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聯合國第九屆大會

上，以「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為題發表演說，主張擁有核武技術的

主要相關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蘇聯，應與其他國家共享原子能技術，把

可毀滅人類的原子能，移用於促進人類福祉的和平用途。為響應此宣言，美國政府於阿

岡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興建了一座訓練用核反應器，同時設立

一所國際學校（國際核子科學與工程學院），提供民主國家派員前往接受核反應器操作

訓練，並提撥基金貸款給他國興建核反應器（nuclear reactor，通稱原子爐）。

　　1955年，中美雙方積極展開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合作事宜，台灣在行政院下設立原

子能委員會（簡稱原能會），監督與管理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政策，台灣電力公司則設立

原子動力研究委員會，進行核能發電的研究與籌備，並派遣技術人員赴美受訓。7月18

日，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與美方簽訂「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根據此項

協定，美國將協助我國建造研究用反應器，並以租借方式提供所需的核燃料。另一方

面，由於教育部需配合籌設原子能科學研究機構，因此電召在美負責清華基金保管、中

美文化推廣的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以下或稱梅校長）前來台灣，籌議在台設立清

華研究院與興建原子爐事宜。

　　為充實師資延聘教授，梅校長遍訪各地學人，商請回台任教。但正值時局動盪，百

業待興之際，受邀學者大多僅願蒞校進行短期講學，終非長久之計，且原子爐之興建亟

需有高級技術人才的加入方能周全，因此自1956年起，梅校長從軍方、企業機構等各

種管道選拔優秀技術人員，以借調、補助進修、或資助已在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者，延長

其研習時間等方式，送其出國受訓和參訪，繼而分成二、三小組協助清華原子爐的興建

工作。根據梅校長貼身秘書趙賡颺（1934級）所著《梅貽琦傳稿》記載，經此受清華

栽培從而協助原子爐建置的青年幹部共10人。其中，楊毓東先生（以下或稱楊君）自原

子爐購建規劃之初，即受梅校長委託，至原子能相關機構考察、分析廠商報價與產品規

格、研擬建置工法，及代替梅校長奔走洽商，討論簽約事宜等，梅校長屢次強調楊君在

原子爐訂購過程中擔任聯繫者的重要性，是故《梅貽琦傳稿》譽其為梅校長所選「青年

幹部得力而有大用之第一人」。

應為趙賡颺手寫「初期協助梅校長籌建原子爐幹

部名錄」，即《梅貽琦傳稿》所載由清華資助，

赴阿岡實驗室等地培訓的青年工程師。名單所列

第一人即為楊毓東。

清華育英才，英才立清華，這10位青年才俊，爾

後也成為清華原子爐建造及營運的關鍵人物。

應為1956年8月27日台北，梅校長（中立者）於美國新聞處主辦的原子能和

平用途展覽會開幕典禮中致詞。



　　楊毓東，北平人，北平輔仁大學物理系畢業，服務於國防部兵工研究院。1955年因表

現績優，獲甄選至美國原子能委員會（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簡稱

AEC），參與原子能科學及核反應爐工程訓練課程，在阿岡國家實驗室（以下或稱阿岡）

進行約一年的短期訓練。1956年起梅校長與其密切聯繫，也為其向軍方、政府相關單位交

涉，爭取延長修業期限，除繼續在阿岡實驗室學習，並建議楊君前往伊利諾理工學院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IIT）進修，期間學費及生活費均由清華支付。

　　對梅校長來說，「此間各界亦很期望早將原子爐造起來，而不知應行準備之事甚多，

尤其為管理此機器人員之訓練，必須備妥方有把握進行」（1956年11月9日梅貽琦致楊毓

東信），因此，在梅校長的鼓勵與支持下，楊君善用時間，展開各項準備和規劃，在數位

科技尚未普遍的年代裡，時常二、三天即與梅校長通信，詳細交代求學及生活現況。儘管

肩負原子爐建置成敗的壓力之巨、時程之急切，梅校長對於楊君等受清華資助赴美深造的

年輕技術人員，依然滿懷師長愛護之情，除於課業和未來工作方向上時常提攜指導，亦不

忘叮囑楊君不要過度勞累，惜才之心流露於字裡行間。
任教於物理系所的楊毓東教授（攝自1972年畢冊）。



1956年5月17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May 17, 1956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此信為現有校史典藏中，楊君在美研習期間（1956年5月至1958年
9月），寫給梅校長的81封書信中的第一封。
　　工整的字跡和詳細的敍述，是楊君書信一貫的特色，即使在日後繁
重的工作與緊湊的時程壓力下，始終如一，甚至親手描繪示意圖，以說
明工法或設備細節，遂為原子爐的創建留下了更完整詳實的記錄。

　　In the NTHU archives there are currently 81 letters sent by Rudi Yang to Yi-chi 

Mei while Yang was in the US between May 1956 and September 1958; this is the 

first in the series.

　　All of Yang’s correspondence with Mei in this collection is handwritten in 

neatly composed characters and highly detailed,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he was 

increasingly busy and under pressure to complete his mis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Many of his letters are augmented with drawings and diagrams, and together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nuclear age in Taiwan.

書信節錄：

　　「承蒙  您啓發，勵晚在 此 多 作 一 年 之 居 留 ， 俾 便 從 事 原 子 核 能 之
進 步 研 究 ， 衷 心 銘 感 。……
　　為增益晚回國後在原子反應器工作上之能力，及時間、人員之經濟運
用，晚甚望可以在阿岡國立研究所繼續對Argonaut Reactor下一年功夫，
以求澈底了解，刻正値該反應器裝設及修整時期，實為學習之良好機會。」



1956年7月27日梅貽琦致楊毓東信
July 27, 1956 letter from Yi-chi Mei to Rudi Yang

　　梅校長在信中吿知楊君，他繼續留在阿岡實驗室學習及到大學進修期間，淸華將資
助其生活費的金額與方式。
　　原本政府補助赴美受訓的技術人員，多以一年左右為期，旋即促其回國效力。但基
於原子爐興建所需之專業知識既深且廣，每當這群年輕技術人才向梅校長尋求幫助，梅
校長便為其奔走，爭取延長修業的機會。
　　除實際經費的支持，梅校長於信中也對其未來工作及課業規劃，多加指導，並關心
其生活體力，非僅著眼於大事之完成，更充滿惜才之心。

　　In this letter Mei informs Yang that Tsinghua will provide for all his living expenses while 

training at the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the US and pursuing additional studies.

　　In the 1950s the technical personnel sent by the ROC to the US for training normally stayed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after which they we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Taiwan and apply what they had 

learned.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complex nature of nuclear science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impli-

cations, Mei made a considerable effort to arrange for multiple extensions of the normal training 

period for the young scientists he had sent to the U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THU’s 

nuclear reactor; he also saw to it that all their expenses would be covered by government scholar-

ships.

　　In addition to the practical matters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future work situation, in this letter 

Mei provides Yang with some fatherly advice regarding his health and living situation, evincing the 

solicitude with which he regarded all his protégé’s.

書信節錄：

　　「關於這一年內生活費用，ICA既不肯繼續負擔，即由淸華支付，以往淸華留學公
費，每月祇百數十元，惟因在阿岡工作，交通及其他費用較多，故仍照ICA原數每月發
與足下240元，自六月起算，現即通知華美協進社先寄520元，連同前寄之200元，共為
720元，作為六、七、八月三個月之月費，以及（九月至明年六月）即每月寄240元。
　　在阿岡之工作由Dr. Spinrad指導，是最好研習機會，至往IIT或芝大選習課程，可
在學理上增加了解，但不必注重能否取到學位為條件，亦以不妨碍在阿岡工作為原則，
足下之精神體力亦勿使太勞累……」



　　1957年3月間，楊君一度想轉往密支干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又稱密西

根大學，以下簡稱密大）原子工程研究所就讀，向所景仰的教授學習，並汲取該校泳池

式原子爐（Swimming Pool Reactor，又稱水池式原子爐）相關工作的經驗，後因楊君

遲遲未接獲密大的通知，加上阿岡同仁的勸說與慰留（阿岡核子工程的研究經驗與設

備較佳），也為了要參加阿岡將舉行的原子爐操作執照考試，以及阿岡陸續的試驗均

與原子爐建置原理密切相關，故在慎重考慮下，楊君最後仍選擇在IIT完成學業，並繼續

於阿岡進行實驗工作，以求能更完整累積回國服務時應有之學理技能。至於留美延長一

事，依舊是由梅校長為其奔走爭取。

　　然 而 ， 這 是 楊 君 第 二 次 的 延 期 申 請 ， 美 國 國 際 合 作 總 署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ICA）駐華共同安全分署以「通常只准延長一年，

即須回國服務」為由予以回絕，甚至催促楊君於期限內回國，即使梅校長親自去信說

明，仍得不到正面答覆。由於楊君在阿岡的工作難以中斷，因此阿岡當局也曾多次聯

繫美國ICA，卻苦無下文，楊君被迫暫停實驗，長達約一個月之久，影響甚大。

　　1957年7月22日，梅校長與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李熙謀親自到台灣ICA詢問，梅

校長不假辭色，直接告訴副主任等人：「楊君派去美國是為研習原子爐工程問題，現在

需要他還留在美國就是為協助吾們辦理訂購原子爐的事項」。當天下午ICA發出了同意

延期申請的通知，於是在拖延三個多月後，楊君再次延長在美修業年限一事，終獲得圓

滿的結果。從此事中，既可看見向來處事溫和的梅校長，但凡涉及國家、校務大事時，

其異於常態的堅定態度，及排除萬難培育人才的用心，也顯示出楊君已在清華原子爐的

建置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同時，楊君也多次在信件中，感謝梅校長不辭辛勞

的聯繫交涉，讓他擁有更多學習的時間與機會，因此知遇之情，將來必不負梅校長的期

望與託付。

　　1956年順利留在阿岡的楊君，頻繁寫信向梅校長報告其所學所得。從信中可知，

楊君於反應器工程組工作，為阿岡不支薪的研究人員。主要進行與反應器燃料相關的實

驗，並隨實驗學習控制系統及安全物理等，也曾參與阿岡諾原子爐（Argonaut 

Reactor；楊君等人在其書信中，則常以阿岡原子爐或阿岡反應器稱之）的換地改裝作

業。爾後著重於「中子熱化試驗」與「原子堆迴旋儀」（Pile Rotator）實驗，其中

「原子堆迴旋儀」的試驗與理論曾印製成冊，由阿岡分發給物理領域專家學者審查，獲

得認可。

　　楊君白天在阿岡工作，晚上則至IIT讀夜校，選讀數學、量子力學等課程。生活被

阿岡的研究與IIT的課業占滿，仍樂此不疲。在梅校長持續的鼓勵和經濟支持下，

1956-1958年間楊君完成了32學分的課程，取得IIT物理碩士學位，其於阿岡的「原子堆

迴旋儀」（信中又稱「原子爐廻旋器」）實驗，即成為後來在IIT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

D



1956年10月20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October 20, 1956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這封書信是楊君自1956年9月起，晚上到IIT上課，同時白天在阿岡實驗
室工作之際，忙碌的生活寫照。

　　This letter was written while Yang was simultaneously working at the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taking evening classes at IIT.

書信節錄：
　　「晚在I.I.T.上課已有一個月，課程進行甚速，晚間在宿舍之時間及星期
六星期日之時間均為阿岡研究所之工作及家庭作業所佔掉。生活甚為緊張但
卻極為有趣。」



1957年7月22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July 22, 1957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楊君第二次延長留美期限的申請，終於獲准，因此致信感謝梅校長的幫
助。簡短的文字背後，卻是數月的心理煎熬，和梅校長不辭辛勞地奔波交
涉。

　　In this letter Yang thanks Mei for helping with his second visa extension, 
a grueling process with which both of them had been preoccupied over the 
preceding months.

書信節錄：

　　「晚今早（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獲得華盛頓長途電話通知說「台北五分
鐘前來電報同意留學期限延長，然後阿岡人事處也來電話，報吿晚以同樣消
息，最後原子核工程組來電話，吩咐工作，晚因突然又如久旱甘雨，衷心感
激　您的恩德，無法形諸言表。」



　　1956-1958年間楊君與梅校長的往來書信，也包含其奉梅校長之命參與原子爐購置計畫的詳細報告、

幫忙留意將來原子爐試驗所需添購的儀器設備，必要時則代替梅校長處理與廠商聯繫接洽等事項。在1957

年6月24日梅校長寫給楊君的信中，梅校長告知在AEC專家的建議下，將購買水池式原子爐；7月5日則指示

楊君先搜集相關資料，並約楊君待己到美後一同參觀各家廠商。當時有數家美國製造商提出供應計畫及價

目，計有：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簡

稱GE）、B＆W公司（Babcock & Wilcox Company）以及一家飛機製造公司等，楊君都細心過濾各公司提

供的資料，並依自己所學及在阿岡工作的經驗，針對未來原子爐在清華的建置過程，及落成後在教學上的

應用等方面，提出專業的建議。其中，楊君亦向梅校長建議原子爐若干部分可儘量「自造」，認為有些技

術、材料，若國人可以自行研發或製作，不僅可節省經費，亦有益國人在原子爐製造和維護之專業能力的

提升。日後，楊君返校服務時，也充分落實此作法在其教學及研究上。

　　在1957年8月9日寫給楊毓東的信中，梅校長表示B＆W公司在水池式原子爐的設計上較有經驗，故請

楊君先直接與其負責人接洽，並請楊君事先列好需求，以便和B＆W公司討論價目和技術等細節。爾後陸續

接獲AMF（American Machine and Foundry）與GE等公司的報價資料，梅校長也都請其一併寄送副本

給楊君。

　　繼B＆W公司後，楊君也著手比較AMF與GE兩家公司的水池式原子爐說明書。1957年8月26日的信

中，向梅校長報告GE所列之各項說明較為詳細，9月12日的信，則除比較三家優劣外，並提到GE提出的價

格和B＆W相差不多，且時有相關研究報告產出，聘請的科學家在素質上也是阿岡同仁所認可的。進而在20

日的信中表示將以GE的說明書為基準，去函要求AMF及B＆W兩家公司，也需提出同GE如此詳細的內容。

此外，楊君在同一封信（9月20日）及11月12日的信中，提及GE之水池式原子爐較適合台灣，主要原因為

GE設計的爐壁較厚，對於常發生地震的台灣較為安全，且其建築材料即為台灣可自行生產的普通水泥，如

此不必進口大量的硫酸鋇（barium sulfate）（化學式BaSO4），又可節省一筆可觀花費。

　　1958年1月19日，梅校長與我國留美科學家袁家騮討論後，擬定以AMF和GE公司為再度商討對象，

「AMF經驗較多，但估價亦最高，應先與GE商量減價」，最後，1958年1月28日GE公司同意以美金

492,500元出售原子爐機件。簽約前，楊君代替梅校長洽談，先與GE討論合同訂定事宜，並與負責原子爐

土木工程的張昌華建築師（1929級）溝通協調。過程中，隨時寫信向梅校長報告，有些信函甚至長達十數

頁。除梅校長提問外，楊君也主動發現問題，記錄下來以便下次再與廠商討論。梅校長對於楊君如此詳盡

的報告，內心亦感欣慰。

1957年12月11-12日，梅校長（右二）與楊毓東（右一）、張昌華（右四）前往

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簡稱ORNL）參觀水池

式原子爐和范氏加速器（Van de Graaff Machine）。

1958年3月20日，赴美進行原子爐訂購、簽約事宜的梅校長（右

一）借鄧昌黎（時任阿岡實驗室理論組組長）寓所，與（左起）

楊德禮、楊毓東、鄭振華等，先後於阿岡受訓的青年工程師會

談，討論未來分工，為原子爐建造奠定重要根基。



1958年2月6日梅校長致陳可忠教務長電報。表明楊毓東為協

助清華原子爐的採購，仍需延長在美期限。

　　二十日上午先生（特展註：1958年3月美國鄧昌黎先生寓所，梅校長）借鄧寓邀下列人員會談：楊、鄭、曾、李、林嘉熙、楊德禮、李

名立（在NC.未趕到）錢、王、朱克昌——〝難得之聚會〞。對將來之分工（建築設計、裝配機件、運作管理、教學實驗、及參觀各地原子

爐）大致分配。（此舉實際成為台灣新竹清華初期原子爐建造與運作，發生最重要根基之作用。）

                                                                                                                                                                                                          — 《梅貽琦傳稿》

　　除楊君之外，梅校長也陸續和幾位赴美受訓的優秀學員聯繫，其中錢積彭、王顯璨、李應庚都是經原能會甄選

入阿岡研習，鄭振華與曾德霖則是由梅校長選洽資送至阿岡。他們與楊君一樣都受梅校長幫忙與資助延長在美學習

時間，並希望學成返國時能為原子爐之建置、管理貢獻心力。對此，楊君也會在信中與梅校長報告諸君近況，或依

自己的經驗，向諸君和梅校長提出在美進修的建議，就各自專業領域討論分工，為將來在原子爐工程所需負責的項

目預作準備。

　　楊君如此積極督促，也是因深切體認到美方對待台灣和其他西方國家派往受訓的學生，有明顯的差別待遇。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廢除《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美國，在1950-1960年代仍普遍存在著諸多歧

視華人的不平等法規，甚至禁止華人與白人通婚的法令，要到1967年才獲得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在備受歧視的

大環境下，學習已是不易，加上美方贊助的培訓計畫重在「國際宣傳」，而非真正深入的專業技能培養，外援難以

依靠，唯有及早「自知己責」，自立自強，多學多看，透過受訓團隊每一分子分秒必爭地吸收和努力，方有可能克

竟全功，確保原子爐建置、使用之安全。

　　為就近聯繫接受訓練，1958年2月楊君從芝加哥遷往離GE公司較近的帕羅奧圖（Palo Alto）。洽商之餘，亦不

忘持續增進原子能專業知識，辦理就讀鄰近的史丹佛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之手續，4月正式入

學，同時每日整理「原子爐物理教材及試驗材料以備回國應用」（1958年3月25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不僅在原

子爐採購上奔走斡旋，對於未來的教學研究，楊君也致力甚多，與其強調「自造」重要性的理念一以貫之，深盼台

灣在原子能研究領域，終有自行研發的實力。

　　1958年2月，楊君留美時間再次到期，台灣ICA告知楊君應於2月底返台。當時，同樣接受清華資助延長在美訓

練時間的青年幹部，已有錢積彭、王顯璨等人，台灣ICA認為可由其取代楊君，繼續洽談原子爐訂購事宜。為此，梅

校長寫了一封長信予教育部常務次長李熙謀，告知楊君留在美國擔任原子爐訂購聯繫者的必要性與不可取代性。楊

君不僅訓練時間較長、經驗較為豐富，梅校長在美時間，也多由楊君陪同參觀各家公司，對梅校長而言，唯有由對

現況較為了解的楊君擔任與GE的聯繫者，才能在必要時刻當機立斷，做出妥善的決定。最後在李熙謀協助下，楊君

留美期限得以再延長至8月。趁此機會，梅校長希望其於6月底結束史丹佛的學業後，利用兩個月的時間至GE實習，

參與訓練。



1957年6月24日梅貽琦致楊毓東信
June 24, 1957 letter from Yi-chi Mei to Rudi Yang

　　梅校長在信中詳細吿知楊君，因AEC專家建議，在考量經費補助和未來
原子爐能發揮的效益後，決定將購買水池式原子爐。

　　In this letter Mei informs Yang with much detail that after conferring 
with specialists at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on the costs, 
subvention, and future benefits, NTHU has decided to purchase a pool-type 
nuclear reactor.

書信節錄：

　　「……緣兩週前美國AEC派來詢訪團五人，其一位為AEC職員Mallison
負責與東亞國家合作事項，餘四位皆係Oak Ridge的專家：Dr. Brucer（醫
學）Attwood（農學）Boyd（橡嶺的副所長、化學物理）Blizand（物 理 ， 負 責
游泳池式原子爐）。此五位在台灣住了一星期，大家討論的結果，很勸吾們
購一比10KW大 些 的 原 子 爐 ， 若 能 有 100-1000KW則Neutron flux可到10
以上，則於研究工作及生產同位素，都更有用，並且AEC補助吾們半價，係
一個原子爐為限，如吾們買一小的用30萬總用費，他們祗出15萬，若買較大
的用70萬，他們可出35萬，因此中美各位都勸淸華改訂大的，並且以游泳池
式為最合用，……」



1957年8月3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August 3, 1957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在採購水池式原子爐的過程中，楊君按照梅校長的指示，先行展開密集的
資料蒐集工作。此信即是他詳讀B＆W公司的簡明報吿後，對未來淸華原子爐
的建置和營運所做之分析，字字句句環繞著「安全」二字提出具體的建議。

　　Mei instructed Yang to gather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purchasing a pool-type reactor. In this letter, written after going over the concise 
brochure  prov i d e d  by  B&W,  Yang  repeatedly  emphas ize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safety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a reactor.

書信節錄：

　　「……B＆W所列簡明報吿晚亦即刻詳讀了，泳池爐之工程遠較Argonaut
的為浩大，雖安全性質極近，但因所需人員數目大致隨中子束量增加的。故晚

乃敢於就「建造」、「運轉」（Operation）、「 修 護 」、「 使 用 」分 別 將 愚 見 陳 述
如后，敬供參考：……」



1958年2月18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February 18, 1958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在1958年3月28日正式簽訂合約前，楊君代表梅校長與GE公司密集洽
談，並與原子爐土木工程建築師張昌華等人聯繫協調，以反覆修訂合約內
容，務求原子爐採購事宜妥善周全。
　　儘管時程急迫，梅校長與楊君等人仍就各個環節再三斟酌確認。此封長
達14頁的書信，不只細數各項系統、設備商議的結果，更附有多幅楊君手繪
的示意圖，恰為眾人為此工程三思而後愼行的最佳寫照。

　　In preparation for signing the procurement contract with GE on March 28, 
1958, Yang consulted with architect Chang-hua Chang and engaged in a series 
of detailed negotiations with GE to ensure that the purchase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reactor would be brought to a successful completion.
　　In this 14-page letter Yang provides a detailed report of his consultations 
on the various systems and equipment, and includes a number of his own 
sketches.

書信節錄：

　　「自來三藩市迄今已一週，與G.E.商討各種初步工作計劃至星期五（二月
十五日）吿一段落，張先生已返台，胡先生今日（星期六）參觀G.E.動力原子
爐後返Tucson，晚仍暫住三藩市Y.M.C.A。
　　與G.E.討論事項分……」



1958年3月10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March 10, 1958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這是楊君同一天寫給梅校長的第二封書信。受到美方對台灣學生不同於其
他國家的差別待遇之衝擊，楊君娓娓道出自身深切的感觸和體悟，更自我策勵「
我等來學學生自應加倍努力」並及早「自知己責」。
　　或許也因此，除重視原子爐運轉的安全性外，楊君也時以是否能利於國人
獨立研究和維持原子爐營運的角度著眼，進行相關採購規劃。

　　This is the second letter that Yang wrote to Mei on the same day. In this letter 
he openly vents his feelings about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Taiwanese 
students and scientists studying in the US, concluding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to 
redouble their efforts so as to fulfill their mission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likely galvanized Yang’s emphasis on setting 
up a reactor which would allow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which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out outside assistance.

書信節錄：

　　「剛纔奉上一信，因詳讀錢積彭君及楊德禮君來信，略有啓示給晚，因恐遺
忘，敢再奉上此信……
①看美國對我們來學原子能諸生之「禮遇」，及對歐西各國之禮遇情形之懸殊，
我等來學學生自應加倍努力。……
③原子爐並非外表看來之簡單，「使用安全」在工作者對其工作部份以及原子爐
性質原理之透澈了解。美國所設學校，其目的並不在此，而在「國際宣傳」。…
…
④……為求速效就要先知道專注重什麼，為求專注重什麼就要了解自己在原子
爐工作上之重要和原因（學校教一部分並非全部）以及如何和別的工作者的工作
配合。」



　　1958年6月30日至7月31日，楊君與曾德霖、李應庚、王顯璨、錢積

彭、鄭振華等人，參加GE公司培訓。經梅校長指派，楊君在受訓人員之

間擔任聯繫者的角色，定時向梅校長報告諸君近況。在其辦好史丹佛大

學的休學手續後，即遷往聖荷西（San Jose）找尋住處，為其他同仁先

打點好一切，待其從各地到此會合，同住一處。六人白天在GE受訓，晚

上則進行工作討論，並隨時就未來清華原子爐工程、設計圖以及儀器設

備等事宜，與GE商洽，一起為原子爐建置的謀劃努力到最後一刻。訓練

結束後，梅校長資助楊君與王、錢、鄭諸君前往歐洲，至德國、西班

牙等地參觀原子爐後返台，途中並經比利時參觀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the Brussels World's Fair），及赴日內瓦出席第二屆國際原子能和平

用途會議（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從中搜集相關資料，先行寄

回台灣。

（工作人員示範圖）



（工作人員示範圖）

1958年7月8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July 8, 1958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1958年6月30日至7月31日，楊毓東等人經梅校長指派，至GE公司實習，信
中詳列GE的課程項目及每日上課時間。
　　儘管另於6月29日的信中楊君透露，GE人員時刻陪同有「極嚴之監視」不得擅
往他處之意，卻也因此使實習的六人可針對淸華建置原子爐的需求，隨時向GE人
員發問討論，反映了其努力汲取新知，化阻力為助力的積極心態。

　　In this letter Yang provides details of the training he and his colleagues under-
went from June 30 to July 31, 1958 at the global headquarters of GE Nuclear Energy in 
San Jose, California.
　　In a letter dated June 29, Yang discloses that he and his five colleagues are being 
kept under constant and strict surveillance by GE personnel, and are not allowed to go 
anywhere without prior authorization. Yang also notes that by asking lots of questions 
and engaging in discussion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convince the GE personnel of their 
eagerness to learn.

書信節錄：

　　「奇異公司訓練班，課程排得十分緊凑，教的科目以實用為限，很多是阿岡不教
的，兹將科目列下：……
　　此課本定每日八小時，到七月二十五日結束，但晚等因會聚稍遲，將要求延長上
課到七月三十一日結束，……」



1958年8月8日曾德霖、楊毓東、錢積彭致梅貽琦信
August 8, 1958 letter from Rudi Yang, Der-ling Tseng, and 
Ji-peng Chien to Yi-chi Mei

　 　 此 封 為 楊 毓 東 撰 寫 ， 並 與 曾 德 霖 、 錢 積 彭 共 同 署 名 的 信 函 。 信 中 提
及，與GE公司討論設計更正的問題，獲得善意回應，同意無償接受，這應
是楊君等人團隊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

　　In this letter, written by Yang and co-signed by Tseng and Chien, Yang 
mentions that GE will be willing to make design modifications without extra 
charges, and that this concession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teamwork of the 
trainees.

書信節錄：

　　「八月六日 晚等再往G.E.公司與Mr. Mehamn 討論若干細微設計更正
問題（請惠閱另附英文草稿）Mr. Mehamn表 示 公 司 方 面 最 後 決 定 無 價 接
受，至此，設計更正問題乃吿一段落。  
　　以晚等愚意，看Mehamn最後態度，頗為誠懇，因此上信報吿「要用正
常商業手續增訂修正合同」一節似不必要了，也可能G.E.不肯在自認應加
修正項目之文件上再簽字畫押，而損顏面。」



1958年9月3日楊毓東致梅貽琦信
September 3, 1958 letter from Rudi Yang to Yi-chi Mei

　　此封書信應是楊君回台前，寫給梅校長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報吿其與王
顯璨、錢積彭、鄭振華在歐洲參觀原子能研究中心及原子爐工程的行程，並
對梅校長囑咐開列同位素實驗室設備一事，進行相關說明。

　　In this letter, probably the last one sent to Mei prior to Yang’s return to 
Taiwan, he reports on his trip to Europe with Wang, Chien, and Cheng, includ-
ing their visit to the Atomic Energy Research Center and a number of reactors 
under construction; he also responds to Mei’s instruction on preparing a list of 
the equipment needed to set up an isotope laboratory.

書信節錄：

　 　「… … 晚 等四 人 自 八 月 十 二 日 離 美 ， 首 過 葡 萄 牙 ， 次 日 赴 西 班 牙 之 馬 德
里，詳細參觀其原子能研究中心及原子爐工程，（回國再詳細報吿）。共留五
日 ， 然 後 在 前 往 德 國 途 中 經 比 利 時 ， 參 觀 世 界 展 覽 會 一 日 ， 在 德 國 曾 往
München參觀AMF所製泳池式原子爐。爐已開始運轉，工作似尙未展開，
該原子爐廠房建築設計極為良好。」



　　1958年9月3日的書信，應為楊君回國前呈送梅校長的最後一封信，時在日內瓦參

加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不久返台，在梅校長的日記中，9月27日即記載和楊君、張昌

華一同前往新竹。楊君原服務於兵工研究院，但赴美期間以原子爐建置為核心的學習和

生活，使其希望回國後能調派至清華服務，專心投入原子爐工程。此事獲得梅校長支

持，並為其安排教職員宿舍以安頓家眷，其餘受訓者也陸續加入清華教職員團隊，梅校

長依例對其從個人學識能力之栽培，擴及至家庭生活的照顧，使這些青年才俊更無後顧

之憂，齊心朝完成原子爐建置的目標前進。

　　先生雖自一九六O年五月患病後，迄無力到新竹工地視察督導，但在醫院仍不斷諄諄查問……另邀清

華裝配機件者鄭振華、楊毓東、戈寶樹、王顯璨、錢積彭、曾德霖、李應庚、李名立、楊德禮、林嘉熙

等，辦理驗收、保管機件、負責裝配、校正、各部機件儀器之檢查試用。

                                                                                                                                                  —《梅貽琦傳稿》

　　1958年12月16日東亞第一座輕水式百萬瓦級的原子爐：清華水池式反應器（Tsing 

Hua Open-pool Reactor，簡稱THOR），爐房建築工程開工，集清華師生、華泰建築師

事務所、中國石油、台灣電力、台灣鋁業、聯合工業研究所等單位之力，終於1960年

12月館舍完工，1961年4月12日公開宣布原子爐完成安裝，試車成功，並於隔日

（1961年4月13日）達到臨界，運轉「零故障」的順利程度，超乎國內外專家學者原先

預期，備受讚譽。楊君等投入原子爐建置的這批青年才俊，在整個工程中所付出的心

力，不僅實現了個人的夢想壯志、兌現了書信中對梅校長的允諾，更奠定了清華在台建

校的根基。

　　清華來台建校，肇端於「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的簽訂，但誠如趙賡

颺在《梅貽琦傳稿》中所言：「而原子科學之研究，在彼時乃劃時代之新課題；原子爐

（核子反應器）之建設，在我國亦屬開天闢地之創舉」，且二戰由二枚原子彈結束的前

車之鑑猶在不遠，此一攸關國家、性命安全的重大決策，面對專業人才缺乏、廠商技術

有所保留等問題接踵而來，購置計畫稍有閃失，波及者何以千計？幸有如楊毓東等新生

代挺身為先鋒，初生之犢不畏挑戰地奮力前進，使這個新生的計畫在清華這個新生的校

園裡，終究排除萬難地實現了。往後數十年，運轉順暢的清華原子爐佇立在校園一端，

見證了清華逐漸成長為引領理工科技發展的頂尖學府。

新竹建校初期，梅校長（第一排左二）與孫觀漢（第一排左一）、錢積彭（第二排左五）、

楊毓東（右七）、張昌華（第二排左二）等最早一批的清華教職員，於東院8號宿舍前合影。



　　原子爐建置功成之際，參與此項重要工程的青年幹部，紛紛投入原子爐營運及教學

工作，默默奉獻一生心力，埋首耕耘於清華校園。其中，楊毓東教授為建校初期12位專

任教職員之一，曾任原科所研究計畫委員會主席、兼任物理組主任（特展按：應為核子

物理組）等職，開設量子力學等課程，也為物理系所元老教師之一，負責固態物理實驗

教學，同時致力於能源物理應用等領域之研究，一生兢兢業業，嚴謹求實，樹立的典

範，深刻於同仁及學生的心中。此外，1963-1965年間，楊君亦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代理所長乙職，因該所所長吳大猷，當時尚在國外任教，故所務實際上由楊君代

理。

　　我的論文是由楊毓東和高亦函二位教授共同指導。……楊毓東老師非常認真，經常在實驗室不分日

夜的工作。我聽說，他曾實驗到三更半夜，為了找參考書，竟然爬窗戶溜進圖書館找資料，他也是一位

看起來不像典型教授的老師，這也顯示清華風氣的自由與開放。

                                       —〈工研院獻專長 見證台灣高科技 謝錦銘/揚明光學獨立董事〉《創業清華》

　　當時的機械工廠很熱鬧，裡頭有一位物理所的楊毓東教授，他做研究需要很多特殊裝置，現成不一

定能買得到的。他就會直接找有空檔的車床自己動手做，做出來的東西也很精美。

                                                  — 2010年「退休教職員與老校友口述歷史計畫」《虞斌先生訪談稿》

　　那時清大研究所課程相當自由，沒有必修課及資格考，可以靜下心來把複雜的群論與固態摸索清

楚，將實驗儀器徹底去了解其構造原理，並隨楊毓東教授自製了一些測量儀器，當時清大研究所唯一的

設備是范氏加速器及一部電子順磁共振光譜儀，但沒有磁鐵，後來自製全國唯一的均勻大磁鐵，……

                                                                      —〈成功大學物理學系發展史—人物誌 呂助增教授自述〉

　　當時作凝態實驗的幾位教授，大部分喜歡自己動手作儀器，例如台大的鄭伯昆、清大的楊毓東及本

人（特展註：呂助增教授）、交大的溫增明等教授，像清大的楊教授每天廢寢忘食在機械工廠裡作機械

及車床加工、電弧氬焊及燒玻璃……

　　用此論文申請美國Duke大學獎學金，並在16個月內由此獲得博士學位。該實驗之磁鐵為清大楊毓東

教授所設計，……

                                                                                   —〈早期台灣實驗固態物理教學與研究概況〉

　　1983年7月楊君自物理系退休，與妻子前往美國德克薩斯州（State of Texas）定

居。回顧長達二十五年之久服務於清華的歲月，楊君一生最精華的時光，投入了原子爐

的建置及教學研究，為清華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理工專業人才。細覽楊毓東一封封

寫給梅校長的親筆信，字跡工整，內容詳盡，必要時在一旁輔以手繪圖示，務求能詳實

說明，從中可看見清華早期以原子科學建校的艱辛、看見梅校長為提攜青年學子的苦心

與費心、更看見當時學子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仍不斷努力上進，認真執行師長所

託付的重責大任，一心只願繼續培育人才，使台灣能有獨立研發高科技的能力，但求功

成，名就卻不必在我。

東亞第一座功率百萬瓦等級的水池式核子反應器：清華原子爐

（THOR）。

1961年4月13日，THOR首次達到臨界運轉的

數據紀錄。



　　自清華原子爐THOR運轉後，我國核能人才逐漸成熟，1964年核工系成立，是清華最早成立的二個系之一。1969年，政府推

動十大建設，核能電廠即為其中要項。為因應短期內所需大量技術人員，台電與清華合作，設立「核能發電建廠與維護人員訓練

班」，簡稱「台電訓練班」，培訓維持電廠運作所需的技術人員。從1969年至1978年間，共舉辦11屆，培訓583人，是台灣核電

發展得以成功的關鍵舵手。因應能源需求，以及國際原子能發展趨勢，1970年到1985年間台灣核能電廠陸續竣工，基載電力漸

趨穩健，減少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並協助台灣度過第二次能源危機，和2002年化石燃料價格飆漲的挑戰，成效卓著。

　　五十多年過去了，許多清華培養出的核工專業人才，在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崗位為國內核電的發展貢獻心力。今日的清華在

更多領域頗富盛名，提到清華，也許大家不會想到核工，但是在核電業界，篳路藍縷的清華人仍然是獨佔鰲頭的先行者。

　　台灣第一座核能電廠，金山核電廠於1977年商轉，在隨後的8年內，陸續完成了另外5部機組。1990年代初期，台電核電機

組的運轉並不順利，跳機頻繁，異常事件不斷。當時，清華核工系的老師們寫了封信給經濟部長蕭萬長，提醒經濟部要督促台電

好好運轉核能電廠。隨後台電推動了一連串計畫，包括加強運轉人員安全意識、確實做好電廠維修工作、推動事件肇因分析、不

放過任何改善電廠設備體質的機會，要求所有工作同仁必須遵循運轉規範等。經過長時期的努力，台電核能運轉績效在2000年已

達世界水準，2010年的發電量首度超過400億度，2009年每度核能發電的成本才0.66元，為複循環發電天然氣發電的22%。

2010年台電的核能運轉績效被《Nucleonics Week》評選為世界第二名。台電開始推動核能安全化時，也正是大批清華核工畢業

生進入台電與原能會工作，而早期畢業的學長也開始擔任中階管理職位之際，他們的努力，促成了現在的成果。

　　除核電發展外，藉由原子爐中子照射所產生具輻射的同位素，則可精進科學實驗或應用的層級，成為國內農業、工業、地質

科學、醫學各方面研究技術增進的重要助力。其中，1992年起清華原科院與原科中心組成研究團隊，規劃將THOR改建成可用於

硼中子捕獲治療（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簡稱BNCT）的超熱中子束設施，經過多年努力，THOR已成為全球第八座具

BNCT治療設施及服務的原子爐，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執行醫療的一座。BNCT能夠在傷害正常細胞最低限度的前提下，有效地消滅

腫瘤細胞，是國際間關注的癌病新療法。2010年8月，清華BNCT團隊並與台北榮總癌症中心合作，首次對復發性頭頸部腫瘤

（head and neck tumor）病人進行臨床實驗，在台灣癌症治療領域，劃下嶄新的一頁，該項技術亦用於腦癌（brain tumor）的

治療，截至2019年9月止，已成功進行了115人次的頭頸癌及腦癌病人的治療照射。

　　近年，我國研究用核子反應器陸續面臨停運與除役，運轉已逾五十年的THOR，是台灣目前唯一可供教學、研究與訓練之用

的反應器，肩負在核電廠未退役前，培訓專業技術人員的重要任務；同時由原子爐興建肇端，而創設培育核能人才的清華原科

院，也積極從事新世代核能電廠核心技術、低碳及再生能源、癌症診斷治療及綠色永續科技之研究，以回應全球在能源科技、環

境變遷和生醫科技的高度需求與發展。

　　THOR反應器使用執照至2021年4月為止，未來正規劃延役，以期承接梅校長及歷代清華核工人才，學有專精貢獻家國的心

志，朝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目標，持續勇敢前進。

　　　　　　



原科所保健物理組主任翁寶山（右三）等人運用原子爐爐心照射位置，進行種子照射，提供在農業

方面的原能技術服務。

技術人員利用機械手臂，執行鉛壁熱室內的放射性同位素製程操作。

THOR高功率池一景。

據原科中心簡介：清華大學水池式反應器

為一高於地面並具有可移動核心之研究用

反應器，其核心含TRIGA鈾燃料，以鋁架

懸吊深浸在33英呎的開放水池中。池水周

圍為混凝土屏蔽牆，池中高度清潔過濾的

水，不僅作為冷卻劑，中子緩和劑及透明

的輻射屏蔽，亦使池中之設備常年清晰可

見。

THMER（Tsing Hua Mobile Educational Reactor），為1972-1976年間，原科院教授曾德霖帶領核

工系及原科中心19位教師和技術人員，打造出的全世界第一座移動教學反應器（2003年除役），以兩

部拖車分別運送原子爐及實驗儀器於全國巡迴，從事教學訓練。



　　2014年5月16日圖書館特藏組接獲全球處送來七大箱資料，其中五箱為採購機器設備的相關文件，一箱為與銀行聯繫的信件，亦多與前者

相關。最後一箱則為梅校長與他人往來信函，並以楊毓東教授寫給梅校長的信為最大宗，共計81封。透過原科中心裴晉哲老師的協助，得知此

批資料為梅校長資助青年赴美，學習原子能專業技術的書信報告，可謂見證原子爐建置的第一手珍貴資料。透過進一步的整理分析，儘管內容

多是一般人難以明白的專有名詞和敘述，但仍深深為楊君工整的字跡和詳細的內容所感動。另一方面，楊君雖受梅校長委以重任，促成購置水

池式原子爐及後續建造，且在早期一起受培植，後來也擔任教授（曾德霖、翁寶山）的同仁回憶裡，人次的順位，楊君皆列第一位，卻不知何

故於現存校史典藏中少有紀錄，未見經傳。因此，誠盼透過本次特展所呈現的楊毓東教授等人書信資料，使後進學子更多認識第一代清華人曖

曖含光，為清華付出的巨大貢獻。暗香雖似無跡，實既深遠且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