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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館刊 
第四十七、四十八期

主編：呂芳上

2016年 2、6月初版
平裝各 200元

論文：劉碧株〈日治時期鐵道

與港口開發對高雄市區規劃

的影響〉、羅皓星〈《徐兆瑋

日記》所見的教育會與 20世
紀初常熟地方政治〉、陳鴻

瑜〈中華民國政府繪製南海

諸島範圍線之決策過程及其

意涵〉、林正義〈「中美共

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

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

陳能治〈早期的孔祥熙：一位

基督徒的教會歷練與公共參

與（1890-1922）〉、陳鴻瑜
〈英國對於南沙群島之主張及

其影響（ 1920-1921）〉、張
淑雅〈無礙反攻？「中美共

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的說服

與宣傳〉、王恩美〈1970年
代中華民國對日僑務政策之

變化─以中日斷交前後為

中心〉。

非典型副總統呂秀蓮

著者：呂秀蓮

2016年 2月初版
精裝全套 1,200元（全 2冊 )

本套書為呂秀蓮副總統 8年
回憶錄，分作三部曲。第 1冊：
政黨輪替（2000-2004）；第
2冊：驚濤四年（2004-2008）；
第 3冊：非典型外交。第 1
冊敘著者如何與陳水扁搭檔

打贏選戰，以及著者所關注

的國計民生各議題，尤其是

陳水扁總統交付的人權和科

技兩項業務。第 2冊敘 319
槍擊案的發生與平息，及臺

灣社會因第一家庭金權遊戲，

及總統國務機要費涉貪等弊

案，而引發紅衫軍倒扁事件。

第 3冊以著者於副總統任內所
從事的外交事務為主，敘著

者如何弘揚臺灣的柔性國力，

及任內出訪、舉辦的各項重

要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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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奉獻兩韓關係
─林秋山回憶錄

著者：林秋山

2015年 9月初版
精裝 250元

本書是作者林秋山對其八十

歲人生的總回顧。雖是出生於

臺灣雲林縣偏僻的麥寮鄉，生

活環境困苦，卻能奮發向上，

堅毅不屈，終能考上政大新

聞系，又獨具慧眼，再選修

韓文，作為輔系。畢業後留

學韓國慶熙大學政治研究所，

獲政治學碩士、博士學位，

漸成當時唯一的韓國通。一

生對兩韓文化交流貢獻很大，

獲南韓頒授修交勳章崇禮章，

尤其促成與朝鮮交流達二十

年，殊為不易。且在文化大

學傳授學子韓文長達 27年，
其後任國大代表及監察委員，

於任監委 12年期間，揭發諸
多弊案，成果豐碩。退休後

仍在文大兼職繼續貢獻所長，

享受清靜平淡的生活。

賴名湯日記

著者：賴名湯

編輯校訂： 葉惠芬、林秋敏、 
周美華

2016年 12月初版
精裝第 1、2冊各 750元

本書係依據賴名湯日記原件
重新打字排版而成，第 1冊
為民國 52年至 55年日記，
第 2冊為民國 56至 60年日
記，全書敘述賴將軍任聯勤總
司令與空軍總司令要職期間，
領導統御、軍事建設與反攻
大陸政策所作的努力。他如
實地敘述所面臨的軍中問題
與困難，也顯示他爭取美援、
生產武器或軍事裝備的努力。
特別是出身空軍的他，對整頓
空軍更有一份使命感，不惜以
「跳火坑」的熱情，致力改
革空軍及發展航空工業，成
績斐然。因此本日記的出版，
一方面有助於了解賴名湯將
軍本人的勳業與功績，也可
一探其家庭生活、內心想法、
宗教信仰、休閒娛樂等私領域
部分；另一方面，對於此時
的軍事措施或反攻大陸困境
而言，本日記亦可提供史料，
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國史館館刊
第四十九、五十期

主編：吳密察 
2016年 9、12月初版
平裝各 200元

論文：葉美珠〈國民政府鹽

務稽核所的興革試析（1928-
1936）〉、陳祥雲〈劉航琛與
利濟實業公司的經營（1946-
1956）〉、白依璇〈保釣世代、
現代主義、民族想像：論郭

松棻、李渝早期寫作及所處

歷史脈絡〉、段瑞聰〈從日

本角度看「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張安琪〈日治初期

土地調查事業階段的「公業」

概念演變〉、朱德蘭〈公私

領域之間：長崎僑領陳世望

（1901-1940）〉、張鑄勳〈析
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

期的戰略指導〉、葉惠芬〈蔣

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

──以「武漢計畫」為例〉。

北上南下記滄桑
—胡春惠回憶錄

著者：胡春惠 
2016年 2月初版
精裝 200元

本書係作者胡春惠對其八十

歲人生的回顧。雖是出生於太

行山南麓小山村的小康之家，

但是在連年的戰亂中，歷經許

多苦難，甚至被迫背井離鄉，

顛沛流離，最後遠離親人，

孤身落腳臺灣。為了維持基

本的生計，他曾充當幼年兵，

幼小孱弱的身軀忍受巨大折

磨，但始終不忘讀書上進，於

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自力謀生、

努力奮鬥，逐步完成了高中、

大學、碩士、博士的學業，

而逐漸苦盡甘來。曾在政大

任教，亦擔任過正中書局總

編輯，在史學研究上更有輝

煌的成就，尤其於香港珠海

文學院院長任內，致全力促

進兩岸各地史學之交流，成

果豐碩，頗受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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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第十六輯

2016年 12月初版
精裝 500元

本書係就民國 97年之褒揚令
及相關資料編印成冊。收錄

受褒揚者包括沈永紹、陳鴻

珍、吳京、林之助、傅王遜

雪、陳衣凡、白寶珠、柏楊、

廖風德、李世勳、李天民、

高金澄、周馬雙金、吳舜文、

汪錕、趙耀東、趙寧、徐有

守、李炳盛、王永慶、孔德

成、陳建中、傅家森、葉石

濤等人。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三）
二十一年∼三十年

編著： 吳淑鳳、薛月順、蕭李居、
吳俊瑩、林本原 

2016年 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1932年（民國 21年）至 1941
年（民國 30年）的時代特徵，
主要為日本對東北、華北步

步進逼，中日關係由外交折

衝逐步走向全面開戰，中國

建立戰時體制以對抗強敵，

戰爭動員帶動國家型塑契機。

本冊撰述內容包括中日之間

的衝突、調解與交涉、安內攘

外政策下的剿共與地方抗日

事件、附日政權的成立、中

日重要會戰、中國國民黨訓

政與黨化政策持續進行、健

全中央金融組織、實行幣制

改革、開展新生活運動、高

校內遷與教育體制變革、戰

時社會變遷、動員全民抗戰，

以及實施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的各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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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161071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號

電話：02-25180207　 

三民書局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61號

電話：02-23617511 

總統府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一

段 122號  

電話：02-23206990

南天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83巷 14弄 14號  

電話：02-2362-0190

萬卷樓圖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二段 41號 6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臺灣的店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三段 76巷 6號   

電話：02-2362-5799

臺灣學生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 75巷 11號

電話：02-2392-8185

樂學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二段 138號 10F之 1  

電話：02-2321-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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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  

電話：02-29178022

  

中部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臺中市北區軍福七路

600號

電話：04-2437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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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33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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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號

電話：02-27580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