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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1949：國立
中正紀念堂管理
處「蔣中正研究
計畫」簡介
楊善堯 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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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最為關鍵
的一年，自年初蔣中正總統宣布下野，代總
統李宗仁上臺主政後，國共開始進入和談局
面，但共軍因在軍事上的勝利，讓政府軍隊
處於節節敗退的態勢，終在共軍的威勢下，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幾經搬遷，歷經了南京、
廣州、重慶、成都之後，於 1949 年 12 月初
遷徙到臺灣，至今已六十餘年。
遷徙到臺灣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仍處在風
雨飄搖的險峻情勢之中，李宗仁又避居海
外，所幸蔣中正隨著政府一同來到了臺灣，
穩定了當時臺灣的局勢，並在政治上復行視
事、軍事上抵禦共軍、經濟上重新規劃、黨
務上力行改造、外交上簽訂合約，逐漸開創
了一個嶄新的局面。這不僅穩定了臺灣內外
情勢，也因處於冷戰的世界格局，在美國強
力支持之下，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越
加穩定，奠立了往後發展的基石，其影響直
至今日。往後臺灣的發展，都與 1949 年這
一個關鍵的年代有著重大關聯性，
近年來有關 1949 年以後的歷史研究，
成為了探討民國史或是臺灣史領域中，極為
重要的一個議題之一，自由的研究風氣與
臺灣政治社會氛圍的開放，加上相關的檔案
史料逐漸解密，打破了以往歷史研究不跨
越 1949 年的默契，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
與研究生相繼投入研究。作為民國史或是
戰後臺灣史研究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人物－
蔣中正，他的研究更是關乎著這個時代脈絡
之下的重要指標。在民國史上，或許很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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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位重要性如他一般的歷史人物，這位跨
越兩岸的領導者，其一生中，在大陸上發跡

「蔣中正研究計畫」之緣起與
執行過程

進而奠定他的歷史地位，中間雖經歷失敗的
過程，但在臺灣這個海島上延續他的統治理

中正紀念堂作為國內紀念蔣中正之重要

念，並進而在臺灣施行了許多在大陸上無法

場館，自 1980 年 4 月 5 日，正式對外開放

成就之事。他的八十九年人生歲月中，最後

後，主要以徵集、典藏、展示有關蔣中正之

的二十五年是在臺灣度過的，在這期間有許

相關文物為其主要業務，2009 年開始，首

多他在大陸上無法成完成的政治理念，在臺

次與史學界就調查蔣中正相關史料進行研

灣真正落實與實踐，如土地改革制度與民

究合作，委託國內研究民國史之專家學者，

主憲政制度等，雖然中間因外在政治因素，

針對蔣中正相關之研究議題，以每年不同主

無法在當時完全地落實，但這仍是政府不變

題之方式，進行研究計畫案的合作。以下就

的基本國策，故蔣氏在臺二十五年的歷史研

2009 年以來，每年之研究主題逐一介紹。

究，其重要性絕不亞於他在大陸時期的部
分。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下簡稱中正
紀念堂）為國內紀念蔣中正之重要場館，

1. 2009 年「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
「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蔣中
正日記》研究」

除徵集、典藏、展示有關蔣中正之相關文

2009 年首次合作時，先以調查蔣中正

物外，自 2009 年開始，首次與史學界進行

相關資料之典藏與目前運用情況為其主要

學術研究合作，邀請國內研究民國史之專家

研究調查內容，分為國內典藏、海外典藏及

學者與研究生，共同開啟了蔣中正相關之學

《蔣中正日記》三個子計畫， 而由三位主

術研究工作，並以蔣氏在臺的時期為主，期

持人分別執行。

望推動跨越 1949 年以後的蔣中正及民國史

國內調查部分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研究，強化蔣中正在臺時期的各項建設與作

陳進金教授為計畫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

為。希冀藉由研究計畫的推動，帶動國內外

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與國史館吳淑鳳簡任

之史學研究者對於蔣中正及民國史之研究

協修為特約撰稿，研究調查重點針對中國國

風氣，並促使更多尚在學習中之研究生，投

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

入此研究領域。

館）、國史館、中央通訊社、臺灣電影公司
等國內單位中所典藏關於蔣中正相關檔案
史料為主。黨史館部分，由劉維開教授執
筆，從目前黨史館所開放的檔案中，點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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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有關的部分進行介紹說明；國史館部

清單，同時介紹 美國其他單位，如國家檔

分，由陳進金教授與吳淑鳳簡任協修共同執

案館、國會圖書館以及各知名大學圖書館等

筆，除介紹國史館藏之《蔣中正總統文物》

涉及蔣中正及相關人物之檔案資料；日本地

外，另以《蔣中正總統文物》中之典藏照片

區部分，由戴振豐博士主筆，針對日本不

為例，說明關於國史館開發之「數位典藏資

同階段對於蔣中正之研究者與出版品部分

料庫」及「史料文物查詢」兩套檢索目錄的

加以介紹分析，分為昭和時期、戰後初期、

運用方式；中央通訊社與臺灣電影公司部

50 及 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

分，則由吳淑鳳簡任協修執筆，介紹這兩個

與 2000 年以後，藉著不同時代觀察所著重

單位中關於蔣中正相關之影視資料。除了介

之研究焦點與變化。除了調查部分之外，王

紹調查情況外，也針對此次研究之心得，提

良卿教授則以三種西方報刊（Time、Life、

出若干當前可以再重新審視之議題或是尚

New York Times）中所刊載之「Chiang Kai-

待開發的部分，如蔣中正的內心世界、政治

Shek」為對象，介紹這些西方報刊對於蔣

與外交相關議題、從情報資訊重新檢視歷史

中正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篇名的報刊中出現

解釋以及關鍵的 1949 年研究，最後在附錄

時，背後所彰顯的意義。最後並以 2000 年

的部分，附上了執行計畫期間所調查關於國

至 2009 年為斷限，分析討論有關蔣中正之

內以往研究蔣中正之相關專著、期刊論文、

英文研究成果，試圖從中觀察西方人眼中蔣

會議論文以及碩博士生學位論文等資料（註

中正研究的進展與趨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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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日記》部分為此研究計畫案中

海外調查部分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較為特殊的地方，係因自 2006 年 3 月 31 日

所黃克武研究員為計畫主持人，史丹佛大

開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

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員、國立暨南國際

開蔣氏家屬在該所寄存的《蔣中正日記》

大學歷史學系王良卿教授與國立政治大學

1917 年至 1931 年部分，往後三年逐年開放，

歷史學系戴振豐博士為特約撰稿，著重調查

2007 年 開 放 1932 年 至 1945 年 部 分，2008

當前海外蔣中正相關資料的典藏情況，並蒐

年 開 放 1946 年 至 1955 年 部 分，2009 年 開

集海外與蔣中正相關之研究成果為主，但因

放最後 1956 年至 1972 年間全部的日記內

計畫執行時間與人員等因素，故只以美國與

容，故至此計畫執行當年，《蔣中正日記》

日本兩地為撰述重點。美國地區部分，由林

正好全部開放完畢，又因《蔣中正日記》為

孝庭研究員主筆，介紹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

近年來所新開放之史料中，十分具有重要性

所所藏有關蔣中正及蔣宋美齡之資料概況，

與話題討論性，因此特將《蔣中正日記》列

並附上該所與蔣中正相關之檔案史料目錄

為該年計畫之一部分，除介紹日記本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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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利用日記內容所撰寫之專題研究成果，

1949 年之後的蔣中正與民國史研究，加強

納入該子計畫之中。《蔣中正日記》部分由

蔣中正在臺時期的部分，故有了 2010 年「遷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林桶法教授為計畫主持

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之研究計

人，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國立政治大學歷

畫案誕生。

史學系劉維開教授為特約撰稿，該計畫中，

與 2009 年所執行的調查研究案不同的

由劉維開教授負責《蔣中正日記》內容介紹

是，2010 年及往後每年的研究計畫案，則

之主筆，說明日記的保存與開放過程，並將

是以蔣中正為主的各種專題性研究，如軍

另外兩份與蔣中正相關之重要史料─《事

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教育等

略稿本》與《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與

領域，並從不同的時期進行討論。2010 年

《蔣中正日記》作一比較討論；另有三篇關

則先以遷臺初期 1949 年至 1952 年為主要研

於利用日記所撰述之專題研究，分別為〈蔣

究斷限，並委託黃克武研究員為計畫主持

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蔣中正三次下野與

人，由 11 位國內研究民國史之專家學者與

再起〉，由呂芳上館長主筆，〈蔣中正日記

研究生為特約撰稿，分以四大主題（政務、

與民國史研究：蔣中正在 1949 年關鍵的選

外交、黨務、軍事）的方式進行研究。

擇〉，由呂芳上館長與林桶法教授共同執

政務類部分，以三篇討論關於教育改

筆，〈蔣中正的閱讀與教養〉，由林桶法教

造、學術政策、人事布局的論文所組成，分

授所執筆。

別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管美蓉研究員與當

以上為介紹該年所執行的三個子計畫，

時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

雖然分為三個子計畫進行，但統合言之，雙

究王文隆博士合撰之〈蔣中正與遷臺初期的

方在先前討論與執行默契上，皆認為應先以

教育改造（1949-1952）─以「課程標準」

調查蔣中正相關資料概況，掌握最新的研究

與「大學聯考」為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態勢為主，方能有助於往後各種關於蔣中正

黃麗安博士之〈蔣中正抵臺初期的學術政

專題研究計畫的推動。

策－以中研院為考察中心（1949-1957）〉、
以及陳進金教授之〈蔣中正遷臺初期的人事

2. 2010 年「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
鑒於在 2009 年與史學界合作研究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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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以省主席的遞嬗為中心〉三篇文章所
組成。

好默契及成果，中正紀念堂在隔年開始，亦

外交類部分，以兩篇討論關於中日和約

繼續編列相關之研究經費，支持與史學界之

與遷臺初期外交的論文為主，分別是劉維開

共同研究，期望能更加厚實蔣中正與民國史

教授之〈蔣中正與中日和約〉以及已故的國

之研究，並如同先前所提到，期望推動跨越

史館王正華纂修之〈蔣中正對中華民國遷臺

第三期

初期的外交肆應（1949-1951）〉兩篇文章

海峽分治的格局。前揭情況，允為此階段臺

所組成。

灣歷史的特色（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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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務類部分，以兩篇討論遷臺初期黨務
改造及派系問題的論文組成，分別是輔仁大
學任育德兼任助理教授之〈蔣中正對國民的

3. 2011 年「蔣中正總統與中華民國的發展－
1950 年代的臺灣 I」

省思與改造（1949-1952）：以黨務及領導

2011 年的研究計畫案，是中正紀念堂

權威為例〉及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林婉

第三度與史學界共同合作的研究計畫，根據

平碩士之〈蔣中正遷臺初期對國民黨派系問

前兩年之執行成果與相關討論意見，認為往

題的檢討與整頓─以 CC 系為中心〉兩篇

後可持續以蔣中正在臺之不同年代為研究

文章所組成。

斷限，每個年代以二至三年的時間為研究期

軍事類部分，則以三篇討論防空規劃、

程，約以十年為限，希望能藉由每年不同之

臺美軍事安全與軍事整備的論文組成，分

專題性研究，讓蔣中正的各項相關專題研究

別是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李君山教授之

能夠更加地全面與深化，故從 2011 年開始

〈 蔣 中 正 與 遷 臺 初 期 之 防 空 規 劃（1949-

的研究計畫，則以 1950 年代為始，同樣以

1952）〉、林孝庭研究員之〈私人化的國家

四大主題（政治類、教育類、經濟類、社會

政策：蔣中正、查理柯克與 1949-1952 年間

文化類）為研究分類，委託黃克武研究員為

的臺美軍事與安全關係〉、國立中正大學歷

計畫主持人。

史學系楊維真教授之〈蔣中正與來臺初期的
軍事整備（1949-1952）〉三篇文章為主。

政治類部分，以四篇討論關於蔣中正
與陳誠在遷臺初期的關係、1950 年代的軍

綜上所述，蔣中正遷臺初期，「軍事反

事整頓、軍民防組織、以及蔣中正對當時

攻」是最重要的政策。國軍的積極整頓、秣

西藏事件的看法及運作所組成，分別是劉

馬厲兵，固然是應付眼前中共大舉進犯的威

維開教授之〈遷臺初期的蔣陳關係（1950-

脅，而蔣亦未放棄將來尋機重入中國大陸的

1954）〉、林桶法教授之〈重起爐灶的落實

可能性。即便是在教育方面的國策，蔣也抱

─ 1950 年代蔣中正在臺的軍事整頓〉、

持著「收復匪區時期，第一要緊的設施，就

李君山教授之〈蔣中正與遷臺後的軍民防

是教育」之態度。在面對外交上的困境，以

組織（1949-1958）〉、吳淑鳳簡任協修之

及國際間對「臺灣地位」的質疑時，心中更

〈蔣中正對西藏事件的看法與運作（1959-

不免盼望有朝一日藉「反攻大陸」來「洗刷

1960）〉四篇文章為主。

恥辱」。然而，蔣並未在軍事上採取盲動冒

教育類部分，以兩篇討論 1950 年代臺

進，反而是在冷戰氛圍中力持審慎，確保了

灣教育與科學政策的論文為主，分別是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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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與王文隆合撰之〈蔣中正與 1950 年代臺

性。

灣教育〉、黃麗安之〈1950 年代蔣中正發
展科學之政策研究〉兩篇文章所組成。
經濟類部分，則以討論遷臺後的土地改

1950 年代的臺灣Ⅱ」

革為主，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蘇聖雄

至於 2012 年的研究計畫案，目前雖尚

博士生所撰之〈蔣中正與臺灣土地改革初探

屬執行階段（註 3），但根據先前所訂之執行

（1949-1956）〉為此部分之專論。

原則與方向，今年之研究計畫案以黃克武所

社會文化類部分，由三篇關於反共抗俄

長為計畫主持人，仍繼續以 1950 年代為研

思想、反共文學、政治文宣漫畫下的共產

究斷限，但在主題分類上，與前一年則有所

中國形象文章所組成，分別是黃克武所長與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趙席 夐 博士生所合

不同，預計以三大主題（政治、軍事、外
交）為主，討論蔣中正在臺復行視事後，關

撰之〈蔣中正反共抗俄思想的形成（1949-

於這三大主題內容的一些決策與問題，以了

1956）〉、楊維真教授之〈蔣中正與 1950

解蔣氏在遷臺後的十年作為，是否為未來臺

年代臺灣「反共文學」的發展〉、以及國史

灣六十年甚至往後的發展，產生了奠基性的

館張世瑛協修之〈1950 年代臺灣政治文宣

作用。

反映下的共產中國形象—以漫畫為例〉三篇
文章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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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蔣中正總統與中華民國的發展－

政治類部分，為討論關於毛邦初事件、
當年省府疏遷至中興新村、蔣氏構想的身體

該年計畫研究結果顯示，蔣中正的統

政治以及 1950 年代的臺灣民主發展四篇文

治，在臺灣的歷史發展脈絡中，不管是正面

章所組成，分別是劉維開教授之〈蔣中正

推進抑或負面損耗，都已融入臺灣社會的形

對毛邦初事件之處理〉、李君山教授之〈蔣

塑過程中。自 2006 年後陸續開放的《蔣中

中 正 與 省 府 疏 遷 中 興 新 村 之 決 策（1954-

正日記》，掀起了蔣中正個人研究的熱潮，

1958）〉、中原大學通識中心歷史組皮國

現今風向已漸轉向蔣氏在臺時期的統治歷

立教授之〈「育」與「規訓」的政治化身

程。近年內，國內外舉辦了多場蔣中正研究

體─以 50 年代蔣中正的言論為中心之研

的國際學術會議，也陸續有學者發表遷臺後

究〉、蘇聖雄博士生之〈蔣中正與遷臺初期

之相關議題。這年的研究計畫即在此基礎之

之立法院─以電力加價案為核心的討論〉

上，提出更加多元的研究議題，希望為學界

四篇文章所組成。

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的思考火花。讓蔣中正

軍事類部分，則由四篇關於劉自然事件

研究不只是一個體研究，他與二十世紀中

與中美關係、特種作戰部隊的政治作戰、

國、臺灣的歷史脈動有著不可分割的整體

1950 年代的軍事反攻計畫、以及韓戰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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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士的來臺等論文，分別是林桶法教授之
〈劉自然案與 1950 年代的中美關係〉、國
史館蕭李居助修之〈蔣中正與敵後宣傳─
以特種作戰部隊政治作戰為例〉、輔仁大學
通識中心陳鴻獻教授之〈1950 年代初期蔣
中正的軍事反攻計畫〉、國史館周琇環協修
之〈蔣中正與韓戰反共義士的來臺〉所組
成。
外交類部分，以三篇關於反攻大陸、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1950 年代

會議發表（圖片提供╱中正紀念堂）

蔣氏與顧維鈞關係之論文所組成，分別為林
孝庭之〈從臺、美檔案看冷戰初期「敵後反
攻」的實與虛（1950-1954）〉、王文隆之
〈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
以及趙席 夐 之〈1950 年代的蔣中正與顧維
鈞〉。

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與研究成
果出版
中正紀念堂在第二年執行研究計畫時，

《遷臺初期的蔣中正》一書封面（圖片提供╱中
正紀念堂）

在與研究計畫成員及相關專家學者的討論
之下，認為除了研究計畫案的推動之外，也

紀念日的前夕，根據該年的研究計畫內容，

應將每年的研究成果公開給學界及有興趣

舉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而此活動遂成為

的一般社會大眾分享，故在 2010 年 10 月

中正紀念堂年度重要活動的一環。

30 日蔣公誕辰紀念日的前夕，與國史館跟

而關於研究計畫的成果展現，中正紀念

中國近代史學會共同舉辦了第一次的「蔣中

堂推行了蔣中正研究系列叢書的計畫，每年

正研究學術論壇」，邀請該年度研究計畫案

編列相關預算，將研究成果陸續出版成系列

之各篇撰稿人員，發表當年之計畫案之研究

叢書，在 2011 年底，第一本《遷臺初期的

內容。爾後每年，中正紀念堂亦在蔣公誕辰

蔣中正》正式出版，目前 2009 年的三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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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概 況
計畫研究成果以及 2011 年的研究成果正進

史的研究，實有助於這些領域在研究內容與

入編輯作業中，預計在今年年底付梓。

研究地位上的提升。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1 年，中正紀

但從這幾年的計畫執行來看，亦可看出

念堂也隨著蔣中正系列叢書的出版，開始推

一些值得討論與作為未來借鏡的問題。第

動關於蔣中正研究的獎助出版，讓學界或是

一，在研究主題方面，大致偏重於政黨政

民間研究蔣中正相關議題的專題性專著，能

治、軍事、外交、教育等相關問題，雖然這

夠經由專業的審查委員經審查機制後，由中

樣的設計可維繫與帶動近年來較少人研究

正紀念堂獎助出版。除了補助研究專書出版

的議題，立意甚佳，但在其他方面的研究議

外，也尚有鼓勵研究生從事蔣中正相關研究

題，如社會文化、科技經濟、思想、醫療等

之培育獎學金，讓碩博士研究生能在撰寫論

方面，亦可逐漸加入，如此更可全面性的了

文期間申請。

解當時的臺灣。
第二，在研究成員組成方面，目前為第

結語

四度的合作計畫，從第一年的研究成員至
第四年的研究成員組成上可以看出，逐漸有

這幾年關於蔣中正以及民國史的研究，

年輕一代的新研究者加入研究團隊，讓整個

隨著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以及中華民國建國

研究團隊成員，從目前已在學界相當活躍且

百年等節慶，以及新的檔案史料開放之因，

具有豐厚研究成果的學者到剛完成養成教

在學界或是民間大眾之間，都有漸趨討論熱

育的博士甚至是正在培育當中的碩博士生，

絡的情況，當然，除了為符合這些特殊的慶

都有機會參與這樣的研究計畫，形成一種傳

典所作之慶典史學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

承與延續的風氣。且研究人員的出身背景，

藉由這樣的活動，帶動相關的研究氛圍，讓

也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如中央研究院、國

更多的研究者繼續投入研究。

史館、各大學機構甚至是國外的研究單位，

由中正紀念堂這幾年來所推動與史學界

這可讓整個研究風氣具有不拘於一格的多

合作的研究計畫案，可以看出，中正紀念堂

元化呈現。且在這樣的研究計畫模式運作

有計畫性地推動 1949 年以後的研究計畫委

中，藉由許多不同單位的研究人員參與及共

託案，一方面目的在於強化與拓展本身單位

同研討之下，達到一種整合性計畫的效果，

的業務多元性，將過去較少碰觸到的研究領

未來亦可以此為基礎，形成一種「委託研究

域，逐漸地厚實與耕耘其內容及開拓新的研

案－號召個體研究者－成立研究群」的集體

究領域。另一方面，強化與史學界之聯繫，

研究模式。

或是鼓勵研究者從事蔣中正相關或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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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研究期程方面，研究計畫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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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年為期，每年推動一個新的研究計畫，

展民國史研究的學術或是研究單位，近年來

雖說中正紀念堂方面已有長期推動的想法，

似乎有逐漸消退之感，在與對岸中國大陸或

不過礙於行政機關的規範，只得以年為單位

是其他國外學界相比，臺灣對於民國史研究

的運作。但是這樣的方式，是否讓一個適合

的投注程度已經逐漸無法與外界相提而論，

長時間研究的議題，在只有一年的研究期限

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正紀念堂如此大力

內，規劃出一個較全面性的研究面貌，這是

的挹注與持續推動相關的研究計畫，著實令

值得商榷的。

人有注入一劑強心針的鼓舞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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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套句國史館呂芳上館長曾說
過的一句話：「對於民國史而言，現在是
一個最好的研究時機，但也是一個最不好的
研究時機」，好的是，臺灣現在的政治社會
環境相當自由開放，對於學術研究而言不再
受到過去的政治束縛，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時
機，且相當多的檔案史料逐漸開放，對於民
國史研究者而言更是一大福音，如同中正
紀念堂近年來所推動的研究計畫，以跨越
1949 年後蔣中正與臺灣的相關研究，就是

【註釋】
1. 關於附錄所附之蔣中正相關研究，本計畫為避
免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主持
之蔣介石研究群所編輯出版之《蔣中正先生研
究 資 料 目 錄（1980-2000）》 重 複， 故 只 收 錄
2000 年至計畫執行該年部分。
2. 黃克武主編，《遷臺初期的蔣中正》（臺北：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0 年），頁 526。
3. 2012 年之研究計畫案，在本文撰寫期間仍屬執
行階段，故目前各研究人員所提之研究議題，
與最後結案時之定稿，或有出入。

在前述的背景基礎上，才有可能推動的研究
計畫。
但不好的是，現在投入民國史研究的
人，似乎有越來越少的趨勢，且一些過去發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