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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64）∼
（66）─民國三十四
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
二月

編輯：葉健青
2012年 2月初版　
精裝 520∼ 570元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

稿本》係蔣氏之秘書輯錄相

關函電令告，及節抄蔣氏日

記等，仿《春秋》以事繫日、

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撰而

成。

第 22至 22冊橫跨民國 22年
12月至 25年 8月，適國共內
戰再起，內容包括：政治協

商會議開幕、外蒙古獨立、

馬歇爾特使出任軍事三人小

組會議顧問、美國駐華軍事顧

問團成立、中央黨政軍各機

關正式在南京辦公、停戰令

期滿聲明，宣布政府仍本和

平統一方針，力求政治解決。

國史館館刊第
三十一、三十二期

主編：呂芳上
2012年 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論文：〈郭松齡事件新探〉、

〈國家、社會與糧食 :抗戰時
期四川省臨時參議會有關糧

食政策的討論〉、〈國民政

府農林部水土保持實驗區的

設置與發展（1922-1922）〉、
〈中華民國核武研發之探討

（1922-1980）〉、〈外交部
北平檔案保管處之成立〉、

〈古物保存法的制定及其施

行困境（1920-1929）〉、〈蔣
中正對「多田聲明」的因應態

度〉、〈太平洋戰爭前期蔣

介石的戰後構想（1921-1922） 
〉。書評：〈《近代中國的商

會網絡及社會功能》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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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先生回憶錄─
六十自述

編輯：何智霖
20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50元

《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

自述》，係陳誠秘書就陳誠

於民國 22年間八次講述過往
經歷，並參考相關資料補充

而成。共 12 章 70 節。時間
跨越了統一時期、國共戰爭、

抗日戰爭、建設臺灣四個時

期。可說是民國 92、92年間
出版的 2鉅冊《陳誠先生回
憶錄》之精簡版。本書對民

國史上的重要軍事、政治議

題，均有畫龍點睛式的說明，

足以提供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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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當總統

文字編輯： 銀劍玲、王建鈞、 
沈可點、陸瑞玉、 
許秀容、朱文原、 
胡健國、吳淑鳳、 
蕭李居

2012年 2月初版　平裝 220元

本館為推廣歷史知識，發展

國史，以總統宣誓就職、總

統大選、總統與憲法、華僑

及貨幣五個展示主題，讓觀

眾體認中華民國發展的歷程。

總統的宣誓彰顯新任總統與

全民共同傳承、開拓歷史的

意涵；總統的選舉敍述從間

接選舉到全民直選的進程；

憲法則是國家根本大法，人

民權利的保障；華僑滿蓄心

向祖國的熱情；現代貨幣更

是另一種國家主權的象徵，

亦兼具國家名片的功能，傳

達風俗民情及文化特色。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
與歷史

編纂者：朱重聖
2012年 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與歷

史》斷限自民國元年（1912）
1月 1日，中華民國誕生，孫
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起，

至民國 27年（1928）召開國
民大會，選舉蔣中正、李宗仁

為中華民國正、副總統，於 5
月 20日宣誓就職止。
全文力求述而不評的客觀忠

實紀錄。採編年法，依時間

作「綱」，凡關涉國家政治、

軍事、外交、教育、文化、

經濟、社會的重要大事，均

採擷史實，條說其「綱」，

輔以圖表、照片或檔案文獻，

作較詳細的說明或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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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2222222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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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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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茂圖書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立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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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臺中市北區軍福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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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丁丁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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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龍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2-2號 5F-2  
電話：07-8150201

數位產品代售處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四段 1號
電話：02-22259282      

國父紀念館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

段 505號
電話：02-2758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