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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訂意見，謹此
致謝。

王世杰留存抗戰
史料舉隅
林美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

簡稱本館）館藏史料分為三大部分，即外交

檔案、經濟檔案及個人資料。外交檔案有清

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外務部資料，以及

國民政府外交部資料（0000-0000年），已
製作資料庫開放使用；外交部後又將 0000-
0000年部分資料交由本館數位化，完成 000
萬頁圖檔，於本館閱覽室提供查閱服務。經

濟檔案包括從商部、農工商部、農商部、工

商部、實業部到經濟部的機關文書資料，

其中，經濟部有 00,000冊，資源委員會有
0,000冊，為本館經濟檔案的主體，現仍賡
續整編。民間資料方面，朱家驊、王世杰、

錢思亮及吳大猷等前後任中研院院長資料

均典藏於此，再加上李國鼎資料庫及胡適紀

念館製作的胡適資料庫，成為本館的特色與

優勢。

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七十週年，本館曾以〈密檔與覓檔：

中研院近史所二戰史料〉為題，參加國史

館於 0月 0-0日在臺北召開的「戰爭的歷史
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

會」，綜述館藏機關檔案的相關史料。本文

承繼前作，從本館收藏個人資料之中，選介

王世杰留存 0000年 0月至 0月歐戰爆發前
後的數件文稿，一份是〈鞏固法幣穩定匯市

辦法綱要〉與〈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

綱要〉（兩件資料置於同一卷宗），呈現國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九
期

0
0
0

民政府在日偽政權經濟作戰攻勢而對大後

方財政金融體系的調整與因應，另一份是王

世杰代擬的〈蔣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宣言草

稿〉，觀察最高當局對歐戰發展與國際局勢

的評估。本文將透過同一時段內不同史料的

比較核對，提供理解戰時政策演變的佐證。

鞏固後方金融與籌組四聯總處

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兩年之後，經濟戰

場也和軍事戰場一樣面臨著嚴重失利的困

境。具體而言，代表中國政府統治權力的法

幣，在 0000年 0月間，對外匯價跌到只剩
七七抗戰之前的一半，並在 0月 00日停止
供應外匯業務，令全國民心大為動搖。同

時，日本趁歐洲情勢緊張，與英國談判接收

中國占領區海關和存銀，傀儡政權的貨幣金

融體系漸有壯大之勢。蔣中正為扭轉危局，

0月 00日著手規劃組織中央、中國、交通
和農民銀行四行的聯合總部，冀以達到鞏固

金融與自力更生的目標，至 0月 0日頒布
〈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和〈戰時健全中央金

融機構辦法綱要〉（參見圖 0），四行總部
遷渝，四聯總處正式運作。蔣中正認為，這

兩個方案確立了中國進入戰時財政金融統

制時代，「實抗戰勝負攸關之事」。（註 0）

值得注意的是議定這兩件辦法的通過時

間點，0000年 0月 0日當天並沒有召開國
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根據黨史會出版的

《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0000

年 0月 00日召開第 00次國防最高委員會
常務會議，而前一次的第 00次會議日期是
半個月前的 0月 00日。在此之前，0月 0
日的第 00次會議曾討論孔祥熙提交的「為
維持法幣，穩定外匯，並增強金融機構起

見，擬具〈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及

〈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請公

決」案，決議「通過」。到了 0月 00日的
會議，蔣中正以主席身分，在「報告事項」

中宣布：「查〈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及

〈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前經

本會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函請國民政府

轉飭遵辦在案。茲復准委員兼行政院長孔祥

熙擬具各該辦法綱要修正案，並請將〈鞏固

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改稱〈鞏固金融辦

法綱要〉，查核修正各點尚屬允洽，業經准

予照辦，並函請國民政府公布施行。」該次

會議也追認了四聯總處主席蔣中正，常務理

事孔祥熙、宋子文和錢永銘三人的人事任

圖 0： 〈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和〈戰時健全中央金融
機構辦法綱要〉（資料來源／國民經濟研究所

編，《經濟動員》第 0卷第 0-0期，頁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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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註 0）由此可知，0月 0日通過孔祥
熙的提案，在 0月 0日作了修訂，並在 0月
00日予以追認。其間關鍵，即是宋子文對
中中交農四行合組辦事處的態度。

檢視蔣中正日記，他和孔祥熙從 0月下
旬開始推動的這兩個案子，宋子文不願配

合，蔣為此痛責宋「愚妄可痛」（0月 00
日）、「愚偽」（0月 00日），甚至要預
作「子文抗命之準備」（0月 0日）。宋子
文的杯葛，連在美國經辦借款的陳光甫都聽

到消息：「此間日來有情報，謂中中交農四

行歸併，由財長為總裁，宋子文副之，蔣兼

財長云云。介眉來函亦云，可亭到港，約子

文赴渝，則合併之事，亦屬有因。總之，孔

宋之爭，其結果必致宋家內部發生分裂，因

之國家受累。」（註 0）隨後，徐堪帶著 0月
0日議定方案到香港見宋子文，並且帶回宋
子文的意見。0月 00日，上海海關開始使
用偽政權發行的華興銀行券，中日貨幣戰愈

形激烈，宋子文於 0月 0日赴渝與蔣中正會
談，籌設四聯總處得以落實。（註 0）

本館館藏王世杰全宗檔案收存了這兩項

戰時財經政策文件，判斷應為 0月 0日的討
論案資料。〈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

改為〈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和修訂後的

〈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同於

0月 0日公告，正式刊布部份文字時，略有
不同，是研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財經決策的

珍貴參考史料，在此一併錄出。

原〈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參

見圖 0）包括四大項目：充實法幣準備金；
審核預算，裁減黨政軍各機關不必要之事業

費用；穩定外匯；吸收社會游資，擴充金融

網。擬列條文內容如下：

甲、充實準備辦法

一、 以中中交農四行發行及營業項下可
靠之資產如（0）短期商業票據、
（0）貨物、（0）不動產、（0）
生產事業之投資，連同原有金銀外

匯充作法幣發行現金準備，其總數

至少應在六成以上。所有保證準備

仍以政府公債充之，但最多不得超

過四成。

二、 擴充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組織，遴
聘各法團份子（如重要省市商會、

銀錢業公會代表）參加并按月公開

檢查，將發行數額金實況公告周

知。

三、 銀行存款由政府明令保障其本息之
安全。

乙、預算審核標準

一、 黨政軍機關不必要之事業及無關戰
時任務人員暨駢枝機關，一律嚴格

核減及裁撤，其事務集中於主管機

關辦理，以節開支。

二、 各主管機關俸薪公費照核定預算數
實支，不再折減，以利公務進行。

丙、切實辦理審核外匯

一、 由外匯審核委員會依照公布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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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申請購買

外匯規則切實

辦理，使正當

商人獲得外匯

供給，以穩定

外匯市價。

丁、 籌設國民儲蓄
銀行吸收游資

并遍布西南西

北金融網

一、 設立國民儲蓄
銀行，專辦吸

收游資事宜，

以減少市面浮

動資金，并利

用儲金開發生產事業。

二、 遍布西南西北金融網，使每一縣區
成立銀行一所，俾地方金融活潑，

得以保持相當法幣於民間，以發展

各種生產。

修訂之後的〈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基本

內容沿用原案，更動之處如在甲項「法幣準

備金庫檢查公告辦法」刪除了以不動產充作

發行準備，並在丙項「切實辦理外匯之審

核」賦予外匯審核委員會「核給外匯」的法

定職權。抗戰爆發之後，蔣中正和孔祥熙一

直對宋子文維持上海外匯市場自由買賣表

示不滿，認為這讓中國外匯被敵人大量攫

取；如今日本已經取得上海海關的控制權，

國府為了確保海外貿易所得支持抗戰需求，

勢必要實施管制外匯政策。不過，原案籌設

的「國民儲蓄銀行」在明令頒布時並未列於

條文之內，改成由「財部督促各銀行，依照

法令，積極辦理儲蓄存款，并以其儲金存放

於生產事業」，這顯示孔祥熙最後並未堅持

他以政府力量收束大後方金融活動的野心，

而讓包括宋子文在內的所有銀行業經營者，

得以在大後方統制政策之中仍能維持原有

的業務活動。

原訂〈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

要〉的規劃案，中中交農四行總行必須在法

令頒布後一個月內遷入大後方，合組四行聯

合庫，由蔣中正親任主席，督導決策。擬列

條文內容如下：

圖 0：〈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授權使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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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
行合組聯合庫，負責辦理政府戰時

金融政策有關各特種業務，其組

織、資金、業務、會計及設立分支

庫大要如左：

甲、組織

(0) 聯合庫設理事會，由國防最高委
員會委員長及中央銀行總裁、副總

裁，中交兩行董事長、總經理，中

國農民銀行理事長、總經理，暨財

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各代表組織

之。

(0) 聯合庫理事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
二人，主席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

長兼任之，副主席由國防最高委員

會委員長於理事中提請國民政府特

任之，襄理主席主持聯合庫事務。

(0) 聯合庫設總經理一人，由主席提經
理事會通過聘任，承主席之命，處

理聯合庫事務。

(0) 聯合庫詳細組織及各項章則，由理
事會擬具報由財政部核定。

(0) 財政部關於其四行所有之職權，特
授與聯合庫理事會主席遇有必要時

得便宜行使之。

乙、資金

聯合庫資金總額定為貳萬萬元，由中央

銀行撥肆千萬元，中國銀行叁千萬元，

交通銀行貳千萬元、中國農民銀行壹千

萬元，國庫壹萬萬元。

丙、業務

聯合庫業務如左

(0) 發行小額幣券及辦理各銀行依照改
善地方金融機構辦法領券事項

(0)收集金融
(0) 辦理節約建國儲金及發行節約儲蓄
券

(0)辦理內地貼放
(0)投資抗戰建國有關之生產事業
(0)調劑戰時物資生產收購運銷之資金
(0)其他由財政部核准辦理之業務
丁、 會計及損益：聯合庫之會計獨立，
損益不與四行相涉。

戊、 分支庫：聯合庫經理事會之議決，
於國內重要各地設置分支庫，在未

設分支庫地方，所有丙項規定各業

務，委託四行辦理。四行辦理上項

業務，應分帳處理，所有損益及業

務上之費用，悉由聯合庫担任。

二、 中中交農四行，各依其法或條例所
規定之職權及業務，分別發展。

三、 中央交農四行總行之未移設於國民
政府所在地者，應限於本綱要核定

後一個月內實行移設，不得違延；

各該行總行之重要職員，均應常川

駐在總行所在地。

四、 中中交農四行總行及聯合庫，應逐
日將收支日結表、發行數目、市場

利率，並於每月上旬將上月資負實

況，報告聯合庫理事會主席，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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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查核。

五、 中中交農四行總行及聯合庫，對於
財政金融重大事項，得隨時向聯合

庫理事會主席密陳意見，但凡經主

席決定施行事項，函令四總行或聯

合庫辦理者，應立即依照切實辦

理，不得違反或遲誤，並應指定專

員負責督導各分支行庫推行，并製

定進行綱要及報告表式，按月將辦

理成績報告四總行及聯合庫，彙轉

財政部查核。

六、 聯合庫理事會設置視察十人至二十
人，輪流分往四行總支分行、聯合

庫總分庫，攷查各該行庫奉行政府

政策有無違反或遲誤，及其執行一

般業務能否適合抗戰需要，隨時密

報理事會主席查核，分別獎懲。

七、 本綱要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定施
行。

修訂之後，第一條擬議的四行「聯合

庫」改成「辦事處」，聯合總處設理事會，

成員包括四行與財政部首長，剔除經濟部及

交通部代表。理事會主席得到財政部授權，

「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中國、交通、農民

四銀行可為便宜之措施，並代行其職權」。

原本具有執行聯合庫行政事務權責的「總

經理」，職銜改為「秘書長」而功能降為幕

僚。原訂四行總行在一個月內遷的時限，放

寬為「由聯合總處理事會規定日期，在最

近期內實行移設」。原案第一條內的「資

金」、「業務」、「會計及損益」與「分支

庫」等項目均予以刪除，改由四行總處於

0000年 00月 0日的第一次理事會另議組織
章程，詳細規範，但不再明列聯合總處預定

兩億元的基金數目以及各銀行的出資金額。

（註 0）本館保存的這份資料，提供四聯總處

的組織人事和基金規模等的原始規劃，深具

學術價值。

擬議歐戰時局宣言

0000年 0月 0日，德國進攻波蘭，蔣
中正思考歐戰發展將對中日戰事產生何種

影響，在日記中留下多篇分析時局的記事。

蔣最初主張對德宣戰，「以期先發制人，遏

止日本對英之妥協」，然而部份官員如孔祥

熙、張羣和王寵惠等人有不同意見。美國

總統羅斯福在 0月 0日宣布對歐戰採中立政
策，蔣不再堅持立即對德宣戰的想法。（註

0）至 0月 0日晚上，蔣中正邀集程潛、李
宗仁、白崇禧、陳誠、何應欽、徐永昌和張

治中等人，共商外交軍事之策。徐永昌描

述，蔣當場指示「我國對歐戰開後應發表宣

言，明白表示立場」，並擬定宣言範圍為：

「一、遵守九國公約國聯盟約，二、反侵

略，三、未曾反共。」徐永昌據此判斷，蔣

之意「似在中倭之戰應隨歐戰得到結果」。

（註0）

0月 0日上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



專

　

題

0
0
0

檔
案
與
研
究

次大會開幕，蔣中正親臨致詞，講述歐戰爆

發之後中國抗戰的三大要務：「（一）此次

大會，正值歐戰爆發，吾人應格外謹慎努

力，把握重點，奠定根基。（二）為適應今

後國際局勢，以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必

須：（0）集中人才，建設後方。（0）加強
軍事，爭取勝利。（0）注意國際形勢，推
進戰時外交。（三）希望大家當此國家安危

的關鍵，集思廣益，慎重將事，貢獻有效方

策，以確定今後努力的途徑。」蔣的講詞，

已把前一晚主張的遵守國際盟約與反侵略

要義，納入其間。（註 0）當天下午 0時，蔣
中正再與程潛、李宗仁、白崇禧、陳誠、何

應欽、徐永昌、劉斐和熊斌等人開會，討論

對歐戰宣言的具體內容。

本館收藏的〈蔣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宣言

草稿〉（參見圖 0），是王世杰奉命擬訂歐
戰時局的文告底本。蔣中正審閱之後，甚不

滿意，親自改擬文稿，希望藉歐戰之機促成

對日抗戰的解決。（註 0）目前尚未得見蔣中

正親擬的對歐戰時局文稿內容，但他在日記

留有四項外交立場：「一、反抗侵略。二、

不參加防共協定。三、堅守國聯盟約、九國

公約等國際條約。四、始終抵抗日本侵略中

國、破壞公約，貫徹到底，以求中國領土主

權之完整，達到中國自由平等與世界永久和

平之目的。」（註 00）據《徐永昌日記》所

述，蔣中正的方案重申三大訴求：遵守九國

公約國聯盟約、反侵略、未曾反共，並加上

「中國依獨立自主精神抗戰至敵人停止侵略

為止」的堅決主張，由此觀之，蔣擬定的方

案內容即其日記所載之「外交立場」。（註

00）王世杰的擬稿雖不獲用，然而，蔣曾在

0月 0日及 0日和他密切商討外交方針，這
份文稿實可反映出蔣的「遵守九國公約」、

「反侵略」以及「抗日至日本失敗為止」等

主張的真切意向，頗具參考價值，抄錄於

下：

　　歐洲和平因德國進攻波蘭而終于

破裂。中〇茲以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之

資格，向我全國國民宣佈中國對於此次

歐洲戰爭之態度與立場。

　　中國歷來之立場為反抗侵略。舉凡

不依和平方法，不顧條約義務，侵犯他

國領土，破壞國際和平之行為，均為中

國人民所堅決反對。自一九一九年以

來，國際和平之基礎，奠定於數種神聖

公約之上，其最重要者為國際盟約、非

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但不幸此等國際和

平之基礎，因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對華之侵略行動而開始動搖。五年以

來，世界和平之被威脅，歐洲侵略者氣

焰之高張，以及歐洲之一切非法侵略行

為，推原禍首，實為日本。國聯行政院

于今年五月〇日之決議中，所以不能不

一致公認日本為「侵略國」者，未始不

由於此。是故中國之對日抗戰，非僅在

維護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實亦在維持全

世界之和平與秩序。我國民應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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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屢次宣言中，曾指出世界之和平不

可分裂，日本之侵略如不遭遇有效之制

止，則一切國際約章，將失其尊嚴。國

際約章失其尊嚴，則世界之和平與秩序

將無法維持；全球各地侵略者之氣焰必

日高一日，戰禍必隨之而蔓延。

　　今也，中〇不幸而言中。歐洲各愛

好和平國家之綏靖政策終歸失敗，侵略

者之慾望與日俱增。現波蘭已起而抵抗

侵略，英、法、澳大利亞、紐西蘭、南

非等國為維持國際秩序與條約尊嚴，業

已宣告援助波蘭，對德作戰。九月三日

英王對英國廣播中有云，吾人被迫「而

反抗某種原則之挑釁，此種原則若佔勝

利，則世界任何文明秩即將宣告死刑。

此原則為何，即某一國

家得不顧條約義務或其

神聖之諾言，而基于自

私之慾望，使用武力或

武力之威脅，以干犯他

國之獨立與主權是也。

此項原則，無疑的為原

始社會強權即公理之原

則也。若此項原則在全

球普遍樹立，則英國之

自由以及英帝國全部必

將蒙受危險。匪僅此

也，世界人類亦必將淪

為恐怖狀況下之奴隸，

而一切和平安全以及國

際間正義與自由之希望均將消滅矣」。

此語誠足代表援助波蘭各國家之立場，

而此種立場與中國對日抗戰之立場適

相符合。

　　中國現時雖因對日抗戰與地理距

離上之關係，對歐洲被侵略之國家，不

易有軍事之援助，但我全國國民之同

情，寄托於何方，則極明顯。中國決不

可忽視其在國聯盟約下之義務。在國聯

會員國對于歐洲戰爭未有共同決定以

前，中國政府對于波蘭以及援助波蘭之

國家，在人力物力以及其他方面，必盡

其力之所能，以為之助。倘若國聯此後

有所決定，中國必須誠實遵行，不可猶

豫，亦決不可畏避任何困難。

圖 0： 〈蔣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宣言草稿〉（授權使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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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對于任何國家之人民均無惡

感，但中國對于以武力侵略為國策之任

何政府均表示極深之厭惡。中國願與世

界各文明國家共同努力，制裁侵略，使

國與國間之安全保障得以重行建立，正

義公理在世界任何部份均能獲得勝利。

凡不顧條約義務或其神聖之諾言，而

基於自私之慾望，使用武力或武力之威

脅，以干犯他國主權、獨立、或領土之

任何國家政府，必使其失敗而後已。此

豈中國一國之幸，人類自由，文明前

途，亦胥利賴。中〇願與吾國國民共勉

之。

當蔣中正邀集的眾軍政要員於 0月 0日
集議一堂，會中除了蔣中正手擬宣言案之

外，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陳誠和熊斌

等人也都提出宣言方案，討論範圍遠超出蔣

中正預期之外，更有要求改組政府者，最後

不歡而散。徐永昌詳記當晚的討論經過：

為章主張依哲民、敬之所擬精神，越簡

單越好。頌雲亦似此種主張，以為表示

不要太多。辭修方案四條，附帶辦法是

改組現政府機構，以增強宣言力量，謂

過去委員長宣言太多而無表現，并舉近

衛速戰速決乃至速和，不成功下台，平

沼聯德義，加強防共，以解決中日事

件，不成功亦下台，我國為領袖制，所

以主張改組政府機構云云。頌雲謂，軍

人對此等事祇好口頭條陳，不可出之文

字，尤不可出之聯名。健生謂，應做的

事有何不可。辭修復謂，經濟由孔部長

負責，在國際上不會有辦法，且共黨在

西北，一面策成無產階級政府，一面將

與日妥協，健生附和之。（兩君皆似抬

宋子文拉共產黨者。）頌雲仍謂，對政

府問題不可用書面與團體要求。辭修

謂，為國家事，不應顧一切云云。頌雲

擊案怒謂，不為國家也不來此會議。至

此已不能再議，亦已八時矣。（註00）

蔣中正原本希望召開會議能夠通過由他

提出的中國政府對歐戰後的外交主張，但在

國民參政會開議之前，外界已有推行憲政與

改組政府的呼聲，加上孔祥熙施政績效不

佳，國內政局暗潮洶湧，在此關鍵時刻，蔣

中正若發表對外宣言而不回應國內輿情，不

啻授政敵予攻擊口實。於是，蔣中正倡議的

中國對歐戰宣言，終究未能得見於德侵波蘭

戰火正熾之時，對日抗戰與世界大戰的合流

也未能提早在 0000年 0月出現。直至兩年
之後的珍珠港事變，中國戰場成為世界戰場

的一個部份，實現了蔣中正在 0000年 0月
曾經設想「中日之戰應隨歐戰而得到結果」

的策略。

結語

本館歷年來接收的個人資料，面相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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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內容豐富，不但可與官方檔案參照利用，

更能提供文獻論著缺乏的獨特觀點，本文介

紹的王世杰留存文件，正是其中一例。

研究抗戰時期財經論題的學者，從本文

引述的〈鞏固法幣穩定匯市辦法綱要〉及

〈健全戰時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兩項提

案，查對修訂前後版本，可以觀察戰時後方

金融建設方針大概，更可一窺其間蘊涵蔣中

正、孔祥熙和宋子文三人的決策意向和協商

立場。王世杰保存了他被蔣中正退稿的〈蔣

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宣言草稿〉，它反映了蔣

中正對歐戰後的戰略構想，也提供了學者在

閱讀〈蔣中正日記〉搞不清楚他在說誰和指

責何事之時，得到印證和解答。幸運的是，

近年來在檔案文書大量開放之際，本館館藏

的徐永昌和王世杰兩人日記先後整編出版，

運用個人資料以論國史，也為抗戰時期軍政

發展課題，奠定良好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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