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與歷史研
究」系列演講
修纂處

從檔案史料看「微調」課綱的
現身脈絡／吳俊瑩

構思本次演講時，原本設定的題目「藍

綠惡鬥的迷思：談高中歷史教育的轉型」，

比較能聚焦我的想法。在臺灣，很多事情貼

上「藍綠惡鬥」的標籤，往往讓我們迴避瞭

解問題的本質，將問題單純化、黨派化，不

問進步與否。不少人就是從這種角度理解反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運動（1011-1016），事
情果真如此？

1011年高中歷史課綱的微調，以臺
灣史受災最慘重。單就字數的異動比率為

60.1%，戰後臺灣史更是破百，面目全非。
在高中歷史教育，相對完整而獨立的臺灣

史，出現得很晚，卻是微調的靶心。1000
年前國立編譯館的部編本沒有臺灣史的空

間，00課綱〔按：數字代表課綱實施的學
年度〕實施後，雖開啟一綱多本，但臺灣史

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篇幅為 1/10。臺灣
史在高中獨立成冊（高一上教授），已經是

1006年 01暫綱實施時（同年還有一項重大
課程變革──取消三民主義課程，改上公民

與社會科）。臺灣史單獨教授、取消三民主

義，加上政黨輪替的政治情境，使得一般人

很容易將這些改變，視作藍綠鬥爭下的產

物，一般社會大眾並不清楚 1000年以後的
課綱修改方向、歷史教育目標的重新設定，

以及中學歷史教育的專業自主性等問題。

1000年以前的歷史教育目標，10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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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不在於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而是

為了虛構的民族與國家的復興而存在。但

1001年為配合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變革，
決定修改高中課綱。教育部長黃榮村聘請清

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張元擔任歷史科專

案小組召集人。張元對歷史教育的主張是以

學習者為本位，他期待的歷史教育目標，其

中之一是「向學生介紹歷史學特有方法，藉

由探究歷史問題的練習來訓練學生思維，啟

發學生分析理解人類行為及人類社會的興

趣及能力」。在培養能力的目標下，張元及

其團隊決定在第一冊教臺灣史的初衷，是學

生對臺灣史比較熟悉，比較親近，找資料相

對容易，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有助訓

練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比起學習什麼內

容，張元更在意學生能力的培養。先教臺灣

史，乃至 16世紀明代以後的中國史放入世
界史等課程架構變革主張，並非張元閉門造

車下產物，而是跟著高中教師、大學教授們

討論產生。對張元而言，學習內容的重新架

構，是服膺於歷史科核心能力的培養，而非

政治環境。主事者張元，也看不見所謂偏綠

的政治立場，卻因為課程變革，遭受極大的

壓力。

接下張元棒子的周樑楷教授，延續張元

團隊的規劃與理念，以歷史思維及能力本

位，推出 01暫綱（暫綱為「普通高級中學
暫行課程綱要」簡稱）作為過渡。迫於政

治壓力，將 1100年以後的中國史塞回第二
冊，用一學期教完，完成中國「通」史的

政治需要，但造成教學現場的趕課夢魘。同

時，周樑楷也持續進行課綱的修訂，1000
年 1月 11日教育部公布，新的 00課綱將於
0月 1日由高一逐年實施。00課綱不僅專家
評價不錯，性質相對較柔，教科書的編者能

有發揮空間，也留給高中老師教學自主的空

白課程時間。

1000年再次政黨輪替，教育部長鄭瑞
城突然拉下 00歷史與國文課綱再議，另組
專案小組，委員之一的王曉波稱拉下 00重
訂課綱，是「新政府上臺要撥亂反正！」經

過幾番波折，1011年 0月實施新修訂的 101
課綱。但新的 101課綱才實施一年多，還沒
教過一輪，教育部再以錯字勘誤、符合憲法

及內容補正為由，針對 101課綱撥亂反正未
盡全功的部分進行「微調」。

1011年 0月 1日教育部發函國家教育
研究院，要該院在不影響總綱﹝按：主要是

授課時數問題﹞的前提下，檢視評估課綱微

調之必要。11月 11日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
中小學社會、語文領域檢核工作小組，召開

首次會議，會中朱雲鵬竟以臨時動議方式預

謀突襲，提案就高中、語文科課綱進行檢

視，並提出可能的微調內容建議，一反課綱

修訂的規定與慣例。檢核小組在行政部門積

極配合下，快馬加鞭，用 1個多月就跑完程
序。檢核小組王曉波、黃麗生、李功勤、潘

朝陽、吳連賞、朱雲鵬、謝大寧、包宗和、

陳昭瑛、董金裕十人中，黃麗生與李功勤雖

是史學博士，卻非臺灣史專業。檢核小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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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架構」、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下，

大改臺灣史課綱。倉促之間，處處可見國

教院、教育部配合運作。甚至 1011年 1月
11日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高
中分組第三次會議上，在未經現場公開表決

下，會後主席逕自宣稱多數同意微調，引發

各界對政府黑箱作業疑慮，公民老師上街抗

爭，臺灣史學界強烈反彈，教育部仍悍然公

布微調課綱。

1011年 1月因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判決教育部敗訴，命

教育部提供原告臺灣人權促進會閱覽抄錄

課審會會議紀錄、記名投票單等，判決中稱

「對於該課程綱要微調案之討論相關情形等

事項，既然攸關社會大眾之公益，具有社會

大眾監督之高度正當性，應使社會大眾有知

的權利及有檢驗及監督之機會」。判決結果

一出，重新凝聚了反微調課綱的能量。1月
臺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的同學，藉百年校慶機

會，用大聲公喊出對微調課綱的不滿，引發

連鎖效應，掀起全國中學生串連抗爭。

課綱微調的爭議，因為媒體的簡化或疏

懶，把本來就不簡單的課綱調整問題，用最

簡單的藍綠政治鬥爭來理解。01暫綱和夭
折的 00課綱，意味著歷史教育主體性的出
現，扭轉了戰後 10多年幾乎沒變過的歷史
教育目標─發揚（中華）民族精神。1000
年迄今高中歷史課綱的發展趨勢，並不是

鐘擺式的藍綠立場擺盪，反而像是「倒 V
型」的曲線，頂點在 1000年，此刻政黨再

次輪替，進步性開始反挫，把課綱改劣。滑

下去之後，我們慶幸臺灣民間社會及中學生

的反微調課綱運動發生了一點止滑效果，但

威權時期的黨國教育十分成功，黨國教育所

培育的菁英世代還沒過去，盤根錯節的結構

更不可能輕易瓦解，也隨時可能反撲。

抗戰時期的敵後戰場（敵後游
擊區）／劉熙明

抗戰時期的抗日戰場大致上分成正面

戰場與敵後戰場（國軍方面稱為敵後游擊

區）。正面戰場是由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大規

模戰事，由於國軍與日軍均犧牲慘重，為人

熟知。相對於此的敵後戰場對日抗戰，國軍

有「游擊根據地」，中共有可以自力更生的

「抗日根據地」，主要地點在長江以北與華

北戰場。抗戰前期，國共均很活躍，但雙方

除了名義上共同抗戰外，亦有中共稱為「摩

擦」的軍事衝突，而且中共經常偷襲正在對

日作戰的國府武力。抗戰中期以後，國府武

力大幅衰退，國共各別與日軍抗戰，雙方也

在內戰，雙方又利用日軍消滅對方，以擴展

自己的勢力。簡單來說，敵後戰場的抗戰，

抗戰中期以前，國共均很普及，以後中共是

主流，但不是中共領導，中共抗戰是不理會

中央政府，國民黨影響力不大。

敵後戰場抗戰的作戰方式經常是時間

短，甚至數小時的游擊戰，攻勢是依托有

利地形或暗夜主動突擊兵力不大的下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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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輜重，或破壞交通線與封鎖設施。日軍

的攻勢稱為「治安」作戰（或「治安強化

運動」、「肅清」作戰、「掃蕩」、「清

鄉」）。而在抗戰中期以後的糧食收成季

節，各方頻繁進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搶

糧戰，日軍除了在其控制區周邊取糧外，也

經常攻入國共的產糧區。

講者除利用形勢圖與歷史圖片詮釋此課

題外，也分析敵後戰場國共勢力消長的原

因。

中共方面，在全民游擊戰略下，情報靈

通，共軍化整為零後容易隱藏，保存實力。

再者，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遠離重要交通線或

是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因此，日軍對共軍發

動較大規模的攻勢時，中共通常不會為了保

衛特定地區，採取犧牲重大的戰事，何況日

軍攻占這些地區後也不能守，必須撤退。而

在日軍攻擊共軍的途中，共軍會利用有利地

形或青紗帳等伏擊日軍，此亦可讓日軍欲攻

擊的抗日根據地得以較多時間部署或暫時

撤離，共軍得以保存有生力量。

中共渡過日軍殘酷的掃蕩，在日軍兵力

減少後，成為敵後戰場最重要的抗戰武力。

此時共軍也在暗夜頻繁發動民兵同時圍攻

日偽軍多個孤立碉堡等據點，日偽軍不敢出

來，並藉機破壞交通通信、封鎖溝、封鎖線

的鐵絲網與竹籬笆等，天亮前撤退，廣大鄉

村區域的暗夜成為共軍的天下。共軍的傷亡

雖不是正面戰場般的千人以上，但累積眾多

次數，傷亡很可觀。

國軍方面，蔣介石在抗戰初期即下令國

軍在華北敵後戰場以游擊戰抗戰。抗戰中期

以前，國軍攻勢很頻繁，除了 1010年底至
1010年初全面性的冬季攻勢外，由國史館
的《閻錫山史料》可以看出 1010年以前國
軍在山西敵後戰場頻繁主動出擊，並經常造

成雙方重大傷亡。其中的徐州會戰期間，山

西國軍奉命發動大規模牽制攻勢，同蒲鐵路

南段部分日軍支援徐州會戰而兵力不足時，

該地日軍曾經只剩 6座孤立縣城。
但大股國軍是日軍攻擊的主要目標，國

軍被日軍、共軍兩面夾攻，又缺乏後勤支

援，實力逐漸衰退。日軍攻入國軍在山區的

游擊根據地後，國軍敗仗撤離，很難再聚集

起來，共軍趁日軍撤離，進入此權力真空地

帶。國軍只在山西戰場剩下一些偏遠山區的

小股兵力，無法威脅日軍。國軍的這些山區

游擊根據地甚至面臨日軍進行的交通與經

濟封鎖戰，而被動進行反封鎖戰。依賴國軍

援助的游擊隊，在國軍撤離後，通常會被中

共併吞，否則就是當偽軍，其他繼續抗戰的

小股游擊隊也是在偏遠地區，對日軍威脅不

大。抗戰中期以後，蔣介石計劃再派國軍進

入華北敵後戰場，但大軍行動成為日軍攻擊

的主要對象，被迫撤退，國府只能利用反共

的偽軍對抗共軍。然而偽軍戰力不佳，實力

不如共軍，廣大鄉村成為中共的世界，此亦

是 1011-1010年國共內戰初期，國軍在華北
戰場不能殲滅共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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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揚令人物研究─1010年孔
德成赴南越祭孔／陳世局

本次演講是國史館采集處「檔案與歷史

研究」系列的一次演講，因此，先以本館典

藏的褒揚令史料作介紹，其次以獲頒褒揚令

的奉祀官孔德成做為演講的內容。

一、國史館與褒揚令

依據國史館出版的《中華民國褒揚令

集》收錄的第一件褒揚令是民國元年 1月，
獲褒揚者楊卓霖、鄭先聲、吳樾、熊成基、

楊篤生、陳天華等革命烈士，惟當時尚未頒

布「褒揚條例」，直至民國 1年 1月由北京
政府頒布「褒揚條例」，條例頒布後的首張

褒揚令是民國 1年 6月 11日，獲頒褒揚者
是雲南孝子朱家琛。至民國 1年 1月 11日
頒給已故參政楊守敬的褒揚令，首度出現

「宣付國史館立傳」的字樣。此後，「褒揚

條例」歷經民國 6年和 10年的修訂，均未
將「宣付國史館」等字樣寫進條例，但在褒

揚令文中仍不斷出現「宣付國史館」，直至

民國 01年 11月頒布「褒揚條例」，於第六
條才明文規定：「受明令褒揚人，其生平事

蹟得宣付國史館，並列入省市縣市志。」在

「褒揚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也提及：

「受明令褒揚人之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者，

由總統府辦理。列入省（市）、縣（市）志

者，由初審機關轉送內政部辦理。」至此，

國史館與「褒揚條例」才有明確的關係，並

典藏褒揚令人物的相關史料。

二、孔德成赴南越祭孔行程列表

1010年 0月 10日越南孔學會會長黃有
智、副會長阮琸邀請奉祀官孔德成赴南越訪

問，參加永隆孔子聖誕典禮及至各地講學。

0月 11日下午 1時 10分，孔德成偕同
顧問屈萬里、祕書蒙傳銘搭法航班機飛抵西

貢。

0月 11日上午 0時，孔德成偕同顧問
屈萬里、袐書蒙傳銘在越南孔學會袐書長吳

應才陪同下拜訪教育部長陳友世、新聞部長

陳正誠。

0月 11日上午 0時半，孔德成由孔學
會副會長阮琸、袐書長吳應才暨駐越使館袐

書魏光道等人陪同，拜會南越外交部長武文

牡。

0月 11日上午 10時，孔德成應南越政
府之邀前往獨立府，獲南越總統吳廷琰接

見，陪同謁見者有顧問屈萬里、袐書蒙傳

銘、越南孔學會正副會長、雷震遠神父及陳

荊和教授等人。

0月 10日為孔子誕辰，南越政府以此
日為國定紀念日，各政府機關此日休假，孔

德成受邀參加在西貢市政廳舉行的隆重紀

念儀式。

0月 10日孔德成偕同屈萬里、蒙傳銘
等人，在越南孔學會正副會長陪同下，於上

午 6時半由西貢乘專車出發，到永隆省孔廟
主持祭孔大典。當時越南各地所建孔廟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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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至今者，以河內文聖廟為較古，次為順化

文聖廟及越南永隆文聖廟。這三座孔朝，河

內位於北越境內，故不可能前往祭孔，順

化孔廟只剩遺址，也無法祭孔。南越永隆省

孔廟於阮朝嗣德 10年間由督學官阮通所建
造，奉祀孔子及各賢哲，並建有藏書樓以供

學子研究學術之用，所以孔德成只能去永隆

孔廟參加祭孔。參與祭禮者有當地政府首長

及華越各人士約計千餘人，孔德成並於祭典

中發表演說，闡述孔子生平及其教學精神，

強調唯有提倡孔學，始足以消滅共產邪說，

並讚譽吳廷琰總統所主張之人位主義與孔

子學說吻合等語。

0月 10日孔德成應南越國防部之請，
為南越國軍參謀部講述「自由中國軍隊之士

氣與儒家學說」。當時正值金門八二三砲

戰，故孔德成指出我國軍士氣之所以高昂，

人人均具有反攻大陸、復興中華之堅定信心

者，實由於國軍有倫理道德之維繫所致。

10月 1日赴順化講學，於當日下午 1
時在順化大學對該校學生暨順化華越各界

人士，舉行公開演講，講題為「孔子之思

想」。

10月 1日上午到歸仁省，假歸仁的潮
州戲院講學，講題為「孔子之生平及其教學

精神」。

10月 1日下午 6點孔德成前往西貢大
學講學，講題為「孔子之倫理學說」。

10月 1日上午 10點孔德成應西堤華校
代表處之請，假堤岸精武體育會球場演講，

講題為「經學簡說」。

10月 1日下午 1時應新聞部之請出席
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訪問南越兩週之觀感

並答覆記者之詢問。下午 1時 10分，向吳
廷琰辭行，結束訪問行程。

10月 6日上午 0時搭法航班機飛往香
港，再轉往臺灣。當時前往機場送行者，有

南越政府各有關部會代表，越南孔學會，西

堤各僑團及越華文教界人士等共計千餘人。

自中越雙方文化交流展開後，在經濟合

作上 1010年 11月派出農技團；在軍事交
流，1060年 1月有王昇將軍組軍事考察團
訪越，同年 11月組「奎山軍官團」幫助南
越整建軍隊及健全相關國防力量；1060年
1月 11-10日吳廷琰訪問臺灣；1061年 1月
1-0日陳誠副總統訪問南越。不可否認在文
化交流後，雙方的互動更頻繁也更多元了。

從孔德成赴南越祭孔的案例，在冷戰的氛圍

下，東亞等反共國家，除了政治外交的結

盟、經濟軍事的援助外，也不忘運用「文

化」這種軟實力，來加強彼此的外交關係。

從國史館藏檔案看印度獨立前
後對華政策演變／廖文碩

太平洋戰爭期間，蔣中正與尼赫魯先

後完成重要著作，闡揚亞洲民族自決與國

家主權獨立。戰時雙方互倡合作，戰後中

印兩國升格為大使級關係；1010年印度獨
立前夕，國民政府派員參加印度舉辦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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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關係會議，競逐領導權。1010年 11月
尼赫魯宣布承認新中國，次月印度共和國

成立。究竟尼赫魯是否如蔣所說的背信忘

義、為英國之傀儡？印度獨立如何影響其

對華政策？本次演講引用國史館庋藏《蔣

中正總統文物》（簡稱《蔣檔》）、《國民

政府檔案》、《外交部檔案》為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外交文
件）、《羅家倫先生文存》、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尼赫魯著作選集）等
多種檔案史料為輔，嘗試對 1016-1010年間
中印與美蘇多邊關係的複雜連動，進行描述

與評價。

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歷經長年奮鬥，二戰

末期終露曙光。1011年英國工黨政府艾德
禮內閣為因應亞太新局勢，以務實開明政策

提出解決印度問題方案，藉此維持英國在印

經濟與軍事權益及相關聯繫，阻止共產勢力

洪流，並爭取印度留在大英國協。1010年
蒙巴頓出任印督，宣告印回分治、隨即通過

「印度獨立法案」，0月英國將政權交還印
度與巴基斯坦兩自治領政府。印、巴獨立初

期引發雙方爭奪土邦、克什米爾戰事、印回

仇殺暴動及人口大遷徙、甘地遇刺身亡等一

連串社會政治動盪。另一方面，1010年初
國民政府發布由學者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大

使；原印度駐華專員梅農亦升為大使，1010
年由潘尼迦繼任。1010年春南京為共軍攻
占，潘尼迦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未隨

國府遷往廣州，0月美國公布對華白皮書，

停止援華。10月毛澤東於北京宣告成立新
中國，11月 10日尼赫魯政府致函中共外長
周恩來，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

國政府隨之宣布與印度斷交，羅家倫降旗撤

館。

國史館藏檔案收入 1010年蔣中正致函
尼赫魯深願中印互相黽勉益敦友誼、羅家倫

致函蔣中正訪尼赫魯及與甘地晤談情形、羅

家倫致函蔣中正印度現局及與財長雅里康

密談並勸尼赫魯對蘇預防等，1010年情報
司呈蔣中正印度現局、沈宗濂致電周宏濤印

度已認共黨為非法等，1010年羅家倫致電
蔣中正印度態度自可寒心主因為亞洲領袖

慾等、顧維鈞致電蔣中正與尼赫魯詳談英印

對中共政權態度、羅家倫致電蔣中正印度顯

欲承認中共已電尼赫魯勸告並發動輿論等

反對、羅家倫致電蔣中正印度承認中共方式

等，與美國、印度等檔案史料對照解讀，則

可見尼赫魯主導下印度獨立後對外政策強

調自主原則與中間道路，嘗試與美蘇陣營保

持等距，對華外交以實際主義與地緣因素為

主要考量，率先承認中共或為本身政權取得

合法性之國際途徑。

蔣中正與抗戰初期的統帥部／
蘇聖雄

本次演講依序講述抗戰軍事史料之典

藏、西方參謀本部簡史、統帥部的組織、統

帥部核心成員、統帥部的運作、日本的統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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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下簡略概述演講內容。

抗戰軍事史料之典藏，主要有 1個機
關，最重要的是國史館，該館典藏《蔣中正

總統文物》等抗戰時期高層重要檔案。其次

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典藏《國防部史政

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此檔案全宗收

羅大量抗戰計畫、戰報、會議等檔案，得

補國史館所藏抗戰高層檔案之不足。第三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之《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檔案，這批檔案原稱《國軍檔

案》，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移轉至檔案管理

局。

1010年 0月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中正
曾一度組織大本營這種總綰黨、政、軍的統

帥部，後來考慮對日尚未宣戰，決定以軍事

委員會（軍委會）主持戰事即可，因此僅就

軍委會酌量改組，並將原擬設置各部納入該

會。

1010年初，國民政府由南京西遷重
慶，軍事中樞則遷武漢，整體形勢發生重大

變化，為適應新的局面，統帥部大幅調整軍

委會組織，黨、政、軍又自成系統，恢復原

來狀態。

大幅改組軍委會，奠定抗戰時國軍統帥

部的組織基礎。其中部分成員，對軍事作戰

影響很大，稱為統帥部核心成員，他們是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參謀總長兼軍政部

部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白崇

禧、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政治部部長陳誠、

軍令部次長熊斌、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

軍令部次長兼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德國

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等。

這批核心成員兼顧了國內各地區重要軍

系，如中央軍、桂軍、晉綏軍、西北軍。就

軍事教育派系來說，統帥部成員含括當時最

重要的保定系、士官系、黃埔系。就歲數來

說，統帥部核心成員大多步入中年，且歷經

內戰、剿共諸戰役，軍事經驗豐富。

統帥部運作最重要的場域是官邸會報。

蔣中正的官邸設有地圖室，牆壁上掛滿各比

例尺的軍事地圖。在戰事進行之時，隨著戰

況需要，蔣於官邸召開會報，於會議中決定

軍事部署，或相關軍政事宜。抗戰時參與會

報的人員，大抵為統帥部核心成員。

會報過程，蔣中正對軍事行動的裁決，

即交軍令部處理。軍令部是當時最高軍事指

揮執行機關，蔣中正的裁決交軍令部之後，

由軍令部參謀擬訂命令，以最高統帥蔣中正

的名義發電至前線。軍令部也會依蔣大方向

的指示，直接指揮前線。惟蔣中正需要發揮

個人影響力或戰況危急時，會不透過軍令

部，透過侍從室打電話或電令前線。

本演講呈現了抗戰初期統帥部的實際運

作過程，並突出統帥部核心成員的作用。過

去講述的抗戰史，較強調蔣中正個人或戰區

司令長官、重要部隊指揮官的作用，對於他

們的組織運用不是很清楚，本次演講補充了

這方面的不足。此外，透過此次演講，也可

以重新認識蔣中正越級指揮的問題；蔣的越

級指揮固然嚴重，但若將統帥部實際運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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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進去，可以發現統帥部對前線的指揮，大

多仍是軍令部的參謀作為。

演講最後以蘇聯軍事總顧問切列潘諾夫

的話作總結：「軍事委員會當時內部組織結

構，雖有若干尚待改進之處，但對外指揮體

系上，已建立領導中心，這是抗日戰爭艱苦

奮鬥中間能集中力量，發揮軍事潛力的重大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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