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 

壹、緣起 

「臺灣高等教育史上，東吳大學在臺復校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從此開啟臺

灣各公、私立大學復校與立校的新頁。東吳在臺復校的機會得來匪易，不僅來自

許多校友的熱心奔走，更有一位有力的關鍵推手王寵惠先生。王寵惠先生，人皆

尊稱「王亮老」，是中華民國著名法學家，也是東吳大學的精神領袖，外雙溪校

區行政大樓即以「寵惠堂」命名。」1王董事長紹堉先生更在《碩學豐功 王寵惠

先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書中言道：「東吳能在台灣復校，都要感謝王亮老！」。

東吳大學特於今年(104)，搭配校慶舉辦「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

生資料展」，並出版《碩學豐功：王寵惠先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以紀念先生對

於東吳及國家卓著貢獻。 

此次展覽特別感謝王寵惠先生哲嗣、名建築師王守正先生將寵惠先生生前所

使用珍貴且第一次曝光的文物及照片資料借予本校展覽，希望透過此次的展覽，

能讓東吳師生追本溯源，感懷、紀念這位「距離東吳最近的民國名人」。 

此外亦特邀前台灣駐印度大使、現任中華郵政董事長翁文祺先生蒞校與人文

社會學院謝政諭院長主講「王寵惠的志業與台印關係撫今追昔」，讓本校師生能

一窺「欽字第一號」王寵惠先生一生的志業和貢獻，及臺灣、印度之間顛簸曲折

的外交關係。 

 

貳、借展儀式 

為慶祝東吳大學 115週年校慶，圖書館特於 104年 3月 13日(五)起於雙溪校

區校史室舉辦「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以紀念寵惠先生

對東吳的卓著貢獻。 

由於王寵惠先生和東吳大學關係深厚，王寵惠先生哲嗣、名建築師王守正先

生決定將寵惠先生諸多第一次曝光的重要物品：如王寵惠先生於 1931-1936年擔

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庭法官時所使用的法槌、出生登記紀錄、家書、《王氏家

譜》及許多從未曝光的家庭生活照交由東吳展出。 

 

                                                      
1
〈沒有王亮老就沒有(台灣)東吳大學─追述王寵惠先生對東吳復校之貢獻〉《碩學豐功 王寵惠先

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p.5，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3 

3 欽字第一號傳奇 ─ 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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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感謝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家屬，將先生生前擔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庭法

官時所使用之法槌及珍貴照片文物資料一批借予本校舉辦「欽字第一號傳奇—王

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特於 104年 1月 28日(三)下午 3時於雙溪校區校史

室舉行「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文物資料借展儀式」。 

趙維良副校長於致詞時表示，感謝王守正先生願意將寵惠先生於 1931-1936

年擔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庭法官時所使用的法槌及諸多第一次曝光的珍貴文

物資料借予本校展覽。寵惠先生文化素養深厚，晚年擔任本校董事長，對東吳在

台復校與拓展，貢獻甚大，很高興能有機會向本校師生介紹這位二十世紀中國著

名的法學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王守正先生則表示，由於其祖父和東吳大學關係

深厚，故決定將諸多第一次曝光的重要物品交由東吳展出，例如:法槌、國父孫

中山先生委任外交總長的「委任狀」、出生登記紀錄及家書等重要文物資料。 

 

  

【王寵惠先生哲嗣王守正先生提供王寵惠先生生前

擔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庭法官之「法槌」借展】 

【王寵惠先生哲嗣王守正先生提供王寵惠先生生前

之「重要文物資料」借展】 

  

【趙維良副校長(右)致贈王寵惠先生哲嗣王守正 

先生「東吳感謝狀」】 

【由左至右：音樂系林秋芳秘書、歷史系林慈淑主

任、外語學院賴錦雀院長、人社院謝政諭院長、王

守正先生、趙維良副校長、謝文雀館長、德文系林

聰敏教授、法學院洪家殷院長、校牧室王美惠組

員、王淑芳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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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幕式 

2015年 3月 13日(五)上午 10時於雙溪校區校史室舉行「欽字第一號傳奇—

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暨特刊」開幕儀式。此次儀式特邀請王故董事長寵惠

先生哲嗣王守正先生、前國民大會議長錢復先生、潘校長及校內師長與會。 

潘校長於致詞中介紹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與東吳大學的淵源，王寵惠先生從

政資歷豐富，曾先後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

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晚年擔任本校董事長。

潘校長並強調1954年東吳能以法學院正式在臺灣復校，都要感念王寵惠先生的高

瞻遠矚、崇高聲譽暨費心奔走，對本校貢獻良多。前國民大會議長錢復先生則於

致詞時表示，王寵惠先生是中華民國司法界的巨擘，1943年寵惠先生在開羅會議

上仗義直言，並以其嫻熟的國際法知識、外交經驗及外語能力保護了國家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的貢獻不容磨滅。 

資料展由校長與王守正先生一同敲響法槌，象徵本次資料文物展正式展開。

資料展展至同年 6 月 26 日(五)，展出諸多第一次曝光的重要文物。儀式後，由

圖書館胡佳薇組長介紹展出之資料文物，會後由校長帶領貴賓及王寵惠先生親屬，

以追憶巡禮方式至北市市定古蹟王寵惠先生墓園獻花追悼，表達東吳師生之追思

和崇敬之意，以及參訪以王寵惠先生得名的寵惠堂。 

  
【潘維大校長致詞】 【王寵惠先生哲孫王守正先生致詞】 

   
【前國民大會議長錢復先生致詞】 【王守正先生與潘校長進行資料展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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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展出內容 

「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展出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相

關著作、生活照片、聘任書、趣事等資料，內容十分豐富多元，更有諸多第一次曝

光的重要文物，相當珍貴，譬如：（一）1912 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委任王寵惠先生為

外交部總長之委任狀；（二）王寵惠先生 1931－1936年擔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庭

法官時所使用之「法槌」；（三）出生登記紀錄及家書。展出內容羅列如下： 

(一) 展出書籍： 

No.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年/ 

圖書館索書號 
說明/資料提供單位 

 

 

 

 

1 困學齋文存 王寵惠 
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 

848.6 1035 c.4 c.5 

王寵惠先生自幼好學，終身手
不釋卷。自題謙稱其讀書處所
為「困學齋」。 

「困學齋」之命名取自《論語·

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 

圖書館提供 

  
【貴賓雲集!「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

生資料展」正式開幕】 
【校長帶領貴賓和王寵惠先生親屬至王寵惠墓園，獻

花追悼，由本校陳啟峰牧師帶領大家祝禱】 

  
【與會貴賓(第一排貴賓左至右：前代理校長林錦

川、前代理校長馬君梅、前校長劉源俊、王守正先

生、校長潘維大、錢復先生、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

唐松章、副校長趙維良)】 

【與會貴賓(第一排左三至左六：王守正先生、東吳大

學校長潘維大、東吳大學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唐松

章、台大建築與城鄉所華昌宜教授；第二排左三輔仁

大學法律系黃源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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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年/ 

圖書館索書號 
說明/資料提供單位 

2 王寵惠遺作 王寵惠 
雲天出版社/1970 

078 1035-1 c.3 
圖書館提供 

3 
五權憲法研

究 

王寵惠張

知本 

帕米爾書店/1952 

005.146  1035 
圖書館提供 

4 
王寵惠先生

文集 

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

員會黨史

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1981 

848.6 1035(1) 

圖書館提供 

5 
TheGermanCi

vilCode 

Chung 

Hui Wang 
KKC .G43/1907 

王寵惠先生 27歲時(1907年)

英譯德國民法。是時德國民法

公布未久(1900年公布)，極為

世所推崇，成為英、美各大學

之通用本。 

圖書館提供 

6 

中國之命運

英文版
China’s 

Destiny 

王寵惠譯 
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DS 740.C532 

王寵惠先生翻譯先總統蔣公所

著「中國之命運」一書。 

圖書館提供 

7 

Domicil:A 

Study in 

Comparative 

Law 

Chung 

Hui Wang 
耶魯大學/1907 

王寵惠先生的博士論文。 

圖書館提供 

8 

王故院長亮

疇先生紀念

集 

王故院長

亮疇先生

治喪委員

會 

王故院長亮疇先生治

喪委員會印行/1958 

782.886  1035.8 c.2 

圖書館提供 

9 

民國第一法

學家—王寵

惠傳 

段彩華 
近代中國/1982 

782.886 1035 c.2 
圖書館提供 

10 
王寵惠與中

華民國 
胡文俊編 

廣東人民/2006 

782.886 1035(1) 
圖書館提供 

11 
王寵惠與近

代中國 
余偉雄 

文史哲出版社/1987 

782.886 8024 
圖書館提供 

12 
中華民國刑

法 
郭衛輯 

會文堂新記書局/1934 

585.92 0721 

1928年，王寵惠先生開始主持

修訂刑法，親自起草了《刑法

草案》。這法律草案於 1928 年

4月 10日公布，並於當年 7月

1日施行，這就是 1928年版本

的《中華民國刑法》。該法也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

式頒布的刑法典，公佈實施之

後，受到當時中國法學界的廣

泛好評。 

圖書館提供 

13 
大理院民事

判決 
  

王寵惠先生 1920 年出任大理

院院長。 

圖書館提供 

5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27340?TIH_TYPE=B&TIH_NS=1&TIH=THE%20GERMAN%20CIVIL%20CODE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27340?TIH_TYPE=B&TIH_NS=1&TIH=THE%20GERMAN%20CIVIL%20CODE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WBT/OPAC/BIBENQ/27340?CNO=KKC%20.G43&CNO_TYPE=B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WBT/OPAC/BIBENQ/26188?CNO=782.886%201035(1)&CNO_TYPE=B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FULL/OPAC/BIBENQ/27391/778247,3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FULL/OPAC/BIBENQ/27391/778247,3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WBT/OPAC/BIBENQ/27391?CNO=782.886%208024&CNO_TYPE=B&NAVLVL=SET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29205?TIH_TYPE=B&TIH_NS=1&TIH=%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8%91%E6%B3%95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29205?TIH_TYPE=B&TIH_NS=1&TIH=%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8%91%E6%B3%95


No.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年/ 

圖書館索書號 
說明/資料提供單位 

14 王氏家譜  
由王誌潔女士 

編輯 
家屬提供 

15 杜連魁 王大閎 九歌/1993 

王大閎先生為王寵惠先生之獨

子。1917年生於北京，1941年

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所就

學。50年代返台成立「大洪建

築師事務所」，負責許多政府

與企業計畫案，其中以國父紀

念館最具代表性。其著作有《銀

色的月球》、《幻城》，譯有

《杜連魁》。 

圖書館提供 

16 

幻城

(Phantasmago

ria) 

王大閎著 

王秋華譯 
典藏藝術家庭/2013 

本書撰寫時間跨越數十年，為

一帶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英文

科幻小說。 

家屬提供 

17 

國父紀念館

建館始末—

王大閎的妥

協與磨難 

徐明松編 國父紀念館/2007 家屬提供 

18 

永遠的建築

詩人—王大

閎 

徐明松編

著 
木馬文化/2007 家屬提供 

19 
王大閎作品

集 
王大閎 

臺北技術學院建築系
/1995 

920.9 1047 

圖書館提供 

20 
虎門美術書

法選 

虎門鎮人

民政府編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 

內有多幅王寵惠先生的遺墨 

家屬提供 

21 

東吳大學協

助辦理有關

前司法院長

王寵惠先生

墓園申請文

化資產鑑定

相關資料 

 東吳大學總務處/2014 總務處提供 

22 司法公報  

創刊號至第六期裝訂

本 (伍守恭董事捐贈) 

司法院秘書處

/1932-1933 

圖書館提供 

23 近代中國  第 20期 圖書館提供 

24 

中國現代史

專題研究報

告 

 第 1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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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WBT/OPAC/BIBENQ/46648?CNO=920.9%201047&CNO_TYPE=B


(二) 展出物品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1 
王故院長亮疇先生逝世一週年

紀念追思禮拜程序單 

1959年 3月 15日上午 10

時於本校舉行「王故院長

亮疇先生逝世一週年紀

念追思禮拜」 

 

2 

東吳年刊 1946 

東吳法學院法律系歷屆教授名

錄(民國 4年秋至民國 30年冬

已到校先後為序) 

 

1915 年，東吳大學為充

盈司法人才，由美籍教師

蘭金博士 (Dr. Rankin, 

C.W.)首發倡議，在上海

開辦東吳大學法科（英文

名 China Comparative 

Law School），其廣聘當

時上海法律、司法界許多

名人，到東吳法科兼職授

課。先生為其中一人，在

校講授民法及親屬法課

程。 

參考蘇州大學法學院

網頁、《博習天賜庄—

東吳大學》一書。 

3 本校在台復校文件 

教育部台 43 高第 7993

號文副本影本，1954年 7

月 29 日。事由：據該會

呈請恢私立東吳大學法

學院一案仰遵照由。 

校史室提供 

4 
私立東吳大學第一屆董事會第

一次會議紀錄 (1954.08.21) 

會議中推舉王寵惠董事

擔任董事長。 
本校祕書室提供 

5 

私立東吳大學第一屆董事會第

二次會議紀錄 

(1955.01.31) 

會議中討論董事會組織

規程案、法學院接收東吳

補習學校案、法學院 43

年度預算案、設立財務委

員會案及新校舍建築事

宜案。 

本校祕書室提供 

6 

私立東吳大學董事會第十二次

董事會議紀錄 

(1958.03.22) 

會議中聶樹德董事提議

命名新校址內第一棟建

築務為寵惠堂以資紀念

王故董事長。 

本校祕書室提供 

7 

私立東吳大學董事會第十三次

董事會議紀錄 

(1958.05.05) 

會議中決議迎葬王故董

事長於本校校園內，推派

浦薛鳳、查良鑑、黃國材

及施邦瑞董事代表與治

喪會聯繫並代辦墓園、墓

道、墓碑等事宜。 

本校祕書室提供 

8 法槌 

此法槌為王寵惠先生擔

任海牙國際法院常設法

庭法官時使用 (任期：

1931年 1月 15日— 1936

年 1月 15日)。 

2002-2003 年間王寵

惠先生二哥王寵光的

孫女王誌潔女士，重

新整理王氏家譜，連

絡上多位王氏家族後

代。期間從王誌恩女

士(王誌潔的堂姊)口

7 

http://law.suda.edu.cn/Item/230.aspx
http://law.suda.edu.cn/Item/230.aspx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中得知，在王寵惠先

生過世後，其遺物多

分給親屬，此法槌分

給其父親王藹誠先

生。誌潔女士以為法

槌屬於寵惠先生的遺

物，應歸還給王寵惠

先生的後人。 

家屬提供 

9 

1926 年 11月 9 日北京政府派

王寵惠先生充海牙公斷院公斷

員 

 中研院近史所提供 

10 
外交部發電請王寵惠先生擔任

太平洋會議代表事 

1921 年，王寵惠、顧維

鈞等代表赴華盛頓出席

太平洋會議。王提出了廢

除日本逼迫中國簽訂的

「二十一條」。最終，列

強承認「尊重中國的主權

與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

整」，並達成《解決山東

問題條約》。 

中研院近史所提供 

11 
1921 年 8 月 30 日王寵惠先生

致電外交部劉式訓次長辭職事 
 中研院近史所提供 

12 

1922 年 1 月 21 日出刊的”The 

Weekly Review”報導太平洋會

議消息(太平洋會議又名華盛

頓會議) 

太平洋會議是 1921年 11

月 12日至 1922年 2月 6

日，中、美、英、日、法、

義、荷、比、葡九國在美

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國

際會議。中國政府派出施

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三

人為全權代表。會議的議

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制

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

洋和遠東問題。該會議的

主要成果包括三個重要

條約：四國公約，限制海

軍軍備條約，九國公約。 

家屬提供 

13 

1912 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委任

王寵惠先生為外交部總長的委

任狀。 

委任狀右側為前外交部

長朱撫松先生所題署之

紀念文。左側為王寵惠先

生 1954 年於困學齋自題

之追憶文稿。 

家屬提供 

14 
國父孫中山先生寫給王寵惠先

生的信 
 家屬提供 

15 

王寵惠先生於中央訓練團黨政

訓練班講演《抗戰以來之外交》

文稿 

 家屬提供 

8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16 王寵惠先生相關剪報  家屬提供 

17 王寵惠先生出生證明 

文件中載明王寵惠先生

1881年 12月 1日出生於

香港荷里活道 75號 1F。

父親為王煜初；母親為葉

慕貞。 

家屬提供 

18 家書 
寫給妻子朱學勤女士信

函 

二份 

家屬提供 

19 家書 
寫給兒子王大閎先生信

函 

一份 

家屬提供 

20 王寵惠先生之記事小抄  家屬提供 

21 

照片 

 

 

 

王大閎先生(寵惠先生兒

子)常說，在父親考耶魯

大學時，因為考場不准抽

菸，所以父親事前將菸絲

泡在水裡，然後用手帕浸

泡在菸絲水中再晾乾。考

試時，菸癮來時就把手帕

取出，邊考試邊聞，結果

順利考上耶魯大學。 

父親也說過，他所抽的菸

可以燒掉一座房子，喝的

酒可以沉掉一條船。 

註：寵惠先生一次可以喝

掉兩瓶威士忌(Whisky)。 

家屬提供 

22 

照片(後排左一是呂光夫人，左

四是張羣夫人，左六是張羣，

右二是王寵惠，右三是王寵惠

夫人王朱學勤，前排是呂光先

生。) 

   

王美惠女士(大閎先生元

配)憶及，東吳大學前法

學院院長呂光先生及夫

人，常來家裡和寵惠先生

聊天、吃飯。飯後也常和

謝瀛洲及馬壽華等法界

人士一同玩梭哈。呂先生

的夫人據說是夏威夷酋

長的女兒，因此每次見面

時，寵惠先生都是開玩笑

地用夏威夷土語「呼拉、

呼拉」的同呂夫人打招

呼，大概是想看呂夫人表

演草裙舞吧。 

家屬提供 

23 照片 

王端容女士(寵惠先生姪

女)說：「當時在大陸夏天

天氣炎熱，四叔就在浴缸

放滿水，泡在水裡看書。

四叔記憶力特別好，他一

家屬提供 

9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次可同時看幾本書，即使

過了幾天再看時，還能立

刻翻到之前看的地方。」 

24 

照片 

 

 

 

 

王依仁女士(寵惠先生長

孫女)說：祖父很喜歡看

電影，特別是外國電影，

他有一個偶像女明星

Jennifer 

Johns(1919-2009)，祖父

在美國時還特別和她合

照。 

父親也常說，小時候也常

被祖父抱坐在膝上，一起

聆聽古典音樂。 

家屬提供 

25 

照片 

 

 

 

 

 

 

 

 

 

王寵惠先生與家人在海

邊合照。 
家屬提供 

26 

王煜初先生(王寵惠先生的父

親)1899年撰《拼音字譜撮要》

一書之自序手稿。 

他為清末「切音字」倡導

者之一，使用速記符號與

拉丁字母對音，以粵東音

為基礎，對字母加以增

減，可以用來拼寫其他方

音。 

家屬提供 

 

 

 

 

 

27 

王寵惠墓園模型及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指定

「王寵惠墓園」為台北市市定

古蹟資料 

 

王寵惠先生逝世後，安葬

於本校外雙溪校區後山

墓園，墓園由其子嗣王大

閎先生設計。墓園分為上

下二部分，下方平台立有

一座石碑，該碑正面由故

總統蔣中正題署、背面墓

誌銘則為前總統府秘書

長張羣表述其生平；石碑

正後方有一石梯與上方

平台相連；拾級而上之墓

園周圍圍牆為紅磚砌

成，與一般墓園不同，增

添了親切感，墓穴本體為

混凝土鑄造、整體建築風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

總務處 

 

10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格簡潔莊嚴且與自然景

觀融合。墓體坐南朝北，

依山而立。2014 年 6 月

已經臺北市文資審議會

通過為市定古蹟墓園。 

28 
第三十三屆行政院文化獎及獎

牌 

行政院頒授第 71 號文化

獎章，以表彰王大閎先生

對文化之發揚維護貢獻

卓著。 

家屬提供 

29 剪貼簿 
1958 年有關有關王寵惠

先生逝世之新聞剪報。 
家屬提供 

30 
港澳各界追悼王寵惠博士大會

啟事 
 家屬提供 

31 遺墨一幅 

先生書法清新秀逸，楚楚

有致。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

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

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

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

兼之 

玉齋先生屬王寵惠 

法學院提供 

32 
1942 年美國發行的五分孫中

山及林肯像郵票 

1942 年 7 月 7 日美國戰

爭部長 Henry L.Stimson

致函給擔任國防最高委

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先

生，信件中說明美國發行

一張兩國開國元首之郵

票，以象徵兩國友好情

誼。此郵票並列孫中山與

林肯兩位總統頭像，還有

“民族、民權、民生”中英

對照文字，這是美國史上

第一次將中國偉人印於

郵票上。 

家屬提供 

33 1956 年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與

宋美齡女士特致贈合照一禎給

王寵惠先生以慶賀其 76 歲華

誕 

 家屬提供 

34 

1923 年王寵惠先生與北洋大

學校友和丁家立博士 (Dr. 

Charles Daniel Tenney)合照 

丁家立博士（ 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年

－1930年），美國麻州波

士頓人，公理會傳教士、

外交官、教育家。1895

年受盛宣懷之聘，任天津

北洋西學學堂首任總教

習。1906 年，辭去北洋

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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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3%AB%E9%A1%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3%AB%E9%A1%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5%AC%E7%90%86%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9B%E5%AE%A3%E6%80%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8C%97%E6%B4%8B%E8%A5%BF%E5%AD%A6%E5%AD%A6%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8C%97%E6%B4%8B%E8%A5%BF%E5%AD%A6%E5%AD%A6%E5%A0%82


No. 資料名 說明 備註/資料提供單位 

大學堂總教習職。1908

年被達特茅斯學院授予

名譽法學博士。 1930

年，在美國去世，享年

73歲。 

35 
王元深先生寫給孫兒寵佑、寵

惠、寵慶及寵益的信 
 家屬提供 

 

伍、專題演講2 

王寵惠先生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獲得大學畢業證書之人，也是首次將《德

國民法典》翻譯成英文之人，更是本校在台復校以來，為本校打下良好的根基，

貢獻極大之人，可以說是最接近東吳大學的民國偉人。其深厚的法律學術涵養，

曾於1941年隨著蔣介石訪問印度。本校很榮幸邀請中華郵政董事長翁文祺先生與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謝政諭，於104年5月14日(四)於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碩

學豐功  從王寵惠先生的志業看台印關係的撫今追昔」談論「欽字第一號」王寵

惠先生一生的志業和貢獻，臺灣、印度之間顛簸曲折的外交關係。  

兩個看似並不有關聯的題目，因為歷史上的一次因緣際會而串連了起來。蔣

介石於1941年訪問印度，當時，王寵惠先生即隨跟在旁。前台灣駐印度大使翁文

祺說，「在我的辦公室有三張照片，第一張是蔣介石與甘地的合照，第二張是與

尼赫曼的合照，第三張是時任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訪問印度之照，我希望有第四張

照片出現。」中華民國與印度的外交關係上實乃顛簸，在蔣介石造訪印度之後急

轉直下。對日全面開戰後，曾派遣中國遠征軍，一路經滇緬，死傷慘烈，其中孫

立人將軍帶領的38支隊徒步逃至印度，完成訓練後榮耀回國。由於這段歷史，讓

台印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長達六十年的矛盾、糾結。翁董事長談及這段歷史，情感

豐沛，全場更為之動容。 

 

【演講活動後合影照，中排左四為中華郵政董事長翁文祺先生】 

                                                      
2
「碩學豐功從王寵惠先生的志業看台印關係的撫今追昔」，秘書室訊/校園記者馬麗昕、黃羽萍

報導、文/中文三馬麗昕，http://www.scu.edu.tw/secretry/epaper/epaper70/paper/g010.html，檢索時

間 2015年 7月 6日 

1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E%E7%89%B9%E8%8C%85%E6%96%AF%E5%AD%A6%E9%99%A2
http://www.scu.edu.tw/secretry/epaper/epaper70/paper/g010.html，檢索時間2015年7月6
http://www.scu.edu.tw/secretry/epaper/epaper70/paper/g010.html，檢索時間2015年7月6


陸、結語 

東吳大學特於今年(104)，搭配校慶舉辦「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

惠先生資料展」，並出版《碩學豐功：王寵惠先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以紀念先

生對於東吳及國家卓著貢獻。希冀透過展覽，能讓東吳師生追本溯源，感懷、紀

念這位「距離東吳最近的民國名人」且一窺當時時代背景，以及先生無數個第一

及傳奇般的一生，並將先生替東吳復校奔走付出精神，傳遞給代代的莘莘學子。 

 

柒、展場資料內容(部分) 

  

【海牙國記法院常設法庭法官時所使用之「法槌」】 【孫中山先生委任寵惠先生為外交部總長之委任狀】 

  

【出生證明書】 【東吳大學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公文書信】 【英文書信】 

13 



 

 
【王寵惠先生與家人合照】 【蔣介石先生贈夫妻合照以慶賀王寵惠先生七十大壽】 

  
【王寵惠先生與家人合照】 【早期的寵惠堂】 

 

 

【王寵惠先生與王依仁女士】 【王寵惠先生生活照】 

 
 

【王寵惠先生書法遺墨】 【王寵惠墓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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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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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報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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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字第一號傳奇─王故董事長寵惠先生資料展 

王寵惠先生大事年表 

1881  生於香港荷理活道 75號的道濟會堂。為王煜初先生十名子女中排行老六。 

1887  入聖保羅學校讀書，年僅 6歲，初識國父孫中山先生，留有深刻印象。 

1891  11歲，入皇仁書院讀書。 

1895  15歲，赴天津就讀北洋大學法學系。 

1900  以第一名畢業於北洋大學。旋回香港省親，受史堅如先生影響參加革命。 

1901  在上海南洋公學校任教師，因藏匿革命黨員秦力山脫險，秦邀請他赴日創辦

《國民報》。在橫濱，會晤國父  孫中山先生，發起組織「廣東獨立協會」。 

1902-1906 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1904年在紐約，和國父孫中山先生討論「五權憲法」，

並起草英文版《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和國際宣達中國革命之宏旨。轉往耶

魯大學就讀，1906年獲博士學位。 

1907 赴歐洲留學，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並以英文翻譯「德國民法」

一書。 

1908 考取英國律師資格。夏季，與至巴黎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見面，並接受代為借

款及吸收華僑加入同盟會的兩項任務。 

1912  膺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外交總長。國父孫中山先生辭職後，即隨唐紹儀總

理到北京，擔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旋即隨唐內閣總辭。回到上海，任中華

書局英文編輯。同年與楊兆良小姐結婚。 

1916 撰《比較民法概要》。國父孫中山先生派其赴北京，參加北洋政府從事革命

工作。 

1917  公子大閎誕生（後畢業於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日後成為著名建築師）。 

1918 擔任修訂法律館總裁，與蔡元培等人先後成立「和平期成會」、「國民制憲

倡導會」等社團。 

1919  夫人楊兆良女士逝世。 

1920  出任大理院院長；任中國法權討論委員會召集人。 

1921 11月任華盛頓會議全權代表。12月出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制定「民刑事訴

訟程序法」。 

1922  9月出任北洋政府署國務總理。11月與朱學勤小姐訂婚。 

1923 出任海牙國際法庭的候補法官。在此之前，在北京政府擔任各項職務，實為革

命而工作。 

1921-1923  任教於東吳大學，講授民法及親屬法，春風化雨、誨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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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任司法總長。任修訂法律館總裁。 

1926  改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未就任）。 

1927  7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長。11月與朱學勤小姐結婚。 

1928  3月由先生領導制定的刑法法典，公布施行。11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

司法院院長。 

1930  膺選為海牙國際法庭常設法庭的正式法官。 

1937  3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4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 

1941  出任國防委員會秘書長。 

1942  2月隨同蔣委員長中正先生訪問印度。6月研擬太平洋大憲章。 

1943  11月隨同蔣委員長中正先生出席開羅會議。 

1944  以英文翻譯《中國之命運》。 

1945  4月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和平會議，參與研擬聯合國憲章。 

1948  出任行憲後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任司法院院長。擔任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養病香港，旋因國難當前，抱病到台灣。 

1952  被推為東吳大學董事長，使東吳大學得以突破艱難在台灣復校。 

1954  公子大閎結婚，婚禮力戒鋪張，極為樸實。 

1956  翻譯「中華民國憲法」英文統一版本。 

1958  3月 15日凌晨病逝。同月 18日安葬於東吳大學校園南面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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