 IMC（國際縮影協會，後改稱國際資訊管理

協會）以引進此一門科技發展的新知。在經費困難之下，學會每年均組代表團參加 IMC 年會聽

取此門新知匯報。而不久海峽對岸欲參加 IMC 即圖排我，陵兄經三年均親率代表團在 IMC 年會

力保我們會籍不改名（不改中華民國為台灣）。為廣結善緣爭取支持，陵兄更設計於 IMC 年會

期中，在外交部協助下舉辦盛大酒會邀各國代表團參加。酒會酒肴之佳，來客之多均遠勝於 IMC

年會所舉辦者，深受各國代表稱道。因此順利保有 IMC 會籍，也為國做了一次良好的民間外交。



其中辛勞非親臨其境者所能想像。 

 

四、學會在民 74 至 78（1985-1989）年 5 年內密集舉辦了 4 次國際性的有關會議：IMC 亞太地區

學術會議、資訊管理與安全學術研討會、資料及文書管理會議，以及其後的學會與阿拉伯資訊及

縮影系統聯合會交流會議與締結姊妹會典禮。四會議均可稱非常成功。陵兄在所撰的〝從資料處

理到檔案管理〞一文中雖曾提及，但各會議內容的豐盛及影響與貢獻的深遠簡而未述；而且風光

成功的背面，陵兄辛勞與艱苦的情況並未提及，現以 IMC 亞太地區會議及中阿會議為例略予補

充如下： 

 

IMC 常主辦各地區會議，但僅在美、歐地區為之，從未及亞太地區。學會乃主動向 IMC 建議由

學會獨立負責籌辦及負擔全部費用主辦亞太區域會議。會議於民 74（1985）年在台北圓山飯店

舉行三天。此一事關國家顏面與榮耀的會議，籌備工作的繁雜變化多端都竟只有陵兄、王珮儀小

姐與我三人負其事，尤其陵兄負全責主持，艱苦辛勞可知。大者為： 

 

1.要企劃會議提供研討的各項專題，向國內外邀集論文，邀請論文發表會的發表人、引述人及評

論人，邀請專題報告人及研討人與主持人，邀請國內外有關學者專家及業界人士與會，聘請具有

此項專業學識的各種語文翻譯人才，開放申請參加的相關科系學生、相關操作工作人員，人數逾

千。由陵兄親自拜訪邀請及信函、傳真、電話往來，常日逾百通。尤以論文發表人、引述人、評

論人及各項專題的報告人、研討人、主持人所允諾能出席的時間多相重疊，且時有變動，需不斷

接洽調整，會議時程安排不斷移動及參加會議人數不斷增加，須數與圓山大飯店勉為其難的擴增

議場空間，都煞費苦心。 

 

2.積極爭取 IMC 三十餘會員國派代表團參加，尤其克服多種困難力求亞太地區會員國務必參加，

終告實現，並非易事，而安排他們前來的機場迎送及宿膳場所亦相當繁雜。 

 

3.會議論文集共中英論文五十餘篇，印成七百餘頁一巨冊千本。其間約稿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選

委員會與編輯會、催稿、取稿、送印、三次校對，督印非常費時費力。 

 

4.在會期前的一個多月，陵兄、王珮儀小姐與我均夜以繼日、逾午夜方休的工作。尤其趕論文集

於會前一日印成，會期前三天須在印刷工廠作最後校對及督工更是通宵達旦，抽空還須往會場督

看安排裝置，與先期抵達的 IMC 總會高階人員商談會議事宜。在會期之日在已兩天徹夜無 的情

形下，一早即須再趕到會場作最後察看迎接賓客，安排會議順利進行。會議三天之夜晚還須主持

酒會、餐會，並與參加會議各會員國代表交流溝通，尤其與亞太地區代表先期交換學會所建議的

今後由亞太地區各會員輪流主辦地區會議意見（註 4）。會後兩天還須送別國外來賓。計會前兩

天、會期三天、會後兩天共七天，陵兄、王珮儀小姐與我均在廢眠與食不知味情況下全力以赴。 

 

5.然而，最費心思的還在編製會議經費預算與募集經費。旦會議規模因參加人數陸續增加超越預

期，預算不斷擴大，需募集款額不斷增加，都依賴陵兄挖空心思開闢路徑，日夜擔憂入不敷出，



心頭壓力之重可知。至款項之收集、存放、支出之審核交付，則僅賴王珮儀小姐一人親辦，終日

奔走有如馬不停蹄，辛勞可知。 

 

6.因學會在民 74 至 76（1985 至 1987）年國際活動成績斐然，獲 IMC 分於 1985 及 1987 年，先後

特別頒發〝特別榮譽獎〞二次予學會。此在 IMC 各會員國中所未曾享有者，學會自感榮幸。為

了前去頒獎關係，學會均組織了較往常為大的代表團前往，並均籌辦酒會以表謝意，因此籌經費、

組代表團、安排當地宿膳、策劃酒會，邀請來賓及分配接待人員，又是種種費心費力的忙勞。 

 

學會主辦與阿拉伯資訊及縮影系統聯合會交流會議暨締結姊妹會典禮是緊接主辦國際性的資料

及文書會議之後舉行。籌備前者工作已甚忙，加上同時再籌辦後者的工作，何止百上加十，簡直

是百上加百，然亦僅是陵兄、王珮儀小姐及我三人為之，忙碌辛苦倍增可知。而且阿方聯合會會

員國包括埃及、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阿拉伯大公國、北葉門、蘇丹、巴林八國。其中

之半國家與我國極少交往，乃開拓國民外交的良機，不得不格外慎重，所以在忙勞之外，還須兢

兢業業以赴。可述者有： 

 

1.我們三人對阿拉伯各國所知不多，因之必須惡補他們的風俗習慣與禮儀以應。其中還差點出糗

事。學會對會議及典禮原設計有標幟，特約設計名家為之，因既出名家之手，在忙中忽未細察即

予決定付用，及成品製成，檢視之時，始察覺設計的標幟中有龍的圖案。龍在我國視為吉祥物，

但在回教徒視為不祥之物極忌之。逐將已製成的旗幟，各種印刷品廢棄重新印製。因時間匆促，

還須廠商漏夜加班趕製，其中特級精緻裝的中阿文各一的締結姊妹會的結盟書及雙方此後交流的

協議書上更是在會議之早督工重製完成。此外，阿方語文翻譯的人才尤其阿文結盟書與交流協議

書的擬定更是煞費周章，幸商獲我國中阿文經協會與外交部的大力指導，始告圓滿達成任務。 

 

2.其後，中阿並舉辦兩次會議，一為在民 79（1990）年在開羅舉行的，由阿方主辦中方大力協辦

的國際資訊技術會議，多個阿拉伯國家代表團參加。一為民 80（1991）年在台北舉行的中阿資

訊縮影學術交流會議。此外，中阿聯合由中方主辦出版，用中、阿、英三種文字編印的〝資訊縮

影學術〞刊物，分贈阿方各國。凡此，都大大開啟了中阿學術交流之門。值得一提的，其後學會

理事程其偉先生奉派外駐擔任阿拉伯文教工作，就獲阿方聯合會不少助力。 

 

（四） 拓闢與對岸交流之途 

民 81（1992）年，陵兄認為學會在與國際交流方面已奠基礎，乃移心力於與中國大陸開展交流，

蓋其時大陸在此一範疇尤其微縮方面學術較台灣進步，可資借鏡以迎頭趕上。逐於是年 5 月，學

會組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極為成功，尤其與大陸中國檔案學會達成協議：自當年起，每年輪流

在大陸及台北舉行學術交流會收獲甚大。當時，我政府對兩岸學術交流的政策尚未明朗，台灣民

間學術團體訪問大陸者罕有，而議定其後交流計劃按年舉辦交流會者實更是創舉。於此足見陵兄

的高膽遠矚與魄力。 

兩岸有關學術交流會迄今（2001）年已舉辦十屆（年），其中五次在台北舉行，由學會主辦。會

期七天，除初三天在會場作論文報告及專題研討外，其他四天乃考察各地與設在當地的大學相關



學者及當地政府相關作業人員交換意見。每次籌備工作諸如安排議程、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徵集

及編印論文集、安排赴各地行程、大陸代表在台宿膳及迎送，以及籌集相關經費、辦理申請參加

者等等工作也都繁雜，初兩次尚有陵兄、王珮儀小姐與我三人在辦理。在民 83（1994）年之後

我即未再參加此繁重工作，僅有陵兄、王珮儀小姐為之，當更見辛勞，所幸有吳財寶先生撥冗從

旁協助。 

 

（五） 結語 

上述種種事業，均有賴於陵兄高膽遠矚的先謀與勇往直前的魄力與毅力方能開展與有成。陵兄先

後投入市場研究及資訊與微縮管理二者學術活動，在初即有三心願：一為，與國際交流引入先進

學術。二為，培育相關作業專才，促使各大專院校普遍開辦相關課程設立相關科系。三為，促進

國家相關法律的完備及設專業機構。就檔案及資訊微縮管理而言，引入先進學術已順利展開。培

育人才方面，學會已培育初、中、高級專才 2087 人，且仍續在進行中，有缺者為在大專院校方

面尚未普遍設相關科系。在法律方面，最基本的檔案法在學會多年努力參加商討提供草案之後已

告立法，且政府已組成籌備機構籌設國家檔案局，所缺者為陵兄 常所念念在懷的制定創立微縮

標準與專業工程師及技術認證制度。但時勢已臨，上述有缺者在近期內當可有之，當可使陵兄在

天之靈不再有心願未了之憾。 

學會在本屆大會籌備之時曾分函各理監事探詢是否續有意願競選續任。我曾向陵兄表明：我未投

入會務工作尸位素餐已數年，如他同意，我不擬續任。其時我並向陵兄說，他年屆八旬，有心肌

梗塞之疾，且王珮儀小姐接任秘書長後，練達稱職，他宜珍重健康減少會務勞心勞力，他卻仍極

力從公如常。又如前述，陵兄逝世之日下午我從電話中獲悉他患感冒之疾尚未痊癒即到會草擬文

件，我力勸他宜多多休息以留青山在。可是，當晚陵兄仍以抱病之身續寫學會文件之際逝世。哀

哉！ 

寫此文，我對陵兄之逝仍悲痛未減，故敘事雜亂，下筆 通，且多有遺漏，諸請諒。時 200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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