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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
彙編

編輯： 吳淑鳳、許瑞浩、張世瑛、
蕭李居等

2333年 2月∼ 32月
書籍每冊 533元
電子書每片 253元

本套書係以《戴笠史料》與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為

主，並輔以《蔣中正總統文

物》彙編而成。由於採錄檔案

主要來自與戴笠相關之史料，

遂以《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

編》為名，分別蒐錄有關「軍

情戰報」、「經濟作戰」、「忠

義救國軍」、「中美合作所

的成立」與「中美合作所的

業務」(電子書 )及「軍統局
隸屬機構」(電子書 )等議題，
整編相關文件出版。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48)∼ (62)
編輯： 高素蘭、周美華、葉惠芬、

王正華
2333年 2月∼ 32月初版
精裝 533∼ 653元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

本》係蔣氏之秘書參閱相關

函電令告，及節抄蔣氏日記，

以仿《春秋》以事繫日，以

月繫年編撰而成。

2333年共出版第 32冊至第
62冊，時間橫跨民國 33年 3
月至 33年 2月，適為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至日本戰敗投降

期間，內容包含中美英俄荷

等國聯合宣言、中國戰區的

軍事指令、政經措施、蔣中

正的重要訓講、中共問題，

與同盟國的戰略、人事調度、

物資運用等問題的協商會談，

以及指示對俄與對英外交方

針、簽訂平等新約、緬甸作

戰、史迪威事件、開羅會議、

雅爾達協定以及日本投降等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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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五記

編輯：黃自進、潘光哲
2333年 32月初版
平裝全套 3,633元
書盒另加 333元

《蔣中正總統五記》，出自

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

案》。係蔣的秘書仿類抄體

例，就蔣日記，以編年體方

式，分類摘抄而成。起迄年

代，自清光緒十（3223）年
至民國 32（3233）年。因摘
抄自蔣日記，故其史料價值極

高。國史館以精編精印方式，

分裝成 6冊出版。本套書內容
包括困勉記、省克記、學記、

愛記、游記等 5種。困勉記
記錄蔣在艱難中勉力奮鬥的

事跡，省克記記錄蔣的自我

反省和克己修身，學記記錄

蔣的讀書心得，愛記記錄蔣

的人際關係，游記記錄蔣的

游歷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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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
傳記史料彙編第 36
輯

主編：胡健國
2333年 2月初版  
平裝 323元

本書輯錄民國以來革命勳賢，

北伐、勦共、抗戰、戡亂殉國

忠烈，民間節義之士，以及

對國事卓有貢獻或影響人物

之行狀、行述、行誼、事略、

家傳、傳略、自述、墓誌銘、

神道碑等，彙編整理，刊印

而成。非僅可供國史采擷，

亦足以啟迪後進。

國史館館刊－第
二十七期∼第三十期

主編：呂芳上
出版年月： 民國 333年 3月∼

32月
定價：平 233元

論文包括：「兩廣事變」中

蔣中正對兩廣的和戰態度、

盟軍總部與中日漁權爭議

（3235-3252）、 謝 額 在 台
灣政壇的崛起與退出（3236-
3232）、接運韓戰反共義士
來臺之研究（3253-3253）、
蔣中正對 3233年夏季國際危
機的因應、崩潰年代 :3232
等篇。書評包括：評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 o u n d a t i o n s  o f  C h i n e s 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評介任育德著〈向下紮根 :中
國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政治的

發展（3232-3263）〉、評介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

從下野到復行視事》等篇。

從一線一星到警政署
長－盧毓鈞先生訪
談錄

訪問：張瑞德、曹忻　　
紀錄、整理：曹忻
2333年 6月　
精裝 323元

盧毓鈞早歲隨政府遷臺，旋

即考入警察學校，卒業後至

基層派出所服務，展開其逾

33年警察生涯，最終成為中
華民國警界最高負責人。且

先生在臺灣由威權走向民主

之過程參與其間，對警界歷經

軍人主導而至專業領政更是

身歷其境，感受尤深。如欲

了解政府撤守臺灣後 63年間
警政之興替得失與社會變遷，

本書實為重要史料之一。

大風將軍－郭宗清
先生訪談錄

訪問：許瑞浩、陳世宏　
記錄：許瑞浩、周維朋
2333年 2月初版
2333年 33月二版
精裝每套 633元

本書係郭宗清上將的口述訪

談紀錄。內容包括早年成長經

歷、殖民與戰時的生活經驗、

對戰後初期的回憶、從大陸

至臺灣的海軍官校求學生涯，

以及歷任軍、政、外交要職

任內的重要事蹟。郭將軍是

戰後海軍官校首位臺籍學生，

畢生奉獻軍旅、保疆衛國，

由基層軍官一路晉升成為首

位臺籍海軍上將，並在外交

及體育各方面發揮長才、貢

獻卓著。其精采的一生見證

了時代變遷和臺籍人士奮鬥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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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
（二）

訪問：卓遵宏、侯坤宏、闞正宗
2333年 33月　
精 353元 

本書收錄卓遵宏、侯坤宏、

闞正宗等對當代臺灣佛教人

物所做的口述訪談稿 33篇。
全書分比丘、比丘尼、居士

三篇，比丘篇訪問對象有：

悟明、戒德、淨海、三力、

明證等法師；比丘尼編包括：

慧理、明聖兩位法師；居士編

則有對朱斐、張忠江、杜正民

三位居士的訪問。本書所訪

之各法師、居士，在當代臺

灣佛教發展史上，均具有一

定的地位與貢獻，其事蹟宜

留存今後參考與借鏡。我們

相信：集合更多的訪問對象，

當有助於吾人了解當代臺灣

佛教之內涵與特質。

固園黃家－黃天橫
先生訪談錄

訪問紀錄：陳美蓉、何鳳嬌
2332年 5月初版
2333年 3月二版
精裝 353元

本書訪問黃天橫先生，追索其

家族淵源、固園的歷史與人際

交誼、黃天橫的教育與親族網

絡、二戰前後的黃家與相關史

事、黃天橫在文獻會的活動、

交誼與其書畫的收藏，並述

及其在台日交流促上的活動。

獅吼－《雄獅美
術》發展史口述訪談

編著：陳曼華
2333年 32月初版
2333年 2月二版
平裝 333元

《雄獅美術》創刊於 3223年
3月，當時臺灣被認為是文化
沙漠，不僅藝術活動與訊息

罕見，蕭條的經濟與保守的

言論氣氛更使文化發展雪上

加霜。然而嚴苛的條件都沒

能阻撓這份刊物的抽芽與綻

放，以勇氣與堅持走過 25個
年頭，成為臺灣第一份長跑

型的專業當代藝術雜誌。在

那段時間旅程中，究竟留下

了什麼？又滋長了什麼？本

書收錄 2位影響雄獅的關鍵
人物口述訪談。他們以誠摯

的情感，說出在不同年代裡，

與雄獅交會的故事及他們自

身與時代交會的故事。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

訪錄：賴暋　　
編輯：何智霖
2333年 33月再版
精裝每套 633元
平裝每套 533元

賴名湯將軍，民國 32年隨政
府遷台後，歷任空軍總部情

報署長、國防部第二廳廳長、

參謀次長、副參謀總長、聯勤

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參謀

總長等要職；其間曾多次銜命

穿梭訪問數十國家，襄助中樞

增進實質外交關係。其訪談

錄內容，詳述我國軍自對日

抗戰以來，尤其是在復興基

地台澎金馬艱辛建軍之歷程，

以及其從事各項重要軍事外

交之實況，從中可窺知國際

情勢之變化，與國家處境逆

轉之原委，頗具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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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議會會史

編撰： 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
謝嘉梁、王順節、李巧雯

2333年 5月初版
平裝 335元

本書從 3236年 5月臺灣省參
議會的成立開始談起，往上

追溯到日治時期臺灣人對臺

灣自治的努力。本書不僅展

現了臺灣地方自治最高層級

的省民意機關發展史，還說

明省議會即使轉型了，臺灣

省諮議會亦充分發揮諮議功

能，不僅完整保存議政史料，

更將其數位資訊化，並同時積

極地將史料轉化為國家歷史，

最後才能完成此部機關志，

完整地呈現戰後臺灣省議會

從無到有，從民意機關到轉

型行政機關的過程。

前進朝鮮－與北韓
交流二十年

著者：林秋山
2333年 33月初版
精裝 223元

本書共分五大部分，前言包括

韓國的分裂與韓戰的背景及

影響；認識朝鮮：包括朝鮮

的憲政體制、政府成立經過、

政治理念、勞動黨的由來、

金日成與金正日體制的特徵；

兩韓關係對我國的影響：包括

南韓國土統一院及北韓統一

政策的影響；作者參與朝鮮交

流經過，包括應邀訪問北韓、

促成雙方政府會談、比現代

集團遊金剛山更早的開發案、

協商經貿合作、我國農畜產專

家提供援助、朝鮮希望我國

投資案分析、我國援助順安

農場成果、雙邊關係的建立、

化解低放射性核廢料運往北

韓處置糾紛等內容。最後以

23年來與朝鮮接觸所獲得的
一些心得為總結。

一九五○年代臺灣學
生軍訓之研究

著者：李泰翰
2333年 6月初版
精裝 333元

我們為何要上軍訓課？學生

軍訓為何會成為臺灣教育的

一部分？本書從 3253年代學
生軍訓如何與救國團的結合

與分離，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書中將究明學生軍訓在臺灣

實施時，過去政府在中國大陸

舉辦學生軍訓的經驗、政府

遷臺後軍方的後備兵員制度

與國民黨的青年運動，以及

臺灣自日治以來學生求學形

態等是如何影響臺灣學生軍

訓的規劃與落實，本書認為，

戰後臺灣實施學生軍訓的意

義，實已非僅為過去政府於中

國大陸舉辦過學生軍訓的「恢

復」。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
業（1951-1965）
著者：彭琪庭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353元

過去關於戰後臺灣的外國資

本研究，焦點集中在美、日資

本，對同為臺灣最主要的民間

外國資本—華僑資本，討論則

相對不足。本文引用近幾年剛

開放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

以及僑務委員會和經濟部外

人及華僑投資審議委員會的

檔案，以紡織業所有外國資本

中，核准投資金額和件數最

高的香港僑資為例，嘗試理

解 3232年後華僑來臺投資的
背景因素、華僑如何在此陌

生的「祖國」進行投資活動、

以及僑資在臺灣戰後經濟於

進口替代時期扮演的角色，

希望藉此勾勒 3265年前外資
在臺活動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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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
國男性氣概的形塑
（1924-1945）
著者：王詩穎
2333年 2月初版　
精 233元

本書試從男性研究的視角，

以戰爭為主軸，重新探討戰

爭和男性之間的關係。不同

於以往的研究在此聚焦於男

性氣概所呈現的文化規範形

式以及制訂規範的社會機制。

透過本書可知，近代中國男性

氣概的形塑，事實上是透過國

家、知識分子、軍人自身以

及女性角色的多方建構歷程。

凸顯在各時期的圖文資料中，

皆強調以身體和精神作為改

造對象的努力。透過不同時

期的各種宣傳資料，瞭解戰

爭中男性氣概是如何被形塑，

配合了誰的期望，符合了誰

的利益。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
事業（1945-1972）
作者：劉芳瑜
2333年 2月初版　
精 353元

本文運用《國防部檔案》，

釐清二戰後海軍在左營、澎

湖進行沉船打撈的情形。海

軍採取軍民合作，借助人民力

量打撈沉船，藉此疏濬港口、

恢復交通，並利用打撈獲得

經費重建港口，提升國防軍事

能力。再聚焦於阿波丸此一

個案之探勘活動；觀察 3253
至 3223年代政府在兩岸局勢
及國際變化之下，對於探測

阿波丸態度的轉變。藉此比

較在區域性打撈和探測沉船

中海軍的角色；此外本文亦

論述打撈業引領其他行業影

響社會發展，並到東南亞各

地協助打撈，維持政府與他

國的友好關係。

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
英－ 1950年代的
農會改組

著者：黃仁姿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233元

本書以日治末至 3253年代間
的臺灣農會改組，分析改組

之前因後果，闡述國民黨政

權與臺灣社會及地方菁英的

相互關係，以瞭解國民黨統

治基礎的建立。3253年代後
國民黨積極介入農會運作，視

農會為組織動員及地方派系

合作的籌碼。對國民黨而言，

改組的重要意義在如何將農

業地方菁英納入國民黨的統

治體制中，因此對地方菁英

進行馴服、收編與向下滲透

臺灣社會相較，收編地方菁

英對國民黨統治的鞏固更具

有影響力。

「自由」的代價：中
華民國與香港調景嶺
難民營 (1950-1961)
著者：林芝諺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333元

3232年底，國共隔海對峙之
局形成，難民問題隨之浮出

檯面。為緩解這波難民潮，

港府成立了調景嶺難民營。

此後該營以「反共精神堡壘」

之封號聞名，並有「小臺灣」

之稱。甚且在政府的介入與宣

傳下，使該營成為 53年代備
受矚目的國際問題。本書以調

景嶺營為個案，探究 53年代
政府對難民政策的理想與實

踐，發現政府藉冷戰中美國主

導的反共心戰論述，以難民

議題進行反共宣傳，以此爭

取國際及海內外華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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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良伴：近代中國
的徵婚廣告（1912-
1949）
著者：陳湘涵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323元

本書以 3232 年至 3232 年中
國的徵婚廣告為主題，探究

調和媒妁與自由戀愛的擇偶

方法，如婚姻介紹所、廣告

徵婚、通信求婚等在近代中

國的出現與發展。本書使用

大量的徵婚廣告，以現代、

特殊形式的分類廣告，討論

舊有、傳統的婚姻主題，並

從中得出婚姻選擇的社會脈

絡與歷史特色。致使徵婚廣

告既成為舊式婚姻觀的載體，

也傳遞新式的婚姻理念，同

時並反映舊有的婚姻實踐。

1930年代國民政府
的造林事業：以華北
平原為個案研究

著者：侯嘉星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223元

3233年代國民政府大力推動
造林事業，當時森林被認為

能防災、經營致富，是建國

要務之一。統計顯示華北平

原許多人工林地為私人所有，

恰反映造林事業民眾的重要

角色。造林為利用土地進行

種植生產的產業，參與造林

可增加副業，獲得日常用材、

出售木材等經濟利益。造林、

經濟、環境三者乃相依互存的

關係，「防災致富」可說是

國民政府造林事業中心思想。

從 Basay到金雞
貂－臺灣原住民社
群關係之性質與變遷

著者：吳佳芸
2333年 2月初版　
精裝 333元

本書以北部濱海地區的原住

民社群關係為研究核心，從

「地域社群」概念出發，透過

歷時性的觀察視角，檢視十七

世紀至清代的 Basay部落，與
清代金雞貂三社，在經歷西

荷勢力與清代帝國體制，其社

群內部結構、對外關係之現

象及變遷。藉由文獻、考古

資料，剖析其所呈現在社經、

文化層面的延續性、相關性、

斷裂性，以及社群關係之結

構內涵所發生的作用。

國史館館訊第六期

主編：何鳳嬌
2333年 6月初版
平裝 233元

本刊為介紹國史館現階段重

要工作以及與本館業務相關

訊息之刊物，原名《國史館

館刊》，為符合一般機關的館

訊、會訊性質，編輯委員會

決議從本期開始，更名為《國

史館館訊》。

本期內容：

建國百年 創新修史—就任國
史館館長講詞

民國史事與人物策展經驗談

「我的 3232」口述座談會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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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銳於千載：辛亥
百年．建國一百年特
展

編著： 許育銘、陳立文、葉飛鴻 
高純淑、許秀容、陸瑞玉
林本原、銀劍玲、蘇芷萱
劉麗玲、王建鈞

2333年 33月初版 (中文版 ) 
平裝 333元
2333年 32月初版 (英文版 ) 
平裝 333元

武昌起義推翻數千年帝制，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

華民國」於焉誕生，開啟了

「百年銳於千載」的新時代。

百年間，隨著時代巨輪滾動，

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

衣、住、行，逐漸薈萃了中

華傳統與西方潮流，綻放出

新舊調和的鮮活樣貌；加上

多元族群風采的融合，表現

更是令人驚艷。百年後，回

眸流衍千年的語言、文字等

精神文明與物質活動，建構

特殊而豐富的文化面貌。

從遞信部到國史
館－建築的歷史

執行編輯：蘇芷萱
2333年 5月初版
平裝 323元

國史館現址建築為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辦

公廳舍，3223年興建完成，
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現為

市定古蹟，是臺灣建築史中由

歷史式樣走向現代主義建築

轉型期的代表。本館自 2332
年接管後，為使建物生命得

以延續，賦予舊建築新使命，

規劃本展覽介紹建物的歷史

及建築美學，將古蹟風采再

現於世人眼前，使民眾由參

觀展覽的過程，認識該建築

的價值，並了解文化資產保

存的重要性。

總統的禮品

編著： 王建鈞、蘇芷萱、洪千鶴、
胡斐穎、莊巧筑

2333年 32月初版
平裝 363元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歷任總統、

副總統在出訪友邦或下鄉、

接見國內外人士時，常會收

到賓客或友人精心準備的禮

物，這些禮品即為本館重要的

典藏來源。為此，本館特別

規劃了「總統的禮品」展區，

分為五大洲，藉由這些美術或

工藝品為國人介紹世界各地

不同的歷史文化與人文風情。

辛亥革命－民國歷
史主題桌上遊戲

編者：國史館采集處
2333年 33月　
定價 3,333元

3233年 33月 33日武昌起義
成功後，革命軍接連克復漢

口、漢陽，控制武漢三鎮；

而清廷也立即派兵南下鎮壓。

33月 32日陽夏戰役正式展
開，直至 32月 3日停火協議
成立為止。遊戲裡，玩家將

分別指揮革命軍與清軍兩大

陣營。革命軍的戰略目標為堅

守武漢三鎮，以待各省響應；

而清軍則是要在革命情勢蔓

延各省以前，鎮壓指標性的

武漢革命軍。雙方玩家須使

用手上的兵力展開軍事行動，

並隨著與戰局變化相關的歷

史事件作出對應，完成各自

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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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山林間－鹿野
忠雄 (紀錄片 )
編者： 葉飛鴻、天冷科技有限公

司
2333年 2月　
DVD 333元

鹿野忠雄是日治後期的在台

日籍人士中，相當著名的博

物學者，研究領域遍及臺灣

的山林、生物與原住民，成

就卓越。本片追尋他 23多年
前的足跡，前往雪山、蘭嶼

並遠赴日本取材，藉以讓後

人重新認識，這位傳奇的學

術探險家。

鼎革之際－辛亥革
命與中華民國的誕生
（紀錄片）

編者：葉飛鴻
2333年 33月　
DVD 333元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華民國

綿延不絕的動人歷史。本片

將闡述 3233 至 3232 年間，
武昌起義、南北議和、臨時

政府成立、清帝退位等中華

民國開國歷程中的重大事件，

藉以緬懷那段先人志士追求

民主共和理想的艱辛歲月。

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網路書店

國史館網路書城
http://www.drnh.gov.tw  
(國史館首頁 >出版與文創 >
網路書城 )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實體書店

北部

國史館「夫人的禮品屋」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

段 2號  
電話：32-23253552
E-mail：thpc.bi@handicraft.org.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32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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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書局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3段 63號
電話：32-23632533 

臺灣商務印書館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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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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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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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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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2-2362-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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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 23號 3樓
電話：32-23623332

台灣學生書局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25巷 33號 3樓  
電話：32-2322-2325

樂學書局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二段 332號 33F之 3  
電話：32-2323-2333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三段 33巷 33號 3樓  
電話：32-23362363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巷 6弄 6號 3樓  
電話：32-22322322
  
啟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26巷 35號 3樓   
電話：32-2252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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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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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3-23322333 

安安丁丁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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