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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 101年
度修纂人員學術
討論會」略述
《國史研究通訊》編輯部

「國史館組織條例」第 1條規定：「國

史館隸屬於總統府，掌理纂修國史事宜。」

明文規範國史館修纂人員負有研究修纂國

史的重責大任。原則上與中華民國史及臺灣

史等議題有關者均為修纂人員的國史研究

範疇，修纂人員不僅積極於館外各種相關學

術討論會發表研究著作，並且也在國史館主

辦的國際性學術性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每

年國史館會主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由修纂

人員與國內外學者共同發表相關專題性研

究成果，亦會在年底舉辦一場小型的修纂人

員學術討論會，增加修纂人員發表學術論文

的機會。101年度國史館於 11月 11日舉辦

修纂人員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連玲玲副研究員、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廖新田教授、

蒙藏委員會徐桂香參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

學系李君山副教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高郁

雅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

元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副教

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王文

隆主任等人擔任評論人，促進與館外學者進

行學術交流。討論會發表文章略述如下（依

發表順序）：

何鳳嬌：臺灣實驗經濟農場的成立與裁撤

臺灣長期以來農家的經營規模趨向零細

化，在生產上並不經濟。戰後初期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接收龐大日產土地的有利條件

下，透過公地放租政策，配合合作農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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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希冀實施大農制，提高農業生產，改善

農民生活，由農林處於 1918年 1月成立實

驗經濟農場，實驗改進農場經營制度與技術

改良，達成農業產量的需求。惟受制於戰

爭末期以來農業環境的惡化，戰後初期的天

災及生產資源的欠缺，導致以場地佃租收入

自立更生為目標的實驗經濟農場受限於經

費，績效不彰；加上與政府實施的土地政策

有所牴觸，很多業務又與農會相重疊，所以

1911年政府實施公地放領政策後，該場就

配合政府土地政策，除保留試驗等必要土地

併入各區農業改良場外，其餘場地均移交給

各縣市政府辦理放領，實驗經濟農場走入裁

撤命運。

林秋敏： 「中國小姐」選拔及其時代意義

（1910-1911）

1910-1911年間，臺灣共舉行過四次

「中國小姐」選拔，每一屆選拔活動，都成

為媒體注目的焦點，所選出之十位「中國小

姐」出國參加世界選美比賽，有七位入圍，

其中四位獲得前五名之成績，並在國際宣傳

與國民外交上頗獲好評。

當時臺灣社會並不把選美活動視為商業

或娛樂活動，而是事關國家榮譽與民族顏面

的大事。對於國人來說，「中國小姐」具有

「美麗」以及「國民外交使者」的形象，每

位「中國小姐」都身負為國爭光以及國民外

交的使命；對外為文化交流的親善大使，肩

負推展國民外交的任務，對內則為勞軍與公

益活動的代言人。因此在發生趙令瑜滯美不

歸以及李秀英充任舞孃等事後，政府與社會

輿論立即一面倒的反對「中國小姐」選拔，

進而導致該活動的長期停辦。

陳曼華：臺北雙年展與臺灣當代藝術的轉向

從 1990年代開始舉辦的臺北雙年展，

是臺灣當代藝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現象。拙

文〈想像的臺灣當代藝術─從北美館「新展

望展」到「臺北雙年展」的查考〉從臺北雙

年展的展覽機制及臺灣藝術家的作品表現，

提出關於臺北雙年展的觀察及批判，其一，

策展人及展覽論述取代了藝術家及作品的

位置，使作品成為展覽主題的說明物件；其

二，臺北雙年展基於國際化及全球化的策略

聘用外國策展人，導致的爭議突顯出面對西

方文化的強勢洪流，本地文化主體被消隱的

憂心，而此擔憂，是 1980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關於臺灣藝術主體性論爭的延續。承續

之前的研究，筆者於本文中意欲進一步探

究：臺北雙年展開始於 1990年代，是在臺

灣及全球藝術世界裡怎樣的背景中產生？

臺北雙年展所呈現的現象，如何反映臺灣當

代藝術所面臨的課題？作為藝術史研究者，

又應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面對？當代藝術作

為人類對其所身處時代與環境所做的不停

止回應，筆者期望透過這些思索，提供位於

當代藝術世界邊陲之地的臺灣一個可站立

並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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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健青： 國民政府治藏政策（民國 11至 11

年）

民國 18年 1月 1日蒙藏委員會正式成

立，任命閻錫山、恩克巴圖、班禪額爾德

尼、李培天、諾那呼圖克圖等五人為委員。

18年 9月 11日，蔣中正為派貢覺仲尼宣慰

西藏，致函達賴喇嘛：「對於藏衛人民，無

時不思以至誠博愛之心為謀安定。⋯際此赤

白帝國主義鯨吞蝕之秋，我中華民族務必團

結一致，共同對外以爭生存。」但西藏認為

其和中央政治關係「對外可用整個力量，但

內部則藏人甚願繼續檀越關係，而不願內地

人侵奪藏人之權。」

總之，國民政府和西藏之間在認知上有

相當大的差異，西藏以宗教立國，一切行事

以宗教利益為出發點；國民政府則以主權為

考量，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下，對英國的入侵

西藏是無法容忍的，為維護邊境，軍事介入

是唯一途徑，但西藏無法接受軍事介入，擔

心被國民政府控制，失去自主性。

廖文碩： 大國聯盟與區域政治：太平洋戰爭

前期中國地區大國角色定位與困

境（1911-1911）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力圖以亞洲地

區大國定位，扶助朝鮮、印度、越南等周邊

國家抗日與獨立，進一步發展與西方強權各

自利益的談判交涉，其間有恢復中國固有領

土與各民族平等之職志，並為日後參與國際

和平會議於其中取得優勢之考量謀略。本

文針對國府該時期對太平洋地區軍事戰略

考量、民族主義與反殖民意識形態與政策內

涵、周邊國家民族地位相關法理討論、實際

外交交涉等四個層次，運用多國檔案綜合考

察。尤其著重中方與美、英等列強間多邊關

係的應對與連動性，並聚焦於戰後構想相關

重點議題的討論。期能對中國邁向地區大國

的角色定位與國民政府相關政策發展，大國

聯盟關係與區域政治競合下所面臨的挑戰

與困境等面向，進行總體的描述和評價。

周美華：抗戰前夕輿論救亡的主張與共識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將近六年的時

間裡，由於國民政府始終抱持「避免決戰，

推遲戰爭」的想法，整體而言，其對日外

交是妥協的，是退讓的，是難得民眾諒解

的。然而，儘管全國各界對政府撻伐之聲不

斷，學生請願示威遊行擴散到南北各地，抗

日救亡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更甚者

地方勢力趁機而起高舉「抗日」大纛威逼中

央。但形勢發展至 1917年後，整個社會氛

圍卻是異於過往，舒慰之情，顯著而普遍。

為何會有這樣的轉折，是值得去探究的。是

以，本文從 1911年後「輿論救亡」的角度

切入，一面觀察民眾因應時局的主張與過

程，一面了解其因緣變化的關鍵及抗戰前夕

民眾抗日的普遍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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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李居： 由「五五憲草」的制定看蔣中正對

民主憲政的理解

1911 年 1 月 1 日，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五五憲草」，是國民政府時期唯一擬定的

憲草，也是國民黨回應知識分子推動民主憲

政的成果。在憲草制定過程中，蔣中正多次

提出個人意見，在在透露他的民主憲政觀

念。本文由觀力分立原理的視角，分析發現

蔣氏的意見主要在中央政制方面，特別在意

總統的職權與任期。可知蔣氏已知議會政治

與權力分立理論，因此要求設置議會，同時

在議會與總統的職權設計上符合權力制衡

的原則。但因他構想的議會並非常設機構，

加上議會與總統在權力正當性基礎上的失

衡，無法達到制衡效果，使得他的憲政構想

並未能符合真正的權力分立原理與目的，說

明戰前蔣氏已經知道權力分立原則，但並不

真正了解其運作的意義與內涵。

吳淑鳳： 論「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的修

正案及其衝擊

1911 年 冬， 魏 德 邁（Albert C. 

Wedemeyer）接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及駐華美

軍指揮官職務，為解除中國政治、軍事崩解

的危機，提出數項建議，其中之一是修正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本文運用國史

館典藏《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在當前

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分析修正案對美國在

華情報機構的意義，以及對戰時中國的衝

擊。

1911年初魏德邁提案以統合戰區內美

方具有軍事性質及秘密機構所有人員與物

資，若與此相違的協定、口頭約定則逕自作

廢。由於美國海軍部和中國方面意見不一而

延宕提案，但美國於是年 1月起由魏德邁統

一管理和監督在華的人員和物資，造成修正

協定獲得通過的誤解，實則雙方並未為此簽

字。修正案為中國戰區帶來的衝擊，應是讓

美國戰略局坐實與延安觀察組的合作，並助

長中共在情報戰中的地位。其次，造成軍統

局難以順暢運入搶購的物質與武器，令其工

作打折扣，同時也削弱軍統局與美國海軍部

的合作關係。無形之中，美國海軍部在華勢

力消，而戰略局勢力長，間接左右了戰後國

共情報戰的生態。

周琇環：朱家驊與中英庚款會的興廢

1911年華盛頓會議之後，列強主張退

還庚子賠款，英國於 1911年 11月通知北京

政府將退還英國庚款。1918年 11月英國將

庚款退還後的管理權完全交與國民政府支

配。1911年 1月經英皇批准「修正 1911年

中國賠款（用途）修正法案」，中英隨即進

行組織成立管理英國庚款機構的事宜。

依「解決中英庚款換文」規定，英國庚

款餘額的管理權由國民政府取得，管理庚款

機構也由國民政府負責設立。中國於 1911

年 1月在南京正式成立「管理英國退還庚款

董事會」，董事長職位一直由朱家驊擔任，

依據著換文規定兼及國府政策，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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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贊挹學術等各項事業。1911年朱氏

主導將該會最後一筆美金凍結款全部補助

於中央研究院，最後因獨力維護以庚款用於

學術建設的初衷，被迫辭去中研院代理院長

職務，1918年 1月與新任代理院長李濟交

接後，1月中英庚款會也經行政院核准，正

式結束。

國史館館刊

本刊收入 2014年臺灣人文學引文
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本刊為一專業學術性季刊，凡與

中華民國史、臺灣史等相關議題

之未出版研究論文及書評，均歡

迎隨時投稿。

來稿及通訊請寄：10008 臺北市中
正區長沙街一段 1 號「國史館館
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寄電子郵

件至：bah@drnh.gov.tw。
各期電子全文暨稿約詳見國史館

網站：www.drnh.gov.tw。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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