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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區警員和榮家輔導員都知道榮家有一位「上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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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兆南是青年軍二○三工二連，四川同濟大學數理系、新竹清華大學畢業，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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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不喜歡招搖過市，但是人人知道他官階高，讀的又不一樣，因此再低調也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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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兆南說，小學就讀洋文，高中讀中英對照的「天方夜譚」，即使到現在還不
落伍，哈利波特一律只看原文，ｎｏｔｅｂｏｏｋ除了讓他玩電腦象棋，同時也
可以看「哈利波特」ＤＶＤ，「但還是書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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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年軍抗日到撤退來台，加上八二三砲戰，蘇兆南多擔任「運籌帷幄」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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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砲戰時期台灣Ｆ─８６和大陸米格機擊落戰機數能有一比三十一，也是因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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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南在雷達室內告知各駕駛該飛至哪個有利位置。身為當時國軍的高級知識分

Canon 5D 台灣佳能客服展示 ...
一起來簡單釣魚吧！
尋找忠貞564梯次，預士194期 ...

子，他參與過多項研發工作。蘇兆南說，最有成就的事不是ＩＤＦ，而是介壽號
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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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八年，當時參謀總長賴明湯看到當時的研究院長辜先甫在進行火箭的
風洞測驗時，問道「研究院有能力造飛機嗎？」蘇兆南說，辜先甫礙於面子回答
「可以」，想不到一句話下來，就有二百萬元經費。賴明湯說「『老先生』（蔣
公）要在屏東看飛機」，時間訂在蔣公生日前。於是辜先甫只得硬著頭皮向美國
買藍圖，拆成二十二份，研究院人人一份「各自練功」去。
蘇兆南專業為數理，分到的是電路、儀表部分，雖有數理、電路基礎，但完全
沒經驗，只好拿汽車零件參考，但飛機造出來卻沒人敢飛，賴明湯只好逼著一位
參謀飛到屏東去，想不到這樣的「拼裝機」竟能從岡山基地飛到屏東，大家對
「國產機」才信心大增，「其實當時我們也很意外」，蘇兆南笑說。
蘇兆南說，現在的英文、數學教育和軍購、軍力，與自己的「老洋文」或以往
的軍力相較，都是「新不如舊」，最主要是人員素質。因為當時人人苦學，兵將
不畏死，「哪像現在連個靶船都打不到，再好的軍備也沒用！都是堆蠢材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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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訊息]
哈雷: UNI晚安~

兵」。不過，當年的研發人員只剩自己一人，老先生無限悵然。

10/15/09, 23:48
10/15/09, 23:48

哈雷: 啥~

不想再談當年勇，蘇兆南老生先繼續看著「哈利波特」第四集。
目前最希望的是榮家能夠為他接好網路線，讓他能和已經變成
「外國人」的大學同學在網路上以英文閒話家常。（記者劉人瑋攝）

10/15/09, 23:48

哈雷: 紫炎是憲兵喔~
10/15/09, 23:49

哈雷: 我以為是部落的UNI妹妹~
10/15/09, 23:49

哈雷: 對不起囉~
10/15/09, 23:49

哈雷: 誤認您是女生~
10/15/09, 23:49

哈雷: 拍謝~
10/15/09, 23:51

紫炎: 呵呵 亦正亦邪 這個ID本
來就有這個意思了
10/16/09, 00:02

Takosun: 看來哈雷也是夜貓協
會會員喔
10/16/09, 00:04

Takosun: 這個即時通的暱稱可
以自由取名會不會叫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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