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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新視
野：總裁批簽與
戰後中華民國史
研究」學術研討
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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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對於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
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來說，是個嶄
新的一年。在這一年年中，黨史館由原址張
榮發基金會搬遷至現今臺北市八德路中央黨
部大樓。同年底，原主任邵銘煌退休，遺缺
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王文隆接任。自
2010 年 8 月黨史館重新開放史料調閱服務
後，館方便積極規劃開放新史料、舉辦研討
會，以期能激起學界更多的討論。
黨史館所藏《蔣中正總裁批簽》（以下

林品秀 中
 國國民黨黨史館助理

簡稱《總裁批簽》），為目前國內最後一批
尚未公開的蔣中正相關史料。中國國民黨長
年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蔣中正多年擔任中
國國民黨總裁，使得這批黨務史料不僅是單
純的黨務資料，而是囊括建設國家各層面的
重要史料。為配合該批史料的開放，黨史館
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於 2010 年 11 月 22 日，假中正紀念堂
共同舉辦「新史料、新視野：總裁批簽與戰
後中華民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結合國內
從事政治、外交、軍事史的學者，一同討論
該批史料中所觸及抗戰勝利後的中華民國變
化、政府遷臺後建設等相關議題。
早在會議籌辦之初，館方便邀集國內外
專研相關議題的學者，對尚未正式開放之
《總裁批簽》進行分析、解讀，與研究方向
的琢磨。本次研討會，可說是學界對於《總
裁批簽》史料的初步研究成果。四場次會議
均由與會學者以運用此一史料為主軸，針對
史料內曾出現的各項議題進行統整論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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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以《總裁批簽》數位檔供研究者參閱。

首先，第一場會議邀請到國史館館長呂

配合目錄的檢索，預期這批資料將能對蔣中

芳上擔任主持人，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

正或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發展，提供更多的

授劉維開與現任國史館簡任協修高純淑介

研究方向。

紹《總裁批簽》目錄編寫及數位典藏計畫

高純淑教授曾為《總裁批簽》進行「定

的來龍去脈。兩位教授曾長期在黨史館的

稿審查」的工作，除了校正錯別字外，最重

前身─黨史會工作，更親身參與了《總裁

要是在摘要的取捨。她表示，審查摘要有一

批簽》整編事宜，對於這批檔案有相當的了

個重點在保護個人隱私，尤其是涉及政治案

解，因此透過兩位前輩的經驗分享，作為本

件者，以免引起無謂糾紛。當時採取的原則

場研討會的開場。

是保留每一件批簽目錄，遇有涉及個人隱私

劉維開教授首先指出，《總裁批簽》係

之處，在摘要欄刪去關鍵人名，只保留案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自 1900 年 8 月中央

名，供研究者查閱。高純淑教授以檔案整編

改造委員會成立至 1900 年 0 月 0 日病逝，

過來人的經驗表示，《總裁批簽》的開放，

所批示由秘書長或秘書長與相關單位主管

將能為民國史的研究，開啟一個新的方向。

聯名所上簽呈之總稱。2000 年國立政治大

第二場會議由輔仁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林

學歷史學系所出版的《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

桶法擔任主持人，進入了關於《總裁批簽》

目錄》，可對《總裁批簽》提供基本參考資

實質內容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

料。讀者藉由該目錄中檔名、簽文摘要、總

所助理教授林果顯發表〈從總裁批簽看國民

裁批示、時間等欄位介紹，對於該件批簽內

黨的對外宣傳〉，初步探討《總裁批簽》

容可以有初步之理解。劉教授提及自《蔣中

中有關對外宣傳議題的可能發展方向。林

正總裁批簽檔案目錄》出版後，因黨史館人

教授特別提及國民黨在香港的宣傳工作，提

事大幅精簡，調卷人手有限，原先曾表示

到批簽中蔣中正對於《香港時報》的人事多

「現階段該批原檔不可能公佈」，至於「限

所關心，相關人員派駐前均指示會見。他認

制閱覽，專案審查」，亦難以施行，以致

為，香港黨營媒體的研究過去成果較少，批

《總裁批簽》自 2000 年後，不再對外提供

簽的開放或許是一個起點。除點出可能的研

參閱，研究者僅能引用《蔣中正總裁批簽檔

究方向外，林果顯教授也表明，目前由批簽

案目錄》之相關內容，此實為當初目錄編輯

看來，並無法清楚地掌握各時期對外宣傳策

時所未曾預料。但是在此期間，黨史館與學

略的細膩變化，也無法針對每個地區或特定

術單位合作，將《總裁批簽》史料完成數位

事件，作完整的理解。不過，批簽裡某些訊

化工作。2010 年年底黨史館重新開放後，

息近乎驚鴻一瞥的出現，讓研究者得知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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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中村元哉，就〈總裁批簽的公開對日
本學界的影響〉發表論述。中村元哉教授的
研究主題是近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史，該文的
問題意識是 1900 年代的臺灣和香港出現了
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聲浪，蔣中正如何認
識這些現象，並且如何處理？中村教授認為
當今世界各地對於政治史的研究正在快速
衰退中，黨史館公開的《總裁批簽》，將大
研討會實況（攝影

李炳佑）

事實的存在，凸顯檔案進一步開放與整合的
重要性，也得以設想過去較少涉及的研究主
題。

大鼓舞處於逆境的日本政治史研究者，繼續
進行中國近現代政治史和戰後臺灣政治史
的研究。
第三場會議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員張力主持，以輔仁大學全人中心兼任

世新大學成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員楊

講師許峰源的〈總裁批簽裡的對外關係：以

秀菁博士以〈從總裁批簽看國民黨的國內宣

臺灣與東亞海域爭議為例〉作為開場。許峰

傳〉為題，發表論述。對於國民黨的宣傳決

源博士表示，190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迄

策組織、文化事業，以及言論管控進行探

今，歷經兩岸局勢、聯合國地位以及全球冷

討。她認為藉由《總裁批簽》可以補充過去

戰局勢的變遷，在這些網絡下，中華民國的

研究所留下的一些空隙與疑問，包括宣傳會

對外關係錯綜複雜，從《總裁批簽》可蒐羅

談與宣傳會報的差異，黨營文化事業與政府

相關議題，其有外交人員任免、華僑反共抗

組織的聯結，以及「出版法」的修訂與國民

俄宣傳、聯合國參與、臺美雙方的互動，以

黨言論尺度的建立等，黨營文化事業作為國

及臺日關係的轉變，例如舊金山和約、中日

內宣傳的重要機構。楊秀菁博士特別提到，

和平條約問題等。此外，《總裁批簽》對於

《總裁批簽》中所透露了國內黨營事業相關

臺灣與日本經貿與產業發展，也有觀察紀

人事的任用、每年的預決算，以及重要組織

錄。關於這些議題，國民黨內部也留下討論

變遷等訊息，雖在其他史料中亦可看到，然

紀錄，可供有志於此類的研究者參考。

而《總裁批簽》可視為研究黨營文化事業的

接著，臺東專科學校助理教授洪紹洋發

重要索引，透過此一索引，可以更快速的掌

表〈從總裁批簽看戰後臺灣經濟〉，認為可

握黨營文化事業的變遷。

先對《總裁批簽》檔案進行耙梳，對各項經

日本津田塾大學學藝學部國際關係學科

濟議案進行統整，分析哪些議題會呈閱至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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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也能從中窺探一二。

施，又有何特殊看法？其次，將《總裁批

第四場會議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系主

簽》檔案作為戰後經濟研究的史料群之一，

任陳進金主持。一開始，由國立暨南國際大

瞭解蔣中正對特定議案的關心程度。第三，

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良卿發表〈總裁批簽裡

史料中海外僑資動向，可為相關領域研究者

的立法院議題〉。他表示，關於立法院議題

提供參考資料。他提到應將《總裁批簽》資

的研究，以往我們運用的資料既不充足且零

料與中常會資料進行包裹在特定的研究議

散。立院會議錄的發言內容能夠呈現議案討

題中，瞭解蔣中正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如此

論過程和立委個人立場，但卻不容易展示非

方能對該議題有更全面的觀察與瞭解。

口語的、場外的各類行動訊息；一些時事政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君山發表

論雜誌憑著國民黨內的人脈關係，有時雖能

題為〈總裁批簽與軍事議題舉隅〉的論文。

做出動態性的報導，然其報導往往有待多元

內文共分四大主題：（一）特種黨部和整

史料給予佐證；至於少數憶述文獻和檔案機

軍；（二）軍民關係與軍紀問題；（三）大

構相對零星的館藏，其實猶未能充分滿足研

陸游擊與佈建；（四）民眾動員和組訓。以

究者的需要。《總裁批簽》的開放，不僅在

《總裁批簽》內容，整理出此四項議題之初

相當程度上有機會整合上述各類資料的訊

步脈絡，並進行論述。

息，最重要的是，批簽以其文本價值的特殊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則

性，較能顯示國民黨中央在黨政運作中的角

是對〈《總裁批簽》裡的情報工作〉進行研

色和作為，以及蔣中正對立院事務的態度。

究。他表示，如以情報的部分來看，或許這

這些正是我們進一步認識老立院或舊黨國

一批資料的公開，能更明確的補足對於國內

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政情的觀察，並藉此瞭解中國國民黨與青年

國史館纂修吳淑鳳教授發表〈總裁批

黨、民社黨間在臺灣政治發展史上的關係。

簽裡的人才培育：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核

而中國現代史研究，也能因為這一批資料的

心〉。她表示，以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育人才

開放有所拓展，尤其是滯港政客、第三勢力

議題，呂芳上教授已有相當完整的論述，

方面的研究。此外，對於冷戰史的研究，

是以在《總裁批簽》公布後，可在呂教授論

也能透過這一批資料的補強，而試著從兩方

述架構下，找到一些可資補充或日後延伸討

面加以探索，一是「民主陣營」與「共產陣

論的議題。吳教授以三個方向說明革實的角

營」在港澳地區相互爭奪的情況；二是臺灣

色，即為黨網羅青年及菁英、鞏固黨中央與

所派的情報人員在中國大陸發展組織與開

民意代表關係、整理社會調查報告等，但提

拓情報工作，甚至是對於對方的擾亂手法，

到目前所見的文件，對於革命實踐研究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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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觀察革實院與國防研究院的關係與其
經費來源、革實院的訓練對黨政所產生的實
質效果，以及追蹤受訓人員結訓後的發展，
或藉由比較中央訓練團與革實院的訓練方

徵稿啟事

身的發展，似難以突破現有研究框架，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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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檢討大陸時期與臺灣時期訓練之異同等
方向，另闢新徑。
最後，輔仁大學全人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任育德發表〈總裁批簽中的選舉〉。她就
1900 年至 1900 年間國民黨在臺灣由實施地
方自治選舉，逐步推進至中央民意代表增補
選，分析相關決策過程、人選提名、選舉中
的政黨運作、選後檢討，研究者雖可透過公
開檔案，即改造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之常務
委員會議、工作會議資料進行研究，但於理
解領導層心理及其轉折，也不免受限資料而
無法更深入探究。現今透過蔣中正的相關史
料，從記述者有意留下的隻字片語，不但有
助觀察領導層心思及其考量，也有機會形成
更完整、更全面的蔣中正及國民黨研究，是
故自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綜觀本次研討會，與會學者們就《總裁
批簽》檔案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

國史館館刊
本刊收入 2012-2013 年「臺灣人文學
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

本刊為一專業學術性季刊，凡與
中華民國史、臺灣史等相關議題
之未出版研究論文及書評，均歡
迎隨時投稿。
來稿及通訊請寄：10008 臺北市中
正 區 長 沙 街 一 段 2 號「 國 史 館 館
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寄電子郵
件至：bah@drnh.gov.tw。
各期電子全文暨稿約詳見國史館
網站：www.drnh.gov.tw。

議題相結合發表論述，可見該批史料觸及層
面相當廣泛，但同時學者們也有一致的共
識，那就是單一史料無法掌握特定議題的全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290）

貌，必須搭配相關素材，方能凸顯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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