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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一年──
 《沈昌煥日記
新書發表會暨行
誼座談會」紀要

鄭巧君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一、前言

日記在歷史研究上是一項重要的一手資

料，除了可探究日記主人的所見所思，展現

時代氛圍，亦可補足檔案未載之處。前外交

部長沈昌煥先生留下 1946 年日記一本，其

子沈大川先生與國史館合作，將沈昌煥的日

記內容註解、增補照片，進行出版，並於民

國 102 年 10 月 12 日舉辦《沈昌煥日記——

戰後第一年 1946》新書發表會，暨行誼座

談會，邀請劉維開、石之瑜、蕭明禮等學者

演講，及沈昌煥的友人進行座談，期許從日

記當中梳理出戰後第一年的歷史意義，並再

次呈現沈昌煥先生的風範與氣度。

二、專題演講

（一）：〈沈昌煥 1946 年日記的史料價值〉
主講人：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

授）

劉教授指出 1946 年是戰後第一年，對

於沈昌煥而言，是進入政壇的關鍵一年。

1946 年 1 月，沈氏正式隨侍蔣中正，擔任

蔣氏秘書，負責接見外賓時的翻譯。沈氏為

了做好此項工作，不但精讀英文名著，亦準

備世界史地及辭典等必要的參考資料。沈氏

在擔任蔣中正外文秘書期間的表現受到蔣氏

的肯定，進而命其主持對外宣傳工作，以及

政府遷臺以後的外交事務。也因此之故，沈

氏有機會對蔣氏近距離接觸及觀察，在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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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有多處記述對於蔣氏的認知，以及對其個

人的啟發。但 1946 年沈昌煥 33 歲，正值壯

年，方進入政壇，保有青年時期的銳氣，對

於周遭事物多有個人意見，日記中提供了這

一方面的紀錄。

此外，日記還有一些記事，可以從側面 

提供對蔣氏生活或行事的理解，例如《事略

稿本》當中記載蔣氏 7 月 13 日有赴廬山遊

覽一事，而沈氏日記則記錄自九江上廬山之

途徑，可補充《事略稿本》所未記，亦可比

較戰前與戰後登廬山途徑之差異。另外，

由於隨侍蔣氏，沈氏得以參加「馬歇爾會

談」。沈氏早年就讀燕京大學時的校長司徒

雷登於 1946 年 7 月受任為美國駐華大使，

亦加強他在蔣氏與馬歇爾、司徒雷登互動過

程中的地位，其表現獲得蔣氏肯定。沈氏在

這一年中，不只在公開場合擔任蔣氏與馬歇

爾、司徒雷登等的翻譯工作，私下亦作為馬

歇爾與司徒雷登對蔣氏意見的傳話者，日記

中記錄了許多這類的談話內容，呈現出公開

資料無法表達的一面。可以說 1946 年的經

歷對沈氏日後在政壇的發展影響甚大。另一

方面，沈氏既沒有撰寫回憶錄，也沒有口述

歷史傳世，唯獨將 1946 年日記保存下來絕

非偶然，應該有其目的與用意。

（二）： 〈《沈昌煥日記》所載之馬歇爾調
處始末〉

主講人： 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蕭明禮（東京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蕭博士於報告時提到，透過《沈昌煥日 

記》所記載的第一手資料，釐清了許多馬歇

爾調處過程中不為人知，但對日後局勢具有

關鍵影響的決策細節。沈氏得以藉由負責蔣

氏與馬歇爾之間翻譯的機會，親眼目睹雙方

商談經過，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轉

折時刻。而他於日記中留下關於美國調處的

第一手文字記錄，更對研究馬歇爾調處具有

彌足珍貴的價值。例如 1946 年 1 月 4 日，

沈氏記錄了「美國人對中國實況究屬隔膜，

觀此稿而益信」，似可察知自馬歇爾來華調

停之初，以蔣中正為首的國府決策階層，就

已產生了馬帥不甚瞭解中國現況的負面印

象。在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氏在馬歇爾調 

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原本沈氏自 

 1945 年進入侍從室之後，就已成為側近蔣

中正權力核心的一分子，但因侍從室本身仍

有嚴格的階級從屬，故沈氏在擔任英文秘書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致開幕詞（攝影／蕭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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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參與決策應當有限，直到 1946 年 7 月

司徒雷登接任駐華大使之後，由於沈氏曾就

讀燕京大學的經歷，使得他從單純負責蔣中

正外語翻譯工作的英文秘書，進一步升級為

雙方調處「第二管道」的密使。司徒雷登多

次透過沈氏轉達的內容，在日記中有詳盡的

記載，沈氏個人亦對司徒雷登的建議有所分

析，其判斷司徒雷登的傳話看似對國府充滿

善意，背後其實有馬歇爾操刀的痕跡。藉由

《沈昌煥日記》，使我們對於馬歇爾調處失

敗的原因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沈氏在 1946  

年縱橫於馬歇爾、司徒雷登的經歷，對他日

後得以參與臺灣重要外交決策有重要而深遠

的影響。

三、行誼座談

周聯華牧師

周聯華牧師說他曾看到沈昌煥與黎佩蘭 

女士牽手在光華大學校園裡散步，說不定是

現今認識沈昌煥夫婦最久的友人。周牧師還

提供了沈昌煥年輕時的往事，這位臺灣最後

一位保守政治家，在念大學時曾在校園裡敲

鐘、在校內演講號召青年學子們上街遊行、

抗議帝國主義，沈昌煥是當時光華大學的召

集人，遊行的路線是沿著上海的大西路，經

過日本人創辦的同文書院時，據說當時書院

裡架了機關槍要朝學生掃射，但一行人仍無

所懼地繼續前進，一直到北火車站為止。

芮正皋先生

民國 40 年聯合國在巴黎召開第六屆常

會時，沈昌煥是政府發言人，也是代表團的

顧問，當時芮正皋剛寫完博士論文，因為接

下中國代表團臨時秘書的工作而結識了沈昌

煥。芮正皋說他的人生因為沈昌煥而美麗，

因為沈昌煥建議已完成學業的芮正皋到臺灣

而不要回中國大陸，使得芮正皋得以避開了

日後的文化大革命。由於當時沈昌煥是新聞

局發言人，芮正皋原本有意也要到新聞局，

但沈昌煥建議他到外交部。芮正皋回到臺灣

進入外交部後才發現，沈昌煥已調升為外交

部政務次長，當初是因為人事調動機密故不

方便透露，但也可看出沈昌煥欲提拔後進的

用意。芮正皋曾把楊西崑介紹給沈昌煥，開

啟了日後沈楊合作，一同拓展非洲的農業外

交工作。

芮正皋一共在非洲待了 23 年，其中有

15 年是在象牙海岸，他表示要能待得這麼

久，有三個要素：第一、駐在國政府歡迎你

留任；第二、中華民國政府要求你留下；第

三、你自己願意留下。因為如此，芮正皋便

在非洲待了 23 年，而芮正皋把這一切全都

歸功於沈昌煥，因為當初沈昌煥的建議，才

使芮正皋有這樣的外交成就。

郝柏村先生

郝柏村與沈昌煥一起共事的時間為民國 

 54 到 77 年，當時郝是侍衛長，沈是外交部

長。後來郝改調參謀總長，沈則為總統府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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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兩人之間的公事往來一共持續了 23  

年。郝柏村說沈昌煥做外交，不做內交，對

於公事的分際、機關首長的分寸都掌握得很

好。沈昌煥任總統府秘書長時，經常與郝柏

村及其他無法回家用午餐的高級將領們一同

用餐，席間展現出沈昌煥的健談。江南案發

生時，是外交上一大危機，但最後仍順利化

解，郝柏村認為這可歸功於沈昌煥的妥善處

理。郝柏村最後指出，縱使沈昌煥是保守政

治家，但也唯有保守人士的堅持，才得以維

繫中華民國的法統，才是中華民國能夠生存

發展、處理兩岸關係的根本基礎。

丁懋時先生

丁懋時於民國 51 至 72 年前後十年待在

非洲，當過駐盧安達及剛果兩國大使。他回

憶起 52 年時外交部長沈昌煥基於加強對非

洲新興友邦的關係以鞏固他們在聯合國內對

我國的支持，走訪了 12 個非洲國家。這是

中華民國外長第一次訪問非洲大陸。他的行

程從西非的塞內加爾開始，自西而東，歷訪

象牙海岸、上伏塔，轉向中部的兩個剛果，

橫貫非洲中部、取道蒲隆地、要換乘單引擎

螺旋漿四座小飛機才能降落盧安達首都吉佳

利。盧國是一小國，首都吉佳利只有二千多

名居民，機場是泥土跑道，全國道路也都是

黃土路面。作為駐外使節，丁懋時擔心沈昌

煥搭乘這種小飛機的安全性。因為不久前他

曾搭這架飛機赴肯亞公幹，飛到東非大草原

上空時，飛機的螺旋漿忽然慢下來，駕駛則

不斷用右手拉駕駛下方一根槓桿，飛機這樣

滑翔了大約幾分鐘。在駕駛緊張努力拉動

下，螺旋漿又緩慢地轉動起來，可以平穩地

飛行，但已較緩慢，也無法升高。由於這個

經驗，丁懋時建議更改行程，但沈昌煥明確

表示，為了邦誼當然按行程訪問。因為沈昌

煥是第一位到訪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當沈

昌煥抵達盧安達時，受到盧政府外交、合作

等多位部長的熱烈歡迎。

沈昌煥結束訪非返國後，便指示要加強

推動「先鋒合作計畫」，透過農經合作來鞏

固非洲友邦，並特別指示楊西崑次長每年定

期走訪非洲國家，以增進友誼合作，俾確保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民國 52 年後，

仍有若干非洲新興國陸續宣佈獨立，加入聯

合國。但是後來由於美國政策的轉變，導致 

 60 年我國代表權案未獲通過，而退出聯合

國。49 到 59 年間臺灣國際地位穩定，經

濟發展蓬勃，縱使美援在 54 年停止後，臺

灣經濟依然強勁。丁懋時回憶 57 年《聯合

報》發行人王惕吾組團到非洲訪問，他安

排會晤剛果高層，對方問及我國新聞事業發

展情況，王惕吾說我國新聞業發達，自由度

高，因為有安定的政治環境和高度的經濟發

展才能支撐新聞事業。

張祖詒先生

張祖詒擔任行政院秘書室主任時，當時

撰寫的政策文稿只要有提到國際外交事務，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必定會要求拿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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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外交部長沈昌煥看過，也因此張祖詒與

沈昌煥於此時逐漸培養出默契。沈昌煥擔任

總統府秘書長時，張祖詒為副秘書長，與沈

昌煥共事四年五個月。在這段期間，兩人可

能一日數見，而且無話不談，即使蔣經國總

統單獨找某人談話，事後必定讓另一人知道

談話內容。張祖詒提到蔣經國過世後，他與

沈昌煥兩人的公餘生活甚為愜意，因為沈昌

煥很幽默風趣，而且喜歡講笑話、唱歌，尤

其喜歡唱楚留香電視劇的主題曲「千山我獨

行」，由此可見沈昌煥的灑脫。

胡為真先生

胡為真曾任沈昌煥的機要秘書，認為沈 

昌煥是內心非常剛強的人，對於國家的重大

政策，總是堅持到底，絕不妥協，對於維護

中華民國的國格及利益是全力以赴。對於同

仁後進，則是非常照顧，從來不曾疾言厲

色。即使公務繁忙，仍會仔細批改公文，並

向胡為真說明改動的理由，培養後進不遺餘

力。沈昌煥在外交方面承受很多壓力，面對

一再的斷交，外在表現總是從容不迫，即使

是中美斷交當天，沈昌煥仍冷靜處理，安排

周延，也因此沈昌煥的美德令人懷念不止。

王家驊先生

王家驊為蔣經國的總統府秘書處主任。

王家驊回憶在蔣經國晚年時，幾乎每天都要

約沈昌煥來談國家大事，星期六、日則是到

七海官邸長談，大約從四點到五點。在蔣經

國過世後，沈昌煥到了星期六、日，有空就

去七海官邸，當時方良夫人還在，但沈昌煥

並未驚動任何人，只有開門的警衛知道。沈

昌煥進去後，就在院子裡一個人散步，回想

過去的歲月，這樣大約持續了三個月。由此

可見，沈昌煥對於國家之忠不在話下，對於

長官之忠更是不在話下。

蕭行易先生

沈昌煥在二十多年前，兼任中國國民黨

中央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時，蕭行易服

務於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在列席中常會

時，曾聽聞沈昌煥評析當時局勢，並根據對

岸情資，撰寫〈爭天下，何來善意回應？〉

一文，剖析中共「對臺工作」的真相，並於 

中國國民黨第十四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 

由《中央日報》在民國 82 年 8 月 17-19 日，

分三天刊出全文，並分贈出席同志。經過

二十餘年，兩岸發展的事實印證沈昌煥論

悉中共本來面目：（1）在政治上，矮化中

華民國為其地方政府；（2）在外交上，打

壓中華民國活動空間（無論國際、社會或

組織）；（3）在軍事上，以千枚飛彈恫嚇

中華民國；（4）在經貿上，中共要求兩岸

「三通四流」如願以償。由此可見沈昌煥高

瞻遠矚，洞悉兩岸局勢，使當局者得以構思

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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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歷史學研究依賴檔案史料，而私人日記

亦是史料的一部分，往往能補足檔案未載之

細節。然而日記傳主可能有其記錄目的，也

因此在運用上必須加以再三考證。不過日記

仍有其史料價值，除了可以審視傳主的內心

世界，亦可為歷史研究增添「人」的部分，

而不僅僅是檔案資料的堆砌。行誼座談會則

是藉由他人的口中，傳達傳記主不見經傳、

鮮為人知的往事，日記與行誼訪談相配合，

更能展現出傳記主過往的風采。

「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
學術研討會
地點： 國史館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時間： 民國 103 年 9 月 26 日
　　　（暫定）

議程與報名訊息，屆時請瀏覽國

史館官網 http://www.drnh.gov.tw

學術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