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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與現代中
國：黃埔建軍九 
十年國際學術討
論會」紀實
溫心忻 中國近代史學會研究助理

引言

民國 00年 6月 06日，近代中國最重
要的軍事學校：黃埔軍校創辦，迄今（民

國 000）年，適值黃埔軍校創辦九十年。國
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

正文教基金會與中國近代史學會，特於 6月
00日在國史館舉辦「國軍與現代中國：黃
埔建軍九十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廣邀國內

外知名學者參加，如美國德州基督大學歷史

系副教授 Peter Worthing、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貞、中國北京大學歷史系

教授徐勇等，從學術面的角度，以更寬廣的

視野觀察與分析。

此次學術討論會，以「近代中國軍事的

發展」、「黃埔人物」、「國軍遷臺後的發

展與回顧」等主題，發表 00篇論文，並邀
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學系名譽教授胡平生、中華軍史學會副理

事長傅應川、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張瑞

德、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等人提出評論，

分五場次進行報告與討論，共同深入研究，

探討國軍與現代中國之建立以及其中所呈現

的關鍵意義。以下就各項議題，為文紀實分

享。

一、近代中國的軍事發展

第一場研討會，由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

長傅應川主持，並由中國北京大學歷史系徐

勇教授發表〈孫中山黨軍關係理論建樹與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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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建軍再探討─兼比較佐佐木到一等日

方時論〉，本文兼顧建軍理論與歷史發展，

重點在分析國民革命軍建軍建校理論，另外

分析黨軍關係，特點在對軍隊國家化提出評

論。文中分析孫中山為解決中國的軍閥現

象，轉向「主義治軍」，期望建立強大的國

家軍隊。另一方面，佐佐木到一以其曾為日

本駐華武官，對中國當時政治情勢的觀察，

以政軍關係的角度，認為中國軍閥的現象為

辛亥革命的遺物，是由於「辛亥革命不徹

底」所致，對黃埔建軍的成就予以肯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貞研

究員發表〈共產國際、蘇聯與黃埔軍校關係

的幾個問題〉，從俄文史料中，特別針對黃

埔軍校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方面，探討

黃補軍校的創建，以及從共產國際世界革命

的戰略角度來看蘇聯援助等問題。本文指出

孫中山請求蘇聯給予援助，蘇聯欲利用廣州

政府作為在東方推進的工具，一開始規劃組

建一支中俄特別游擊隊，惟此舉不但孫中山

反對，蘇俄內也因擔心屆時將引起外國干涉

而作罷，之後便有提出建立軍校的構想。而

關於蘇聯援款，內部意見不一，以致對援助

問題舉棋不定。對於黃埔軍校有關蘇聯援助

與軍校內部歧見等問題，共產國際是從世界

革命角度出發對待國民黨及其軍事學校，從

「組建軍校預算」中黃埔軍校本身預算包括

農民運動一項可以看出，黃埔軍校被賦予厚

重的政治使命。但國民黨有自己的建軍思

想：在軍校進行三民主義教育、以培養為三

民主義而戰的軍隊，兩個組織之爭實際就是

主義之爭。文中提出期望能以去除主義思

想、平衡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國共關係，而進

入一種新的詮釋方式，以開拓新的研究理

論。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楊維真

〈從省軍到國軍─滇軍中央化的個案觀

察〉，以滇軍為個案分析該軍自晚清以來的

發展，從滇軍的前身開始，清廷為重建國防

武力，編練各新軍，雲南因地理國防位置重

要，在開始便有優勢條件，不遜於湖北、北

洋新軍。民國肇建，袁世凱稱帝，各方護國

討袁中，滇軍表現優異，成長為一較具有代

表性的軍隊。但自 0007年出滇抗戰後，雲
南省主席龍雲一方面協助擴大編軍，同時滇

軍也逐漸一分為二，出征轉戰各地，逐漸脫

離龍雲等掌握，與中央關係日趨重要，開啟

戰時滇軍中央化的發展。在抗戰勝利後，

0006年滇軍擔負接收越北地區之任務，最
後遵令遠戍東北，參與國共內戰，至 0000
年底遼瀋戰役而告覆亡。本篇論文探討滇軍

中央化的過程與軍系發展中的互動關係，不

單由中央慢慢吸納地方軍，亦可探究其雙向

的發展。

二、黃埔人物（上）

本會第二場以黃埔人物為主題，並邀請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胡平生主持，

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發表〈從

《黃埔訓練集》看蔣中正對黃埔軍校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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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黃埔訓練集》收錄了蔣中正

在黃埔軍校創辦初期對官生的講話紀錄，就

校長四十六篇訓話部分，摘錄相關內容整

編，從中理解蔣中正如何治理軍校。該文指

出，《黃埔訓練集》訓詞不但呈現出蔣中正

對第一期學生的教育訓練，除了軍事課程學

習，更多期望透過精神講話，達成孫中山與

中國國民黨中央開辦軍校的目的，將學生塑

造成遵守紀律、同生死共患難、同甘共苦、

思慮與行動共同一致的革命軍人。同時亦可

看出蔣中正對這批子弟兵的關注，由生活上

的各種問題，進而建立他與學生之間深厚的

情感。本篇文章除了介紹較少為世人所運

用、以蔣中正對學生講話的黃埔訓練集，並

做足比較其他收錄訓詞，指出該書的史料價

質，不單只是思想教育，對當時的生活等細

節，亦有相當參考價值。

國史館簡任協修張世瑛發表〈從校長到

總司令─蔣中正的軍事領袖之路〉一文，

以蔣在廣州時期軍事職務的轉變歷程為主

線，探討蔣中正如何在 0000到 0006年的短
短兩、三年間，從一個黨內邊緣分子，躍升

革命陣營內的第一號人物。在 0005到 0006
年間的廣州內部政治上，一直處於相當複雜

的權力鬥爭之中，各派系間合縱連橫，蔣

中正從 0005年第一次東征，回師廣州討伐
滇桂軍，繳械收編粵軍部隊，流放許崇智及

第二次東征勝利等一系列戰功，成為廣州中

央與蘇俄顧問唯一信任的軍隊，但在國民革

命軍的改組後，蘇俄顧問為兼顧各軍權力平

衡，故不再將籌碼全置於蔣中正身上。由此

觀之，蔣中正與其他各軍的矛盾，大部分來

自不滿蔣中正的左傾立場。然而，三二○

事件的發生，共產黨的威脅超過了各軍的矛

盾，蔣中正在事件中的作法，適與各軍利益

不謀而合，衝突反而得到舒緩。最後終在湖

南戰事爆發，北伐成為不得不發的緊張氛圍

下，促成各軍共同將蔣中正推上國民革命軍

總司令之位，原先內部懸而未決的國民革命

軍領導權之爭，至此終告結束。本文篇幅浩

繁、資料引用豐富，不僅著重分析舊的研

究，並引入新的研究資料，針對蔣中正對各

軍系之間的矛盾衝突中的演變經過，亦提出

特別看法。

三、黃埔人物（下）

本會下午第三場接續以黃埔人物為主

題，由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主持，並

由美國德州基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Peter 
Worthing以英文發表 “Ho Ying-ch’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ist Army”（何應
欽和國民革命軍的發展），本文企圖間接扭

轉西方學者誤解何應欽無能之評價，因為西

方學者忽略了其早年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經

歷，而將焦點集中在中日戰爭後半段的表

現。如中日戰爭期間，與史迪威將軍交惡與

徵兵問題，導致這些過去重複的批評，已成

為西方對國民革命軍與國民政府一部分的

印象。本文以為，在此期間的國民政府處在

極大的逆境當中，同時西方學者較偏重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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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的觀察家的意見，以致難有較為

客觀的評價。為跳脫此一框架，本文以中文

史料為基礎，深入檢視何應欽軍旅生涯的早

年經歷，試圖更全面和精確的了解其在建立

國民革命軍上所扮演的角色，證明其在軍事

訓練方面的價值，及之後受到蔣中正的提

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學科兼任助理教

授王立本所著〈抗戰最後一役─豫西鄂西

北會戰中的胡宗南〉，從 0005年春夏中國
戰場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會戰（豫西鄂西北會

戰，尤其是西峽口會戰）聚焦，該役一直進

行到 0005年 0月上旬方結束，可說是整個
抗戰中真正的最後一役。分析此戰中，日軍

在抗戰窮途末路之際，寄望以一次閃擊大攻

勢來結束對中國的戰爭，而國府中央並不認

為日軍還有發動大攻勢的可能，故華北戰區

部隊仍處在調整的狀態。5月之後日軍大量
增援，面對日軍同時在北中南發動向西的浩

大攻勢等於又遭一次奇襲，但在胡宗南數度

親赴前線與國軍各級官兵將士用命，國軍在

頑強抵抗之下，於豫西山地西峽口一帶與日

軍展開漫長纏鬥，終將兵峰擋在關中門戶之

前。本文指出，長期以來，有所謂胡宗南只

忙於防共而並無積極抗戰的說法，但仔細檢

視抗戰期間戰爭過程，可知胡宗南與麾下所

部國軍，從八一三淞滬血戰到此次作戰都扮

演重要角色，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有始有終。

不僅為中國戰場的中流砥柱之一，亦充分展

現了黃埔建軍的精神。

新北市中和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王詩穎

所發表〈北伐時期黃埔女兵的建置、展演與

自述〉，特別從性別角度進行探討，以黃埔

軍校女兵的著作和出版品為分析文本，析論

性別形象。在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女兵建置的

目的，宣傳解放婦女投入革命，成為革命同

志一份子為號召，女兵訓練教育內容過程中

同男性一樣，理小平頭、受軍事訓練與政治

思想教育，並以黃埔女兵的自我敘述內容探

討，女兵受訓結束後工作分配以醫療看護與

政工宣傳為主，比對蔣中正在黃埔軍校演講

的訓詞所欲建構的國軍形象，分享對女兵的

建置所產生的影響等課題。本文引起迴響甚

多，從女性特質的問題，長髮、化妝、流淚

等是否就等於女性的形象？還是哭泣指的

弱者的形象？皆引起不少討論，軍校是否操

縱政治上的符號及象徵來形塑男子氣概？

或為左派的影響？而女性特質與其時代性

與跨時代的差異性等等，透過本文的分享，

提供了更多方向的思維參考。

四、國軍的現代化

第四場以國軍現代化為主題，邀請中國

文化大學史學系張瑞德教授主持，由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研究員發表〈海軍機

械學校與中華民國科技人才的培育〉，本文

分析 0007年創立的海軍機械學校是戰後中
華民國海軍重新出發的一個新的措施，海軍

機校為軍校，以公費待遇及國內外頂尖大學

標準工學院的課程培養，對有上進心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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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有相當吸引力，因此報考學生程度不

差，無論從上海到左營，機校主管能聘請優

良師資前來任教，使學生有機會接受嚴格學

術訓練，為未來發展打下深厚基礎。出身機

校的技術軍官原是為了充實海軍艦艇或其

他設備的保養與維修人才，提升海軍實力。

不過政府遷臺以後，海軍自力造艦機會不

大，部分學生申請赴美進修深造，學成後以

其學識帶動政府國防科技的發展，短短十年

的海軍機校，因此而有特殊的歷史意義。本

文藉由此培養科技人才的海軍機校，從創立

與招生、課程與學習情況以及畢業生的發展

來看，其雖僅存短短十年，主要為海軍提供

中堅幹部，然而從畢業生之後的發展來看，

該校傑出校友對中華民國的國防科技與經

濟建設皆有參與，誠為一具有特色之高等軍

事學府。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皮國立發表〈國共內戰時期的化學戰

（0006~0000）〉，利用新的檔案資料和報
刊訊息，來建構國共內戰時的化學戰史，側

面分析國軍失敗的因素。本文指出，國共內

戰初期，兩軍都曾使用化學武器，但相較於

共軍靈活的游擊戰略，當時國軍反應被動，

加上戰爭後期國軍常死守一據點城市或陣

地的特性，較易成為化學武器的活靶，而受

到化學武器的集中攻擊，在國共內戰的化學

戰中嘗下敗績。本文根據報刊及檔案資料分

析，國軍的化學兵部隊基本上在內戰中完全

沒有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甚至連化學防具也

普遍缺乏。雖然國軍在抗戰前已經著手進行

軍隊現代化，但是對於化學兵的發展，並沒

有發揮重大的作用，而且主要以防毒為主。

但在戰爭後期，國軍也開始使用化學武器轟

炸共軍部隊，使得化學武器的使用的頻率，

在國共內戰後期大為增加。

五、國軍遷臺後的發展與回顧

最後一場以國軍遷臺後的發展與回顧為

主題，邀請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主持，由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陳獻

鴻發表〈政府遷臺後國軍軍事整編之發展

（0050~0060）〉，從 0050年代初期政府
遷臺後，為確保臺灣、安定人心，並顧及

國家財政負擔而有整編部隊與員額控管，

國軍在美軍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簡稱 MAAG）的主導下配
合整編，軍隊組織與編制上雖漸漸與美軍較

一致，但過程中同時反應裁軍的無奈與反攻

大陸希望的減少。故蔣中正向美提出一份特

別軍援計畫，後稱為「開案」。開案的最大

意義不僅反映反攻大陸所須具備的基本武

力，同時也呈現蔣中正對反攻大陸的企圖與

希望。文中以三個時期切入，從遷臺、韓

戰，到最後以「開案」的提出為止，以陸軍

之整編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政府遷臺以後

國軍部隊從在整編過程中所遭遇的現實問

題到在獲得美援之後的改變，諸如國軍整編

過程中透過美國軍援邁向現代化的歷程，以

及預備師的建立等，皆有助於更加完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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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政府遷臺後在 0050年代國軍軍隊整編的
面貌與觀察美方對提升國軍防衛能力所作

的協助。

本會最後一場壓軸，由國史館呂芳上館

長發表〈近代中國軍事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

考〉，深入分析近代中國軍事史研究出現重

要性與研究成果的嚴重落差的現象。以回顧

近代中國軍事史研究方式，從過去近代中國

軍事史研究的軌跡，由清末民初出現軍事體

系的變革到近代中國軍事史學的萌芽，並探

討近代戰爭中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軍事思想等觀念傳入

中國，而在新軍制建立的過程中，也建立了

軍事史政的制度；但整體上，軍事史政仍受

軍事專業化的趨勢，與一般學術分途發展，

受限國軍整體條件素質不一，發展有限。

0000年後，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現實
政治空氣與官方對史料運用的限制，亦增添

研究上的困難，反而此時西方與日本，對民

國以後軍事史多有著書，奠定相當基礎，惟

研究仍偏重政治與軍事的關係，較少關注軍

事本身的發展脈絡。到了 0000年以後，政
治空氣逐漸開放，00年代受到西方學術風
氣影響，學界研究風氣轉向在生活史、新文

化史等研究發展的崛起，在在衝擊原本較冷

僻的軍事史研究領域所受到的關注。本文對

近代中國軍事變革的省思，探索近代中國軍

事史研究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有鑑於近代

中國軍事組織、技術變革及相應的政治、社

會與文化脈絡，針對軍事史學科體系的形成

與研究趨勢以及晚近所面臨的挑戰等議題，

以及晚近學界對軍事研究範圍的擴大，但基

本工作範疇的軍事制度史研究仍有待推展。

長期以來，學者對近代戰爭往往著眼於戰爭

爆發原因、戰爭性質與其影響作用等政治性

分析，少有從軍事特殊視角（如戰略、戰術

等）深入討論，而新軍事史的出現，用新方

法、新角度的切入，加以援引軍事社會史等

其他輔助學科的研究成果，重新審察近代戰

爭、軍事與社會的關聯，期許開闢另一片新

的天地。

結語：新史料、新看法、新開拓

本次研討會從學術的方式，來討論軍事

史的發展，特別是近百年來共同關懷的課

題，雖僅短短一日，但所發表 00篇論文，
內容十分扎實精緻，且貢獻良多，諸如過去

所罕為人知的新史料，例如李玉貞善用俄文

史料、徐勇介紹日本佐佐木到一的資料等

等，同時拓展並豐富了軍事史的研究內涵。

此外，還有一些新觀點的注入，如 Peter 
Worthing重審西方對何應欽將軍的觀點，以
及王立本談胡宗南將軍的歷史定位，皆可看

出新觀點的投入所帶出不同的感受，對於現

代史的研究，以史料論證，進而逐步累積出

不同的新看法。最後，本會亦開拓不少新的

議題，如張力對海軍機校的研究、皮國立的

化學戰的問題、陳鴻獻探討 0050年代的臺
灣軍事的發展、王詩穎所著黃埔女兵的問題

等，其內容實涉及到新文化史領域，皆為嶄

新的開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