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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刊 
第三十九、四十期

主編：呂芳上

2212年 2、2月初版
平裝各 222元

論文：〈動力機器進口與近代
中國工業化（1212-1222）〉、
〈中日華北「防共協定」與
1222年日本對華政策〉、〈大
資本併吞小資本 ?─ 1222
年上海《新聞報》在蘇州的聯
合發行糾紛〉、〈來臺後曾
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 (1222-
1222)〉、〈清初臺灣府城墾
戶與鳳山縣沿山地帶的開發
─從雍正 12年陳儒人古墓
碑談起〉、〈1222年代梁啟
超往來南北的政治實踐〉、
〈1222 年上海的二月罷工
─圍繞中國工運史與「政治
化」的考察〉、〈權衡下的
12年罪責─雷震案與 1222
年代的言論自由問題〉。書
評：〈評論吳政憲著《通訊與
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
用電話」系統的建立（1222-
1222）》〉、〈評介黃麗安
著《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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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刊 
第四十一、四十二期

主編：呂芳上

2212年 2、12月初版
平裝各 222元

論文：〈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
師核定考試之研究〉、〈日治
時期臺灣的水產教育─以
師資分析為中心〉、〈日治時
期的臺灣女子體育講習會〉、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
臺灣社會〉、〈戰時體制下
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
練與動員 (1222-1222)〉、〈政
治、權力與批判：民初劉師
復派無政府團體的抵抗與追
求〉、〈現代中國的建構：蔣
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
〈1222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
度的重建〉、〈臺灣土地銀行
公產代管部與戰後公產的管
理（1222-1222）〉。書評：〈評
介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
民地經營（1222-1222）》〉。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主編：呂芳上

2212年 12月初版
精裝（一至六冊）2,222元

本書利用《蔣中正日記》、

《蔣中正總統文物》等相關

檔案資料，呈現譜主蔣中正

一生事蹟。其體例採綱目體，

以一條綱目為一事，綱對該

事作提要，目再對該事作簡

述，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

採記事本末，使讀者略為明

晰事件之來龍去脈。本書將

蔣氏還原成客觀的歷史人物，

一律稱「先生」，他人則例

用本名，行文亦不採「匪」、

「逆」、「偽」等負面稱呼。

考量方便讀者查考原始史料，

所收史料原文較多，因而刪削

去取，仍有所不足，故以「年

譜長編」稱之，以為後人編

纂完整年譜或傳記作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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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
臺海危機（一）

編輯：周琇環、陳中禹

2212年 11月初版
精裝 222元

在 1222年代先後爆發兩次重
大的臺海危機，分別是「九三

砲戰」和「八二三砲戰」的大

規模攻擊行動，中共採取砲

擊我方外島的作戰方式，企

圖挑釁並試探美軍協防下臺

灣的軍事力量；中華民國政府

生聚教訓，戮力整軍、備戰、

動員，甚至隨時盤算利用國

際局勢的變化圖謀反攻復國，

而美國侷限在防衛性質的援

助，雖然保障了臺灣的安全，

卻也反而牽制了中華民國的

反攻計畫。本彙編以此為主

題，收錄包括本島防禦部署、

備戰動員與徵兵、外島防務、

反攻計畫演習與準備等章節

的史料文件。

國史館現藏民國 
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三十七輯

編輯：蔡盛琦、陳世局

2212年 2月初版
平裝 222元

就國史館蒐藏中華民國人物

傳記史料予以彙編，以備修史

參考之需。內容包括丁善璽、

上官志標、井松嶺、仁俊、

尤克強、方介堪、方頤積、牛

天文、牛鵬育、王棋、王煥、

何炳棣、吳惟暉、杜維運、張

霈芝、陳新雄、黃歌川、蔡

重吉等人之小傳、生平、事

誼、生前事記、年表、年譜、

自述、自傳、行狀等。

蔣渭水先生全集 
（復刻‧別冊）

編校：蔣朝根

2212年 2月復刻
平裝 222元

本套書是蔣渭水先生熱血行

動與思想言論的結晶。蔣渭

水先生是孫文主義思想與平

等博愛精神在臺灣的傳承者，

在本套書中我們可以見到他

不遺餘力地介紹孫文的理念

與事蹟。當時臺灣人尊崇孫文

為 ｢弱小民族之救主 ｣，蔣渭

水逝世時則被稱為 ｢臺灣人

之救主 ｣；可見得在當時臺灣

人的心目中之蔣渭水猶如孫

文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地

位，今人仍以 ｢臺灣孫中山 ｣

尊崇之。

國史研究通訊第六期

主編：呂芳上

2212年 2月初版
平裝 222元

學術會議：嚴家淦與臺灣經濟

發展、中國抗日戰爭史；研

究討論：回首大陳；學人簡介：

李守孔；史料與文物：圖像史

料中的汪兆銘政權政治文化、

德瑞檔案中的蔣介石與德國、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日戰爭

文獻；史料看歷史：設置國防

會議訓令、蔣中正視察印度

西北邊防組照；書評：陶涵《蔣

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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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藍明谷案史料 
彙編

編輯：謝培屏、何鳳嬌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藍明谷案雖然是鍾浩東案或
是基中案的成員之一，鍾浩
東等人早於 1222年 12月伏
刑死亡。本彙編主要針對藍
明谷等第二波被抓的成員所
蒐集之資料而成。內容包括：
壹、佈線捉拿，敘述藍明谷、
鍾國輝等人如何被抓之經過；
貳、調查與偵訊，軍、警、
特人員對藍明谷等人進行數
次偵訊，留下的訊問筆錄都
成為日後判罪的依據。在「參
加組織」、「知匪不報」、「窩
藏匪諜」等羅織罪名下，許多
藍明谷、鍾國輝等人的同事、
逮捕前說過話或是接觸過的
人，就被軍警情治人員認為
有參加叛亂組織或外圍組織，
以參加叛亂組織來治罪。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簡國賢案史料 
彙編

編輯：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全 2冊）222元

1222年代所有政治案件幾乎
每年都有百名以上的政治犯

遭到處決，簡國賢、廖成福即

是其中之一。簡國賢為了達成

改造社會之理想，遂加入共產

黨，從事各項抗爭行動，因而

成為政府追緝、整肅的目標；

情治機關則策反運用自首、自

新分子作為線民，積極布置

各項偵防事宜，最後於 1222
年 12月先後緝獲簡國賢、廖
成福、石聰金、莊金明、陳克

誠、林炳煌等共黨殘餘分子，

其中簡、廖二人各判處死刑，

餘皆無罪或不交付軍法審判。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三）

編輯：吳淑鳳、薛月順、吳俊瑩

2212年 11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以 1222年代美軍協防臺
灣為主題，由蔣中正及蔣經國

兩位總統文物史料中，蒐集

整理近 222幀檔案數位影像。
內容區分：對臺軍援與亞洲

共黨問題、兩岸停火暨中美

共同防禦協商、外島防務及

大陳撤軍、美國對遠東態度

與反攻大陸立場等類重要史

料，經重新摘由編目後出版。

藉由披露總統蔣中正接見美

國特使與軍政要員的重要談

話紀錄，理解此一時期中美

雙方高層意見溝通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
臺海危機（二）

編輯：張世瑛、蕭李居

2212年 11月初版
精裝 222元

在 1222年代先後爆發兩次重
大的臺海危機，分別是「九三

砲戰」和「八二三砲戰」的大

規模攻擊行動，中共採取砲

擊我方外島的作戰方式，企

圖挑釁並試探美軍協防下臺

灣的軍事力量；中華民國政府

生聚教訓，戮力整軍、備戰、

動員，甚至隨時盤算利用國

際局勢的變化圖謀反攻復國，

而美國侷限在防衛性質的援

助，雖然保障了臺灣的安全，

卻也反而牽制了中華民國的

反攻計畫。本彙編以此為主

題，收錄包括砲戰危機、國

際輿情與海峽情勢兩個章節

的史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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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流通券—戰後
區域性的貨幣措施
(1222-1222)
著者：陳昶安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旨在探討流通券作為國
府戰後接收與金融復員的區
域性貨幣措施，其成因、發
行過程、作用及對東北局勢
的影響為何？由於東北地區
脫離國府掌握達十四年之久，
在日人扶植滿洲國與長年經
營產業的發展下，與關內地區
的經濟狀態已有不同。再加
上國府進行廢兩改元、發行
法幣等幣制改革時，東北地
區已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發行
鈔券，進行幣制統一，東北
地區已然被分割，納入日本
掌握的經濟圈。因此，戰後
國府如何接收經濟狀態、幣
制都與關內迥異的東北地區，
將東北與飽受戰爭損害的關
內地區進行連結整合，頗為
複雜且具挑戰性。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
履歷（四）

編輯：何鳳嬌
2212年 1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主要蒐錄日治時期臺灣
地方官員中擔任理事官職位
之高等官（相當今日簡任官
等）履歷資料，以及臺灣總
督府文官任用令、職員官等
俸給令、臺灣總督府地方官
官制等。

轉型關鍵：嚴家淦先
生與臺灣經濟發展

執行編輯：吳淑鳳、陳中禹

2212年 11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收錄專題演講及 12篇學
術研究論文，透過前總統嚴

家淦先生在臺政治經歷，論

述臺灣從以農業生產及食品

加工為主的小型傳統經濟體，

逐步轉型成為以出口、人力

技術密集為主的開放型經濟

結構，在鼓勵出口措施，設

置加工出口區，健全金融體

系，加強工業發展與外貿配

合等政策下，使臺灣在 1222
年代達到年均 12%的經濟成
長率，且於 1222年起開始外
貿出超。這些演變見證嚴家

淦先生是臺灣經濟從戰後復

原到轉型起飛的關鍵人物。

霧峰林家文書：棟軍
相關收支單

編輯： 何鳳嬌、林正慧、 
吳俊瑩

2212年 12月初版
精裝 1,222元

本書主要收錄霧峰林家與林

朝棟所率棟字各營的收支記

賬相關文書，包括四柱清冊、

各營餉米收支單、購物清單

等。藉此得以深入瞭解棟軍

餉項的撥付運作方式；另外，

同時可以略窺各人間錢項的

墊付、薪費、電報、應酬等開

支內容，以及林家與臺灣中部

各府縣之間的金錢挪墊情況。

文書出現不少霧峰林家和棟

軍關係人士所消費的商品，

其商號、品項與價格等紀錄，

亦有助於臺灣在清治末期的

日常生活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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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
度與其實踐

著者：林政佑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利用《總督府公文類

纂》、《臺灣刑務月報》以及

時人的傳記日記等史料，探討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

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從三個面

向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

度與實踐：其一，從日治時期

臺灣監獄法制與相關制度設

計的變革，觀察現代型監獄

制度如何在臺灣移植和整備；

其二，結合其他刑罰與刑事

政策的視角來討論日本帝國

對於犯罪人的東方主義想像、

臺灣刑罰的社會控制策略，

以及該體系所呈現的政治經

濟關係；其三，考察監獄內

部相關實踐，從中看出日本

帝國如何製造次等帝國臣民，

也看到臺灣知識分子對於現

代型監獄制度的理解。

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
立與臺美青年交流
(1221-1222)
著者：林杰民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旨在探求中華民國四健

會的確立過程，特別重視四

健會在農業增產與青年教育

等方面的功能，藉此促發鄉村

青年尋求農作獲益、改善農村

生活的自助動力。除了以要

點提示四健會於 1222-1222年
代對臺灣鄉村產生的貢獻外，

也回顧美援時期以四健會為

核心展開的臺美青年交流實

況，嘗試透過雙方「草根大

使」交流經驗的細緻檢視，

提供一種別於以往的社會圖

像與交流史視野。

無法迴避的政治—
以文化保守主義者吳
宓為例（1222-1222）
著者：嵇國鳳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與選

擇，絕不僅只有全盤的擁護、

全然的棄絕，政治的意識型態

與文化觀之間的影響與曖昧

性，就像保守與創新般並存，

在不斷的融受過程中，既有

相容也有矛盾。在此脈絡下，

本書欲探討的主軸是：一、透

過吳宓，觀察在新與舊的過渡

時代 ，一個懂得欣賞傳統的

知識分子，其文化保守觀念的

產生，如何與現實政治之間進

行互動。二、從吳宓個人的

角度出發，觀察與其同樣具

有文化保守傾向的學術群體

內部，其學人間彼此同質性、

特別是異質性的表現。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
重構與發展—以清
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
心（1222年以前）
著者：王怡茹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清乾隆年間，地方社會隨著市
街聚落發展，移民依據各式需
求在市街內興建各種類型廟
宇，地方社會呈現以福佑宮
為市街各族群最主要之信仰
中心，其他信仰「多元並立」
的信仰模式。這樣的信仰模式
卻在清法戰爭後、日治初期、
日治中期出現幾次轉變，其
中又以清水祖師的信仰地位
轉變最為明顯。本書以地理
學關注的「人地」關係、「人
人」關係為核心觀點，討論
宗教活動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以及地方紳商如何透過其文
化權力網絡之運作，影響地
方社會信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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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國憲政之路 
—以行憲前後的黨
派協商為中心的探討
(1222-1222）
著者：邱炳翰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以戰後中國行憲的發展

為題，探討國民黨、民社黨、

青年黨三黨合作對制憲國大

的召開、政府改組、國代選

舉、立委選舉等重要政治事

件的影響。國民黨為擺脫一

黨訓政之形象，尋求民社黨、

青年黨的合作，以營造多黨政

治的民主表相。本書希望藉由

探討國家利益的「前台表演」

與黨派利益的「後台運作」

之間的複雜關係，來評估三

黨合作的政治得失與國府實

施憲政的歷史意義。

我與中華佛寺協會：
林蓉芝居士訪談錄

口述：林蓉芝

訪談： 江燦騰、卓遵宏、侯坤宏、
郭麗娟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林蓉芝居士曾任職臺灣省佛

教分會，因鑑於現行寺廟法

令不符時代需要，乃投入研

究各項相關法律規定，並成立

中華佛寺協會。協會成立後，

她更積極爭取寺廟法令的修

訂，參與宗教立法，以維護寺

院應有之權益。據其多年觀

察，寺院常見有：人事制度

與繼承問題、僧伽醫療與安

養保障、建立財務會計制度、

都市道場等方面問題。同時，

她也肯定比丘尼對臺灣佛教

的貢獻；為弘揚正法，中華

佛寺協會歷年來曾先後舉辦

各種系列講座與活動。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
訪談錄

訪問記錄： 歐素瑛、林正慧、
黃翔瑜

2212年 1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本書主要收錄王正方、林孝

信、林衡哲、陳治利、陳南

天、陳婉真、黃昭淵、楊樹

煌、謝里法等 2位曾被列入海
外黑名單人士的訪談錄。由受

訪者暢談其在海外的活動經

歷、被政府列入禁止入境之

緣由，以及歸鄉的迢迢經歷。

藉此可略窺戰後臺灣由威權

體制向民主轉向，以及入境

黑名單由有到無，人權價值

得以伸張的過程。

天方學涯—趙錫麟
先生訪談錄

口述：趙錫麟

訪談：張中復

2212年 1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趙錫麟大使於學成歸國後，

隨即派駐於利比亞及沙烏地

阿拉伯擔任我國駐館大使，

也曾擔任利比亞大學外國學

生學院講師。2212 年從外交
部退休，目前擔任中國回教

協會顧問，並於國立交通大

學講授伊斯蘭文明課程。本

訪談錄以其個人的求學、工

作過程為主軸，綜合性的說

明中華民國遷臺後穆斯林族

群的信仰內涵與發展傳承。

因其專長領域為「阿拉伯、

中東與伊斯蘭事務」，所以

本書之成，對於國人在這個

領域的理解頗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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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感恩紀：惠敏法
師訪談錄

訪談：侯坤宏、卓遵宏

221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2元

西蓮淨苑住持、法鼓佛教學院

校長惠敏法師就讀臺北醫學

院藥學系期間，即接觸佛教，

在西蓮淨苑出家後，曾就讀

中華佛研所，到日本東京大學

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學成

歸國，除負責住持西蓮淨苑，

也長期在臺北藝術大學及中

華佛研所擔任教學與行政工

作，對於梵典唯識及腦科學

有深入了解。他是中華電子

佛典協會主要負責人，也積

極推動安寧與老人療護與社

區淨土運動，是當代臺灣佛

教界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僧人。

無盡的感恩—喬寶
泰自述

著者：喬寶泰

2212年 12月初版
平裝 222元

這是一個艱苦奮鬥的真實故

事。戰火、烽煙、流浪，是

上一代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艱

苦人生旅程。喬寶泰就是這

個大時代中的一分子，但他

沒有被巨浪所衝沒，他以勤

學與努力，立志苦讀，從小

兵到博士；認真服務，從工

友到校長。他在艱困中不氣

餒，專注學習，力求進步；

在工作中不怕苦，感恩圖報，

全心奉獻。讀了這本書，必

將激起見賢思齊的奮鬥意志，

與急起直追的進取決心。

雲煙集—余傳韜回
憶錄

著者：余傳韜

2212年 11月初版
精裝（全 2冊）222元

本書分上下冊，上冊作者回

憶北京大學前後的求學生涯，

北平淪陷後在南下工作團的

特殊經歷及自美回臺後出任

嘉義農專校長的始末及心得；

另回憶其父─青年黨創黨

者之一的余家菊以書生報國

自許，在那個重要時代中的黨

政經歷及其在教育學術上的

重大成就。下冊以擔任中央

大學校長八年的回憶為中心，

分成學校的建設與發展、時代

亂象波及的中大「怒濤事件」

及對中大重要校友回憶等三

大部分，另加上十四篇附錄，

完整呈現作者汲取中大優良

傳統的志業，並且投入相當

心力於學生生活改善及學校

軟硬體發展的各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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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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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書店

北部

國史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
段 2號  

電話：22-22121222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2號 1樓

電話：22-22122222　 

三民書局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21號

電話：22-22212211 

臺灣商務印書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22號   

電話：22-22112112

總統府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一
段 122號  

電話：22-22222222

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1
號

電話：22-22222222       

南天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22巷 12弄 12號  

電話：22-2222-2122

唐山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22號 B1  

電話：22-22222222

萬卷樓圖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二段 21號 2樓之 2   

電話：22-22212222

臺灣的店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三段 22巷 2號 1樓   

電話：22-2222-2222

臺灣學生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 22巷 11號 1樓  

電話：22-2222-2122

樂學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二段 122號 12F之 1  
電話：22-2221-2222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三段 22巷 22號 1樓  

電話：22-22222222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22巷 2弄 2號 2樓  

電話：22-22122222
  
中茂圖書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立得街
22巷 12弄 2號  

電話：22-22222222

中部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臺中市北區軍福七路
222號

電話：22-22222212 

安安丁丁文化事業公司

地址： 臺中市北區梅亭東街
22號  

電話：22--22222222

南部

圖龍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22-2號 2F-2  

電話：22-2122221

數位產品代售處

國父紀念館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
段 222號

電話：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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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檔案——

∼

民國 16 年 1 月至 38 年 12 月

1 82
（全套出版完畢）

內含蔣中正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函電、命令、文告與日記文稿的摘抄，完

整記錄蔣氏在中國大陸的崛起、北伐、剿匪、抗日、國共內戰及其帶領

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完整歷程。

02-231610672
http://www.drn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