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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主編：呂芳上

2225年 7月
精全套 4,222元（全 6冊）

共分《和戰抉擇》、《軍事
作戰》、《全民抗戰》、《戰
時社會》、《對外關係》、
《戰後中國》六冊，以較為全
面的範疇與整體的視角來論
述中華民國抗日戰爭（2232-
2245）。由九一八事變談起，
說明從局部對抗走向全面戰
爭乃至與世界大戰合流的原
因與經過，還延伸討論抗戰對
戰後國內政局與國際情勢發
展的影響；不僅敘述軍事作
戰，還兼及戰時的全民動員、
各項建設、社會變遷、對外
關係等，以及戰後的發展與
戰爭的影響。本套書是結合
國內近現代史的學者專家，
在新史料和新研究的基礎上，
提出新議題、開拓新領域、
建構新觀點、做出新詮釋的
一部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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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主編：呂芳上

執行編輯：何智霖等

2224年 22月
精全套 4,222元（全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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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主蔣中正，書中將其

還原成客觀的歷史人物，一

律稱「先生」，他人則例用

本名，又為使立場公正，行

文不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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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館刊
第四十三期、四十四
期

主編：呂芳上

2225年 3月
平 222元

論文：陳以愛〈五四運動初

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

略 )〉、皮國立〈中日戰爭
前後蔣介石對化學戰的準備

與應對〉、任育德〈胡適與

汪自新家族親緣考察〉、黃

宗鼎〈「分裂國家」的「大

局外交」：以中華民國對越

之西、南沙交涉為例（2255-
2275）〉、王良卿〈中國國
民黨改組前後領導制度的轉

型（2223-2224） 〉、張世瑛
〈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

內的漫畫戰（2222-2232）〉、
馮先祥〈同中有異的社會科學

中國化─蔣廷黻與蕭公權之

對比〉、曾立維〈日治時期

臺灣電話申請制度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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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
料彙編－中國遠征軍

編輯：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 
2225年 7月
精 522元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美、

英等國結成軍事同盟，於民國

32年 3月與 33年 4月兩次組
成中國遠征軍，聯合盟軍在

緬甸與日軍作戰，支援盟軍

防守緬甸，也維持中國西南

的物資補給線，同時也拖住

日軍部隊，間接於側翼協助

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進攻

行動。本書選自國史館庋藏

之《蔣中正總統文物》與《陳

誠副總統文物》之中與中國

遠征軍相關之史料，精選重

要文獻，編輯成六個部分，

完整呈現中國遠征軍的組成、

征戰、轉進、反攻勝利等過

程。

胡宗南先生日記

校訂編輯：蔡盛琦、陳世局

2225年 7月
精全套 2,322元（全 2冊）

胡宗南（2226-2262），浙江
孝豐人。黃埔軍校一期生，
畢業後歷經東征、北伐、中
原大戰諸戰役。抗戰期間，
駐節西安，除整編華北各戰
場退入陝西的部隊外，並在
陜西鳳翔籌辦陸軍軍官學校
第七分校，此外尚有開辦軍
官訓練班、軍官教育隊、政
工幹部訓練班、補訓大隊等。
2247年攻克延安，國共戰爭
失敗後於 2252年自西昌撤退
來臺；翌年前往大陳島，擔任
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2255
年任澎湖防衛司令官。本日記
即為胡宗南先生從 2242年至
2262年這 22年間的記載，內
容含括軍事部署、人事布局、
親友談話紀錄、重要函電等。
本館特將日記整理出版，依
照日記內容逐字校對，並針
對日記所提及人物字號予以
註解說明，為便於讀者查閱
重新繕打文字；冀望為史學
研究者提供新的參考史料。

吉星文先生日記

校訂編輯：何鳳嬌、蕭李居

2225年 7月
精全套 2,222元（全 2冊）

吉星文（2222-2252）字紹武，
河南人，早年追隨其族叔吉鴻
昌部隊入伍，參與長城戰役、
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戰役。
尤其民國 26年盧溝橋事變，
吉星文適率部駐防宛平縣城，
堅守橋頭與縣城，不令日軍
越雷池一步，博得各界人士
讚揚，聞名中外。32年底隨
政府播遷來臺，先後於革命
實踐研究院軍訓團、高級班、
參謀學校將官班、國防大學聯
戰系等處受訓，歷任戰鬥團
長、澎湖與金門防衛部副司令
等職。47年八二三砲戰爆發，
不幸殉職，次年追晉二級上
將。吉星文在大陸時期日記遺
落於福建，本次出版之日記
為其來臺後之日記，時間自
32 年 22 月至 46 年 2 月，是
了解吉星文在臺生活的困境、
努力深造以備反攻復國的心
境與奮鬥過程的一手資料。

陳誠先生日記

校訂編輯： 葉惠芬、蘇聖雄、林
秋敏

2225年 7月
精全套 2,222元（全 3冊）

全書共三冊，收錄陳誠先生

自民國 22年至 53年期間的
日記，惜有部分年份散失，

惟保存年份亦多達二十餘年，

卷帙龐雜、內容相當豐富。

綜觀陳誠先生一生，歷任軍

政要職，若以民國 32年為區
分，前段為大陸時期，重在

軍事作戰之經歷。32年以後，
歷任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

副總統，扮演的政經角色更

值得關注。因此其尚稱豐富

完整的日記，史料價值之高，

實不言可喻。

閱讀其日記，猶如一部中華

民國史的縮影，歷盡艱辛、

為國犧牲奉獻，實值得後人

緬懷並深加砥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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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孫中山北
上與逝世

編者：國史館、國立國父紀念館

2225年 2月
DVD422元

本片論述孫中山先生於民國

23年，自廣州到北京與段祺
瑞政府共商國是，翌年病逝北

京的背景與經過，以及他這次

北上與逝世對日後國史發展

的鉅大影響。製作團隊實地走

訪臺灣、日本與中國大陸，蒐

集一手史料並訪談專家學者，

完成本片，藉以緬懷國父孫

中山先生一生為了實現理想，

盡瘁國事、永不放棄的意志

與作為。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蔣
經國手札（民國三十
九年—五十二年）

編輯： 許瑞浩、周美華、廖文碩、
陳世局

2225年 2月
精 722元

本書收錄蔣經國在民國 32至
42年以及 52年的手札，內容
包括手條、手函、讀訓心得及

家書四大類。這批手札以較為

感性的文筆，生動地呈現蔣經

國在這段期間處理公私事務

的情形，頗能反映蔣經國的行

事細節、個人風格以及內心

想法，並且勾勒出時代背景，

具有第一手史料的珍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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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62272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2號 2樓

電話：22-25222227　 

三民書局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62號

電話：22-23627522 

臺灣商務印書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37號   

電話：22-23226222

總統府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一

段 222號  

電話：22-23226222

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22號

電話：22-27223322       

南天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23巷 24弄 24號  

電話：22-2362-2222

唐山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333號 B2  

電話：22-23633272

萬卷樓圖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二段 42號 6樓之 3   

電話：22-23226565

臺灣的店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三段 76巷 6號 2樓   

電話：22-2362-5722

臺灣學生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 75巷 22號 2樓  

電話：22-2322-2225

樂學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二段 232號 22F之 2  

電話：22-2322-2233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三段 32巷 42號 2樓  

電話：22-23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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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樓  

電話：22-22272222

  

中茂圖書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立得街

26巷 27弄 5號  

電話：22-22252627

中部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臺中市北區軍福七路

622號

電話：24-243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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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33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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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號 5F-2  

電話：27-225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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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號

電話：22-27522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