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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中戴笠的縹渺身
影—以軍統局打擊汪精衛政
權成立為例／吳淑鳳

蔣介石在競逐中國國民黨領導權的過程

中，因二次下野的經歷，讓他深切體悟情

報和組織的重要。1032年蔣第二次重返政
壇，在「三民主義力行社」下設立特務處，

選用黃埔第六期肄業學生戴笠主導。特務

處隨著時局演變從擴編到升格為軍事委員

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

在抗戰期間迅速成長，不但位居黨政機構

要角，也讓掌握實權的副局長戴笠從崛起

到成為特務界的一方之霸。

戴笠自言對領袖蔣介石絕對信仰與服

從，可蔣介石對戴笠態度卻有些模稜。現藏

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據「國史館檔案史料

文物檢索系統」統計與戴笠直接相關文件近

1,000件，其中半數以上是戴笠直接呈蔣介
石，可蔣介石直接指示戴笠卻極貧乏，連在

日記裡提及戴笠也是寥寥可數。然從史料考

察，汪精衛自 1030年底潛飛昆明，到 1040
年 3月 30日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
軍統局費盡心力試圖摧毀汪精衛成立附日

政權。在此期間，蔣在日記提及汪精衛不下

100次，卻對戴笠和軍統局作為隻字不提。
由於汪精衛的出走河內，意味著國民黨陣營

的分裂，其和平主張可能動搖國人的抗戰

意志，誠為蔣領導全國抗日的危機考驗，

故以此際軍統局打擊汪的過程，適足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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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蔣看待戴笠的個案研究。

本文擬以蔣氏和戴笠的檔案為基礎，聚

焦戴笠率領軍統局刺殺汪派人員行動和對

日本「桐工作」虛與委蛇的探討，嘗試描繪

蔣對待戴笠的心態，兼論蔣在日記中略而不

提的可能意涵。有關「桐工作」的中日密談

內容、經過和日方的用意等，已有學者傅琪

貽（原名：藤井志津枝）、楊天石和岩谷將

的研究論及，不再詳述，僅側重軍統局此際

作為。

就檔案抽絲剝繭後，可以發現 1030年
初國民黨內人士因不清楚汪的動向，對汪

這樣一位黨政的高層人士確實不敢貿然行

動，戴笠此時的工作重點在蒐集情報。隨著

3月曾仲鳴被刺致死，刺激汪派活動轉趨積
極。戴笠在聽聞陳璧君將前往香港運作舊

時軍政人員投效汪，接到「極峰」指示，

如無汪的作陪，對陳璧君發出狙殺令，戴

笠口中的「極峰」當然是蔣介石。蔣、戴

對暗殺汪雖有所顧忌，卻視刺殺陳璧君可

斷汪之左右臂，是以成為戴笠最迫切的任

務。然陳璧君並非簡單人物，沒有讓軍統

局輕易得手，軍統局改以暗殺其他汪派人

員為對象，試圖製造恫嚇效果，以令附汪

人員退卻。這些過程知情的蔣在日記裡從

未提及，而擔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的

王世杰、軍令部長徐永昌的日記裡找不蛛

絲馬跡，縱使才剛被戴笠舉薦進入侍從室

的唐縱，其日記也不曾提到。這種集體紀

錄的缺漏，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由於軍統局暗殺汪派人員並不能有效阻

撓汪政權的進行，故當日本啟動「桐工作」

時，軍統局即乘機運作以撤銷汪政權為目

的，同時打探日方情報。關於此事，戴笠隨

時向蔣報告進度，可這件事在蔣的日記還是

隱形了。「桐工作」注定失敗，因日方條

件是蔣汪合作，而蔣方條件是先除汪再談

後續。是以蔣在 1040年 4月聽取報告後，
即指示如日本不解決汪政權問題，不准軍統

局人員再與日方接觸。雖然其後戴笠時有報

告，其目的已轉為採集情報性質，與和談無

涉。至於同年 0月日方和知鷹二指方人員曾
在密談會上出示蔣的委任狀況及其親筆函，

揆諸各方資料，應是日方不甘「桐工作」之

失，為打擊軍統局特意製造的疑雲。

就蔣對汪出走後的關切程度，可知蔣是

在意且迫切需要予以反擊的，但對此際戴笠

率領軍統局挫折汪政權的作為卻不加著墨。

這樣的處理方式可能與戴笠的工作有著不

能曝光和晦暗特質有關，也可能是蔣在追求

內聖外王的自我期待下，內心不願面對須以

暴力解決問題，因而不在日記裡留下痕跡，

以致產生戴笠的身影在蔣的眼中是縹緲的

假象。

宋美齡「演說之旅」探析 
（1000-1000）／林秋敏

1040年行憲後，在蔣中正擔任總統期
間，宋美齡曾五度訪美，分別為 1040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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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00年 1月、1002年 0月至 1003年
3 月、1004 年 4 月 至 10 月、1000 年 0 月
至 1000年 0月、1000年 0月至 1000年 10
月。1000年 0月，宋美齡以私人身分、應
友之邀為名赴美，進行第五度且長達 14個
月的訪美「演說之旅」，其目的在遊說美國

朝野及民眾支持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計畫。

她一方面與美國朝野領袖頻繁接觸，爭取對

反攻大陸的支持；另一方面發表公開演說，

舉行記者招待會，接受電視節目訪問，就國

際局勢與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立場及越南戰

局等問題，加以分析，揭露共產主義赤化世

界的野心，以及中共對外擴張與對內壓迫之

真相，並強調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決心，同

時也嚴詞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

在這趟不算短的「演說之旅」中，宋美

齡的作為有褒有貶，究竟有何成效？本文提

出以下看法：

在爭取美國立法部門支持方面，宋美齡

獲得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以及

撥款委員會李佛斯、派斯曼、馬洪等眾議員

的支持，使中華民國在 1000年的美國援外
法案與撥款法案中順利獲得軍援；然而，宋

美齡的長期滯美，也引起參議員傅爾布萊特

的注意，質疑她企圖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在爭取美國行政部門支持方面，宋美齡

曾與美國總統詹森、國務卿魯斯克、國防部

長麥納瑪拉、無任所大使哈里曼、白宮特別

顧問彭岱等人晤談，就中共製造核子武器、

對世界的危害以及反攻大陸等問題交換意

見。不過，從對話中可以看出來，美國行政

部門對於反攻大陸計畫採取冷漠以對的態

度，這點從蔣的日記也可以得到印證。

在個人聲望方面，宋美齡在演說中闡釋

中華民國反共鬥爭對自由世界的貢獻，促請

自由世界對於共匪的侵略妄圖提高警覺，並

駁斥姑息主義者種種荒謬的論調，分析精

闢，義正詞嚴，引起美國朝野的一致重視，

被譽為「親善大使」；同時，她的講詞被列

入美國國會紀錄，作為國會討論遠東政策時

的參考資料，就反共國策的宣揚、中美盟誼

的增進，以及旅美僑胞信心的加強而言，的

確達到了預期目標，雖然招致若干批評，但

其個人在美的聲望，仍然維持相當的高度。

綜而言之，宋美齡在此次「演說之旅」

中，不僅與參眾議員保持良好互動，並爭取

到眾議員對軍援的支持，她的演說及受訪言

詞也影響輿論；雖然蔣中正對她的急訪華府

期期以為不可，也對孔令侃頗有微詞，不

過，宋美齡此行仍然符合蔣原定「遊說美國

民意機構與美國人民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

陸」的策略。另一方面，對宋美齡個人而

言，她在美國的聲望，透過這次的「演說之

旅」，似乎又得到了不少的肯定。

國民政府對德日「防共協定」
的反應／蕭李居

1030 年 11 月，德日締結「防共協
定」。此期間中德維持平等軍備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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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則展開「調整國交」會談，中國對此事

亟為關注。此事傳聞在兩年前即已傳出，原

為 1034年 2月德國派遣德商海耶開拓德滿
貿易引發國際間猜疑。中國擔憂德國由發展

貿易關係進一步承認滿洲國，最後因德滿貿

易未成功而讓此問題暫告平息。雖然海耶事

件與密約無涉，但德日密約傳聞已埋下疑慮

種子，日後不斷有各種密約消息傳出。

德日密約的傳聞，以及南京新聞界推測

德日聯合的可能原因，包括以蘇聯為對象的

反共同盟，讓汪精衛在 1030年 0月萌生中
德日三國合作反共同盟的構想。蔣介石原先

同意，卻於 1030年 3月中止其行動。論者
指出係因蔣介石同時與蘇聯進行密談的多

重路線，以及不願讓其插足中德關係。惟本

文分析，應與此時蘇法兩國完成結盟換文程

序與日本爆發二二六事件對歐亞情勢造成

的影響有關。

此後德日「防共協定」的交涉如火如荼

地進行，中國方面則透過各使館探查與報紙

報導，於 1030年 11月 10日確認德日密約
的存在，轉而關注密約性質與內容，並已探

悉密約內容未達軍事同盟性質，係以共同防

共為目的，且避免出現以蘇聯為對象之文字

等訊息，基本上與數日後公開的德日「防

共協定」條文意旨相同，顯示駐外使館方面

的情報偵查能力。德日於 11月 20日正式簽
署並公開協定後，各方均懷疑尚有祕密條款

的存在，並經由蘇聯方面的透露知悉極為準

確的祕密附屬議定書內容，但仍無法據以斷

定。

德國在公布協定後，透過外交部與國防

部多次向中國解釋與說明，顯示德國擔心此

協定破壞德華易貨協議，影響所需的軍火原

料。中國外交部在 11月 20日發表聲明，表
明剿共為中國內政問題，但不對國際情勢發

表意見，亦為顧慮中德關係。程天放在蔣介

石的指示與外交部的訓令下，分別與德國國

防部長柏龍白及外交部長牛賴特交涉，獲得

口頭保證不會因協定而向日本透露軍事情

報以及強邀中國加入協定。

此外，中國在探查密約傳聞，以及協定

公布後與德方的交涉，均是透過外交管道以

及德國武器商人克蘭與德國國防部的關係，

顯示中德關係基本上係建立在雙方正常官

方機構之間，與納粹黨人並無直接關係，未

曾注意希特勒執政後德國內部權力的轉移。

一般認知以為 1030年代中國與德國的關係
密切，基本上應是指中德的經貿關係以及透

過軍火貿易與軍事顧問團，與德國外交部與

國防部等傳統正常官方機關逐步建立起來

的關係，卻從未注意到中國與納粹黨方面未

曾有過真正親密以及直接關係。反觀日本與

德國簽訂協定，係以納粹黨為突破口，逐步

與德國建立關係。此點也顯示中國對於德國

內部權力結構變化的無知與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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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
生成脈絡的歷史考察（1040-
1002）／黃翔瑜

「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制定及修訂，屢

為社會輿論關注之所在，更是保存爭戰角力

的場域。然而，1002年 0月「文化資產保
存法」的淵源脈絡及其立法過程的論述，常

隨著觀察視角的差異，略有不同的說法。今

略有：「戰前中國說」、「戰後日裔說」，

甚至「臺灣在地說」等說。然事實究竟是如

何呢？迄今仍舊莫衷一是，確實有進行歷史

溯源探討的必要。

今以 1002年 0月 20日頒布「文化資產
保存法」作為探討的標的，利用政府檔案、

相關公文書、報刊雜誌，以及時人文集等資

料進行溯源，並適度地釐清是法的理絡及其

涵攝的過程。在溯源的同時，也發現該法制

的部分內涵，除承續戰前中國以降廣義古物

的傳統外，至戰後臺灣也「積極」修復在地

古蹟，以拼接在地記憶。嗣後，更吸收國外

經驗進行轉化，形成過去未曾有的「自然景

觀」、「民族藝術」及「民俗有關文物」等

嶄新的國際元素。最後，摶聚合成戰後首部

比較能符應本土需求、合於在地民情，且立

基於臺灣時空的國家文化保存法制。

從本文的探討中，略可明瞭戰後臺灣現

行文化保存法制對戰前中國的路徑依循、

國際經驗的學習，以及在地的創發等歷史側

面。從其法制化的過程中，也深刻地見出該

法制與生俱來的向外旋吸與在地化的功能

特性。然而，這樣的功能特性也真確地體

現於「實質影響」與「伴隨效應」兩種層面

上。

首就實質影響面而言，可分為「規範遺

留」與「體制殘構」兩大軸線進行論述。所

謂「規範遺留」，即將「古物保存法」淬融

深化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古物專章內，

如強調可移動性的古物，律定古物之保存範

疇及其種類，揭示古物由教育部主管，政府

應負保存之責。凡埋藏於地下、水下或地

上無主古物律歸國有。又國內古物以不出口

為常態，唯交流報行政院核准者為例外。嚴

格禁止國內古物出口移轉至外國，且禁止非

中華民國國籍之人持有中華民國古物。教育

部負有古物發掘執照證明、造冊管理及保存

鑑定等保管之責。教育部主管考古採掘之准

駁，並委由學術機關從事發掘等。以上六項

規範意旨，無不萃取於「古物保存法」。再

所謂的「體制殘構」，即內政、教育雙元文

化保存體制運作的形成，此一體制運作模式

可以溯至北洋政府的政制殘構，再歷經國

民政府的體制繼受後，原初略有統一事權之

跡象（即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設置於行政院

之下），旋遭否決，而續行北洋政制路徑依

循的模式，而由內政部扮演主政角色。至

戰後 1000-1000年 10年間，當政府開始整
備國家文化保存法制，而其事權略有從內

政部轉向教育部之勢，教育部接續擔任戰

後國家文化保存事業之要角。及至 1000年



學

術

演

講

1
0
0

0月，當「古物古蹟保存法」一出，教育部
主事古物、內政部專責古蹟之分流態勢愈趨

明顯。嗣後，隨著文化保存視野的擴大及吸

納新興文化資產類別，又將「民族藝術」歸

併於教育部，「民俗及有關文物」則併歸在

內政部。是故，在 2000年以前，我國文化
保存體制係在雙元監督運作下，竟有 04年
（1012-2000年）之久。
其次，在伴隨效應的層面上，因「古物

保存法」本身時空之侷限性、缺陷性，以及

制度失能性，早已無法因應戰後多變的挑

戰。當舊有法制及規範已顯露疲態，也無法

兼顧現實的情況下，豈能期待它對新時代的

保存趨勢作出正確的回應呢！當傳統「古

物」一詞已無法滿足各類現代學科（如文化

人類學、民俗學、現代建築學等）對國家文

化保存法制的多元期待及學科想像之時，以

廣義古物為核心的文化保存法制隨即成為被

檢討的對象，進而轉換成推動國家文化保存

法制「在地化」的動力，更強化其吸納擴張

的動能，繼而成就出 1002年 0月 20日公布
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全文 0章 01條。
綜觀這些史實，正說明以古器物為典範

的國家文化保存時代已然告終，即將邁入一

個多元範式開展的保存新局，進而符應戰後

臺灣在地文化保存的價值選擇。因此，1002
年 0月 20日，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為核
心所形成的戰後國家文化保存法制，不僅承

續了民國以來古物傳統的遺留，也開始透過

古蹟的積極修復，逐步地拼接在地記憶，亦

帶來前所未見的「民族藝術」及「民俗有關

文物」等國際元素。這揭示這半世紀以來戰

前的古物因子、戰後的國際因素，以及在地

創發等彼此理解、交互影響，經歷了觀念轉

換與調和的過程。而此一轉換與調和，不無

展現出這些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相互協力，

引進嶄新的國際觀念及現代學科的思維進

行社會行動，再造戰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新

體制，重建文化保存的新秩序。

漁增會與 300噸級遠洋鮪釣漁
船建造始末／薛月順

1004年政府鑑於日本在戰後起造大型
漁船，快速發展鮪釣漁業，極具潛力，因此

由經濟部臺灣區漁業增產委員會（以下簡稱

「漁增會」）籌劃「建造三五○噸級鋼殼漁

船發展遠洋鮪釣漁業計畫」。希望藉由臺灣

造船公司建造大型鮪釣漁船、經濟部臺灣漁

業善後物資管理處（1000年 0月改組為經
濟部中國漁業公司）進行示範作業，以吸引

民間資源投入發展該項產業，同時達成扶植

造船與漁業之目的。

戰後初期臺灣遠洋漁船的修造，限於

規模，始終侷限於中、小型漁船，並未如

日本出現大型的船隻，直到 1004年才建造
300噸級遠洋鮪釣漁船。漁增會也不是一開
始就處心積慮，想建造大型的漁船從事遠洋

漁業，而是隨著時勢進展，逐步形成計畫。

因為漁增會之所以成立的原始目的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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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軍魚，藉著提升士兵的營養，達到加強

戰力，鞏固軍事國防的目的。而美方軍需顧

問小組人員參與籌組漁增會，除了復興臺灣

漁業之目的外，更重要的是該會能「負責幫

助軍隊獲取動物蛋白質（魚）」。漁增會一

開始所輔助建造者也都是 0-10噸的小型漁
船。

但自從 1001年 0月國軍副食開始補給
食魚之後，至 1002年美方之「動物性蛋白
質營養補助費」（購魚款）每月購魚 300
噸，由於市場上魚的需求量增加，刺激魚

價上漲，難免影響民生。因此漁增會很快就

領悟，只有軍人有魚可吃是不夠的，唯有讓

這項產業真正發達起來，漁業經營者有錢可

賺、漁民的生活水準提高，才可能有源源不

絕的水產品，滿足所有軍民的口腹之慾，進

而得以保障國防之安全。漁增會在供應軍魚

的同時，也將目光擴大到整個臺灣漁業發展

的前途上，尤其是 1004年之後，除了增產
的目的之外，更重要者為規劃該產業的前

景。

1004年這一年，對於漁增會而言，具
有不同的意義，因為自該年起軍魚價款由軍

援款項補助，全部改由國庫支出，而且美方

人員亦不再參與漁增會的決策，漁增會成為

單純隸屬於經濟部的一個專事臺灣漁業發

展的籌劃機構。漁增會在籌劃遠洋鮪釣漁

業時，已經不再是以滿足軍魚的需求為出發

點，更重要的是外銷爭取外匯的考量，雖然

4艘 300噸級鮪釣船之建造與交接過程並不
順利，但是政府依然堅持發展鮪漁業，甚至

這項產業發展初期，外銷受阻時，政府也在

政策上全力扶持。漁增會在整個漁船建造過

程中居輔導、協助與建議者的角色地位，不

僅為了扶植臺灣的造船業，決議將 4艘船全
部交由臺灣造船公司建造，且在建造期間派

員督造與協助解決問題，於漁增會會議中提

交 10次報告。
1000年由於政府精簡政策，整併行政

機關，漁增會奉令裁撤，業務移轉至經濟部

農林司，終漁增會時期，臺灣的鮪釣漁業僅

可稱之為開創期，只是向國際化產業規模跨

出了第一步，因為除了船隻之外，發展遠洋

漁業必須建立海外基地以縮短航程，還有許

多漁港、漁冰、通訊等基礎設施尚待陸續

完備，甚至船員訓練、鮪魚資源調查研究等

亦需接續積極籌劃。中漁公司於 1000年開
始鮪魚試銷美國，1000年才開始探測大西
洋漁況及拓展歐洲市場，與日本競爭這塊國

際市場大餅。產量提升後還必需拓展外銷市

場，才能大規模發展漁業，因此臺灣遠洋鮪

釣漁業真正大展鴻圖，需待 1000年代之後
民間資金與人力陸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