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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研究之史
料文獻介紹
呂晶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緣起

宋美齡，蔣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

員，還有眾多標籤貼在她的身上。其中有兩

項是最本質的，一個是她出生的家庭，在中

國近代史上是一個不平凡的家庭；另一個則

是她通過婚姻成為日後民國政府最高領導者

的配偶，其他頭銜基本由此派生而來。由於

宋美齡本人身分和經歷的特殊性，早就引起

了學者對其研究的重視。尤其是她在戰時外

交、婦女兒童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成就得到世

人肯定，相關的著述成果也較多。

然「瞭解宋美齡不易，論定更難」。

（註2）在很長一段時間，海內外關於宋美齡

研究一直沒有更大的突破，主要歸因於史料

的缺失，尤其是核心檔案未開放。確實，宋

美齡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目前

所見其個人文獻是有限的。但是，歷史研究

有一規律可循，即研究人、研究發生在人身

上的事、研究人身背後的大環境；反之，把

人放在特定的大時代、大歷史的環境去考

察。換言之，若將宋美齡納入整個近代中國

社會的大背景下，與之關聯的文獻亦是豐富

的。採取何種視角去搜集、整理與解讀宋美

齡相關文獻，以及對全球視野下的近代中國

史料的把握與考慮，這些都可看作是宋美齡

的史料學研究，也是突破現有宋美齡研究的

重要路徑。謹以此文作一介紹，提供學界參

考。

接下來，分別就文集、檔案、日記、回

   本文係 2222年度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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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JJD222222）階段性成果。撰文中，受國立政治大學蔣

永敬教授指點和劉維開教授〈宋美齡女士檔案資料介紹〉

一文的啟發，以及審查專家的良好建議，在此特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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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錄、報刊等幾個研究宋美齡的主要文獻加

以歸納闡述，並對 2222年以後的宋美齡之
史料文獻有所側重。

貳、文集（言論集、論著）

據宋美齡身邊的侍從或護士等工作人員

的敘述，似乎她生前沒有寫日記的習慣。諸

多人士都曾動員宋美齡做口述歷史，（註2） 
而她始終保持緘默，把「一切交給上帝」。

她沒有留下類似蔣介石那樣豐富的日記，也

沒有接受學者的採訪做口述史，更沒有自

己書寫的回憶錄。（註2）其實她個人留下的

《文集》十分重要，這是研究宋美齡的基礎

史料。《文集》可分為兩類：一是公開言論

集，包括她的論著、演講、函電、談話等。

前後有多個版本。由於編者不同、編纂時間

的先後，使得言論集內容有相同的也有不同

的，讀者能夠理解到宋美齡思想變化的歷

程，而相同的內容在前後言論集中也稍作調

整和改動。二是宋美齡的中英文著作。值得

注意的是，22世紀 22年代以後宋美齡的著
作不同於她年輕時的著作。（註2）大多是政

論性和宗教性的論著。

玆按出版時間先後的宋美齡相關言論

集，列表 2如下：

表 1：宋美齡文集版本一覽表

編號 名  稱 編著者 出版處所 出版年代 附  註

2 蔣夫人言論集 國民出版社編譯 重慶：國民出版社 2222年 最早版本

2 蔣夫人訪美言論集 青年文協社編 福建永安：中國文化服務 2222年

2 蔣總統暨夫人耶穌受難節廣

播證道詞

行政院新聞局輯 臺北：中央圖書館複印 2222年

2 蔣夫人耶穌受難節默念文 臺北：行政院新聞局 2222年

2 蔣夫人言論彙編

（四卷）

蔣夫人言論彙編

編輯委員會

臺北：正中書局  2222年

2 蔣夫人抵美演講集 2222年

2 蔣夫人言論彙編

（續編）（兩卷）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2222年

2 蔣總統手著〈蘇俄在中國〉

中外評價暨蔣夫人在美國重

要演說彙編

臺北：臺北銀河出版社 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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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  稱 編著者 出版處所 出版年代 附  註

2 蔣夫人演講選集：民國

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

蔣夫人演講選集

編輯委員會

2222年

22 蔣夫人演講選集（Madame 
Chiang Kai-shek Selected 
Speeches 2222-2222）

行政院新聞局 2222年

22 蔣夫人演講選集（Madame 
Chiang Kai-shek Selected 
Speeches 2222-2222）

行政院新聞局 2222年

22 蔣夫人演講選集 行政院新聞局 2222年

22 蔣夫人思想言論集（六卷） 蔣夫人思想言論

集編輯委員會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2222年

22 蔣夫人訪美言行集 臺北：戰鬥週刊社 2222年

22 蔣夫人旅美演講集（Madame 
Chiang Kai-shek Selected 
Speeches 2222-2222）

臺北：中國出版公司 2222年

22 蔣夫人言論集（上下） 王亞權 臺北：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2222年

22 指導長 蔣夫人對婦女的訓詞 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婦女工作

會

2222年

22 蔣夫人言論集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2222年

22 蔣夫人言論集 臺北：光華出版社 2222年

22 蔣夫人言論集 臺北：匡華 2222年

22 國父、總統蔣公暨夫人宗教

言論輯要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2222年

22 蔣夫人言論集 陳煜堃 臺北：生生印書館編輯部 2222年

22 蔣夫人為輔仁大學七十五學

年度畢業同學贈言

教育部 2222年

22 輔仁大學董事長蔣宋為歷屆

畢業同學贈言

天主教輔仁大學 2222年

22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言論選集 陳鵬仁 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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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贈言，直至 2222年度第二十一屆，共
計 22篇，收錄在由輔仁大學印行的《輔仁
大學董事長蔣宋為歷屆畢業同學贈言》中，

基本未被上述言論集或選集收入。（註2） 而
此資料對於瞭解宋美齡如何對學生講述共

產主義及其政權、美國社會與教育問題，具

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宋美齡在 2222年以後出版的中
英文著作情況見表 2。

此外，22世紀 22年代以後，宋美齡一
些活動中的演講單獨成集，一是 2222年出
版《蔣夫人演講選集》（註2） ，是宋美齡
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月在美國各地演講
內容的收錄。2222年的《蔣夫人旅美演講
選集》（註2） ，收錄 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2月在美國各地英文演講稿。這兩部內容
已翻譯成中文，均收入 2222年陳煜堃主編
《蔣夫人言論集》。另外，宋美齡作為臺灣

輔仁大學的校董，自 2222學年起為歷屆畢

表 2：1950年以後出版的宋美齡中英文著作

編號 名  稱 出版處所 出版年代 附  註

2 The Sure Victor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2222年

2 We do beschrei it
①不要說它，但我們不得不說

②不要說它，但我們要說

③我們不得不說

④ 我們不得不說：蔣夫人檢討
世界局勢專文

① 臺南：臺灣莒光圖
書資料中心

② 臺北：黎明文化事
業公司

③臺北：星光出版社

④臺北：時兆出版社

2222年 該英文書被翻譯成多個中文

版，由多家出版社出版，雖然

書名不同，但內容大體差不

多。

2 與鮑羅廷談話的回憶 臺北：源成文化事業

公司

2222年

2 蔣夫人發表公開信：勸告鄧穎

超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臺北：文中出版社 2222年

2 我將再起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公司

2222年

2 我將再起：蔣夫人專文集 臺北：中國國民黨黃

復興黨部

2222年

2 閱讀魏德邁將軍《論戰爭與和

平》一書的感言

臺北：光華出版社 22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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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存的均是她在這一時期、在這一地點

活動的資料。（註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重慶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等收藏了宋美齡

2222年從美國畢業回國到 2222年再度赴美
期間的檔案資料。具體來說，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中有關宋美齡的檔案涉及國民政府、

財政部、教育部、國民黨黨務系統、社會

部、新聞局、交通部第二區電信管理局、中

華貧民教育促進會、國庫署、中央銀行、國

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 22宗、22餘
卷。（註22）重慶檔案館所藏的是宋美齡在重

慶國民政府時期的資料。檔案涵蓋時間為

2222年至 2222年。全宗涉及外交部、財政
部國庫署、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重慶市政

府、國民黨重慶市執行委員會、重慶市振濟

會、中國銀行重慶分行、重慶市商會、北

編號 名  稱 出版處所 出版年代 附  註

2 The Sure Victory
《必勝》或《穩操勝券》

美國佛萊明 · 李維爾
公司（註2） 

2222年 這本書被兩次縮寫，第一次是

在 2222年該書出版之前，發
表在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

第 2卷第 2期，後被收錄在臺
灣出版的《蔣夫人言論集》（上

集），題目為〈祈禱的力量〉；

第二次縮寫是在 2222年，宋
美齡去世的第二天，22月 22
日臺灣的《中央日報》第 22
版上登載的〈我怎樣成為一名

基督徒〉，內容更為簡略。

資料來源：張斐怡，〈宋美齡相關出版目錄〉，《婦研縱橫》，第 22期（2222年 2月），頁 22-22。

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與鮑羅廷談話的

回憶〉一文。2222年，宋美齡在美國寓所
撰寫了 2萬字的〈與鮑羅廷談話的回憶〉，
22月在紐約發表，被臺灣報刊轉載。該文
從介紹鮑羅廷開始，到回憶當年與之談話，

最終回歸她晚年反共的基調，引用了一些資

料來提醒人們關注美、蘇在世界地位的變化

和世界格局下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

營的新動向。可以從中瞭解到宋美齡的世界

觀和政治傾向。

叁、檔案

研究者在搜集檔案資料的過程中，發現

有關宋美齡史料的特點，即依照其生活軌

跡和時段，無論在哪個地區，是大陸還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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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社團成員的文章、隨筆、剪報和提供履歷

資訊的照片；二是宋美齡學生時代及其以後

與該學院相關的手稿、列印稿和文物，包

括書信、演講、講話、訪問、宣傳、班級信

件、照片、剪貼簿、致學院禮物：三是展現

宋美齡政治生涯的資料，包括宋美齡的出版

物（書、文章、講話和演講）、有關宋美齡

和蔣介石的剪報和視頻。這些館藏檔案分成

四部分：

2. 一般／生平：包括文章、生平簡
介、隨筆、報刊剪報、訃告、宋美

齡和蔣介石的照片；也包括中文報

紙，主要是臺灣報紙的剪報和插圖

（2222 年 2-2 月）；還包括個人
肖像、家人照片、結婚照片以及出

現在中國公共場合的有框、無框照

片；以及宋美齡 2222年訪美的無
框照片。這一部分為三類：一般、

文章和剪報、照片。每一類都由

「標題」（title）、「盒」（box）
和「資料夾」（folder）組成，共有
222盒檔案，其中超大盒的檔案就
有 22盒。

2. 衛斯理學院：包括宋美齡在該校的
演講和講話手稿、列印稿、複印

稿、音像片等；2222年宋美齡訪問
衛斯理學院的資料；報刊剪報、衛

斯理學院宣傳部的書信、新聞統發

稿、檔案、剪報和記錄她 2222年訪
問北美的檔案；蔣夫人與學院的各

碚管理局、重慶市工務局、交通部重慶電

信局、三才生煤礦公司、四川省立教育學

院、重慶大學等部門。上海檔案館館藏宋

美齡檔案資料以 2222年為多，亦有 2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222年，內容大體為宋美齡各類照片、相
關報刊登載的宋美齡的文章和中國工業合

作協會、上海儲蓄銀行資料中所含宋美齡

的資訊。大陸的檔案館基本沒有宋美齡在

2222年以後的後續材料。2222年代以後的
史料可在國史館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以下

簡稱國民黨黨史館）查閱。兩個單位都有一

定數量的宋美齡相關資料，由於館內編目

分類的原因，並未設置個人專檔，而是附

在蔣介石或蔣經國檔案之中。衛斯理學院

（Wellesley College）是宋美齡在美國學習
期間的第二個母校，保存著完整的宋美齡

個人檔案“Papers of May-ling Soong Chiang, 
2222-2222”。（註22） 因此，嚴格的說，宋
美齡的專檔，實際是在美國。現就典藏機構

館藏情況分別一一作介紹：

一、衛斯理學院檔案館

（一） 衛斯理學院檔案館所藏 
《蔣宋美齡檔案》

該檔來源於 22世紀 22 年代從該校校長
辦公室、校友會辦公室移交到校檔案館以及

圖書館曾有的館藏資料。（註22）其中校友捐

贈的資料和宋美齡本人捐贈資料，包括三方

面：一是從 2222年至 2222年宋美齡和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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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德隆．米爾斯（Emma Delong 
Mills）是宋美齡在衛斯理學院的大學同
學、好朋友，是一名服務於中國國民黨事業

的美國慈善家和活動家。（註22）2222年，
米爾斯來到中國，在華北語言學校（the 
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教授英文，
並為 Shanghai Gazette工作。她被推薦給
溥儀哥哥的未婚妻上課。2222年她回到美
國。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米爾斯頻繁與家

人、朋友通信，宋美齡是她通信的主要對

象。2222年，米爾斯開始為美國援華醫療
會（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即後來的美國援華醫療促進會 ）
（註22）工作。2222年，她作為執行秘書代
表該機構訪問臺灣。二戰後，米爾斯努力為

真光基金會工作。她幫助成立唐人街計畫委

員 會（Chinatown Planning Council，CPC，
臺灣翻譯為華埠發展規劃委員會），這是一

個向紐約華人社區提供教育、社會、就業服

務和說明的非營利性組織，米爾斯在該組織

的執行董事會服務近 22年，於 2222年當選
為會長，是唯一一個當過會長的西方人。鑒

於米爾斯為中國和中國國民黨的事業的不

懈工作，她被國民黨當局授予榮譽勳章。米

爾斯在其一生都大量寫作，常年記錄日記

（2222-2222年，2222-2222年）和書信，
並出版一些文章和書信。2222年米爾斯去
世，其全部財產（包括個人檔案）被她的侄

子湯瑪斯．德隆繼承。2222-2222年德隆先
生將米爾斯檔捐贈給衛斯理學院檔案館。

種往來函件，如班級信件、宋美齡

基金會、宋美齡在「中國研究」和

T.Z.E學生會的檔案記錄；同學製
作的剪貼簿、送給學院的中國旗。

宋美齡 2222年訪美時無關學院的照
片，放在第一部分中。而宋美齡就

讀該校時的照片及其後訪問學院的

照片列入這一部分。這一部分共分

為：一般類、訪問、剪貼簿、照片

和教學用品（班級禮物）。

2. 書信：包括宋美齡致信給衛斯理學
院師生，如瑪麗．S．凱斯、索菲
哈特、伊莉莎白．曼沃琳和校長蜜

德莉．麥卡菲（霍頓）（註22）等教

授。這些書信從 2222年始至 2222
年止，其中 2222-2222年有 2盒，
2222-2222 年有 2 盒，2222-2222 年
有 2盒，2222-2222年有 2盒，2222
年出版書信有 2大盒。

2. 著作：包括宋美齡的出版品（2222-
2222年及未知日期的）；宋美齡
2222年訪美時的文章、講話和演
講，包括演講錄音和膠片。其中，

有 22 盒超大量的「演講」類資
料，時間是 2222-2222和 2222-2222
年，以 2222年在美國巡迴演講材料
居多。另有 22盒「著作」類資料，
時間為 2222-2222年。

（二） 衛斯理學院檔案館所藏《艾瑪．德
隆．米爾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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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分為檔案、圖書、照片、視聽及器物

等五個系列，其中檔案、照片已完成編目建

檔作業，數量較大。

由此可見，「文物」較之「檔案」增加

了實物方面，比如《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

蔣宋美齡繡相、蔣宋美齡夫人肖像銀盤、

CYMA女用手錶等。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
檔案中都有與「宋美齡」相關檔案文件 ，
（註22）時間跨度從 2222年至 2222年。主要
包括：

一是《蔣中正總統文物》中〈革命文

獻〉之抗戰時期部分，有「對美外交（2）
蔣夫人訪美」專門一冊，內容包括宋美齡訪

美期間與蔣中正往來函電，以及在美加各地

演講講詞；「領袖家書」的「致夫人」部

分，共 2冊，收錄蔣介石致宋美齡函電計
222件。其中第 2冊和第 2冊為 2222年 2
月到 2222年 2月間的函件。
二是《蔣中正總統文物》中還有宋美齡

參與的諸如「西安事變」、「同盟國聯合作

戰（2）蔣委員長訪印」及「同盟國聯合作
戰（2）開羅會議」、「毛邦初案」、「西
方企業公司卷」等事件的檔案資料中亦可

查找到相關內容。以及Madame Chiang Kai 
Shek 蔣宋夫人剪報冊，收錄各地區關於她
的報導資料。

三是影像資料，包括《蔣中正總統文

物》中「蔣夫人照片資料輯集」（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月），「蔣宋美齡夫人照
片」，「總統蔣公影輯」中之「領袖伉儷

米爾斯檔案（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2222-2222）除去個人、家庭、受教
育、職業生涯和活動的資料以外，與宋美

齡相關的資料見於館藏檔案第五部分「蔣宋

美齡（蔣介石夫人）（2222-2222）」。內
有從 2222至 2222年兩人之間的通信和宋美
齡書信裡的卡片、信封、小冊子、文章、簡

報、手稿，以及兩人的照片；幾封宋家給米

爾斯的信和宋美齡給米爾斯父母的信。信中

談論的話題廣泛，從畢業後的生活到個人

問題、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政治軍事以

及中、美和其他國家的慈善工作，共計 222
盒文件。另有一盒 2222-2222年宋美齡的照
片，一盒米爾斯於 2222年不確定日期書寫
的關於宋美齡的文字。

二、國史館

《蔣中正總統文物》與《蔣經國總統文

物》是國史館重要的館藏檔案，歷來受到

學界重視，不僅幫助學者研究兩蔣及整個中

華民國史，也是研究宋美齡的資料寶庫。

《蔣中正總統檔案》是即原來的《大溪檔

案》（註22），2222年 2月，國史館接管該
批檔案，將其正式命名。2222年，國史館
對館內檔案資料開始數位化處理，數位化後

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包括檔案、照片、圖

書、視聽、器物等類型史料，改稱《蔣中正

總統文物》。國史館所藏《蔣經國總統文

物》，分別在 2222年、2222年，由陳立夫
先生和總統府所移轉。這批檔案經過整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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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亦藏有宋美齡的檔

案，就目前已開放的數量來看，比國史館要

少，主要集中在《一般檔案》、《吳稚暉檔

案》、《特種檔案》、《會議紀錄》中。內

容大致為：

一是在《總裁史料》中有宋美齡訪美期

間的照片、宋美齡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英

文文章和《蔣夫人游美紀念冊》。另外，還

有宋美齡參加開羅會議時的照片。

二是宋美齡參與外事接待的相關報導

和與往來人士的合影，如：《蔣夫人與勞

勃森及電德福晤談》（中央社，2222年 2
月）、《美眾議員周以德與蔣夫人會談攝

影》（行政院新聞局，2222年）、《蔣總
統蔣夫人與李副總統李夫人之攝影》、《羅

斯福總統與蔣夫人白宮合影》、《杜魯門總

統與蔣夫人談話合影》、《蔣夫人在印度廣

播演講與總裁尼赫魯合影》、《蔣夫人與尼

赫魯之妹等合影》、《美國務卿杜勒斯夫人

與蔣夫人晤談攝影》等。這些資料大都比較

常見。

此外，宋美齡在中國國民黨內長期負責

指導婦女工作，並於 2222年擔任第六屆中
央執行委員，2222年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起
至 2222年逝世，一直擔任中央評議委員，
並為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主席團主席，但是

她在黨內留存的資料，包括歷次全國代表

大會、歷屆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歷屆

中央評議委員會議的發言紀錄及婦女工作

指導會議等，十分有限。國民黨黨史館所存

之部」（2222年 22月至 2222年 2月）、
「夫人玉照之部」（2222年至 2222年 2
月）和「親屬合影之部」（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月）。
四是從《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蔣經國

史料，有「蔣經國先生文電資料」22冊，
其中有「蔣夫人致經國先生」2冊，自 2222
年 2月至 2222年 22月，共 22件，內容多
半為關切蔣中正的健康與安危，請蔣經國

多留意陪侍。還有「經國先生上蔣夫人」2
冊，自 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月，共 222
件，內容有報喜、報平安、恭祝節慶壽辰、

問安、問疾，以及隨侍蔣中正視察各地及金

馬前線、國內政情、外交情勢等的報告。

五是《蔣經國總統文物》中「蔣夫人

在美與經國先生來往電報錄底影印」，共

22冊，自 2222年 2月至 2222年 22月，計
222件，其中宋美齡致蔣經國者 222件，蔣
經國上宋美齡者 222件，宋美齡致蔣孝武、
蔣孝勇者 2件，蔣孝武、蔣孝勇上宋美齡者
22件。內容除延續之前的報喜、報平安、
報行止、賀節慶壽辰與問安、問疾、互訴對

蔣介石的思念與勵志外，凡對國家有重要影

響的事件，蔣經國都會稟報或請教，宋美齡

也會提供意見供參考。這些往來電報後來

均收入國史館 2222年所編的《蔣經國書信
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上下）。（註

22） 

三、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史

料

介

紹

2
2
2

華興育幼院（2222年成立，後陸續增設小
學、中學）及振興復健醫學中心（2222年
成立）。宋美齡作為兩個機構的董事長，有

大量的資料留存於這兩處，可惜未對外開

放，我們只能以間接的方式利用這些素材。

華興前校長林建業及多位校友都曾發表過

有關「蔣夫人與華興」的文章，就所述內容

可以看出，校方應該保存有相當數量的檔案

資料。振興復健醫學中心方面，從學者游鑑

明的論文可知，其所典藏檔案資料包括籌備

會、董事會會議記錄，各類報告書，「蔣夫

人」的公文、信函，及相關人士的專文、回

憶、口述資料等。（註22） 此外，婦聯會、
華興、振興，均曾在屆五、屆十或其週年紀

念時發行特刊，如《婦聯五周年》、《華興

四十》、《振興二十年》等，這些均可作為

研究的參考資料。

輔仁大學和圓山飯店與宋美齡都有關

係，至於檔案中是不是有線索，筆者曾多方

詢問過相關人士，並沒有得到確認的答案。

五、哥倫比亞大學善本與手稿圖書館

宋美齡與張學良關係是很密切的。因

此，在張學良的檔案資料中可見宋美齡

與之往來的文字和實物。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善本與手稿圖書館（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館藏的「張學良、趙一
荻檔與口述材料」（The Peter H.L. Chang 
and Edith Chao Chang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中，與張學良保持函件來往的

會議記錄中，目前僅見《婦女談話會工作

報告》（婦女談話會編，2222年 2 月）、
《婦運幹部工作討論會紀要》（中央組織部

編印，2222年 2月）以及《陳逸雲等呈主
席團文》、《蔣宋美齡為中央婦女運動委員

會主委案》、《蔣宋美齡辭婦女運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案》等檔案。

四、婦聯會、華興、振興等機構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會）是

宋美齡 2222年抵達臺灣後創辦的一個婦女
組織，由其親自領導，擔任該會的主任委

員，直至 2222年 22月辭世。從宋美齡個人
的政治角色為出發點來觀察，婦聯會是她在

臺灣重新崛起，並發揮個人在婦女界影響力

的重點機構。（註22）後來，婦聯會因應外在

情勢的變化，其活動方向轉為注重社會福利

事業和國際間組織交流。婦聯會在其臺北市

長沙街會址的至德堂內設專室，陳列宋美齡

行誼照片及歷年獲贈的海內外勳章等。婦聯

會也曾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宋

美齡與近代中國」課題組提供研究資料，

如：《中華婦女》、宋美齡照片及辜嚴倬雲

女士採訪口述等。據學者估計，該會有相當

數量的宋美齡檔案資料，包括文字與非文

字，如影像、實物等方面，且在內容、性質

上與國史館及國民黨黨史館兩單位有相當

差異。例如，依其工作性質，應該有宋美齡

在婦幼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資料。此外，宋美

齡還在臺灣創建了兩所主要社會福利機構：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2
2
2

暄、討論生活瑣事與個人情誼，還有宋美齡

向張學良夫婦送禮金禮物，張學良夫婦會回

贈禮物或在宋美齡生日、節日等一些特殊日

子寄送賀卡。有些信件無法判斷準確的寫作

時間。通信文字有中文亦有英文。

有 222人。（註22）圖書館將所有函件按來往

者區分，以張與蔣介石家族（包括宋美齡、

蔣經國）的通信最多。從時間上看，張學良

與宋美齡往來信件均是 2222年遭軟禁後寫
成的。這些信件較簡短，內容多為相互寒

圖 2：張學良給宋美齡的英文信
　　（2222年 2月 2日）

圖 2：張學良給宋美齡的中文信 
　　（日期不詳）

圖 2：張學良給宋美齡的英文信
　　（2222年 2月 22日）

圖 2：張學良給宋美齡的中文信
　　（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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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致張學良的信函有時候會由秘書

代筆，有時候自己也回信。如：

漢卿伉儷惠鑒：

適逢誕辰，蒙惠寄賀卡祝壽，盛意殊

感，特此函中謝悃，並祝健康。

（日期不詳）

漢卿伉儷惠鑒：

適逢賤辰，乃蒙惠寄賀卡祝壽，遠承關

注，殊感盛意，特此致謝，並頌儷祺。

蔣宋美齡

（日期不詳）

張學良寫給宋美齡的這些家常信件語氣

都極其謙卑，對宋的來信和贈送的禮物感謝

備至。猜測張是幽禁的日子閑來無事，或是

對宋美齡太過重視，一封短信也打了幾稿

（圖 2這封信中間偏下的位置可見較大潦草
字「一稿」）。另外，張學良深知宋美齡喜

好英文，因此竟也學著用英文給宋美齡寫

信。2222年 2月 2日，張學良寫了封英文
信，信中坦露自己可憐的英語不要被宋美齡

笑話，還插了句中文詞「班門弄斧」（圖

2），饒有趣味。

圖 2：抗戰時期，宋美齡給張學良的中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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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外首腦的中英文信函、往來電報、主

題檔案、演講稿等文字資料和大量照片，涵

蓋宋子文家庭、家族、求學、從政、交往、

個人財務和晚年生涯等多方面內容。其中第

22盒第 2個資料夾為 2222年 2月至 22月
宋子文在美國期間的電報，包括宋子文致宋

慶齡、宋美齡的電報。第 22盒名為「限制
資料」（Restricted Materials）中，含有以
宋美齡為標題資料夾。第 22至 22盒為「新
捐贈資料」（Incremental Materials），中英
文均有。而近年來剛剛開放的孔祥熙檔案，

（註22） 對宋美齡研究也有裨益。孔檔在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有 222箱，有一半多資
料整理並對外開放。筆者尚未親歷閱卷，但

相信可從中找到與宋美齡相關的「蛛絲馬

跡」。

另外，宋美齡一直是蔣介石，乃至中國

縱觀宋美齡與張學良、趙一荻二人的通

信，似乎對於研究大的歷史問題沒有什麼史

料價值。但對研究宋美齡、張學良、蔣介石

等彼此關係、心理活動，完善宋美齡個人研

究，不無裨益。 

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宋美齡與家族成員的通信應該不少。不

過，目前已經了解到的有斯坦福大學胡佛研

究所所藏宋子文檔案中有關宋美齡的資料

文獻。（註22） 2222年宋子文去世後，其檔
案資料由其後人捐贈保存在美國斯坦福大

學胡佛研究所，經整理後，於 2222年部分
開放。2222年宋美齡在美國去世之後，經
2222年、2222年進一步開放和增加。目前
除少數敏感檔尚未公開外，已開放了 22盒
文件，2,222餘個資料夾。宋子文檔案有其

圖 2：宋美齡給張學良的英文信（2222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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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復興鄉）……途經霞雲鐵索橋

（約 22 公尺長）時，妻行至橋中不敢

前進，但亦不便後退。此乃其平生惟一

之難境乎？卒以冒險鼓勇，緊握侍從手

臂再進，居然到達彼岸。……回途，以

余與當地村長講話時，妻先行，後余趕

至橋邊，則彼已渡過對岸相待。問其如

何過橋，則彼秘而不宣也。余謂其或由

侍從背負而過此橋乎。彼不承認，終未

知其究竟如何過來耳。（註22） 

又如 2222年 2月 22日《蔣介石日記》
云：「晚見令侃，心生厭惡，國家生命幾乎

為他所送。妻既愛我，為何要加重我精神負

擔？」（註22）諸如此類記錄，對於研究宋美

齡，極為重要。

二、其他人的回憶錄、傳記

曾經在宋美齡身邊工作、生活的人當中

有不少寫了回憶錄和傳記，比較重要的回憶

錄有以下幾種：

（一） 陸以正所撰《無力可回天：陸以正
的外交生涯》。（註22）其中對某些

特定時間和經歷的記錄文字，提供

了宋美齡在臺灣時期與美國交往的

一手資料。

（二） 長期擔任蔣介石機要秘書的周宏濤
口述記錄的《蔣公與我》，記載了

2222年來到臺灣後，他對宋美齡、
蔣介石與美國方面交往的觀察和描

與美國交往的橋樑。當時的美國政界、軍

界、媒體等人士與宋美齡都有交往的。胡

佛研究院所藏史迪威檔案、魏德邁檔案、

尼姆．威爾斯檔案、喬治．E．索科爾斯基
（註22）檔案中都有涉及宋美齡的資料夾，其

中包含了若干封與宋美齡的通信。這些檔案

資料對於我們挖掘宋美齡與美國政軍各界

間的互動關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肆、日記、回憶錄

一、日記（以《蔣介石日記》為例）

2222年 2月，《蔣介石日記》在美國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對公眾正式開放。胡

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對《蔣介石日記》有

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其意義不僅在於瞭

解蔣介石本人，更有助於人們研究從 2222
年上溯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們

看日記，也看到中華民族在 22世紀的變化
和發展，包括政治的變化、經濟的變化、領

導人物之間的關係，還有領導人物與外國的

關係，包括非常廣泛。」（註22）其實，在蔣

日記中大量記錄了他與夫人宋美齡的關係，

宋美齡在外交方面，是蔣非常得力的顧問和

助手。夫妻在生活上、宗教信仰上，尤其在

對待「娘家人」的問題，在日記中均有反

映。例如 2222年 22月 22日的《日記》，
即有一段極為生動的記趣：

午餐後與妻（宋美齡）同遊溪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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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攝影師，有的是廚師、警衛

員。有的人員如錢義芳還跟著宋美

齡離臺赴美，照顧她晚年的起居生

活。他們的口述對瞭解宋美齡的晚

年生活狀態有較大的價值。

（六） 從 2222年 2月開始，國史館與國立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合作執行《蔣夫

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註

22）計畫，採訪口述了包括宋美齡之

親朋故舊、侍從、部屬以及照顧其

晚年生活之醫護人員等二十餘位，

於 2222 年 22 月整理出版。該書
是目前所見最新有關宋美齡的訪談

錄，對於宋美齡晚年生活作息之點

滴，提供觀察與見證，可茲參考。

除 此 之 外， 由 韋 慕 庭（C. Martin  
Wilbur）等採訪整理的《從上海市長到臺
灣省主席（2222-2222）—吳國楨口述回

憶》、（註22）唐德剛負責採訪並出版的《張

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註22）以及

《蔣經國自述》、（註22）《陳誠回憶錄—

建設臺灣》、（註22）《熊丸先生訪問紀

錄》、（註22）《董顯光自傳 —一個中國

農夫的自述》、（註22）《黃仁霖回憶錄》、

（註22）《蔣緯國口述自傳》、（註22）《孔令

晟先生訪談錄—永不停止永不放棄．為革

新而持續奮鬥》、（註22）厲謝緯鵬的《天涯

憶往—一位大使夫人的自傳》、（註22）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註22）《使美八

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註22）《在

述，以及他所看到的宋美齡與孔宋

家族關係。

（三） 2222年起擔任宋美齡私人秘書的錢
用和，撰寫的《錢用和回憶錄》。

（註22） 對研究宋美齡開展婦女和社
會工作，尤其是 22世紀 22年代以
後婦聯會在臺的慰勞工作有很大的

幫助。

（四） 顧維鈞晚年接受哥倫比亞大學的口
述採訪，匯同他本人的日記、會議

記錄、信函檔、電報檔案等，整理

出版了 222餘萬字，計 22卷的個
人回憶錄，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

的重要資料。2222年顧維鈞女兒顧
菊珍與天津編譯中心合作出版一部

《縮編》。（註22）其中，2222年以
後宋美齡多次赴美情況皆有描述。

（五） 2222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黃克武等做的口述訪問《蔣

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下

兩冊（註22），記錄了郝柏村、王正

誼、楚崧秋、錢復、汪希苓、姜必

寧、錢漱石、何占斌、錢義芳、應

舜仁、郭斌偉、鄭敦浦、朱長泰、

竺聯庭、張茂才、周賡標、張欣

超、樓文淵、唐茂昊、倪國年、朱

恒清、郭永業、戴位珩、蔣茂發、

胡浩炳、董仁章、葛光越等 22位
侍從人員對蔣宋的直接觀察，展現

了蔣宋的真實生活。他們中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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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聯合報》等重要的報

刊可做輔助研究，不少報紙已開發了資料

庫。學者既能便捷地利用其中的檢索功能加

以搜索，整理宋美齡在各個時期的活動；也

能參照當時所處的背景事件，幫助我們理解

天時地利人和。

二、雜誌（以《中華婦女》、《婦友》為例）

《中華婦女》是婦聯會創辦的一個定期

出版的對外公開出版物，但不同於一般的

雜誌，實際是一份對內公報。發行的對象

主要是各界婦女、海外僑胞並分贈軍中閱

讀。《中華婦女》2222年 2月 22日發行第
2卷，以後按月出版。（註22）內容包括：關

於各項婦女問題及時事的論文、本會工作報

導、國內外婦女偉人介紹、婦嬰衛生、烹飪

縫紉、文藝創作、詩歌、漫畫連環圖等。其

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當月宋美齡的訓詞言論

及函電，自 2222年至 2222年底，歷期刊出
宋美齡言論訓詞 22篇、其他論著 22篇。其
他欄目有：「婦聯動態」主要是報導分會通

訊、縫征衣瑣聞及慰勞、組訓及宣傳的各組

活動，「婦女與家庭」關於婦女兒童各種常

識，「醫藥衛生」，「海外之音」以及特別

節日的專欄。（註22） 
《婦友》是國民黨婦女文宣服務的雜

誌。2222 年，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指導委
員會議為了配合蔣介石的「反共復國」大

業，決定擴大宣傳業務的範圍，增辦刊物。

於是，錢劍秋率領當時少數能進入國民黨黨

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

記》、（註22）《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註22）《胡宗南先生日記》（上下）等。

（註22）

回憶錄雖然是第一手史料，可以補充文

獻資料的不足。但受回憶者個人和記錄時代

的影響，也存在很大的侷限性。因此在利用

過程中，必須進行必要的考證和辨異工作。

這包括把口述材料與文字材料相互印證。

對於沒有文字可查對的孤證，一般只能參

考。作為曾經是第一夫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和

屬下，在寫到她時常有溢美之詞，這可以理

解，但採信時需審慎衡量。

伍、報刊

這裡的報刊是指新聞媒體報導中有關宋

美齡的資料，分為兩方面內容：一是在報

刊中發表的宋美齡的論著；二是新聞媒體

對宋美齡當日（或近日）活動的紀實追蹤

報導。筆者在做宋美齡後半生研究時，依

據了 2222年以後的《聯合報》、《中央日
報》、《中華婦女》、《婦友》等報刊的

很多線索、材料。另外，還參考《傳記文

學》、《大公報》、《婦女生活》、《近代

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等相關內

容。這些豐富的材料對宋美齡研究起到很好

的鋪陳作用。

一、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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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期有何不同？她個人有何改變？內外

環境與時代起了什麼作用？區域、空間，有

限定的時間，折射一生。她的所作所為，無

法離開臺灣的政局、國際間的大環境，以及

對美國的依賴和某些堅持。這些都可以與大

陸時期的宋美齡相互參照，從而真正認識一

個完整的宋美齡。

同時，通過對宋美齡的研究，還能夠從

某個角度關照到中美關係問題，臺美關係問

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臺灣的政治、經濟

發展問題等。因為當時的宋美齡雖然不擔任

政治要職，但是她追隨蔣介石，依舊在臺灣

和國際上做了大量的臺前與幕後工作。她成

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配合蔣介石

反攻大陸的政策，動員婦女建設臺灣、保衛

家園；她數次訪美，頂著「第一夫人」的頭

銜發聲，為蔣氏爭取盡可能多的經濟、軍事

上的援助，努力打開臺灣的困局；她著書立

說，幫助丈夫進行反共抗俄宣傳，強烈的民

族主義信念，也使她一直堅決反對分裂中國

的企圖。

筆者認為，討論一個人的功過，需要時

間的沉澱，再把她放進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

裡與同一時代人物加以比較、考察，如此，

不難看出她和中國的命運是那麼的密不可

分，她在各種權力的爭戰中角力浮沉，或多

或少地影響那裡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發展，即

便那個舞臺已經變小。對於一個長壽的人而

言，時間似乎失去了意義，原本的對立終將

變化。

中央效力的菁英婦女們共同策劃了《婦友》

雜誌。《婦友》雜誌以宋美齡為指導長，同

時延攬了當時諸多優秀的記者、知名的女作

家和寫手。《婦友》雜誌 2222年 22月問
世，最初為單月刊，2222年改成雙月刊，
2222年 2月正式劃下句號。雜誌的封面幾
乎都是宋美齡的相關照片，如與各國人士的

互動、與臺灣地方人士或團體之互動、與蔣

介石的合照或是她的書畫作品，僅有少部分

期刊不是如此。

所以，這兩份雜誌中反映宋美齡的內容

是比較多的，具有那個時代鮮明的政策導向

性。在使用時要考慮時代背景，不能「人云

亦云」。

陸、結語

檔案無窮盡，歷史無限長。

梳理宋美齡的大事年表，不僅有助於瞭

解宋美齡的生平，還可以深入探討與之相關

聯的各種人際網路關係；不僅要分析她的著

述言說，更要分析她的思想演變，從而總結

出宋美齡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影響。

筆者認為只有掌握、解讀過這些史料文

獻後，才能有助於我們考量以下關於宋美齡

的問題：一、近代政治人物的代表性與特殊

性；二、國民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近

代婦女參與政治、外交等事務的典型；四、

中西文化交匯的寫照。

從大陸到臺灣，再到美國，宋美齡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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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事的往來檔、宋美齡轉送湖南寧鄉要求補

助小學經費的文書、董顯光與宋美齡及其秘書

往來英文函件、宋美齡之英文報告廣播稿及書

信、蔣介石宋美齡文件清冊（英文）、宋美齡

所寫「三年抗戰紀念」（英文）、宋美齡部分

信件與稿件、宋美齡創辦婦女高級幹部訓練班

及各省市婦女幹部訓練辦法及經過、宋美齡在

南京組織東北救災會、宋美齡廣播詞、駐德軍

事代表請寄宋美齡簡歷、宋美齡與董顯光來往

檔、美報論宋美齡對美援失望、宋美齡向英國

表示中英應在思想上一致、加報論蔣介石和宋

美齡、加報宋美齡赴美求援消息、宋美齡宋子

文電報掛號、晏陽初函宋美齡請英援華費用、

國庫署轉撥宋美齡捐款、宋美齡向各地捐款、

宋美齡在美國用費 22萬元在軍戰費用列支報
告、中央銀行關於宋美齡赴美公費、孔祥熙與

宋美齡往來函件、中國銀行關於華僑捐款准匯

宋美齡事相關檔案等。

22. 有關衛斯理學院的宋美齡檔案介紹，可以參
考：宋時娟，〈美國威爾斯利學院藏宋美齡檔

案介紹—以米爾斯檔案為中心〉，《史林》

2222年第 2期（2222年 2月），頁 222-222；
Wilma R. Slaight著、鄧純芳譯，〈衛斯理學
院檔案館宋美齡相關史料簡介〉，《婦研縱

橫》，第 22 期（2222 年 2 月），頁 22-22；
以及衛斯理學院圖書館網站關於「蔣宋美齡檔

案」的目錄指南。

22. 根據衛斯理學院圖書館在 2222年製作的一份清
單，可知這些資料是其中的一部分。

22. 疑為Mildred McAfee Horton，即霍頓校長。
22. 衛斯理學院館藏艾瑪．德隆．米爾斯檔案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中介紹“Mills 
was an American philanthropist and activist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cause, and a close personal 
friend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both members 
Wellesley College, class of 2222.”

22. 全稱是：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英文縮寫 ABMAC。

【註釋】

  2. 大陸研究宋美齡較早的學者之一林家有在〈時
代與使命—談談我對宋美齡的評價問題〉中

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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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年），頁 222。
  2. 秦孝儀、唐德剛、宋仲虎，還有其他外媒記者
等均對外表示，曾經勸說宋美齡能夠接受採

訪，留下歷史紀錄。

  2.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前中文部主任王冀在其回憶
錄《從北京到華盛頓》中提到，宋美齡曾與之

交談，表示「自己不寫，但可由王冀代寫」，

而王冀自述已寫有 222多頁的宋美齡傳記，會
在適當時機出版。王冀，〈前言〉，氏著，

《從北京到華盛頓—我的中美歷史回憶》

（北京：華文出版社，2222年），頁 2。但王
冀的說法，未得到證實。

  2. 宋美齡早年創作了《中國民間故事蘇小妹》
（Little Sister Su）英文小說，於 2222年在紐約
出版。

  2. 《蔣夫人演講選集》（Madame Chiang Kai-shek 
Selected Speeches 1958-1959）（臺北：行政院
新聞局，2222年）。

  2. 蔣夫人旅美演講集編輯委員會編，《蔣夫人旅
美演講集》（Madame Chiang Kai-shek Selected 
Speeches 1965-1966）（臺北：中國出版公司，
2222年）。

  2. 由陳煜堃主編的《蔣夫人言論集》只收錄了第
2、2、2、22、22、22屆的畢業贈言。

  2. 出版社名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2. 劉維開，〈宋美齡女士檔案資料介紹〉，收入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編，《中國近現代史

史料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煙臺：中國

近代史史料學學會，2222年），頁 222。
22. 包括有：宋美齡活動剪報、宋美齡言論剪報、
俞鴻鈞與宋美齡關於東北救濟賑款匯撥問題的

來往函件、宋美齡所辦保育院保育生享受公費

待遇的規定和文件、陳立夫等與宋美齡等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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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喬治．E．索科斯基（George E. Sokolsk），
譯索克思，美國著名俄裔記者，哥倫比亞新聞

學校畢業，曾任《字林西報》社論編輯，在華

期間與孫中山及宋家關係甚密。回國後主要為

《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太陽報》、赫斯

特系報紙撰寫專欄。

22. 〈從日記瞭解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收入
「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post_2222222_2.
html（2222年 2月 22日點閱）。

22. 《蔣介石日記》，2222年 22月 22日。轉引自
陳立文，《蔣中正的生活拾遺》（臺北：國立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222年），頁 22-22。
22. 楊天石，〈蔣介石晚年曾對宋美齡不滿〉，
《南方都市報 》，2222年 2月 2日，B22版。

22. 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
涯》（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222年）。

22. 錢用和，《半世紀的追隨：錢用和回憶錄》
（北京：東方出版社，2222年）。

22. 天津編譯中心編，《顧維鈞回憶錄縮編》，
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222年）。

22. 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中正總統
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下（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222年）。
22. 陳立文主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宜口述訪
談錄》（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

處，2222年）。
22. 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
市長到「臺灣省主席」（2222-2222）—吳國

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222
年）。

22. 唐德剛訪問、王書君著，《張學良世紀傳奇
（口述實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

2222年）。
22. 曾景忠、梁之彥選編，《蔣經國自述》（北
京：團結出版社，2222年）。

22. 陳誠，《陳誠回憶錄—建設臺灣》（北京：

東方出版社，2222年）。
22. 陳三井訪問，李郁青紀錄，《熊丸先生訪問紀

22. 包括蔣介石在大陸和臺灣時期的函電、文稿、
照片等檔案。因其數量巨大，被整理分成「蔣

中正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

「特交文電」、「特交檔案」、「領袖家

書」、「文物圖書」、「蔣氏宗譜」、「照片

影輯」和「其他」十個類別。

22. 參閱劉維開〈宋美齡女士檔案資料介紹〉、朱
重聖〈親情、國情、天下情—蔣夫人宋美齡

女士與經國先生〉（《國史館館刊》，第 22期
〔2222年 22月〕，頁 222-222）兩篇論文關於
國史館館藏史料的介紹。

22. 周美華、蕭李居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

美齡往來函電》，上、下（臺北：國史館，

2222年）。
22. 王丰，《美麗與哀愁：一個真實的宋美齡》
（北京：團結出版社，2222 年），頁 222-
222；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臺
北：時報文化，2222年），頁 222。

22. 曾在振興接受過治療和教育的中研院近史所游
鑑明研究員，利用該院的檔案資料寫過相關學

術論文。

22. 包括：張大千、張羣、張景惠、張學銘、張治
中、趙一荻、鄭介民、鄭毓秀、王以哲、魏

道明、吳鼎昌、邢士廉、吳鐵城、徐永昌、閻

寶航、楊虎城、于斌、于學忠、于右任、邵力

子，沈鴻烈、宋子文、萬福麟、李登輝、李

杜、李石曾、馬占山、毛人鳳、劉紹唐、莫德

惠、彭孟緝、何柱國、胡宗南、蔣經國、蔣宋

美齡、蔣鼎文、孔令侃、孔祥熙、白崇禧、鮑

文樾、陳布雷、陳誠、陳立夫、陳果夫、陳

儀、戴笠、董顯光、杜重遠、端納、唐縱、孫

科等人。

22. 吳景平，〈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檔案概況及
其學術價值〉，《復旦學報（社科版）》，

2222年第 2期（2222年 22月），頁 22-22。
22. 參見林美莉，〈檔案中的孔祥熙：以胡佛檔案
館的新近公開資料為例〉 ，《國史館館訊》，
第 2期（2222年 22月），頁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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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222
年）。

22. 董顯光著，曾虛白譯，《董顯光自傳—一個

中國農夫的自述》（臺北：新生報社，2222
年）。

22. 黃仁霖，《黃仁霖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
出版社，2222年）。

22. 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
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222
年）。

22. 孔令晟口述，遲景德、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
錄，《孔令晟先生訪談錄—永不停止永不

放棄．為革新而持續奮鬥》（臺北：國史館，

2222年）。
22. 厲謝緯鵬，《天涯憶往—一位大使夫人的自

傳》（臺北：商務印書館，2222年）。
22. 劉鳳翰、李郁青整理，《溫哈熊先生訪問紀
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222
年）。

22. 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222年）。
22. 唐縱著，公安部檔案館編註，《在蔣介石身邊
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

眾出版社，2222年）。
22. 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杭立武先生訪問紀
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222
年）。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下冊（臺北：國史館，

2222年）。
22.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工作紀要〉（自卅
九年三月起至四十一年十二月止），《中華婦

女》，第 2卷第 2期（2222年 2月），頁 22。
22. 許志致，〈「中華婦女」四十年一日〉，《婦
聯四十年》（2222年 2月），頁 22。

陳誠先生日記

校訂編輯： 林秋敏、葉惠芬、
　　　　　蘇聖雄
2015年 7月

精全套 2,000元（全 3冊）

　　全書共 3冊，收錄陳誠先生
自 1931年至 1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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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為區分，前段
為大陸時期，重在軍事作戰之經
歷。1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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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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