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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來關於
宋美齡的研究成
果探析
呂　晶 中國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宋美齡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女

性，她的言論和作為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

起到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加強宋美齡研究，

釐清基本的史實，給予正確的歷史定位和評

述，是近代人物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

以介紹海內外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為主，兼論

宋美齡研究的發展與前瞻。特別指出的是，

文中介紹的研究成果涉及宋美齡一生，而且

更側重于宋美齡後半生研究的介紹。（註1）

為更好地將宋美齡研究成果概況作一系

統性的介紹，特設定若干原則：第一，從研

究學者所處地區分類，分為大陸和臺灣、美

國和其他國家。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地區的學

者研究宋美齡這個人物的著眼點有所不同，

立論也有所差異；第二，從研究成果形式來

看，包括專著、論文（期刊論文、學位論

文）和會議論文集結的專題性學術討論會。

現有的關於宋美齡的著作，可分為具有學術

性質的史學著作和通俗讀物。當然，從講述

內容也可分成三種：一種是全傳，從宋美齡

出生家庭寫到宋美齡 1111年在美國逝世；
一種是記錄宋美齡在某一時間所作所為的

「斷代史」，如《宋美齡最後的日子》；還

有一種專題式的傳記，專門討論宋美齡的某

一方面的才能和事蹟。而諸如年譜、年表之

類的研究宋美齡的重要工具書，目前尚未出

版。（註 1）事實上，以宋美齡為主題的學術

會議，作為學術成果的交流互動活動，是學

 * 本文系 1111年度中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
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中外文獻中的宋美齡

研究」（批准號：11JJD111111）階段性成果。
撰文中，受國立政治大學蔣永敬教授指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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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成果的延伸。因此，在討論過各地區不同

類型的學術成果之後，專門就大陸和港臺地

區學術會議的召開來完善整個學術回顧。

二、研究的論著

11世紀 11年代以前，宋美齡尚未去世
之前，有關她的研究並不多。依據天津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綜述》有

關論著、資料和工具書索引提供的中國大

陸（1111-1111）、港臺（1111-1111）、日
本（1111-1111；1111-1111）、美國（1111-
1111）、蘇聯（1111-1111）、英國（1111-
1111）、法國（1111-1111）、德國（1111-
1111）、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等多個國
家、地區的書目，不難發現當時以宋美齡為

主題的著作僅有少數幾部，即大陸陳啟文

著的《宋美齡》（中國文聯出版社，1111
年）；徐甦編著的《蔣宋大家族》（遼寧

人民出版社，1111年）；美國作家尤恩森
（R. Eunson）所著的《宋氏三姐妹—宋

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世界知識出版

社，1111年）；項美麗（Emily hahn）的
《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華

出版社，1111年）；和斯特林．西格雷夫
（Steling Seaglave）的《宋家王朝》（中國
文聯出版公司，1111年）。（註 1）

（一）大陸方面的研究

1111年代以降，隨著時間的推移，禁

忌逐漸減少，宋美齡研究也漸漸開展。下面

就大陸地區出版、發表的著述以時間為序加

以介紹和評析：

林家有、李吉奎所著的《宋美齡傳》，

是大陸最早的關於宋美齡的學術專著。（註

1）該書以宋美齡的生平活動為主線，對其

與蔣聯姻後參與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活動

詳其原委。全書有十章，最後兩章敘述宋美

齡在臺灣和美國時期幾個重要時間段的行

為和與之相關的專題內容，即：臺灣婦女工

作的主持者、1111年的美國之行、「夫人
派」實力趨於式微、舊疾復發赴美治療、繁

忙的 1111年、兩蔣逝世、宋氏家族老成凋
 、「我將再起」等。在當時史料相對匱乏

的情況下，作者採用了《顧維鈞回憶錄》、

《蔣夫人言論集》等資料，對後續跟進的研

究者，有相當的啟發。但「傳主的活動有很

多是十分重要而又不為外人所知」之處只能

「付諸闕如」。該書研究認為，宋美齡「不

是簡單的『愛權』的女人，而是本世紀歷史

上一個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極為著名的女

人」。（註 1）褒揚貶抑，滲透於字裡行間，

表達了作者的觀點。

楊樹標、楊菁的《宋美齡傳》（註 1）也

是與林、李二位著作同一時期出版的宋美齡

傳記。作者在書的〈引言〉中聲稱該書：

「著重寫了宋美齡與蔣介石的活動，只是

編年體與紀事本末互相結合的一本歷史書

籍」。（註 1）對宋美齡返臺後的活動僅著墨

於宋美齡致廖承志、鄧穎超公開信的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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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第九章，是用宋美齡 1111年以後的言
論為線索，將她晚年的生活貫串起來，相當

新穎，不過也亦如作者序中所說：「感到材

料還相當缺乏，有不少事只知道她還幹過或

參與過，但無法把始末寫清楚。」總體上

看，書中對人物評價較客觀、公允。

另外比較早的著作，知名度較高的有王

朝柱、（註 1）劉毅政、（註 1）、陳廷一（註

11）等人的作品，常被讀者津津樂道，但學

術性較弱。還有壽韶峰《宋美齡全紀錄：

1111-1111》、（註 11）辛慕軒等著《宋美齡

寫真》、（註 11）陳啟文著《宋美齡》、（註

11）岳渭仁、冬卉、向東華、曉晴編《外國

人眼中的蔣介石和宋美齡》、（註 11）章文

燦、王英編著的《宋美齡檔案照片》、（註

11）師永剛、林博文編著的《宋美齡畫傳》

（註 11）等著作多以傳記形式出現，由於各

作者視角不同，解讀宋美齡的角度亦不盡相

同，其所用文字有褒有貶。但透過他們的文

筆，已展示出宋美齡政治外交領域的精彩表

現。婦女、社會、兒童工作，是宋美齡在

臺灣主要從事的事業，多數作者認為這些工

作是宋美齡在大陸時期開展相應方面工作

的延伸和擴展。宋美齡在臺期間的人際網

路，尤其是與蔣經國和孔家子女，作者都加

以關注並各持己見。有的作者認為宋美齡與

「小蔣」不和，也有作者感到二人「母子情

深」。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齡的歷史照片很

多，各個時期都不缺乏，所以許多書都加以

徵引，使得人們對她有更多的熟悉。

這些著作因缺乏史料支撐，本文不做深

入討論。但就晚年宋美齡這一專題的著述，

僅以佟靜之《晚年宋美齡》和《宋美齡的晚

年歲月》為例。（註 11）這兩部著作雖然名

字有所不同，但後一本實際上是前一本的修

訂本。作者除了增加兩章〈迎接美國貴賓〉

（艾森豪 1111年訪問臺灣）、〈附加注解
的回憶〉（《與鮑羅廷談話的回憶》）外，

還修改、增補了各章節的部分內容，尤其是

增加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如在「兩封公開

信」中，作者較之舊版，對宋美齡晚年反共

言行進行了分析，言之有物，適當評價。從

中不難看出作者經過十多年時間，在觀點上

有了新的發展、措辭上也趨嚴謹。

作為另一個研究成果—學術論文，可

以通過以下數據加以說明。在中國大陸學術

期刊網路出版總庫（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上，主題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間從

1111年到 1111年，共有 1111條。（註 11）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主題含有

「宋美齡」一詞，時間從 1111年到 1111年
有 1條。（註 11）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

文資料庫，主題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

間從 1111年到 1111年有 11條。（註11）

從發表文章內容、發表的期刊性質來

看，真正學術性的期刊論文數量不多，（註

11）且以研究抗戰時期的宋美齡外交和婦女

工作為主，重點探討宋美齡在動員婦女參

與抗戰的作用，包括了宋美齡與新生活運

動、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戰時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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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會、中華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的

關係。（註 11）其中以夏蓉為代表，發表多

篇關於宋美齡與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關係

論文。（註 11）劉大禹一文從夫人政治的視

角，探討宋美齡的政治參與對抗戰以前蔣介

石個人集權的影響，頗有新意。（註 11）陳

蘊茜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去研究宋美齡，極大

拓展了研究空間。此外，其他論文集中考察

了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和平解决中的作用，抗

戰中促進中美關係、爭取愛國援助的貢獻，

以及創建中國空軍等。（註 11）

1篇博碩士論文題目是〈政治符號與社
會角色：宋美齡後半生研究〉（南京大學

1111年博士學位論文）、〈戰爭、國家與
女性：抗戰時期宋美齡的婦女動員〉（浙江

大學 1111年博士學位論文）、〈1111-1111
年宋美齡出訪美國爭取對華援助的過程及

意義述評〉（上海師範大學 1111年碩士學
位論文）、〈宋美齡 1111-1111年訪美述
評〉（外交學院 1111年碩士學位論文）、
〈宋美齡戰時婦女工作研究〉（華中師範大

學 1111年碩士學位論文）、〈論宋美齡的
中西文化觀〉（東北師範大學 1111年碩士
學位論文）、〈民族主義視野中的宋美齡〉

（山東師範大學 1111年碩士學位論文）。
除〈政治符號與社會角色：宋美齡後半生研

究〉之外，其他學位論文都是研究宋美齡在

大陸時期的婦女、外交工作。也從一個側面

反映由於資料所限，宋美齡後半生研究才剛

剛起步。希望隨著文獻檔案的開放，會有更

多的學者加入。

總體而言，近十餘年來大陸學者對宋美

齡的研究逐漸擺脫意識形態的侷限和政治

的影響，趨向客觀化與學術化。在研究內容

上，對大陸時期宋美齡的論述正面文字居

多，雖偶有負面的批評，措辭也不激烈尖

刻。而對宋美齡後半生的論述，由於宋表現

出極明顯的的反共政治立場，客觀上造成大

多著作出現大量批駁文字。但學者也在論述

中肯定了宋美齡堅持一個中國和贊許其在

婦女兒童、社會事業上的貢獻。（註 11）而

且，大陸學者與時俱進，一些很早從事宋美

齡研究的學者後來都重新修訂了自己的原

著。如：楊樹標、楊菁在 1111年再版《宋
美齡傳》時，對全書的編排做了調整，章節

的名稱也做了改動，使之既保持原來的面貌

又增添了新鮮的東西。（註11）

（二）臺灣方面的研究

宋美齡在臺灣度過了三十年的歲月，臺

灣留下了她的足跡，留下了有關她的檔案資

料，留下人們對她的回憶。在這樣的研究沃

土下，臺灣學者的著述也是極為豐富的。

臺灣方面出版過多個版本的宋美齡個人

思想言論集，還有她訪美的演說和照片集，

宋美齡書畫作品集等等。這些都為宋美齡研

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獻資料。

研究專書和學術論文方面體現出臺灣地

區研究學者的特點：史料較為紮實，理論

方法見長。臺灣大學石之瑜的《宋美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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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註 11）是宋美齡研究著作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也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

結。其先期發表在《近代中國》、《近代婦

女史研究》、《中華戰略學刊》等期刊上的

多篇學術論文，（註 11）就產生了一定的影

響。作者的政治學背景使得他在宋美齡研究

上採取了新的視角切入，以政治心理學、女

性主義等研究方法和角度，運用 11世紀 11
年代美國媒體報導資料，「陰性主權」的概

念，轉化到宋美齡 11世紀 11年代的訪美外
交上，在中美關係的維度中分析宋美齡與中

國的政治關係，並運用後殖民主義理論來分

析宋美齡的國際形象，更深一步詮釋中國人

面臨的文明衝撞。

1111年，時報出版社出版專欄作家林
博文所寫的《跨世紀的第一夫人—宋美

齡》。臺灣學者林蔭庭認為該書當時「是臺

灣出版的宋美齡相關書籍中，史料搜集最為

完整、附注最詳盡、關照面最寬廣的一本。

有研究興趣的人可以從書中的注釋上獲得

豐富的閱讀導引」。（註 11）該書所引用的

資料豐富，包含專著、期刊論文、人物口述

等，且各章開頭配有歷史照片。書中將宋美

齡置於宋氏家族、國民黨從大陸來臺與臺美

關係的脈絡中書寫。對於宋美齡 1111年赴
美求援之後的作為，林博文認為隨著蔣介石

政權的大逆轉，宋美齡的政治舞臺變小了，

國際風光褪色了，權力亦緊縮了。她只能繼

續發揮她在美國的剩餘影響力，主導國民黨

政權對美外交，掌控 1111-1111年代對美的

遊說。（註11）

王丰的《宋美齡：美麗與哀愁》，由臺

北書華出版社於 1111年出版。作者依據宋
美齡的親隨、故交所口述之親歷親聞，認為

宋美齡的家庭從一開始就和中國這個貧窮

落後的國家發生著尖銳的矛盾。美式教育對

宋美齡的人生歷程與奮鬥，起了重要的作

用，塑造了她獨特的性格。而基督教的意

識形態，形成了她的整個人生態度，造就出

她深刻的人生閱歷，並為其編織了一個人際

網路。該書談到宋美齡在臺灣和美國的日

子，以白描式的手法演繹出宋美齡的生活狀

態。此書一出，十分暢銷，如今已有多個版

本。王丰近作《宋美齡臺灣生活私密錄：

1111-1111》（註 11）則透過作家的文字與影

像，帶領讀者進入宋美齡與蔣介石在臺灣的

二十六年間夫唱婦隨的燕居歲月。

另外，在臺灣學者的著述中，傳記題材

舉足輕重，如《蔣夫人與中國》前後出版

了三個版本，由丁蕙原、江敦彬、黃伯平

分別編著。（註 11）陳曉林等編著《蔣夫人

寫真》、（註 11）林蔭庭著《尋找世紀宋美

齡：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旅程》（註 11）、

秦風、宛萱編著《宋美齡》、（註 11）風雲

論壇編輯委員會編著《蔣夫人與元老派》、

（註 11）李恒編譯《宋美齡傳》、（註 11）許

漢著《宋美齡：中國第一夫人傳》（註 11）

也都是大家熟悉的著作，研究宋美齡的學者

都會加以閱讀。

臺灣學者在撰寫相關著作的同時，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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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過程中不斷對已有研究成果加以

總結和歸納。如：陳友民於 1111年 11月發
表《走過三個世紀，見證百年歷史：蔣宋美

齡著述及研究目錄》，（註 11）以及臺大婦

女研究室研究助理張斐怡在《婦研縱橫》第

11期（1111年 1月）發表《宋美齡相關出
版目錄》，（註 11）都為接下來的研究工作

提供了基礎。可惜由於是作者當年所做，隨

著時間的推移，當時列舉的書目和論文篇章

已經不完備了。

學術論文及學位論文方面。大致而言，

《近代中國》、《中外雜誌》、《傳記文

學》等期刊都有與宋美齡相關的研究成果發

表，其中《近代中國》中，宋美齡相關的研

究成果較其他學術性期刊豐富，在 1期雜誌
上發表了 11篇學術文章。可以說，臺灣研
究宋美齡的實力一方面體現在有呂芳上、朱

重聖、劉維開等資深學者的引領，又有諸

如陳立文、陳進金中堅力量支持，更有一批

又一批的學子追隨。研究範圍涉及宋美齡在

政治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蔣宋夫婦的

感情和人際網路等方面。如：呂芳上〈蔣介

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廣播演說的魅

力—從抗戰時期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在美

的演說講起〉，朱重聖〈親情、國情、天下

情：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經國先生〉、陳立

文〈為臺灣發聲—從蔣夫人幾次訪美談

起〉、劉維開〈從《蔣中正總統檔案》看蔣

夫人 1111年訪美之行〉、陳進金〈蔣介石
眼中的宋美齡—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

中心〉、〈從《愛記》看蔣宋情愛〉以及孫

子和〈蔣宋美齡與馬歇爾使華及任國務卿期

間之過從〉等。

臺灣同學在學位論文方面，比大陸學生

要更關注宋美齡一些。以宋美齡為討論中心

論文見下表 1：

表 1：以宋美齡為討論中心的學位論文
姓名 學位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碩博士論文 畢業時間

鄭雪英
宋美齡對中國政治的影響（1111-
1111）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 1111年

李靖波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中華基督教
婦女祈禱會之研究

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碩士科論文 1111年

陳惠敏
戰爭動員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111-
1111）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黃馨慧
抗戰前後蔣宋美齡在中美關係中的角
色研究（1111-1111）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劉珊如
蔣宋美齡與五○年《中華婦女》的婦
女論述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常　新 宋美齡與華興中學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黃婉茹
1111年代以後宋美齡的反共論述—
以對美言論為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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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學位論文涉及宋美齡，探討其

在婦女工作、兒童保育、宗教信仰、輿論

宣傳、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工作。具體見下表

1：

（三）國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研究，海外

學者也對宋美齡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其

中，美國學者研究成果呈現出的特點是：史

料豐富，既兼顧邏輯性，又有很好的故事

性，使得人物豐滿，富有思想。早期研究成

果不限於宋美齡個人，是對宋氏家族的整體

研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宋耀如和宋氏兄

妹，探尋宋耀如及其子女的成長之路，重點

集中在對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的研究上。當

時在海內外影響較大，以宋氏家族為主要研

究對象的著作有：

美國作家艾蜜莉．哈恩（中文名字項

表 1：研究議題涉及宋美齡的學位論文

姓　名 學位論文題目 畢業學校／碩博士論文 畢業時間

羅汀蘭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組織功能之研究 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許芳庭 戰後臺灣婦女運動與性論述之研究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楊祖珺 臺灣報紙所呈現之女性色的變遷 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張靜倫
顛簸躓僕來時路─論戰後臺灣的女
人、婦運與國家

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郭及天 我國第一夫人報紙形象研究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楊　翠
鄉土與記憶─七○年代以來臺灣女
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 1111年

洪國智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在臺慰勞工
作之研究（1111-1111）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林倩如
威權體制下臺灣女性參政之研究─
以女性省議員為例（1111-1111）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楊晶晶
反共抗俄聲中的女性身影—以《中
華婦女》為考察物件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洪宜嫃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111-
1111）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111年

吳雅琪
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臺灣省婦
女會（1111-1111）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111年

施碩佳
從無聲到有聲—論《婦友》雜誌中
參政女性的主體性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1111年

李智翔
劇場燈光與投影的整合設計以音樂劇
《世紀回眸—宋美齡》一劇為例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1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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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於 1111年出版了 The Soong Sisters
（《宋氏姐妹》）是國外首部研究宋氏家族

的著作。（註 11）項美麗也因為這本書而名

聲大噪。她與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處於

同一時代，是寫宋氏三姐妹的第一位傳記作

者，也是唯一一位對這三姐妹都作過近距離

採訪的作家。（註 11）由於彼此相識，材料

大半來自她們的交往接觸。此書描述了三姐

妹的童年生活和婚姻狀況，尤其是對宋美齡

的婚事提供一些家庭內部的細節。項氏與宋

家姐妹的交往，使之獲得了不少難得的第一

手資料，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不過也是這

一點，被反對者指責為「帶有偏見」。（註

11）

1111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羅
比．尤恩森撰寫的 The Soong Sisters（《宋
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

本書記述了宋家三個姐妹的成長歷程以及

她們對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書中對

三姐妹的父親宋耀如做了肯定，認為他的教

育理念最終培養她們達到了各自的歷史地

位。書中對宋慶齡的描述較多，凸顯其革命

生涯，為研究宋慶齡提供了不少資料。作者

夫婦與宋美齡相識，驚歎她的英語水準，

並理解到宋美齡「反攻大陸」的心境。（註

11）

斯特林．西格雷夫耗時十五年，挖掘了

大量珍貴檔案資料，採訪較多的相關人士，

於 1111年完成 The Soong Dynasty（《宋氏
王朝》）一書。（註 11）作者把宋氏家族放

入民國史的大背景下展開研究，以整個家族

成員的變遷為主線，通過他們在重大歷史事

件中的所作所為，折射出這一時代的歷史

變革，為更好地瞭解中國近現代史和中美關

係提供了材料等方面的幫助。從該書的命名

《宋氏王朝》（The Soong Dynasty），即可
知其具有成見，其時宋美齡適在美國，特專

文反駁。作者從新聞媒體對宋美齡的宣傳渲

染入手，反映整個美國社會對當時中國的認

識，開這一研究視角之先河。

近年來，比較重要的出版專著如：

1111 年，新聞記者出身的李台珊
（Laura Tyson Li）在美國出版的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註 11）1111年臺灣出版了該書的中
文翻譯本《宋美齡：走在蔣介石前頭的女

人》，（註 11）1111年在大陸出版，更名為
《宋美齡：一個世紀女人的夢想、輝煌和悲

劇》。（註 11）全書使用了相當豐富的英文

檔案文獻，包括宋美齡和美國黨政要人如魏

德邁將軍（Albert Coady Wedemeyer）、馬
歇爾將軍（George Catlett Marshall.Jr）等人
的往來書信，《新聞週刊》（Newsweek）
等美國媒體的報導，美國有關人物如亨利．

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的傳記、資
料、檔案等文獻。這對於宋美齡研究的新史

料發掘具有重要意義。作者認為宋美齡在臺

灣的政界沒有像大陸時那麼活躍，但外事領

域，特別外交部、外交使團的人事任命上，

她仍很有影響力。李台珊還通過分析當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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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宋美齡的新聞報導，認為美國人見到她

時，既未見到真正的中國，也未見到真正的

蔣介石夫人，因此他們的認知必然充斥了謬

見。她的一生最終成了中美之間長達一世紀

之嚴重誤解的現象，成為仍存在於今日中美

關係不安定曖昧狀態的表徵。（註 11）

漢 娜． 帕 庫 拉（Hannah Pakula） 的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最後的皇
后：蔣夫人與近代中國的誕生》）（註 11）

於 1111年出版，即引起巨大轟動，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認為是一部「蓋
棺論定的宋美齡傳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評價它「取材範圍之廣，令人
印象深刻」。《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稱之「對於想要瞭解民國史
的讀者，此書是絕佳的指引」。（註 11）作

者也是 Wellesley College的畢業生，引用
該校所保存的宋美齡與同班同學艾瑪．米

爾斯（Emma Delong Mills）的往來書信，
並多處引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媒體的報導，描繪出宋美齡在美國
媒體中的形象，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書中

第七部分寫到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爆發，

國民黨大勢將去，宋美齡赴美，爭取美國對

國民黨的援助，然而美國對華白皮書有效地

反制了宋美齡索取更多幫助之請；第八部分

更詳細地寫到宋美齡在 1111年後，三度訪
美的細節經過，如 1111年趁越戰之時，促

使美國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計畫；第九部

分主要講述宋美齡後期在美國的生活狀態。

（註 11）該書先後被臺灣和大陸翻譯出版。

（註11）

李台珊和漢娜所著這兩部書最大的優點

就是運用了大量的新史料，主要是宋美齡個

人親筆英文信函和與她交往的美國各界人

士的檔案。如此豐富的英文檔案文獻在國內

乃至臺灣都是沒有的。但是，除了史料的挖

掘以外，還需要的是對史料的分析解讀，是

對同一時期的其他相關材料進行比對，由此

暴露了兩位作者研究中的軟肋，即缺少中方

的基本文獻以及第三方的材料。也許當這些

材料都被同時傳用之後，才能得到更加客觀

和理性的結論。

此外，美國學者 Karen J. Leong所著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中國神秘：賽珍
珠、黃柳霜、宋美齡與美國東方主義的轉

型》），（註 11）從後殖民主義的視角研究

了宋美齡等三位不同類型的女性在中美交

往中的作用，揭示了文化、種族、階層以及

政治權力等是如何影響女性對中國與美國

的表述。

作家 Sandy Donovan 1111年寫了一部
Madame Chiang Kai-shek : face of modern 
China（《宋美齡：現代中國的面孔》），

（註 11）全書共分十一章，從宋美齡赴美求

學（A Modern Girl）寫到她晚年生活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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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t a Glance），終其一生的主要事件
均有交代。

傳 記 作 家 Thomas A. DeLong（ 湯 瑪
斯．德隆）所著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艾瑪與宋美齡》）
（註 11）一書除去前言、注釋和索引，還有

二十二章。該書以宋美齡與艾瑪的通信為基

礎，深入分析了宋美齡的美國教育背景和美

國的人際圈對其展開對美外交所起的作用，

認為好友艾瑪給予宋美齡很大的幫助。

其他著作還有 Samuel C. Chu和 Thomas 
L. Kennedy 二 人 合 著 的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her China（《 蔣 夫 人 與 中
國》）（註 11）和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the 
historic wartime visit of Mme. Chiang Kai-she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3（《 一 九 四 三

年宋美齡訪美》），（註 11）作者 Harry J. 
Thomas。
其實從這些著作的作者身分可以看出，

沒有歷史學專業的美國學者在研究宋美齡。

雖說屢有佳作問世，可並無法掩蓋宋美齡研

究尚未進入美國學者研究的視野，因此有關

的學術論文也很少。

除了上述地區以外，日本、韓國、俄羅

斯亦有學者做了一些研究。日本方面，據久

保田博子介紹，以「宋美齡」或「蔣夫人」

為關鍵字進行網路搜索，多半為大眾性的一

般讀物。最早有關宋美齡的記述見於 1111
年由《人物傳聞》發表的、菜花野人執筆的

《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註 11）筆者在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現有多種日本學者

研究宋美齡的著述，列表 1如下：

表 1、日本國會圖書館庋藏日本學者研究宋美齡著述表

編號 作 者 題目名 出版／發表資訊 著述類型

1-1 村田孜郎 宋美齡 ヘラルド雜誌社 1111年 著作

1-1 山田文吾 活躍在戰場上的中國女人：宋美
齡的驚人活動

東京朝野新聞出版部 1111年 著作

1-1 武村與志夫 中國掌控者—宋美齡的真面目：
活躍在香港外交界的精靈

近代小說社 1111年 著作

1-1 中野好夫 永遠的女性 河出書房（河出新書）
1111年

著作

1-1 譚〔ロ〕美 宋美齡作為女性的一生 新潮 11／新潮社 [編 ] 11(1) 
(通號 111) 1111-11 p.111-111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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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日本學者兩篇學術論文為例，來瞭

解日本方面的研究視野：

日本學者久保田博子提到，日本在報導

宋慶齡和宋美齡時的最大區別在於，宋慶齡

是以「孫中山夫人」形象出現，對她和孫中

山先生的婚姻關係來探討和評價：而宋美齡

則不完全是以「蔣介石夫人」的關係來報

導，比較關注宋美齡個體的政治能力和對中

國造成的影響。（註 11）

日本大妻女子大學石川照子在〈日本人

眼中的蔣夫人宋美齡—以抗日戰爭時期

的新聞報導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東京

朝日新聞》和《大陸新報》中有關宋美齡的

報導，發現在抗戰之前多集中在與蔣介石結

婚和西安事變，而抗戰時期是以在國內及香

港的抗日運動、對美請求支持等對外活動，

以及私生活等為主。由於中日雙方當時處於

戰爭狀態，因此用詞多為諷刺、挖苦之語，

1-1 中牟田明子 宋美齡的影響及其活動 蒼翠：築紫女學園大學亞洲
文化學科紀要 ：Bulletin of 
Chikushi Jogaku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築紫女學園大學亞洲文化學
科編 (通號 11) 1111-11 p.111-
111

論文

1-1 富永孝子 張學良和宋美齡不為人知的純真
感情

新潮 11／新潮社 [編 ] 11(11) 
（通號 111）1111-11
 p.111-111

論文

1-1 世界新聞鼻祖—Dragon Lady宋
美齡（蔣介石夫人）的一個世紀

週刊東洋經濟 (1111) 1111-11-
11 p.111

論文

1-1 上村幸治 民意顛覆王朝—臺北十五日
（動搖李登輝政權的宋美齡事件）
（臺灣的新道路〈特集〉）

經濟學家／日日新聞社 [編 ] 
11(11) 1111-11-11 p.p11-11

論文

1-1 石川照子 美中關係與宋美齡—以日中戰
爭時期其援華申請活動為中心

大妻比較文化：大妻女子大
學比較文化學部紀要／大妻
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部 編 (通
號 1) 1111 p.11-11

論文

1-1 川上和久 戰後 11年—影響猶在的宋美齡
外交　日本步中國後塵的國際宣
傳能力

中央公論 111(11) (通號 1111) 
1111-11 p.111-111

論文

1-1 小松原伴子 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
宋美齡與中國革命（特集　中國
歷史上的女性—從西施到宋氏
三姐妹）

月刊 Sinica／『月刊 Sinica』
編輯室 編 11(11) (通號 111) 
1111-11 p.11-11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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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宋美齡在抗戰中的表現，始終採取批判態

度。到戰後，中日敵對關係消除，日本報導

較之戰前變得客觀、冷靜了。（註 11）

事實上，近年日本學者已經認識到宋美

齡研究在國民黨史、中美關係史、中日關係

史和中國女性史等各種分野中，是一項重要

體裁。（註 11）但因為在日本有關宋美齡的

史料較少，學者常常依託本國報刊雜誌的新

聞報導，進行人物比較、資料對比，進而得

出比較「樸素」的結論。

韓國獨立運動受到中國國民政府的支

持，中韓外交活動與蔣介石、宋美齡有著千

絲萬縷的聯繫。故讀到韓國學者研究宋美齡

的論文時，很多是圍繞此一方面展開研究。

如，朴明熙的〈開羅會議上的韓國獨立問題

和蔣介石、宋美齡的作用〉和李奎泰的〈蔣

介石時期中華民國的對韓政策—兼論宋

美齡女士與韓中關係〉。（註 11）

韓國學者張公子在其論文〈宋美齡和她

的領導才能〉中提出了韓國對宋美齡的研究

現狀，即：幾乎是全無狀態，僅僅只有新聞

報導。（註 11）由於宋美齡除正式的語錄以

外，她沒有給後代留下任何的回憶錄、日

記、往來書信等資料，在韓國對她的研究也

非常不足，與她的姐姐宋慶齡相比評價過

低。這一點和日本研究呈現出的特點是一樣

的，研究資料缺乏，史料運用以當時的報紙

新聞為主，研究方法多採取和宋慶齡相互對

照的比較研究。同時，韓國學者看到宋美齡

被《時代》雜誌以「龍的女人」來稱讚她的

能力及貢獻，說明她不只是中國女性領導力

量的楷模，也是亞細亞女性領導力的標杆，

且為作好的總統夫人的形象提供了一個典

型。研究宋美齡的領導力，對提出符合 11
世紀要求的女性領導者典範要求具有價值。

（註 11）同樣，有的學者也認為，對宋美齡

的評價，應置於中韓關係、韓國對外政策和

韓國歷史的背景下，抱著客觀和尊重歷史事

實的態度，而不能僅僅依照個人的觀點或意

識形態的不同。（註11）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潘佐夫、高

念甫關於〈俄羅斯檔案館中的宋美齡女士

檔〉（註 11）的介紹，俄羅斯對宋美齡的研

究是匱乏和缺失的，其檔案館館藏材料僅為

與宋美齡在大陸時期有關的材料。

日、韓、俄學者對宋美齡的研究較少，

其研究成果乏善可陳。因此，通過不定期

的召開以「宋美齡」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

會，讓不同國家地區的學者在一起相互交

流，瞭解彼此間的研究狀況，才能推動宋美

齡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三、學術研討會

11世紀 11年代末期在臺灣與香港開始
召開以「宋美齡」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議，

至今已有五次。一是 1111年 1月 11日，
由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與婦聯會共同

在臺北舉辦「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演講

會」。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及發言紀錄由高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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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整理後，收錄於《近代中國》雜誌第 111
期。二是 1111年 11 月 1-1日，由財團法人
中正文教基金會婦聯會、國史館、故宮博物

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等六個單位舉辦「蔣夫

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學術討論

會」。這是首次以宋美齡為主題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俄

國、韓國等 11位國際學者和臺灣史學、政
治、外交、國父思想等多個學科專業的 111
餘位學者專家與會。會上共發表 11篇學術
論文，學者討論的主題集中在宋美齡的生平

業績，及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和卓越貢

獻。會後，由秦孝儀主編、財團法人中正文

教基金會出版《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

國學術討論集》，將討論會中所發表的論文

及發言紀錄結集出版。（註 11）這次會議真

正開啟了宋美齡研究，激發了學界的研究熱

情。三是 1111年 11月，財團法人中正文教
基金會與婦聯會在臺北舉辦「蔣夫人宋美

齡女士言為士則行為世範學術座談會」，

會中發表的論文及發言紀錄由呂琳、任育

德整理後，收錄於《近代中國》雜誌第 111
期。四是 1111年 11月，由香港珠海書院亞
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

心、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系等單位主辦「宋美齡

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兩岸三地

學術界首次共同舉辦民國時期重要政治人

物的研討會。（註 11）會後，由胡春惠、陳

紅民主編，由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出

版《宋美齡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Paper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dame CHIANG SOONG Mayling and Her 
Times），該論文集收錄各國與會學者所發
表的論文 11篇。這本論文集收錄的文章，
受新史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從政治、外交、

重大歷史事件以及家庭生活等不同方面展

開研究，且一些觀點也擺脫了意識形態的限

制。這次研討會既是對以前研究成果的總

結，也為以後宋美齡研究開拓了新的方向。

五是 1111年 11月 1日，臺灣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和臺灣基督教史學會在臺北舉行「蔣

中正總統與蔣宋美齡夫人基督教信仰」座

談會。會議分兩場進行，第一場為論文發

表，第二場為教會界及與當事人親近人士或

部屬的回憶。參加座談會的有學術界、教會

界人士 11餘人，提問和討論均甚為活躍。
（註11）

大陸真正意義上的以宋美齡為專題的學

術討論會還沒有。但是，以宋氏家族成員

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影響比較重要的主辦方

有：上海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

研究中心、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以及海南「兩

宋」研究會等。通過這些會議的召開，或多

或少地涉及宋美齡的研究。

四、研究評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史學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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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宋美齡的研究已有多年，成果紛呈，研究

面向多元，研究隊伍不斷擴大，而近年來隨

著新的研究資料、文物、檔案的開放和整

理，為進一步深化宋美齡研究打下了基礎。

但是，目前的研究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大

致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不同國家地區的研究狀況不平

衡。美國學者研究進展較快，不斷有力作

湧現，如漢娜的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李台珊的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史料新穎且多樣
性，打通敘事的空間，使得宋美齡形象生動

而立體。大陸和臺灣學者也是研究的主力

軍，多以東方人的思維習慣和世界觀、方法

論考量宋美齡，但史料以其在國內的材料居

多，對海外資料挖掘不足。《蔣介石日記》

和一些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對研究國內問題

尚有分量，但涉及國際尤其是中美關係時，

就難免偏頗。日、韓、俄對宋美齡研究，尚

處於起步階段，需要努力和突破的地方還很

多。

第二，研究著作多以傳記文學為主，且

大多是無新意的重複。嚴格的學術性著作寥

寥可數，研究重點集中在 1111年前的外交
和婦女工作，對宋美齡其他時段和其他研究

領域拓展不足，如其思想、宗教信仰等，有

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三，研究著述中引用的資料單一，有

的甚至是毫無出處。作者在寫作中因為占有

的史料較少，對某些場景只能採取想像、演

繹，毫無歷史真實性。對資料的解讀和分析

不夠，對背景材料挖掘不深，使得研究流於

表面，不夠深刻。

第四，研究方法落伍，許多專題還缺乏

理論框架支撐，僅有少數研究進行了這方面

的探索。例如，石之瑜曾運用政治心理學來

解構宋美齡 1111年代的訪美外交，詮釋中
外文明的衝突。陳蘊茜用女性視角討論「性

別視野下的宋美齡」。張瑾將重慶地方史、

1111、11年代的陪都史和宋美齡人物研究
緊密聯繫，考察人物在一張經緯網上的作

為。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嘗試，而非空洞地

就事論事、就人看人。

第五，還是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研究人物預設定論。早期，宋美齡作為

「第一夫人」，諸如 1111年訪美功績被學
者過度抬高；後來，「去蔣化」影響到學術

研究，反過來把宋美齡當成攻擊對象，即使

在其逝世後仍不依不饒地惡毒醜化。而在大

陸，過去的研究不重視她的作用，把她視為

蔣介石的「幫兇」，在論述中一筆帶過。慢

慢地，隨著思想解放，學者對宋美齡的研究

趨於平和，關注到她所做的貢獻；但對有分

歧的地方，仍是先簡單下結論，分析表述過

程中想跳出既有的框框，但最終導致表述和

結論前後不一致。美國的學者則以本國利益

為衡量標準，對宋美齡所作所為的評價，建

立在是否有利於我的基礎上，結論的公正性

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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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其後半生的研究課題，尚屬宋美

齡研究的薄弱環節。可以說，現在還沒有

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以嚴謹史料支撐的專

著。（註 11）何虎生的《蔣介石宋美齡在臺

灣的日子》、竇應泰所著《宋美齡最後的日

子》、佟靜的《晚年宋美齡》和《宋美齡的

晚年歲月》等，皆屬於文學性的傳記，前兩

者並無出處和注釋，後者則在許多關鍵的史

料上無從考證，可信度不夠，無法做到論從

史出。而臺灣及海外學者的著作，一般涵蓋

其一生或是只寫到 1111年，目前暫未有專
門撰寫此一時段的著作。且臺灣學者書寫宋

美齡 1111年以後的歷史時，往往是關注於
她某一方面的工作，如婦女工作、建立華興

育幼院或與婦女祈禱會，並未把宋美齡各個

方面完整呈現出來。而美國學者寫的是宋美

齡的一生，1111年代以後的內容遠遠少於
1111年以前的描述，與其存在的年限時間
不成比例。

宋美齡是一個特殊的政治人物。展望未

來對她的研究，不能侷限于把她作為意識形

態的批判對象，而應看成漫漫歷史長河中客

觀存在的研究對象。希望隨著更多的資料的

出現和開放，宋美齡研究能夠深入開展，讓

她從「政治符號」回歸為「社會人」的史

學研究對象。（註 11）即反映出的研究趨勢

是：由過去的放大檢驗逐漸變為回歸本體、

透析個人，努力探求宋美齡個人優雅氣質、

不畏艱險的勇氣背後那些真正的思想動力、

婦女意識、宗教信仰以及歷史事實。

【注釋】

 1. 學術界對宋美齡後半生的研究十分薄弱。著者
希望通過自己的介紹，能為未來持續研究提供

一個基礎。

 1.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宋美齡與近代
中國」專案於 1111年啟動，其中的《宋美齡年
譜》預計 1111年出版。

 1. 伍野春等編，《中華民國史研究綜述》（天
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111 年），頁 111-
111、111、111。

 1. 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齡傳》（鄭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1111年）。臺灣學者呂實強教
授在其論文〈大陸近期刊出的一篇〈被國民黨

稱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簡介與檢討〉認

為，是「據個人所讀過的此類專書而言，這一

著作，可視為對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開始作為學

術研究的一項標誌」。

 1. 林家有、李吉奎，〈前言〉，《宋美齡傳》，
頁 1。

 1. 楊樹標、楊菁，《宋美齡傳》（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111年），後由浙江大學出版社
1111年再版。

 1. 楊樹標、楊菁，〈引言〉，收入楊樹標、楊
菁，《宋美齡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111年），頁 1。
 1. 王朝柱，《宋美齡與蔣介石》（北京：中國青
年出版社，1111年）；王朝柱，《宋美齡與蔣
介石》（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111年）。

 1. 劉毅政，《宋美齡評傳》（北京：華文出版
社，1111年）。

11. 陳廷一，《宋美齡全傳》（青島：青島出版
社，1111年第 1版）。

11. 壽韶峰，《宋美齡全紀錄：1111-1111》（北
京：華文出版社，1111年）。

11. 辛慕軒等，《宋美齡寫真》（北京：檔案出版
社，1111年）。

11. 陳啟文，《宋美齡》（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
司，1111年）。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九
期

1
1
1

11. 岳渭仁、冬卉、向東華、曉晴編，《外國人眼
中的蔣介石和宋美齡》（西安：三秦出版社，

1111年）。
11. 章文燦、王英編，《宋美齡檔案照片》（北
京：團結出版社，1111年）。

11. 師永剛、林博文，《宋美齡畫傳》（北京：作
家出版社，1111年）。

11. 佟靜，《晚年宋美齡》（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1111年）。佟靜，《宋美齡的晚年歲月》
（北京：團結出版社，1111年）。以「宋美齡
晚年生活」為內容的著作還有何虎生著《蔣介

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華文出版社，1111
年）、竇應泰著《宋美齡最後的日子》（華文

出版社，1111年）、洪亮、姚嵐著《宋美齡在
美國》（北京：團結出版社，1111年）、竇應
泰著《宋美齡身後重大事件揭秘》（北京：團

結出版社，1111年）等。
11. 該庫以「篇名」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間
從 1111 年到 1111 年，有 111 條；以「關鍵
字」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間從 1111年到
1111年，有 1,111條。收錄於「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http://acad.cnki.net/Kns11/brief/result.
aspx?dbPrefix=CJFQ（1111/ 11/11點閱）。

11. 該庫以「題名」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
間從 1111 年到 1111 年，有 1 條；以「關鍵
字」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間從 1111年
到 1111年，有 1條。收錄於「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http://acad.cnki.net/Kns11/brief/result.
aspx?dbPrefix=CDFD（1111/11/11點閱）。筆者
認為此一數量非國內做博士論文的實際數量，

有參考性，不能完全量化。

11. 該庫以「題名」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
間從 1111 年到 1111 年，有 1 條；以「關鍵
字」裡含有「宋美齡」一詞，時間從 1111年
到 1111年，有 11條。收錄於「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http://acad.cnki.net/Kns11/brief/result.
aspx?dbPrefix=CMFD（1111/ /11/11點閱）。

11. 關於宋美齡的文章大多刊登在《鐘山風雨》

《文史月刊》、《文史博覽》、《現代婦

女》、《報刊薈萃》、《海內與海外》等通俗

讀物上；內容也多為宋美齡婚前失蹤內幕，宋

美齡迫使張學良離婚內幕、蔣介石與宋美齡兩

次婚姻危機等八卦。

11. 曾靜，〈宋美齡抗戰時期的中國婦女職責思想
及其實踐〉，《江西社會科學》，1111年第 11
期（1111年 11月）；李紅梅，〈論抗戰初期
的「新運婦指會」〉，《西南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1111年第 1期（1111年 1月）；
關志鋼，〈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深圳大

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111年第 1期
（1111年 1月）；古為明，〈中國戰時兒童保
育會述略〉，《抗日戰爭研究》，1111年第 1
期（1111年 11月）。

11. 夏蓉，〈抗戰時期婦女指導委員會與婦女職業
運動〉，《貴州社會科學》，1111年第 1期
（1111年 1月）；夏蓉，〈抗戰時期婦女指導
委員會的性質探析〉，《中山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1111年第 1期（1111年 1月）；
夏蓉，〈抗戰時期婦女指導委員會與婦女憲政

運動〉，《民國檔案》，1111年第 1期（1111
年 1月）；夏蓉，〈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新生
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中共黨

史研究》，1111年第 1期（1111年 1月）；
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戰時期的婦女

動員〉，《抗日戰爭研究》，1111年第 1期
（1111年 11月）；夏蓉，〈抗戰前婦女指導
委員會的創建及活動〉，《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111年第 1期（1111年 11
月）；夏蓉，〈宋美齡與抗戰初期廬山婦女談

話會〉，《民國檔案》，1111年第 1期（1111
年 1月）。

11. 劉大禹，〈宋美齡的政治參與對蔣介石個人集
權的影響 (1111-1111)—以夫人政治的視角分

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1111年第 1期
（1111年 1月）。

11. 王文鸞，〈宋美齡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地



研

究

概

況

1
1
1

位和作用〉，《史學月刊》，1111年第 1期
（1111年 1月）；唐曼珍、李軍曉，〈宋美
齡在抗戰時期的外交活動述評〉，《史學月

刊》，1111年第 1期（1111年 1月）；朱坤
泉，〈1111-1111年宋美齡訪美與抗戰後期的
中美關係〉，《抗日戰爭研究》，1111年第 1
期（1111年 1月）；崔節榮，〈宋美齡與抗戰
期間的傷兵救助〉，《史學月刊》，1111年
第 1期（1111年 1月）；羅寶軒，〈宋美齡與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空軍〉，《歷史教學》，

1111年第 11期（1111年 11月）；閆明，〈試
論宋美齡的中西文化觀〉，《長春理工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 )，1111年第 1期（1111年 1
月）。

11. 呂實強，〈大陸近期刊出的一篇〈被國民黨稱
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簡介與檢討〉，收

入秦孝儀主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

國學術討論集》（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

金會，1111年），頁 111-111。
11. 〈再版說明〉，楊樹標、楊菁，《宋美齡傳》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111年）。

11. 石之瑜，《宋美齡與中國》（臺北：商智文
化，1111年）。

11. 石之瑜，〈從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對美外交論中
國的地位〉，《近代中國》，1111年第 111期
（1111年 1月），頁 111-111；石之瑜，〈美
國媒體如何報導蔣夫人訪美行—一九四三年

二月二十日〉，《近代中國》1111年第 111期
（1111年 11月），頁 111-111；石之瑜，〈蔣
夫人與中國的國家性質—後殖民父權文化的

建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11年第
1期（1111年 1月），頁 111-111；石之瑜，
〈蔣宋美齡女士的戰略思路—西方對 1111年
蔣夫人赴美演說的迴響〉，《中華戰略學刊》

1111年春季刊（1111年 1月），頁 11-111。
11. 林蔭庭，〈宋美齡書目舉隅〉，《婦研縱橫》

1111年第 11期（1111年 1月），頁 11。
11. 林博文，《跨世紀的第一夫人—宋美齡》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1年），頁 111、111。
11. 王丰，《宋美齡臺灣生活私密錄：1111-1111》
（北京：作家出版社，1111年）。

11. 丁蕙原編，《蔣夫人與中國》（臺北：歷史
文化，1111年）；江敦彬主編，《蔣夫人與
中國》（臺北：中華史記編譯出版社，1111
年）；黃伯平編，《蔣夫人與中國》（臺北：

東南出版社，1111年）。
11. 陳曉林等編著，《蔣夫人寫真》（臺北：聯豐
書報社，1111年）。

11. 林蔭庭，《尋找世紀宋美齡：一個紀錄片工作
者的旅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1111年）。
11. 秦風、宛萱編，《宋美齡》（臺北：大地出版
社，1111年）。1111年大陸出版此書，題名
《宋美齡圖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1111年）。
11. 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編，《蔣夫人與元老派》
（臺北：風雲論壇，1111-1111年）。

11. 李恒編譯，《宋美齡傳》（臺北：天元圖書有
限公司，1111年）。

11. 許漢，《宋美齡中國第一夫人傳》（臺北：開
今文化，1111年）。

11. 陳友民，〈走過三個世紀，見證百年歷史：蔣
宋美齡著述及研究目錄〉，《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1111年第 11期（1111年 11月），頁 11-
11。

11. 張斐怡在文中列舉了 111種專書、影片及畫
冊，11篇一般論文，1篇博碩士論文和 1種參
考書目。

11. 新華出版社於 1111年出版中譯本，出版時易名
為《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

11. 據稱，宋美齡晚年曾有人建議她寫傳記時，她
提出的唯一人選就是項美麗。

11. 「只有那些自稱為他們密友的人如項美麗和亨
利．盧斯的帶有偏見的觀點，才能得到信任

並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載斯特林．西格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九
期

1
1
1

雷夫，《宋家王朝》（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

司，1111年），頁 11；「此書對三姐妹的童
年生活和宋美齡的婚事提供一些家庭內部的細

節，但因過分偏袒，以致在其他方面沒有什麼

用處」，《宋家王朝》，頁 11。
11. 1111年，尤恩森丈夫為宋美齡寫特寫報導，
夫婦二人受宋美齡邀請一起喝茶。〈作者的

話〉，《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

齡》，頁 1。
11.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於 1111年出版中譯本。
11. Laura Tyson Li( 李台珊 ), Madame Chiang Kai-

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 New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111).

11.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Oversea Publishing 
House, 1111)；黃宗憲譯，《宋美齡：走在蔣
介石前頭的女人》（臺北：五南出版社，1111
年）。

11. [美 ]李台珊，《宋美齡：一個世紀女人的夢
想、輝煌和悲劇》（北京：華文出版社，1111
年）。

11. [美 ]李台珊，《宋美齡：一個世紀女人的夢
想、輝煌和悲劇》，頁 111、111、111、111、
111-111、111。

11. Hannah Pakula,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 
NewYork: Simon & Schuster, 1111).

11. 封底，漢娜．帕庫拉著，林添貴譯，《宋美齡
新傳—風華絕代一夫人》（臺北：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11年）。
11. 漢娜．帕庫拉著，林添貴譯，《宋美齡新
傳—風華絕代一夫人》，頁 111-111、111-
111、111-111。

11. 漢娜．帕庫拉著，林添貴譯，《宋美齡新
傳—風華絕代一夫人》；漢娜．帕庫拉著，

林添貴譯，《宋美齡傳》（北京：東方出版

社，1111年）。
11. Karen J. Leong,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ircle, 1111).

11. Sandy Donovan, Madame Chiang Kai-shek : fac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Capstone , 1111).

11. 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North Carolina : McFarland & 
Company, 1111).

11. Samuel C. Chu& Thomas L. Kennedy,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her China (Norwalk: East 
Bridge, 1111).

11. Harry J. Thomas, The first lady of China: the 
historic wartime visit of Mme. Chiang Kai-she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3 (NewYork: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1111).

11. 久保田博子，〈日本雜誌上的宋美齡像〉，收
入秦孝儀主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

國學術討論集》（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

金會，1111年），頁 111。
11. 久保田博子，〈日本雜誌上的宋美齡像〉，頁

111-111。
11. 石川照子，〈日本人眼中的蔣夫人宋美齡—
以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報導為中心〉，收入

秦孝儀主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

學術討論集》（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

會，1111年），頁 111-111。
11. 石川照子，〈日本人眼中的蔣夫人宋美齡—
以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報導為中心〉，頁

111。
11. 兩篇論文分別載於胡春惠、陳紅民主編，《宋
美齡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

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111年），頁 11-
111、111-111。

11. 張公子，〈宋美齡和她的領導才能〉，收入胡
春惠、陳紅民主編，《宋美齡及其時代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

心，1111年），頁 111。



研

究

概

況

1
1
1

11. 張公子，〈宋美齡和她的領導才能〉，頁
111。

11. 李奎泰，〈蔣介石時期中華民國的對韓政
策—兼論宋美齡女士與韓中關係〉，收入胡

春惠、陳紅民主編，《宋美齡及其時代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

心，1111年），頁 111-111。
11. 潘佐夫、高念甫，〈俄羅斯檔案館中的宋美齡
女士文件〉，收入秦孝儀主編，《蔣夫人宋

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財

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1111年），頁 111-
111。

11.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1111年初版，1111年又再版。

11. 張憲文，〈序三〉，收入《宋美齡及其時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州研

究中心，1111年），頁 1。
11. 〈蔣中正總統與蔣宋美齡夫人基督教信仰
座談會在臺北舉行〉，收錄於「近代中國

研究網」：http://jds.cass.cn/Item/11111.aspx
（1111/1/11點閱）。

11. 筆者已於 1111年完成博士論文《政治符號與社
會角色：宋美齡後半生研究》，擬於 1111年出
版。

11. 此處受陳紅民教授關於蔣介石研究的啟發，陳
紅民、何揚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

的梳理與前瞻〉，《學術月刊》，1111年第 1
期（1111年 1月），頁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