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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王正華
張世瑛 國
 史館協修

王正華纂修於國史館研究室

一、王正華纂修學經歷簡述
王正華纂修（1954-2011 年），家學淵
源、幼承庭訓，自臺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畢
業後，進入政治大學歷史系就讀，在歷史系
師長四年的薰陶栽培下，培養出對歷史學的
豐厚學養與濃厚興趣，並確定以史學研究為
終身奉獻之職志。自歷史系畢業後，先後考
上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該
校歷史研究所創設宗旨，即明確以發展中國
近現代史研究為目標，當時的政大歷史研究
所彙集國內民國史權威於一堂，正華女士在
蔣永敬教授、李雲漢教授及李定一教授等名
師的啟迪下，碩士論文以《國民政府之建立
與初期成就》為題，博士論文則為《南京時
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
這兩本以傳統政治史研究角度出發，深入剖
析從廣州到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組織建置
與重大發展，深獲學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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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華女士在碩士班畢業後，先至臺中逢

（一）關於國民政府的研究

甲大學共同科擔任講師一年，期間並出版

1986 年，正華女士的碩士論文《國民

《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一書，顯示

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由臺灣商務印書

正華女士除了傳統政治史的研究領域外，也

館出版，全書在架構安排上，分從「中山先

對民國時期中外關係與戰時外國對華軍援

生的建國理想」、「國民政府成立經過」、

著力甚深。1986 年考上公務人員史料編纂

「國民政府的組織及黨政關係」、「國民

類高考，隨即於 1987 年 10 月進入國史館服

政府的外交」、「國民政府的財政」、「國

務，歷任國史館薦任協修、簡任協修及纂修

民政府的軍事」、「廣西參加國民政府」及

等修纂職務。在國史館工作期間，長期任職

「北伐與國民政府北遷」，詳細闡釋國民政

於史事紀要組，前後編纂多本編年史體例的

府在廣州時期的成立經過、黨政關係、組織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工作之餘，持續耕

架構，以及外交、財政及軍事層面的發展與

耘學術研究，多次獲得國科會學術研究獎助

成就。該書大量利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豐

的肯定，出版學術專書 3 本、發表論文 30

富庋藏，如中國國民黨第一、二屆中央執行

餘篇及編纂史料專書 10 餘冊。

委員會及各部會的會議記錄等，並廣泛參考
國民黨內主要軍政人物的文集、回憶錄等及

二、王正華纂修的民國史研究
細數正華女士的治學歷程，大致可分為
三個研究領域，初期的研究取徑是源自於

重要二手研究成果。本書出版距今雖已超過
25 年，但由於奠基於紮實的史料基礎之上，
直到今天，仍是掌握廣州時期國民政府歷史
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籍。

碩、博士論文有關國民政府的組織研究，其

在完成碩士論文後，正華女士繼續深入

次是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史，特別是有關抗

拓展國民政府史的研究，以南京時期國民

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的主題，也將視野

政府的中央政制為博士論文議題，問題意識

擴及到政府遷臺後，中華民國與聯合國間折

的核心在探討戰前十年中央建置與權力結

衝尊俎的國際關係。第三個研究領域則是近

構的演變，透過國民政府委員會議與中國國

年來隨著民國人物日記與家書的大量出版，

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央常務會議的關係，

嫻熟民國史料的正華女士，也在個人的民國

剖析黨政權力的運作方式，並闡釋中央權力

史研究中，運用新的研究視野，廣泛利用日

結構及黨政領導階層的互動關係。本書結論

記等新材料，發表了多篇質量俱佳的學術論

認為南京十年中央政制經過三次重大變革，

文，以下分別擇要敘述。

第一階段是 1927 年 4 月至 1928 年 10 月，
基本上承續廣州體制，但不設主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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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務委員名義負責政務，蔣中正與胡漢

中正總統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國

民為領導核心。1928 年 2 月頒布南京時期

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等未能加以利用，但就

第一個「國民政府組織法」，恢復國民政府

論文問題意識的野心與廣度而言，實遠勝日

主席制，並設常務委員，此一階段係採取集

後的眾多研究。

體領導的方式。第二階段自 1928 年 10 月

近年來，正華女士因修纂工作之便，藉

至 1931 年 12 月，此時正式邁入訓政建設，

由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

依據胡漢民的擘畫，建立五院制中央政府，

國總統檔案」及「外交部檔案」，編輯出版

國民政府總攬全國治權，確立國府主席為國

多本《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並將

家元首的地位，也是國民政府最強勢的一個

研究焦點集中在 1955-1961 年外蒙入會案，

時期。第三階段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日戰爭爆

對於這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

發，1931 年 12 月「國民政府組織法」大幅

唯一一次動用否決權，堅決反對外蒙加入聯

修訂，在粵方強力主張下，國民政府主席為

合國的重大外交事件，深入描繪出冷戰架構

虛位元首，五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負責，開

下的國際環境，以及中美兩國的談判過程；

啟軍政分立的二元領導，1935 年 11 月汪兆

在 1961 年外蒙入會案的外交角力戰中，蔣

銘辭去行政院長職後，蔣中正以軍事委員會

中正始終秉持強硬立場，甚至不惜犧牲中國

委員長兼行政院長，中央權力結構又走上軍

代表權，經過美國的強力勸阻，中華民國在

政合一之途，強固領導中心，以對抗日本的

顧及美國領導地位的理由下讓步，換取美國

侵略。

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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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1961 年聯合國
（二）中外關係史的耕耘
1987 年正華女士出版《抗戰時期外國

第 16 屆常會中國代表權以重要問題案順利
通過，取代過去的緩議案，確保中華民國在

對華軍事援助》，近年來抗戰時期中外軍事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直至 1971 年。然而，外

合作的論著推陳出新、佳作不斷，這本舊作

蒙案最後的妥協與退讓，對中華民國外交政

仍稱得上是此一議題的開山之作。（註 1）在

策的影響與餘緒，不是趨向更彈性的作法，

章節安排上，分別就德國、蘇聯、英國、法

而是走上更保守的路線。

國及美國五國對戰時中國的軍事援助，從軍
火供應、軍事顧問派遣、軍隊裝備與訓練、
軍事合作計畫的推展及貸款交涉等層面詳

（三）民國史研究的新材料：家書與民國史
研究

加闡釋。本書雖然受限於當時檔案史料開放

長期以來，正華女士的研究關懷始終縈

程度的不足，許多重要史料如國史館藏「蔣

繞在傳統政治史的範疇，尤其著力於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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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高層的組織與人事運作，發表多篇南京

華東地區學者參訪團的座談後，中午返回辦

政府期間蔣中正與馮玉祥等黨政要員的權

公室休息，由於修纂同仁誤認其下午請假，

力互動關係，也對此一時期國民黨所設立的

未能及時察覺異常，正華女士因長期勞累過

一些臨時性的特殊組織，例如國防委員會的

度，心肌梗塞驟逝於辦公室內，她的突然離

權力架構與組織精神，提出精闢的見解。近

去對相處超過數十年的老同仁來說，都是無

年來，原本屬於個人私領域的日記及書信材

法接受的打擊與噩耗，所有同仁滿懷著萬般

料，成為學術界重建史實輪廓的重要史料來

地不捨與心疼。這年正好是正華女士來館服

源，舉凡胡適日記或引起極大關注的蔣中正

務的第二十五個年頭，正要邁向下一個階段

日記，都成為引領學術議題的新顯學。正華

時，卻突然停格，在最意外的情況下停下腳

女士因個人家世之故，運用私藏近 70 年，

步。

600 餘封的家信與日記，以抗戰時期江蘇江

正華女士最熱愛的興趣與志業，除了學

陰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來往的書信與日

術研究外，其實頗有傳統中國文人的雅趣

記，詳細勾勒出抗日戰爭對於一般老百姓的

與品味，喜歡的活動莫過於名川大山旅遊與

影響與衝擊，長達八年的戰爭，超過一億人

傳統藝術欣賞，在館內每年所舉辦的同仁自

的流離失所，許多家庭都面臨成員星散淪陷

強旅遊活動中，許多同仁都記得某次自強活

區與大後方的處境，絕大多數庶民百姓如何

動時，當領隊在點人數時，有人在問：「正

在戰爭中謀生與自處？對於政府及社會的

華有沒有來時？」突然有人冒出一句：「王

觀感變化？戰後復員與重建又對淪陷區民

正華怎麼可能不來！」正華女士熱愛瀏覽名

眾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些議題都是以往

山勝景，風土人情，長久下來，胸中自有丘

偏重上層黨政軍史所難以兼顧的層面，透過

壑，雖然常聽其感慨時間不夠，如今卸下重

這批家書與日記，正華女士跳脫出政治史的

擔，終於可以海闊天空，自由自在。而工作

脈絡，呼應近年來從西方學界所興起的底層

與研究之餘，正華女士也深入涉獵傳統中國

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研究趨勢，也為傳統政

地方戲曲的歷史脈絡與表演精髓，常與三五

治史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

同道至交欣賞戲曲演出，舉凡兩廳院、國軍
文藝中心、新舞臺等表演場地，只要有傳統

三、永恆的懷念與追思

戲曲，特別是崑曲與國劇的戲碼，都可看到
正華女士不輸年輕追星族熱情的身影。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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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28 日，正華女士一如往常

華女士給好友同事們的印象，數十年如一

地到辦公室工作，當天適逢酷暑，高溫達

日，不伎不求、與世無爭。二十五年來，都

36.5 度，上午正華女士代表修纂處參與大陸

待在同樣的一間辦公室，始終安之如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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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過要換一間大一點的辦公室，這也印證

成績，大家有目共睹，也將永遠是修纂同仁

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

心目中的典範。正華，再見了，這兩字是每

則靈。」

天最常說的話，卻是此時同事們最不想說的

正華女士離去的那天，辦公桌上仍擺滿

話，不是不願，而是萬般不捨。我們會永遠

了資料、電腦也還沒關，信箱是開著的，最

記得，那每天走過中生橋、傳賢橋，到只有

在意的論文還沒寫完。大伙不禁茫然，半日

國史館同仁能懂的好漢坡的身影，那略嫌吃

之別，天天見面的同事竟去了另一個世界，

力、卻又不急不徐的步伐，修纂處最專注於

人生如朝露、又似晚霞，直到現在，還是沒

學術、最執著於夢想的人不在了、國史館的

有人敢相信，向來對有情天地、萬事萬物、

一景消失了，我們的心也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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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腸掛肚、拖泥帶水的正華女士，竟在最不
需要展現果斷的時刻，揮揮衣袖，果斷地就
此撒手，這實在不是她的風格。
數十年來，正華女士始終堅持國史編纂

【註釋】
1. 最新的代表作品是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

與學術研究的寂寞道路，其長久的努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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