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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望先生是本校第 7 任校長，任期

自 1966 年 12 月至 1973 年 12 月（圖 1、圖

1-1）。

出身背景與求學經歷

梅可望校長，字孝思，1918 年 3 月 16 日

出生於湖南省臨湘縣桃林鎮鍾梅村。就讀桃林

鎮桃湖國小（後改名群英國小）、岳陽縣湖濱

中學，1933 年轉入著名的長沙市的雅禮高中

一年級（美國耶魯大學校友會創辦）；1938 年

考進中央警官學校（中央警察大學前身）正科

第 5 期就讀（已遷校重慶），並於 1940 年以

第 2 名成績畢業，依當年規定留在學校工作；

1942 年榮獲高等文官考試「普通行政組」優

等第 1 名，進入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

前身）接受四個月講習，並於 1943 年榮獲中

央政治學校高等科受訓第 1 名及格，同時膺

選赴美深造，放棄派任縣長職位；1945 年取

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警政學士學位；1946

年取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警察行政學碩士

學位；1965 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

士學位。

因生逢亂世，梅校長母親懷孕期間又感

染天花，據聞梅校長幼時體弱，親友咸認渠難

以存活。由於梅校長父親係美國「復初會」

牧師，故梅校長自然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梅

校長父親浩然公於 1950 年輾轉逃至香港，由

梅校長接至台灣奉養，惜母親因健康因素未

克同行，母子自此永隔，成為梅校長一生最

大的憾事。

校史館館藏故事 
梅可望校長的故事

◎圖書館暨世界警察博物館館長／翁萃芳

▲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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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傳奇的百歲人生

梅校長一生充滿傳奇色彩，雖出身貧窮

農村，卻考上耶魯大學在長沙創辦的湘雅醫

學院（1936 年），就讀一年，即遇戰亂要遷校

貴州，但梅父覺得其不宜隨學校遷徙，梅校長

遂留在父親擔任校長的群英小學教授自然與音

樂。故梅校長 19 歲（1937 年）即擔任小學教

師，開始從事教育工作。梅校長原計畫學醫濟

世，終因抗戰烽火而流亡重慶。本想從軍抗

日，但因視力無法進入裝甲兵，最後考取中央

警官學校（當時屬於中央軍事學校系統）。畢

業後參加高考並在抗戰後期赴美留學。原以為

可以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但由於

戰爭，該所教授大多從軍，暫不收研究生。梅

校長只得進入華盛頓州立大學「警政與公共行

政學系」研究所就讀，該所僅存 2 位年長不

需服役的教授，所以梅校長 1944 年負笈美國

時，是當年該所唯一的研究生。

來台後，梅校長深受各級長官器重，屢

獲拔擢擔任各項要職，包括：中央警官學校校

▲ 圖 1-1　本校歷任校長（位於世界警察博物館一樓）

長、私立東海大學校長、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副秘書長、國防部法規司司長、韓國漢城亞

太地區文化社會中心執行長。也曾擔任台大、

師大、中興、文化等大學教授，以及東海、實

踐、中南、朝陽科技等大學榮譽教授。

公務之餘，梅校長亦積極投身國際組織

與公益團體活動，包括：創辦全國水上救生協

會並擔任首任會長；創辦中華民國幸福家庭

促進協會並任職創會理事長（1988）；創立中

華民國巴紐經濟貿易文化協會並擔任理事長

（1995）；籌組中央警察大學世界校友會並擔任

會長（1996）（圖 2、圖 2-1）；創辦財團法人

台灣發展研究院（前身為台灣區域發展研究

院，1992），並擔任創辦人與董事長至人生最

後一刻；過世前仍擔任財團法人促進中國現代

化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梅校長亦曾擔任世

界梅氏宗親會理事長、中央警察大學校友總會

名譽會長（圖 3）等等。另，分別在 1981 年

與 1988 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1993 年被聘

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一生奉獻警察、政界與教育

梅校長一生成就對於警界、政界與教育

界影響甚大。從獻身改造台灣省警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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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央警官學校，嗣後赴美主持反統

戰，繼而草創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以迄重振東海大學聲譽，梅校長一生充

滿傳奇。

1952 年，年僅 34 歲的梅校長即出

任台灣省警察學校教育長一職，任職期

間除端正風氣外，無論是改善學生生活

環境，興建新式刑事科學實驗室、室內

手槍射擊練習場、室內柔道練習場及添

購刑事鑑識器材與圖書，為現代警察教

育奠定良好的基礎；1954 年，奉調「革

命實踐學院 - 聯合作戰研究班」受訓，

得以與故總統蔣中正先生會談中央警官

學校在台復校之事宜，對於成功復校功

不可沒；1954 年，中央警官學校復校後

擔任教育長一職，任職期間為創辦警察

大學四年制教育而奔走，經過 5 年與內

政部、教育部及立法院研商及溝通下，

終於建立警察教育的里程碑－創辦大學

四年學制之警察教育，堪稱警察教育的

▲圖 2　2010.04.13 警大第 12 屆世界校友聯誼大會

▲ 圖 2-1　2010 年作者母女與梅校長合攝於警大第 12 屆
世界校友聯誼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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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功臣；1965 年，梅校長取得密西根州立

大學博士學位，返台後隨即受李煥先生（前救

國團副主任）之邀，以中央警察大學教育長身

分兼任青年輔導委員會副秘書長。在人力、

經費均極匱乏的困境中，一路披荊斬棘，花

費 7 年時間完成了多項創舉，其中雖歷經險

阻，但終究化不可能為可能，再次締造傳奇。

正值梅校長在中央警官學校與青年輔導

委員會工作蓬勃發展之際，時任國防部長的

蔣經國先生力邀其出任國防部法規司司長，

遂辭去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一職，但仍兼任

青年輔導委員會副秘書長。期間半年多，旋

即奉派接任中央警官學校第七任校長，時年

48 歲，是中央警官學校畢業生擔任校長的第

一人。

1966 年，接篆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諸多

創舉厚實了我國警察教育的根基；1968 年，

奉派參與「日、韓警政訪問團」，歸國後撰寫

之考察報告除著墨他國處理群眾活動之方式

外，也促使警察待遇實質提升，更催生警政署

之成立，奠定警政「一條鞭」之管理方式。

其後，雖未出任署長，但已在警政歷史上留

下不可抹滅的一頁。1973 年，梅校長忽奉命

提前退休，並以民間身分赴美主持反統戰工

作，以應對中共的統戰攻勢；1975 年，奉派

赴韓國漢城擔任亞太社會文化中心執行長職

務，重組瀕臨解組之團體，並參與舉辦「亞太

電視會議」，使其恢復蓬勃朝氣。梅校長雖因

命運安排參與了政治性工作，但教育終為其

目標與志業，故最終未曾進入政治圈；1978

年，協同孔令晟前警政署長與國際知名警政

理論專家威爾遜博士一同研商共構了新世紀

的警政大工程，促成我國警政現代化的推動；

1978 年，梅校長出任東海大學第 4 任校長。

梅校長除在行政工作表現卓越出眾，亦

是警察學術領域泰斗，1956 年著有「警察學

原理」一書，不但成為我國警察學的教科書標

準版本，更發行 4 版多次印刷，目前仍是我國

▲  圖 3　2005.08.11_ 參加警大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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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教育與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參考書籍。1967

年出版「走馬看花：亞美歐十一國紀遊」，並

在 80 壽辰時出版「憂患中走來 -- 梅可望回憶

錄」（1998），95 歲時出版「長壽大師的不老

秘訣」（2012）等書。

出生於戰火之中，自承是「憂患之子」的

梅校長，因飽經憂患而焠鍊出一套不因挫折而

喪志，不因困難而畏縮的「憂患哲學」。梅校

長一生歲月奉獻於警察、政治與教育，不但是

卓越的教育家，也是警政界的耆老，更是一位

無畏的鬥士。一生作為讓我們感受到他堅持正

義真理的執著，以及積極樂觀的心情與態度。

治校理念與重大事績

梅校長於 1954 年至 1966 年擔任中央警

官學校教育長（現改制副校長），襄助當時校

長趙龍文先生，積極推動校務發展。1966 年

接任校長，及至 1973 年卸任，貢獻警察幹部

教育長達 20 年。卸下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職務

後，受聘擔任私立東海大學校長繼續作育英

才，桃李滿天下，深受各界敬重（圖 4、圖

5、圖 6）。

梅校長主張：為使警察教育能因應國家

整體政策與社會多元發展的需求，本校應有新

的突破與作為，力求教育的精進與發展。梅校

▲ 圖 4　1998.02.04__ 參加警大退休人員聯誼

▲  圖 5　2006.06.09_ 參加警大畢業典禮

長自 1966 年 12 月接篆視事以來，即積極推

動校務，推動了許多新政策，於校務發展締

造多項政績。包括：（一）確立學員生六大典

型，型塑警官形象；（二）擴展警察學術研究

領域：除原有之行政警察、刑事警察、獄政、

公共安全四個學系外，增設犯罪預防、戶政

及消防三個學系；（三）充實警察幹部人力：

將二年制與四年制原隔年輪流招生，改為每

年同時招生；（四）成立「警政研究所」碩士

班學程：分行政、刑事及犯罪防治等三組，

俾整合教學資源健全學術發展；（五）規劃成

立學員班（現推廣教育中心）：辦理現職警察

幹部在職訓練；（六）籌劃出版警政叢書：共

整編警政叢書 15 種，「總統對本校師生訓詞

全集」1 冊，並編纂「中央警官學校校史」與

「六十年來的中國警察」兩本鉅著；（七）修

訂本校組織條例：提高編階，增加員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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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編譯處及畢業生輔導室等單位；（八）建

立本校學生選訓服役實施辦法；（九）強化國

際交流，警官教育成果斐然：1. 外國慕名來

校研習深造者日益增多，除原有之泰國外，

另包括美國、日本、奧地利、菲律賓、越南

及查德等 6 國，均選派學生前來研習警政治

安學術知能，使本校蜚聲國際，也為我國與

其他國家警察合作奠下良基。2. 每年考選畢

業學生赴美國、日本、奧地利等國深造，回

國返校任教。3. 派遣教師赴國外考察及研習

警政。

梅校長深刻體會各項重大施政措施，將

深切影響本校未來發展。因此，唯有掌握與

配合社會變遷的腳步，逐步調整警察教育訓

練的進程與策略，才能引導警察學術發展，

培育切合時代需要的治安人才，因應嚴峻的

治安挑戰。

教育，始終是梅校長的人生志業。私立

東海大學在面臨校務頹廢不振之時，經董事會

決議膺請當時擔任董事的梅校長於 1978 年出

任該校第 4 任校長。東海大學現任校長王茂

駿表示（2016），梅校長於 1978 年至 1992 年

擔任東海大學四任校長，對東海大學 14 年的

卓越貢獻包括：協助東海大學（一）邁向大

型大學；（二）建立學術新地標；（三）開啟

校門與社會參與；（四）強化國際交流與國際

接軌；（五）愛國團結與民主自治。讓東海大

學煥然一新，成為大台中地區著名的學府，

「一心一意愛東海，十全十美辦教育」可謂梅

校長治理東海大學的至理名言。

百歲人生總統褒揚

2016 年 4 月 1 日清晨 5 時，梅校長於東

海大學校園內住所中安詳逝世，享年百歲。

為供各界緬懷，4 月 9 日上午 10 時在東海大

學路思義教堂舉辦「梅可望博士追思感恩禮

拜」，總統馬英九先生親臨頒發褒揚令予家

屬，由校長夫人呂素琳代表接受，本校刁建

生校長也在追思禮拜中分享和梅校長交集的

點滴。

在溫馨與不捨的情懷中，我們緬懷一代

傳奇人物－校長梅可望博士，並送上最後一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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