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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央訓練團的創辦與發展

自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宣佈「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以來，國民

黨有所謂的四大訓練時期，即「黃埔訓練」、「廬山訓練」、「復興關

訓練」和「陽明山訓練」 1。其中，「復興關訓練」所指的正是抗戰

時期以中央訓練團為中心所展開的幹部訓練工作。“復興關”原名

“浮圖關”，本為佛教聖地，位於四川重慶西郊，扼長江與嘉陵江

的咽喉，狹長如鵝頸，四面峭壁直立，向稱天險，自古即為軍事必

爭之雄關。民國二十八年三月，蔣擇定此地理位置實握全蜀鎖鑰的

地方為中央訓練團團址所在，並於民國二十九年手諭改「浮圖關」

為「復興關」。爾後直到抗戰結束，中央訓練團就在復興關上擔負起

培訓幹部的神聖任務。本章所要探討的內容，即是中央訓練團在復

興關時期的籌辦與發展過程。

第一節 中央訓練團的成立
對於中央訓練團的緣起，實際負責團務的王東原曾指稱：「承

接廬山訓練、珞珈山訓練的，就是中央訓練團，而珞珈山訓練團，

尤其是本團的前身」2。確實，誠如王東原所云中央訓練團並非新設

置的機構，是由軍事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七年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

設置的軍官訓練團（外界稱之為『珞珈山軍官訓練團』）直接改制來

的，故其組織編制沿襲自過去的軍官訓練團。不過，由於中訓團訓

練的對象不再限定於軍事幹部，故中訓團的前身應該追溯自「廬山

暑期訓練團」。

過去一般對於「廬山暑期訓練團」的認知，大都以為是民國二

十六年「七七事變」前夕才開始辦理黨政幹部的訓練工作。事實上，

蔣早在民國二十四年「廬山陸軍軍官訓練團」結束後未久，即指示

下屬依「廬山陸軍軍官訓練團」模式，籌備「廬山暑期訓練團」調

1 周應龍，〈先總統主持重要訓練的幾個時期〉，《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
卷第二期（台北：民國 75 年 2 月），頁 23~31。
2 王東原，〈幹部訓練問題〉，《訓練的理論與實施》（重慶：青年出版社印行，
民國 31 年 12 月，藏於黨史館），頁 201。這是王東原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五
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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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一般的黨政幹部，並委陳誠、王世杰、陳立夫、張治中、段錫朋、

賀衷寒、劉健群等三十二人成立籌備委員會。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陳誠等人正式提出〈廬山暑期訓練團辦法大綱〉（見附錄八），並經

國民黨四屆中執會一七一次常會決議通過實施。〈大綱〉中言明其訓

練要旨：「在使學員恪遵總理遺教，服從革命紀律，養成親愛精誠之

德性，刻苦服務之精神，並領導國民樹立四維八德之基礎」，並計劃

調訓全國各省份包括黨務、教育、縣政、警務、軍訓、政訓、新生

活指導、童子軍幹部等共七千四百二十一人分期進行輪訓3。不過這

個「廬山暑期訓練團」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季開辦時，受到蔣移駐四

川改辦「峨嵋軍官團」之影響，僅辦了縣長訓練班4。到了民國二十

五年五月決定更進一步擴大辦理時，又因兩廣問題發生而宣告中

止，所以才會延到民國二十六年中旬始調集黨政幹部前來受訓5。雖

說廬山暑期訓練團後來因「七七事變」中日戰事的爆發僅辦前兩期 6

（第一期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至七月十八日，第二期則自同年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九日）、第三期停辦（原計劃自八月十四日至八月

三十一日），可是卻正式開起了國民黨以軍官訓練團模式訓練黨政幹

部的先例。國民黨將「珞珈山軍官訓練團」直接改制為「中央訓練

團」來訓練黨政幹部，即是依循此一前例7。

3 〈廬山暑期訓練團辦法大綱〉，《國民政府檔案》，014-0022.01/1118~1128，國
史館藏。
4 原本在「廬山暑期訓練團」的計劃裡，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把縣長納入調訓的
範疇，而是蔣在民國二十四年四月特別指示陳誠及熊式輝等人，要把剿匪各省
（包括豫、鄂、皖、贛、閩、川六省）的縣長或具有縣長資格的縣政人員調來
受訓，希望透過徹底的訓練，「能齊其心志，一其信仰，振其精神」。以上內容
見〈蔣委員長致熊式輝主席、陳誠處長、甘乃光處長指示增調豫、鄂、皖、贛、
閩、川六省縣政人員參加廬山暑期訓練電〉，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總統
府機要室檔案，引自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
（台北：黨史會，民國 70 年 9 月），頁 144。
5 何聯奎，〈廬山暑期訓練實記導言〉，《訓練通訊》，第一卷一期（重慶：民國
28 年 6 月 15 日），頁 272。
6 由於民國二十六年的廬山暑訓團第一期開訓時華北地區形勢相當緊張，使得
許多省份對暑訓團的開辦採觀望態度，因而對受訓人員的選派有所遲疑。例如
安徽、貴州、山西、甘肅、廣西等省份都未如期繳交受訓人員名冊。事實上就
當時戰況，暑訓團要續辦確有困難，所以才會只辦兩期，第三期停辦。上述內
容引自〈廬山暑期訓練團籌備委員會催報各省造送受訓人員名冊〉，民國二十
六年七月五日發，見《全宗號二二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委員會檔
案》，二二三／八三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7 另外，根據萬耀煌的回憶，由於蔣對於珞珈山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方式及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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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國民黨廣州時期，當時由共產黨人一手包辦的幹部訓練機

構即非常重視軍事訓練課程8。像「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毛澤東擔任

所長時，不但完全仿照軍隊實施正式的軍事訓練，而且訓練長達十

個星期，佔所有上課時間的一半以上，讓「農講所」幾乎快變成一

所“軍事學校”9。此種重視軍事訓練的態度，在清黨後仍繼續保留

下來。國民黨不但指示當時負訓練幹部之責的「黨務訓練所」，應「施

行嚴格的軍事訓練，以確立學生獻身殉國之精神」 10，並要求幹訓

機構一律仿照軍隊採取「陸軍分隊編制法」管理所有學員 11，甚至

黨內還一度出現「黨員一律施行軍事訓練」的呼聲 12。但問題是，

效“甚為滿意”，因此蔣早在中央訓練團成立之前即打算調訓文職人員來「珞
珈山軍官訓練團」接受訓練。見沈雲龍訪問，《萬耀煌先生訪問記錄》（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2 年 5 月），頁 378。
8 中國共產黨之重視軍事訓練，與其一開始即把自己定位為「隨時都需要準備
武裝暴動的黨」有關，因此中共成立未久就特別要求黨員「應該多參加武裝鬥
爭的工作」。上述內容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軍事運動議
決案〉，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 71 年 10
月），第一冊，頁 199。另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
議案中，更明白指出做為一個「嚴密的、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之成員，「每
一個同志都要接受黨的訓練，在行動上要幾乎與軍事訓練無異」。以上內容見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作者出版 , 民國 54 年），頁 66。
9 廣東人民出版社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 80。以上內容引自
鄭建生，〈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 1922~1927）〉（台北：國立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六月，未刊本），頁 54~55。
1 0 以上內容見〈中國國民黨省黨務訓練所組織通則〉，引自《中央訓練部部務
彙刊第一輯》（南京：中央訓練部，民國 17 年 11 月 1 日，藏於國民黨黨史館），
「重要法規」，頁 22。
1 1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成立於民國十七年的「中央黨務學校」，即把全校學生
分編為三區隊，每區隊再分編三分隊，並選派軍校出身的軍官擔任區、分隊長，
負責軍事訓練及管理。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
史料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62 年），第一輯，頁 40。
1 2 國民黨自清黨以來，要求全體黨員接受軍事訓練的呼聲在「五三傪案」發生
後達到最高潮。國民黨三屆一次大會召開時，就有潘公展領銜提出的〈全國黨
員須受軍事訓練案〉及陳希豪的連署提案〈全國黨員一律施以軍事訓練案〉。
潘公展的提案中聲稱：「民族主義之第一步應恢復吾中華民族固有之地位，而
鍜鍊全民族之體格，使其有堅強之精神體力，實屬根本緊要之圖，本黨同志既
以領導國民自任自宜首先受軍事訓練以為表率」。而陳希豪進一步提出的實施
辦法中規定：「凡為國民黨黨員，年齡在十六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者，均應
受軍事訓練，至同等年齡之女黨員，均應受軍事看護之訓練」，至於實施時間
則「暫定為兩年，計四百小時，第一年授以普通軍事課程，第二年實施軍事演
習」，並委由中央訓練部及訓練總監部來負責制定訓練計劃及考核的工作。上
述內容見潘公展等，〈全國黨員須受軍事訓練案〉及陳希豪等，〈全國黨員一律
施以軍事訓練案〉，均見於國民黨三屆一次全體大會提案（民國十八年三月二
十一日），（會） 3.1/18.6~7，黨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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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黨政幹部訓練機構施行軍事訓練和援引軍官訓練團模式訓

練黨政幹部完全是兩回事，蔣的作法不免讓人感到好奇。因為我們

若將負責訓練工作的施訓者稱作「訓練主體」，而把受訓人員視為「訓

練客體」，會發現這兩個主、客體之間，不管是養成教育或思考問題

的方式、工作的性質與內容、乃至於對外在事物的處理態度都不太

一樣，彼此要契合起來似有扞格之處 13。因此蔣的思考模式為何，

值得探究？

針對這個問題，可以從四方面來探討：

其一，這是蔣“重軍”思想的必然結果。長期觀察蔣的治事風

格，給人第一印象就是蔣“重軍”思想極為濃厚，他常在言談裡「放

大軍人在國家社會中的作用」就是首要表癥 14。對蔣來說，軍人不

僅是國家興衰的關鍵，而且是社會安定的中流柢柱力量。他指稱：

自古每當易代之際，鼎革之後，其風化必肅靜，其人心必振

作，百廢俱興，能繼續至百年或數百年而替著，此何故也？

蓋用兵之後，軍人多散於民間，於不知不覺之中，社會亦進

於軍隊化之故也15。

不只對軍人的角色極為肯定，對軍隊組織的優點更是推崇備至。在

蔣眼中，「軍事組織比其他各種組織來得優勝的特點，就在他能層層

節制，就是對於其各級部下各個人，皆有人切實負責，嚴密管理，

整然秩然，毫不能有所侵越與推諉的弊端」。蔣甚至讚揚：「軍事組

織可以說是一切社會和事業組織的淵源，也是一切組織的最高典

範」。重軍思想如此濃厚，是以當蔣檢討發現「黨政各種組織，多半

是鬆弛散漫，有名無實，而一切紀律，亦多不能發生積極的效果」，

「是由於不明紀律，不能嚴守紀律的緣故」後 16，不但誓言要「以

1 3 關於「訓練主體」與「訓練客體」之間的關係，吳兆棠，《訓練原理與實施》，
（台北：中國交通建設學會，民國 42 年 11 月），頁 59~63。
1 4 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頁 173。
1 5 蔣介石，〈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社會之組織唯一月要素〉，《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8 月 10 日。
1 6 蔣介石，〈軍事訓練基本常識─軍事訓練的要領〉，《言論總集》，卷十六，頁
267、 270，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六日、九日對黨政班第三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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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嚴肅之治軍的精神，用於治政」 17，而且還援引訓練軍事幹部

的「訓練團」模式至黨政幹部的訓練工作上，中央訓練團因此應運

而生18。

其二，實現中國「社會軍事化」的目標。蔣在重軍思想引領下，

不僅表現出「黨政機關軍隊化、黨政幹部軍人化」的傾向，而且他

還積極推動中國社會的軍事化。「社會軍事化」，就是把社會上所有

民眾用軍事方式組織起來。蔣在戰前推動的「新生活運動」，正是此

一「社會軍事化」理念下的產物。而在蔣心底，實現「社會軍事化」

首要步驟，是社會每一份子先要徹底軍事化，亦即普遍接受軍事訓

練。對於社會軍事化的重要性，蔣強調絕對不能等閒視之，因這涉

及到國家的興衰存亡。蔣聲稱：「凡現代強盛的國家，從上到下，沒

有不注重軍事教育，沒有不講求尚武精神的」，上自國家的元首，下

至一般公務人員和成年國民，通通「要受軍事訓練，和具備其他基

本的軍事知識和軍人的精神」，縱使「是文職，也要具有軍人的精神

和修養」。而中國就是因為全面軍事化的程度不夠，「區區三島的倭

寇，才敢來侵略我們，甚至要想來滅亡我們」 19。因此，蔣在「全

國教育會議」上大聲疾呼：「我們教育的一切都要適合於軍事，最後

歸向於軍事，要教成一般青年和國民，人人能夠衛國自衛，如此學

問技能纔有用處，教育纔有功效」20。還跟黨政幹部說：「我們今後

不講訓練則已，要講訓練，要使訓練能夠確實發生革命救國的效力，

一切就要從軍事訓練起頭。要將軍事訓練，作為一切教育訓練的基

礎」。而正是為了完成此一社會軍事化目標，蔣才會對他的幹部先施

以軍事化的訓練21。

1 7 蔣介石，〈以整齊嚴肅的治軍精神治政〉，《言論總集》，卷十，頁 440，民國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講。
1 8 事實上早在北伐階段，蔣就對訓練一般黨政幹部的「講習所」鼓吹過他的“黃
埔經驗”。蔣當時在對「江西教育講習所」的學生講話時指稱：「希望各位離
開講習所之後，誠意採用黃埔的法子，實事求是的訓練學生，養成一種革命的
精神，發揮而光大之」。以上內容見蔣介石，〈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
重要〉，《言論總集》，卷十，頁 249，民國十六年二月九日在江西教育講習所講。
1 9 蔣介石，〈軍事基本常識─軍事訓練要領〉，頁 264~5。
2 0 蔣介石，〈軍事化的教育〉，《言論總集》，卷十六，頁 141，民國二十八年三
月五日招待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人員講。
2 1 蔣介石，〈軍事基本常識─軍事訓練之要領〉，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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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蔣的軍事訓練側重的是精神教育，具普遍性，故同樣適

用於黨政幹部身上。蔣雖以軍事訓練起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蔣自黃

埔治軍開始，其訓練的重點就不是擺在軍事技能方面的加強上，而

是“在求一致”。這裡所謂的“一致”，並不只是行為動作上的整

齊劃一，而是精神意志上的完全一致 22。蔣在銓釋“軍紀”意義時

即稱，軍隊裡面之所以起居飲食要定點定時，內務服裝要整齊畫一，

其實就是在追求心志一致，「因為形式整齊之後，就可以引導他精神

一致，所以軍紀的程式，是要由外而內的，由形式而及於精神的」23。

換言之，蔣的訓練觀原本就側重「精神訓練」層次。而蔣之所以特

別強調精神訓練，其實和他的對日戰略思想相關。在蔣的觀念中，「作

戰的要素有二：一為精神，另一則為物質」。他認為對屬於「次殖民

地國家」的中國而言，再怎麼努力在物質方面還是趕不上日本的情

形下，「只有拿卓越的精神來補助物質之不足，只有拿精神來戰勝物

質」24。故蔣手訂的抗戰策略正是：「強國之國防，重邊疆，取攻勢。

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而尤在收人心，知廉恥」，唯有加強

精神訓練才能抵抗日本侵略獲得最後勝利 25。從這個角度析探蔣高

倡的「訓練重於作戰」，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正是「精神重於物質」

的戰略指導原則。因此隨著日本軍閥侵華腳步的加快，蔣愈發強調

振作革命精神的重要，並積極展開其「精神動員」工作，他開辦大

型幹部訓練團的用意就在這裡26。此即抗戰軍興後，蔣大力推動「國

2 2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蔣在對黃埔學生闡述軍校的「訓練是訓練什麼呢？」時，
即稱：「就是黨員與黨員之間，要團結，要一致；換一句話說，就是要訓練你
們一條心」，亦即真正做到同生共死的程度。見蔣介石，〈「團結一致」的要旨〉，
《言論總集》，卷十，頁 18~19，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在黃埔軍校講。
2 3 蔣介石，〈說軍紀〉，《言論總集》，卷十，頁 45，民國十三年六月八日在黃
埔軍校講。
2 4 蔣介石，〈如何提高士氣和激勵敵愾心〉，《言論總集》，卷十二，頁 293，民
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出席廬山軍官團升旗典禮講。
2 5 見蔣介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日記摘要〉，引自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編，《先總統蔣公有關論述與史料》（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 71
年），頁 11。同見〈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蔣中正檔案》，國史
館藏。
2 6 黃仁宇就指稱，蔣的「精神動員在一九三二年淞滬戰後開始樹立定型，至一
九三三年塘沽協定之後而加緊。當年即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次年又發起新生
活運動，一九三五年復成立峨嵋軍官訓練團」。換言之，廬山訓練是蔣積極推
行「精神動員」工作的開始。上述內容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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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同時，還開辦了中央訓練團作為動員幹部革

命精神的“基地”，並積極進行精神訓練的緣由。

其四，蔣主觀認為黨政幹部更應接受軍事訓練。蔣的意見是單

就工作的環境，相對於軍事幹部服役的軍隊環境之單純，黨政幹部

則必須在「腐敗而齷齪的社會裏面」鑽進鑽出，難免受到社會上不

良習性的沾染 27。要清除這些積習，蔣指出軍事訓練無疑是「一種

最簡便，最有效的革命教育」，「其效用之偉大，不僅可使個人脫胎

換骨，奮發自強甚至可使一個疲弱的民族振奮起來，使他能夠復興

再生」 28，居然連整個萎靡不振的民族都得以拯救，更何況是一般

的黨政幹部。因此，藉著中訓團調訓各地方黨政幹部的機會，施以

軍事化的訓練，將黨政幹部身上的不良社會習氣徹徹底底洗滌乾

淨，讓他們以“浴火鳳凰”之姿重新投入腐化社會，藉以振衰起蔽，

亦是蔣主觀上決定將軍官訓練團模式擴及到一般的幹部訓練工作上

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上述四因素影響下，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不僅號稱「以黨訓

政」，而且還在黨內領袖強力主導下，在幹部訓練工作還呈現「以軍

訓（訓練）政」的特有景象。而蔣既然決定以軍官訓練團模式來訓

練戰時的黨政幹部，遂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日正式電令軍事委員

會「珞珈山軍官訓練團」於七月七日起劃歸中央訓練委員會所有，

改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委員會訓練團」（一般簡稱

「中央訓練團」）。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中央訓練團正式在武昌

珞珈山國立武漢大學校址成立，並開始召集部份黨政軍幹部受訓。

不過受到武漢地區戰事日漸緊迫的影響，中央訓練團於該年九月底

由武昌遷至湖南省零陵縣秦岩洞，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中旬再移至四

川，原先擇定江津縣杜市為臨時團址，後來又假借重慶南溫泉中央

政治學校校址，直到蔣選定原浮圖關軍事學校舊址為團址，並陸續

收購關下民房擴充訓練場地後，中央訓練團才於民國二十八年底正

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147。
2 7 蔣介石，〈培植新政治人才與建設新中國〉，《言論總集》，卷十，頁 435~438，
民國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
2 8 蔣介石，〈軍事訓練基本動作的意義與效用〉，《言論總集》，卷十六，頁 319，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在黨政班第三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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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遷入復興關，以培訓戰時黨政幹部的復興關訓練於焉展開29。

2 9 關於中央訓練團的搬遷過程，見〈本團簡史〉，引自《中央訓練團團刊》，創
刊號（重慶：民國 28 年 12 月 12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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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本部及分團的組織與人事
雖說中央訓練團在體制上隸屬於中央訓練委員會之下，但該團

組織規模卻比中訓會龐大甚多。根據中央訓練團在民國三十三年所

印行的《中央訓練團職員錄》，中訓團編制內的隊職員不下於一千人

以上 30。配置人員如此之多，中訓團光芒蓋過中訓會，成為外界注

目的焦點是必然結果。中央訓練團團本部及其分團的人事與組織，

正是本節所要介紹者。

中央訓練團的組織體系（見表 3-1），除了比照以往的軍官訓練

團設置「團長一人，團附（即副團長）若干人，教育長一人，副教

育長一人」之外，團本部「下設辦公廳、教育委員會及各大隊」31。

其中，辦公廳為「辦理團務行政之最高單位，設主任、副主任各一

人」，主任、副主任之下最初設有「總務、經理、人事、衛生、交通

五處，及機要、警衛二組」，後來人事、交通兩處及機要組取消，業

務歸併至總務處 32。而在辦公廳所屬的單位中，最特殊的莫過於警

衛組。由於蔣常來中央訓練團巡視，所以警衛組唯一的工作就是「保

護領袖的人身安全」。因此警衛組向來由戴笠的軍統局直接指揮，連

教育長都“不得過問” 33。至於教育委員會為「主管教育訓育之最

高單位，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總教官各一人，委員若干人，

並得按訓練性質分設黨政、軍事、教育、經濟及青年等五組及主任

辦公室與教務、人事及編纂三組」 34。不過，除了教育及軍訓二組

之外，其餘各組皆未設置。而且發展到後來，教育組改為主持學員

3 0 見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職員錄》（重慶：中央訓練團印行，民國 3 3
年 4 月，孫逸仙圖書館藏）一書。
3 1 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組織條例〉，引自《訓練通訊》，第一卷
第一期（重慶：民國 2 8 年 6 月 15 日），頁 109。這個條例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二十三日國民黨五屆第八十二次中常會會議上通過的。
3 2 見中央訓練團復興關訓練集編纂委員會編，《復興關訓練集〔上〕》（重慶：
中央訓練團復興關訓練集編纂委員會印行，民國 33 年 8 月，黨史館藏），「第
一篇總述」，頁 45。
3 3 見趙普炬，〈中央訓練團梗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
料選輯》，第七十四輯（北京： 1981 年 8 月），頁 22。
3 4 上述內容容見〈修正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組織條例〉，民國二十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會） 5.3 /131.8，黨史館藏。訓練委員會其委員名單有陳果夫、朱
家驊、陳立夫、邵力子、張厲生、張道藩、周炳琳、顧毓琇、葉楚傖、蕭贊育
及原教育長霍原璧等人。上述名單見中央訓練團編，《中央訓練團職員錄》，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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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導事宜（故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改稱訓導組），軍事組則轉而負責

學員之軍訓事宜，與原先規劃的內容“稍有出入” 35。此外，為實

施軍事管理，中央訓練團將受訓學員按照軍事編制編入各大隊，大

隊下設有中隊，三個分隊組成一個中隊，三個班組成一個分隊，每

個班有十至十三名受訓學員。在中央訓練團的組織結構中，各大隊

實為「訓練管理實施之最高單位」 36。除了上述單位外，中央訓練

團內還設有國民黨特別區黨部及三青團區團部，來積極吸收新進黨

（團）員，以擴大黨團的勢力。

至於中央訓練團的人事問題，根據〈中央訓練團組織條例〉（見

附錄九）規定：「團長由中央訓練委員會委員長兼任之」，也是由蔣

本人兼任 37。雖然同屬兼職，但蔣對中央訓練團的重視程度顯然遠

超過中訓會。他不但親躬主持中央訓練團的一切計劃綱領，且「重

要訓詞、精神講話，無不為其手訂」 38。而團裡一些重要的訓練單

位如「黨政訓練班」及「黨政高級訓練班」的訓練期間，蔣更是「每

個星期都要到團裡來好幾次」，或親自主持紀念週以及開學和畢業典

禮，或來團點學員名並召集作個別談話 39。據統計，單就「黨政訓

練班」及「黨政高級訓練班」這兩單位訓練期間，蔣在團裡主持的

集會就超過百次以上 40。蔣這種關切之情溢於言表的表現，相對於

3 5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 5。在原先的規劃裡，軍事組：
「在使受訓人員增進其軍事常識與技術，以加強抗戰建國之力量」；教育組：「在
使受訓人員充實其實際常識，切實推行生活訓練與常識教育，並提高國民一般
之文化水準」，這跟其日後主管軍訓或訓育工作的內容，確實有些不同。上述
內容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訓練實施方案草案〉，（會） 5 .2 /21.15-5，民國
二十七年四月，黨史館藏。這個條例後來在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國民黨
五屆第八十二次中常會會議中通過。
3 6 見〈修正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組織條例〉第六條內容。
3 7 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組織條例〉。
3 8 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1 年 6 月），頁 7。
3 9 何瑞瑤，《風雲人物小誌》（原名《復興關下人物小誌》）（南京：宇宙風社發
行，民國 36 年 12 月，藏於孫逸仙圖書館），頁 1。據何氏指稱，蔣在「黨政高
級訓練班」期間到中央訓練團的次數最為頻繁，幾乎每天下午都要來團一次（頁
2）。
4 0 何瑞瑤，《風雲人物小誌》，頁 3。事實上，早在廬山軍官訓練團開辦期間，
蔣即表現出極為重視的態度。當時蔣不僅「在每一班期開訓結訓親臨主持之
外，常親自主持升旗並作重要講話，隨時均抽暇巡視，甚至在公共活動及同樂
晚會中，亦親臨參加」，且於峨嵋訓練期間，「雖處理政務，日不暇給，但仍每
週必來團住三、四日，親自主持早操升旗、點名，講話及各別談話」。上述內
容見周應龍，〈先總統主持重要訓練的幾個時期〉，頁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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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未到過中訓會的情形，簡直有天壤之別。

原來按照中訓團組織條例規定，復興關團本部一切計劃綱領雖

由「團長親躬主持」，且團長之下設有團附若干人，但一如以往軍官

訓練團之做法，「參贊機宜，執行計劃」，肩負團務「實際指揮監督

之責任」的還是教育長 41。而比照過去慣例，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一

職最初也是由陳誠兼任。不過，陳誠的職務實在過於繁冗，不克兼

顧，所以和先前所談到中央訓練委員會情形一樣，同是由副手代理，

亦即整個團務委由副教育長全權負責。這名負中央訓練團實際責任

的副教育長，後來更接替陳誠出任教育長的人，正是王東原42。

和周亞衛、朱懷冰、何聯奎等中訓會主要幹部的背景類似，王

東原和陳誠的關係也相當密切 43。王、陳二人不但是保定軍校同期

（第八期）同學，王東原之投入國民革命軍陣營，還是由陳誠所牽

的線。爾後無論是中原大戰時期的蔣、唐（唐生智）之戰，抑或剿

共時期「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創辦，乃至於抗戰初期的淞滬戰役，

王東原對陳誠無不“聲應氣求”、“殫精竭慮“地予以力挺到底。

此種深厚的情誼，陳誠將實際指揮監督中央訓練團的重責大任交給

王東原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44。另外，如果把王東原跟其他國民黨內

較擅長於領軍作戰的軍事將領作一比較，發現王東原在戰場上似乎

“無赫赫之功”。不過，王氏練兵的成績卻相當突出。針對這一點，

早在民國十九年王東原擔任第十五師師長兼湘南警備司令駐紮衡陽

時，就表現出他在練兵方面的長才。當時王氏不僅積極加強部隊整

訓，經常施行各種演習─如攻防、行軍等科目，並延請專家學者到

4 1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2。最初擔任中央訓練團團附
的原有何應欽、白崇禧及徐永昌等三人，但縮小編制後，祇設一人由張治中擔
任。中訓團團附一職，其實只是一個虛銜，並不負實際責任，因此較不受重視，
而兼任者本身亦少有提及。舉張治中為例，在他的回憶錄《張治中回憶錄》（北
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 年）中，根本就沒有提及這檔事。
4 2 中央訓練團成立之初，原設有兩位副教育長，分別由萬耀煌及李揚敬二人擔
任。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李揚敬因事他調，才改由王東原充任。至於另外一位
副教育長萬耀煌，則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調職離開中訓團。上述內容見《復興
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2。
4 3 王東原在國民黨的軍系中，向來被視為親陳誠系的。如萬耀煌就稱：「王東
原是接近陳誠的」。見沈雲龍訪問，《萬耀煌先生訪問記錄》，頁 474。
4 4 王東原，〈懷念辭公〉，引自王東原著，《浮生簡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 76 年 10 月），頁 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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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旅團講演進行精神訓練之外，而且還根據他在民國十七年考察全

國軍隊之心得，親自手訂《師律》一冊，用最簡單淺近的語句，提

出最扼要適切的要求，來作為訓練軍隊之綱本45。陳誠的親密戰友，

又對辦理訓練頗為拿手，王東原可說是主持中央訓練團團務的最佳

人選。

王東原接任中央訓練團副教育長的時間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一

月，而他到任未久即代理陳誠的教育長職務，全權負責團務工作的

運行。民國二十九年九月，陳誠辭教育長職，王東原奉令真除，並

先後派任宋希濂、黃仲珣、張軫等人為副教育長。到了民國三十三

年七月二十日，王東原在陳誠的推薦下，接替了其湖北省省主席遺

缺，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一職則改由陳儀擔任，並由蔣經國接任副教

育長 46。蔣之選派陳儀接掌中央訓練團，或許是政學系在抗戰後期

聲勢水漲船高下的“必然結果”，但也有可能是蔣看中陳儀在幹部

訓練工作上的表現 47。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陳儀來說，原本對

訓練工作就不陌生。他在民國十五年前後出任孫傳芳五省聯軍徐州

總司令時，即創辦浙江陸軍第一師幹部教導隊，招收考試合格的班

長和上士受訓，得到相當不錯成效，還獲得孫傳芳讚許，並將第一

師幹部教導隊升格為「徐州幹部學校」。後來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

亦積極在閩省推動幹部訓練工作。他不但在福州創辦幹部訓練所，

自兼所長，大力訓練縣政及警保人員，開辦科長（員）、財政、兵役、

銀行、警察局長、保安隊長等訓練班外，更進一步革新人事制度，

4 5 《師律》一冊，據王東原自承取「師出以律」之意。先是以「名言選輯」，
次為「兵法擇要」（選自武經七書），繼對軍紀、訓練、行軍、作戰、駐防、內
務各部門，分別釐定各項辦法。王東原相信，這本《師律》小冊，「能於軍事
教程典範令之外，於整個軍中生活每一時期，每一環境下，皆有適當的因應辦
法，對軍事不無貢獻」。上述內容見王東原著，《浮生簡述》，頁 38~9。
4 6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2。
4 7 專門研究國民黨派系的學者林能士即指稱，在國民黨的派系中，「政學系」
的勢力在抗戰後期可說是達到了頂峰。當時政學系的要角「或在中央身居要
津，或出任重要省份的省主席」，如張群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四川省
長，王世杰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外交部長，吳鼎昌任國民政府文官長，
熊式輝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吳鐵城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等即是。故陳儀
之接掌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筆者以為或許是蔣重用政學系要角的另一次表現。
關於政學系在抗戰後期的發展，引自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
─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談判〉，《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民國 85 年），下冊，頁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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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訓練與人事管理機制連結起來，形成一套有效的幹部訓練制度，

頗受各界矚目，甚至還得到國民黨中央的嘉許 48。因此，陳儀在訓

練工作上的亮眼成績，不無可能是蔣挑選陳儀出任中央訓練團教育

長的原因 49。只是，陳儀接任教育長時，中訓團在重慶復興關上的

訓練工作已接近尾聲，再加上他的任期不長，所以一般對於王東原

任內談論較多，而少提及陳儀部份。

除了教育長一職外，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中央訓練團裡另一

個重要職位。因為教育委員會所負責的業務，正是規劃整個幹部訓

練計劃的內容。舉中訓團內最重要的訓練單位「黨政幹部訓練班」

為例，每一期的〈教育實施計劃〉就是由教育委員會制定。此一〈教

育實施計劃〉裡除了載明訓練大綱（內容包括訓練目的、訓練要旨、

訓練方法、受訓學員、訓練時間、訓練科目、訓練時間之支配、考

核及訓練後之工作等九個項目）、課程綱要之外，還包括教務、軍事

訓練、訓育等實施細則，以及訓練日數、作息時間基準表等所有與

訓練相關的事宜，是以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的重要性不言可

喻。而最初擔任此一職位的是出身陸軍大學第四期的霍原璧中將，

但霍氏去職後，教育委員會就由王世杰及段錫朋兩人長期挑大樑。

先是王世杰擔任主任委員，段錫朋副之。二十九年秋，王世杰請辭

改派為總教官，即由段錫朋接掌主任委員職，而以畢業於法國巴黎

大學的法學博士袁世斌副之 50。王、段二氏同樣出身於學界─一為

4 8 關於陳儀生平，引自王成斌等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
社， 1989 年 5 月），第三集，頁 162~185。
4 9 對於蔣選派陳儀接掌中訓團教育長一職，據趙普炬的說法是認為與中訓團開
辦東北與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有關，見趙普炬，〈中央訓練團梗概〉，頁 23。趙
氏的這種看法，其實並不正確。因為陳儀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下旬到中訓團任
職，但蔣是到該年八月中旬才電令吳鐵城、陳果夫、段錫朋、熊式輝及陳儀等
人指示「關於收復東北與台灣之建設準備工作，應從訓練與儲備黨政幹部著手」
之函件。而陳儀是遲至九月初才制定出〈東北及台灣黨政幹部訓練辦法〉及〈幹
部班學員考選辦法〉交予上級參考。因此從時間上來看，趙普炬的看法，純屬
臆測之辭。
5 0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2~3。王世杰跟段錫朋兩位
主導中訓團訓育委員會的主要人物，對訓練工作的態度有很大差異。一般說來
段氏對幹訓工作頗為熱衷，但王世杰卻對訓練工作的態度很冷淡。王氏在其日
記中即多次表達有意辭掉中訓團教育委員會的意思。例如在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六日的日記中記載：「中央舉辦中央訓練團，招集各省廳長、縣長及黨務幹部
人員參加。蔣先生促予任總教官，此事與余之性情、興趣及才力均不合，予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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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學者、一為歷史學者，都擔任過大學校長─王世杰曾任武漢大

學校長、段氏則代理過中央大學校長，而且都曾經在教育部服務過

─王世杰當過部長，段錫朋在民國二十一年繼陳布雷任政務次長，

由他們主導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工作，在資格上是無須置喙的。

但問題是，前面曾述及段錫朋當時的主要頭銜是中央訓練委員會代

理主任委員，且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真除，而中央訓練團是中訓會

下的直屬機關，亦即段錫朋在體制上應是中央訓練團的頂頭上司。

但吊詭的是，段氏在中央訓練團的職務卻是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受教育長王東原節制，那麼到底是段錫朋領導王東原，還是王東原

命令段錫朋，頗令人大費猜疑？事實上，此一組織上奇特現象，剛

好印證了國民黨“人治”重於“法治”的說法。

相對於教育委員會主事者皆出身於學界，負責整個中央訓練團

“養”、“衛”後勤工作的辦公廳，其主任則清一色為軍事將領 51。

中訓團辦公廳主任一職最初是由劉紹先擔任，而劉氏的背景和前述

中訓會的朱懷冰、周亞衛等人很像，同樣被外界歸類為陳誠一系。

事實上，劉紹先甚至比朱、周兩人更早投入訓練工作，早在民國二

十二年當蔣決定籌辦廬山「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時，即是由劉紹

先出任副籌備主任，並在軍官團正式成立後擔任副團長一職，輔佐

團長陳誠 52。此等投身訓練工作的經歷，再加上援引“舊屬”和提

攜“學緣”（即同學及師生關係）本來就是中國官場用人的“習

辭」。王世杰甚至在多次請辭中訓團工作未獲准允情況下，還在日記上留下「心
甚不快」之語（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相對於王世杰的消極態度，段氏
則顯得興緻勃勃。據王世杰的說法，段錫朋對於黨政班內最重要的訓育幹事人
選，常「多所主張」。故王世杰在日記裡對段錫朋的評語是：「專論胸襟，微隘
狹刻，但治事有方」（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述內容見王世杰，《王
世杰日記》（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9 年），第二冊，頁 6 1~2、2 14、230。
5 1 中訓團的組織編制，辦公廳主任為中將職，辦公廳下各處處長，則為少將缺。
而擔任過中訓團辦公廳主任的有劉紹先、黃仲恂、陳孔達、李元凱、劉獻捷、
劉震清、張宗良及王原一及金德洋（陳儀任教育長時代）等人。上述資料引自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2~3。
5 2 見陳寧生、張光宇著，《蔣介石的戰爭機器─黃埔系的戰歌與哀歌》（台北：
偉博文化出版社，民國 84 年），頁 188。劉紹先與陳誠關係，劉紹先與陳誠的
淵源甚早，早在陳誠還是第十八軍長時，劉紹先即追隨陳誠擔任十八軍第四十
三師師長，參與過多次的剿共戰役而深得陳誠信任，並擢升為第五軍副軍長。
因此，當蔣電令陳誠籌辦廬山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時，陳誠即命劉紹先負責籌
備事宜。



60

慣”，陳誠選定劉紹先擔任中央訓團辦公廳主任，乃至於安排朱懷

冰、周亞衛與何聯奎等人至中訓會擔任要職，並不讓人意外 53。只

是，國民黨內負責幹部訓練的要員，多與陳誠“系出同門”，難免

會讓人從派系角度去審視國民黨幹部訓練體系內的人事問題54。

中央訓練團內另一個由軍事將領擔任的職務，則是各大隊部的

官長。據中訓團編制，各期大隊長軍銜為中將，由調訓學員中現任

集團軍總司令或軍管區司令等高級將領出任。大隊附及中隊長的軍

銜為少將，有專職也有由調訓學員充當者，主要是師、旅長級主官。

而分隊長多屬專任，幾乎都是上校級軍官 55。做為「訓練管理實施

之最高單位」的各大隊部官長均由軍人出任，一方面點出中央訓練

團所標榜的訓練管理方式，顯然是一種軍事化的管理。另一方面，

則再次印證中央訓練團緣起於軍事訓練團的這個事實56。

5 3 關於中國軍隊的用人模式，請參閱張瑞德，〈抗戰時期國軍的參謀人員〉，《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台北：民國 84 年 6 月），頁 759~763。
另外，還有 Hsi-sheng Ch’i，Warlord Poli t ics in China，1916-1928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 1976）， p .68。事實上，誠如張瑞德的研究指出，學
緣─同學及師生關係是中國軍人職務調任與否的重要因素。因為根據民國三十
三年印行的《中央訓練團職員錄》，即有不少重要軍職（少將級以上）是由畢
業於保定軍校八期的將領擔任，其中包括李廣益（辦公廳總務處少將副處長）、
何英（第一大隊少將隊附）、郭憲（第二中隊少將中隊長）、高強斌（第六中隊
少將中隊長）等四人，其他出身保定軍校的將領還有石毓靈（四期，軍法人員
訓練班中將副主任）、危成一（六期，軍法人員訓練班少將辦公室主任）等人，
比例不可謂不高。而這些人的出線，咸信與同樣出身保定軍校八期的陳誠及王
東原二人有關。
5 4 大陸方面出版文史資料選集，就常以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角度去記述國民黨內
的組織，本文前面引自文史資料選輯的文章如劉瑤章〈國民黨中訓會和中訓團
的來龍去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四
輯（北京： 1981 年 8 月）一文和趙普炬〈中央訓練團梗概〉都是如此。
5 5 吳恒祥，〈國民黨中訓團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
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2002），「軍事機構
（下）」，頁 725~6。事實上，對於中訓團大隊部的長官人選，蔣曾手令胡宗南
挑選一些將官充任黨政班中隊長。見〈蔣中正電胡宗南挑四十歲以下曾任副師
長旅團長者為黨政班中隊長〉，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籌筆〉，「抗戰時
期」，第二十五冊，目次號： 33，《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不過據趙普炬指
稱，大隊長及大隊附的人選大都以非中央嫡系軍隊的將領為優先。見趙普炬，
〈中央訓練團梗概〉，頁 24。
5 6 中央訓練團在名義上雖直轄於中訓會，亦即應屬於黨務機關，但其體制卻充
滿了軍事機構的色彩。一個最明顯例子是中訓團內成員，在官職外均另加一軍
銜。按照「中央訓練團編制表」，教育長為上將銜，副教育長及辦公廳主任為
中（上）將，至於編制數目最多的組長（如人事組、總務組）、各大隊隊附、
中隊長俱為少將缺。關於「中央訓練團編制表」，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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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經提到，中訓會設置中央訓練團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全

國各級機關的中級以上幹部調來施以“直接”訓練。但是在考量到

「邊區如新、康、寧、青各省，戰地如冀、魯、察、綏等地」的幹

部，因「交通困難，加以時間及財力有限」，直接至中訓團接受訓練

「殊非事實之所許」57情況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綱要〉第八條

條文中特別規定：「中央為直接實施訓練，特設中央訓練團主持全國

黨政軍幹部訓練，並先由訓練中央及各省幹部人員入手，必要時得

於重要地區設分團或班」，亦即抗戰時期的中央訓練團，也有“分

團”之設置58。

要特別說明的是，所謂“分團”其實並非是中央訓練團的分支

機構，與中訓團也無從屬關係，它只是中訓會在偏遠地區設置的中

訓團縮小版，亦即其與中訓團的差別主要是在組織系統上 59。而依

據〈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的內容，原先

的規劃是要「按照地理人事及交通情形，劃分六個訓練區域，除由

中央訓練團兼辦川、滇、黔、康各省及鄂省一部分訓練事宜外，另

設分團五處負責辦理各該區域之各種訓練」60。不過直到抗戰結束，

中央訓練委員會也只成立了原不在規劃名單中的「中央訓練團新疆

組織規程〉，國民黨五屆第二二七次中常會核准備案，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九
日，（會） 5.3/253.7，黨史館藏。
5 7 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民國二
十八年八月七日，頁 3，（會） 5 .3/130.13，黨史館藏。據這份文件指出，中訓
團成立分團的原因除了避免「曠時廢事。需費浩繁」，以節省人力、物力、財
力此一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為想藉各分團之設置來「吸收各地青年，防
止異黨誘惑」。
5 8 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綱要草案〉，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會）
5.2/21.15.2，黨史館藏。
5 9 中訓團分團的組織，根據《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
的原先設定即「不能與中央訓練團等量其觀」，故分團之組織雖係參照中訓團
其意，但「範圍加以縮小」。分團內不設辦公廳，而將相關業務併入總務處，
另外仍設教務、訓育兩處，分掌教育訓育事宜。另外，分團內設置一教育委員
會，「作為設計建議機關，承辦團長交議及諮詢事宜」，與中訓團團本部之教育
委員會不同（頁 7）。
6 0 這五個分團區域及設置地點，分別是設置於桂林的第一分團〔區域：桂、粵、
湘〕；設置西安的第二分團（區域：陝、甘、寧、青、新、綏、晉、陝）；設置
江西上繞的第三分團（區域：贛、浙、閩、粵東及蘇皖南部）；設置太行山的
第四分團（區域：晉、冀、察、豫北）及設置於山東蒙山的第五分團（區域：
魯、豫東、冀東南及蘇皖北部）。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訓練委員
會訓練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頁 4~5。



62

分團」及具分團性質的「西北幹部訓練團」。

「西北幹部訓練團」的前身，原是胡宗南擔任第三十四集團軍

副總司令時為培養甘肅、新疆、綏遠、寧夏、青海等西北五省軍政

幹部，而於民國二十七年在蘭州成立的「軍事委員會西北幹部訓練

團」。民國二十九年底，蔣正式電令胡宗南（當時已升任總司令）將

「西北幹部訓練團」改隸於中訓會，更名為「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北

幹部訓練團」 61。而胡宗南在接到電令後曾建議中訓會既成立「西

北幹部訓練團」，那麼甘、青、寧等西北三省就不應再成立「省地方

行政幹部訓練團」，只須在較偏遠的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額濟納旗

及拉卜楞等地成立四個訓練班 62。不過，由於寧、青二省的「地方

行政幹部訓練團」早已成立，「不便遽加歸併或撤消」，所以到了後

來變成各該省黨、政、軍、教及其他部門的中級幹部歸「西北幹部

訓練團」負責訓練，而縣級幹部仍由各省的「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

施訓63。因此，「西北幹部訓練團」雖然不以中央訓練團的“分團”

為名，但已經具備了分團的性質。

就當時的交通狀況，從西北地區到重慶確實不太方便，再加上

該地區種族複雜，敵偽奸黨四處潛滋，又地處邊陲易受國際勢力之

操縱與影響，都是國民黨決定在蘭州另設置具有中訓團分團性質的

「西北幹部訓練團」重要因素 64。至於國民黨之所以在民國三十三

年成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其考量點除了上述四個因素之外，

似乎又多了一點“拉攏”的意味。因為按照中訓會公佈的〈縣各級

幹部人員訓練大綱〉規定，各省設省訓團，縣設縣訓所，行政督察

區則設區訓班，以新疆當時的人口及行政區域的數量與規模，設一

省訓團即綽綽有餘。但是國民黨中央卻把新疆省訓團的編制，拉高

6 1 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北幹部訓練團改隸中央訓練委員會並改定
名稱請領印信〉函件，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會） 5.3/167.6，黨史
館藏。
6 2 胡宗南的建議，引自〈摘抄胡總司令宗南呈充實西北幹部訓練團意見〉。
6 3 引自〈本會（中央訓練委員會）原簽意見三項抄件〉。胡宗南取消甘、寧、
青三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建議，雖然因青海與寧夏兩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
訓練團的設置而未能付諸施行，不過甘肅省後來並未成立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
團，而將該項訓練工作委託西北幹部訓練團辦理。上述內容見劉瑤章，〈國民
黨中訓會和中訓團的來龍去脈〉，頁 16。
6 4 見〈摘抄胡總司令宗南呈充實西北幹部訓練團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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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央訓練團“分團”層級，顯然是刻意凸顯新疆有別於其他省市

的地位，以拉攏不斷游走在中、俄兩國之間的新疆地方勢力。而國

民黨所要拉攏的人物，正是叱吒新疆風雲十餘年之久的盛世才65。

從職務的安排上，更可以看出國民黨利用中訓團新疆分團之設

置來拉攏盛世才的意圖。原本按照〈中訓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

的規定，分團團長應由中訓團團長兼任，團附則由分團所在地戰區

司令長官或省府主席兼任，至於團內重要人事如教育長及教育委員

會委員概由「團長任命之」，而且「必要時中訓團得調派一部份工作

人員前往」支援 66。換句話說，國民黨中央對新疆分團的人事應有

主導權。不過，為了拉攏盛世才以抬高其地位，新疆分團的團長由

盛氏兼任，實際掌握分團的人事、經費及學員調訓事宜。副團長才

由國民黨中央所派的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黃如今兼掌，但無實權。

教育長一職，國民黨刻意“禮讓”，選用盛世才胞弟盛世驥擔任 67。

至於教育長之下分設的單位，教務處長、訓導處長及軍事大隊部大

隊長，雖由重慶中訓團派來“協助”新疆分團訓練工作的屈卓吾、

陳必貺及周明等人擔任，但總務處長和辦公室主任仍由盛氏的親信

孟昭信和何耿先出任，而各處室下之科長及大隊部下之中隊長等

職，也都由盛氏的舊部來擔綱。在新疆分團的人事問題上，國民黨

中央可說是充分“尊重”盛世才的意見，其拉攏盛氏的意味不言可

6 5 據當時被派任到新疆分團任職的屈卓吾指稱，對於新疆設訓練團一事，中訓
會主任委員段錫朋的意見是比照各省設立省訓團，但盛世才則是希望直接成立
中訓團新疆分團，亦即新疆省內所有的幹部都在新疆受訓即可，不用再到重慶
中訓團。最後計議的結果，國民黨中央原則上如盛氏所願，設置新疆分團，不
過，省政府簡任以上的廳、處長仍須送重慶中訓團受訓。上述內容見屈卓吾，
〈中訓團新疆分團的情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頁 77 5。
另外，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新疆分團呈報與中訓會的電文（訓辦字第 682
號）及調訓計劃，新疆省黨政軍文職簡任、武職少將以上的幹部，原則上送重
慶中訓團受訓。至於武職為上校以下、中尉以上者，文職荐任職以下、委任職
以上者，教育界大學、中學校長、主任、教員、黨義教師，小學校長則由新疆
分團調訓。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呈報組織大綱、組織編制表〉、〈中
央訓練團新疆分團呈報一九四三年全年調訓計劃〉，《全宗號二二三：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訓練委員會檔》， 223/320、 223/32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6 6 引自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分團訓練實施計劃綱要》。
6 7 見屈卓吾 ，〈 中訓 團 新疆 分團 的情 況〉，《 文史 資料 存稿 選編》，「軍事 機構
（下）」，頁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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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68。只是這種作法，似乎未讓盛世才“銘感於內”，當盛氏發現

國民黨意圖藉由黨部組織及新疆分團進行收編工作，蠶食其勢力範

圍時，盛氏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將中訓團調派至新疆分團支援的屈

卓吾（當時陳必貺已調回重慶正在中訓團黨政高級訓練班受訓）連

同國民黨派駐到新疆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亦兼新疆分團副團長）黃

如今、宣傳部長林伯雅等人一起拘禁起來，中央與新疆的關係一時

頓為緊張。而在事件平和落幕後，新疆分團亦隨之取消走入歷史 69。

從新疆分團的發展過程，凸顯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問題：第

一，中訓團在新疆成立分團，不到兩年時間即鎩羽而歸，顯示國民

黨在抗戰時期欲藉幹部訓練“收編”及“中央化”地方勢力的任

務，前景似乎不樂觀。第二，就人事背景上來看，新疆分團內其實

可以劃分為「中央派」及「盛世才系」兩派，而盛世才之逮捕屈卓

吾等人下獄，在某種形式上也可以說是派系競逐下的結果 70。新疆

分團如此，不免令人聯想到中央訓練團是否也存在著類似的情形？

針對這點，確實有人繪聲繪影地傳述著各派系勢力在中訓團內的活

動情形 71。畢竟以中訓團如此龐大的編制，再加上從各地所調集而

來受訓的幹部，很難不把國民黨內所有派系的人馬包含進去。是以

在黨內各派系之紛爭未徹底解決之前，國民黨想以集中訓練方式，

達到全國各地方中下級幹部「意志集中」的目標，似乎也顯得困難

重重。因此，在黨內生態未改變之前，蔣想藉由某些新設組織─如

三青團或中訓團─來團結黨內同志，使之齊一步伐，顯然不如想像

6 8 陳必貺，〈建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的經過見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
政人物（下）」，頁 656。據陳必貺的說法，在新疆分團成立之前，盛世才曾辦
了一個「幹部訓練班」，而這個訓練班的班主任就是新疆分團教育長辦公室主
任何耿先（頁 657）。
6 9 關於抗戰時盛世才與國民黨的關係演變，請參閱高素蘭，〈盛世才與國民政
府關係之研究（ 1933~1944）〉（台北：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
年，未刊本）一文。另外，盛世驥的口述資料《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
盛世才》（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民國 89 年），也頗有參考價值。
7 0 關於中央派與盛世才系在新疆分團的衝突情形，見韓廣富、鄭瑞峰，〈明爭
暗鬥十五載─蔣介石與盛世才〉，引自程舒偉、雷慶，《蔣介石的人際世界》（長
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3 月），頁 625~635。
7 1 對於中訓團內派系活動情形著墨較多的，還是大陸方面。例如文心珏，〈中
央訓練團派系活動內幕〉一文即是（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
頁 74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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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來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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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訓練工作的開展
國民黨成立中央訓練團，就是要對全國中級以上幹部施以直接

訓練。而自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中央訓練團在武漢珞珈山成立開始，

到三十四年日本宣佈投降為止，中央訓練團在抗戰時期所開辦的幹

部訓練班就有十餘個之多（見表 3-2）。在這些幹部訓練班中，大致

（表 3-2）戰時中央訓練團開辦之幹部訓練班一覽表

訓練單位名稱 成立時間 班主任 性質 召集機關 備 註

兵役幹部訓練班 1936.4
兵役署署
長兼任

附設
軍政部
兵役署

成立於南京，第一期至第
六期原由軍政部辦理，第
七期以後改隸中訓團，共
辦理十七期。

黨政工作人員訓練班 1938.6 不詳 臨時 中央黨部

本班學員係中央黨部各
部派出調回及疏散至武
漢之工作人員，珞珈山軍
官團時期開辦，後改隸中
訓團，僅辦一期即告結
束。

陸空聯絡通訊訓練班 1938.6 不詳 附設 軍事委員會
前珞珈山軍官團時期開
辦，後改隸中訓團，共辦
理五期。

三民主義青年團
幹部訓練班

1938.8
桂永清

、張治中
附設

三青團
中央團部

本班第一期原由三青團
中央團部籌辦，1938 年 8
月改隸中訓團，共辦五
期。

計政人員訓練班 1938.8 未設置 臨時 軍事委員會

本班原由軍政部指定軍
需學校籌備，後改隸中訓
團，僅辦一期後即結束，
班址在湖北珞珈山。

榮譽軍官訓練班 1938.11 未設置 臨時 軍政部
本班係調訓傷愈軍官，僅
辦一期，班址在湖南零陵
秦巖洞。

黨政幹部訓練班 1939.3
陳果夫

，後裁撤
直隸團
本部

中央訓練
委員會

共辦三十一期，為中訓團
內最重要的訓練單位。

國民軍事訓練
教官訓練班

1939.5 杜心如 臨時 政治部

本班學員來源概分為兩
部份，一為現任軍訓教
官，另為招考而來。班址
原在杜市，後移至三聖
宮，僅辦一期。

中國童子軍教導
人員訓練班

1939.6
教育部部
長兼任

附設
教育部召集
並公開考選

本班原係中國童子軍總
會及教育部共同籌設，
1939 年 6 月改隸中訓
團，共辦五期。

音樂幹部訓練班 1939.8
白兆、
霍原璧

附設 公開招考
本班分音樂組、高級組、
軍樂組，學員來源主要係
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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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訓練班 1939.8 未設置 臨時
湖北省教

育廳

本班學員係湖北省內各
公私立中等學校教師職
員，原為暑期講習會性
質，改隸中訓團後僅辦一
期即告結束。

軍事政治教官研究班 1939.8 張厲生 附設 政治部

本班係調訓政治部所屬
軍事學校之政治教官及
各高中以上之軍訓教
官，共辦兩期。

新聞研究班 1939.8 張厲生 附設 政治部
本班學員分調訓及選訓
兩類，共辦兩期。

留日學生訓練班 1940.7 袁守謙 附設 政治部

本班第一期由政治部自
行辦理，第二期後改送中
訓團訓練。學員係招考留
日歸國之學生，共辦兩
期。

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 1940.12
社會部部
長兼任

附設
中央訓練
委員會、
社會部

本班第一、二期併黨政訓
練班第十二、十六期辦
理，第三期後移至馬家
寺，設有班本部。

黨政軍人事管理
人員訓練班

1942.12

中央黨部
秘書長、銓
敘部長軍
委會銓敘
廳長兼任

附設

中央黨部秘
書處、考試
院、軍委會
銓敘廳

原分兩班，軍事人員為第
一班，由中央訓練團負
責，黨政人員為第二班，
由中央政治學校辦理，
1943 年 9 月合併辦理。其
至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為
止，共辦理了九期。

黨政高級訓練班 1943.1
張厲生

，後裁撤
直隸團
本部

中央訓練
委員會

自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
中選拔，共辦三期。

軍法人員訓練班 1944.4
軍法執行
總監兼任

附設
中央訓練委
員會、軍法
執行總監

本班係調訓甄審合格之
現任軍法機關之軍法人
員，僅辦一期，黨政班第
三十一期同時畢業。

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 1944.12 陳儀 附設
中央設計局
台灣調查委

員會

本班僅辦一期，學員先由
各部會推薦，再經過甄
試，共錄取一百二十人。

*上 述 資 料 參 考 自 中 央 訓 練 團 復 興 關 訓 練 集 編 纂 委 員 會 編 ，《 復 興 關 訓 練 集
〔上〕》（重慶：中央訓練團復興關訓練集編纂委員會即行，民國 33 年 8 月），
「第一篇總述」，頁 47~58、頁 69~73。

可以區分為三大類：（一）臨時設置；（二）附設性質；（三）直屬於

中訓團團本部者。臨時設置的訓練班，大都成立於武漢珞珈山或湖

南秦岩洞時期，包括：「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教職員訓練班」、「計

政人員訓練班」及「榮譽軍官訓練班」等。這些臨時性質的訓練班，

或調訓自淪陷區撤回的黨政幹部及傷愈之軍官，或因施行新的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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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臨時抽調人員施行相關訓練，通常只辦理一期，即行結束 72。

至於附設於中訓團的訓練班，其與珞珈山時期臨時性質的訓練班最

大不同處，除了辦理的期別較多之外，就是該訓練班內另設有班本

部，設主任、副主任一人，下設教務、訓育、總務三組，及教官及

訓育委員若干人，訓練工作之規劃及進行大都由班本部規劃 73。這

些訓練班部份原是國民黨中央各部會自行辦理者，但中訓團成立後

在「組織求統一」的方針下，改隸於中訓團，像「三民主義青年幹

部訓練班」、「兵役幹部訓練班」及「中國童子軍教導人員訓練班」

等均是。有些則是隨著戰爭的需要及戰況的演變而設置者，如「軍

法人員訓練班」、「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音樂幹部訓練班」、「新

聞研究班」、「留日學生訓練班」、「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等 74。而

在這些附設於中訓團的訓練班裡，比較值得介紹的有「黨政軍人事

管理訓練班」、「三民主義青年幹部訓練班」、「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

及「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這四個訓練班。其中，「台灣行政幹部訓

練班」已有論著做過探討，本文不予贅述75。

無論組織型態抑或創辦的過程，「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在

中訓團附設的訓練班裡，算是比較特殊的。它一開始即分兩班辦理，

7 2 關於中訓團在珞珈山時期所開辦的訓練班，見〈本團簡史〉，《中央訓練團團
刊》，創刊號，頁 2~3。
7 3 就中央訓練團本身的編制，附設於中訓團內的各訓練班，其班本部編制概分
為甲、乙、丙三種。甲、乙兩種，同設教務、訓育、總務三組；惟乙種編制的
班本部各組組員及公役名額較甲種為少，丙組僅設教務、總務兩組，員額更少。
凡學員在兩個大隊以上之訓練班，適用甲種編制；學員編成一個大隊之班，適
用於乙種編制；學員不足一個大隊之班，適用丙種；學員不足一個中隊者，大
隊部不設。以上內容見中央訓練委員會編，《訓練專刊三：各地訓練機關法規
輯評（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重慶：中訓會印行，民國 31 年 5 月，南
京市圖書館古籍部藏），頁 3。
7 4 附設於中訓團的幹部訓練班中，「音樂幹部訓練班」的性質比較特殊，因為
它並非由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或其他政府單位召集，而是直接由中訓團研擬訓
練計劃，延請教官，並負責招考學員，並委由當時著名音樂家白兆、華文憲執
掌班務。因此，該班有時也被視為直屬於中訓團團本部的訓練班。關於本班的
籌備情形，見華文憲，〈本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的過去與未來〉，《中央訓練團團
刊》，第二期（重慶：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頁 10。另外，音幹班的
訓練情形，請參閱程子仁，〈回憶中訓團音樂幹部訓練班〉，《文史資料存稿選
編》，「軍事機構（下）」，頁 795~796
7 5 關於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籌備過程，請參閱蔡湘煇，〈中央訓練團台灣行
政幹部訓練班〉，《台灣文獻》，第四十六卷第三期（台北：民國 84 年 9 月），
頁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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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班為軍事部份人事管理人員之訓練，由中訓團負責。第二訓練

班則為黨政部份人事管理人員，由中央政治學校辦理。兩個訓練班

同時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間開訓，但是到了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在「統一訓練」原則下決意合併，將第二訓練班移屬中訓團併入第

一班 76。由於兩班前後均舉辦過六期（軍事部份，曾在南京舉辦三

期，中訓團第一訓練班亦有三期；黨政部份，曾在中央政治學校附

設人事行政訓練班舉辦四期，第二訓練班兩期），故合併後之第一

期，亦可稱之為第七期 77。至於受訓者，除了一般黨政軍機關的人

事管理人員外，黨、政部份還選調一部份高考及格的人員參加訓練
78。不過，「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最特殊地方是在組織上。其組

織有兩大特色：第一，訓練班設有訓練委員會，由考試院長戴季陶

兼任主任委員，委員則有二十二人之多，由相關部會、廳、團首長

出任，包括何應欽、張治中、白崇禧、徐永昌、王東原、陳果夫、

吳鐵城、王世杰、朱家驊、王寵惠、孔祥熙、陳立夫、張道藩等人

均名列其中，該班所有重要訓練方針及計劃，都是由這個訓練委員

會議決後直接報蔣核定。第二，班本部主任及副主任名額各有三人，

分別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正〔副〕秘書長、考試院銓敘部部〔次〕長、

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正〔副〕廳長分別出任。另外，訓練班之講師及

指導員也大都由各部會、廳、處高級主管或幹部中聘請兼任之，這

些都是該班不同於其他訓練班的地方79。

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簡稱青幹班）第一期班址在武昌

7 6 「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的合併詳情，見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戴
季陶先生與考銓制度》（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73 年 7 月），頁 127~9，以及王
子壯，《王子壯日記（手稿本）》（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90 年），第七冊，
頁 553、 557，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及十二月十八日記載。
7 7 提到中央政治學校人事行政人員訓練班，其之緣起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中
央政治學校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上正式決意籌設的。該班之運作，經費雖
由中央政治學校編列，但受訓學員主要是由考試院就各機關主管人事行政人員
調選，故以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為該班班長。至於訓練期間為一個月，自三十年
五月至三十一年三月，共開辦了四期。關於中央政治學校人事行政人員訓練
班，引自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台北：國立政治
大學，民國 78 年），頁 93。
7 8 上述內容引自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訓練委員會編，《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
班受訓人員調集辦法》（重慶：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訓練委員會印行，出版
年月日不詳，南京市圖書館古籍部藏）一書。
7 9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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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原稱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人員訓練班」，本來是由三青

團中央團部自行籌辦，班主任為桂永清，戴之奇副之。民國二十八

年八月，在蔣授意下改隸中央訓練團，但仍設班本部。三十年三月，

續辦第二期，改名為青幹班，班主任亦隨著三青團中央團部的改組，

改由張治中兼任，副主任則由頗有訓練經驗的康澤接任。至於其調

訓對象，第一期係根據三青團中央團部之規定，先就負責訓練事宜

的機關部門如中央軍校、中央政校、中央訓練團、軍委會戰時工作

幹部訓練團和部份黨政工作人員與社會優秀青年中選送。第二期以

後雖間有考取或指調者，但大部份是調訓三青團中央團部及各省市

支團部，或直屬區團部工作人員。因此，本班在名義上雖隸屬於中

訓團，但仍由三青團中央團部主導一切訓練事宜 80。而青幹班作為

三青團培訓幹部的重要基地，當然引起三青團內各方勢力的覬覦，

成為各派系亟欲爭奪的灘頭堡81。

另一個附設於中訓團內的重要訓練單位，則是社會工作人員訓

練班。提到社會工作人員的培訓，前述國民黨臨全會所通過的〈改

進黨務並調整黨務關係案〉就曾提及，對於各種社會團體應「由黨

運用黨團領導之，以運用方式實施訓練，俾得貫徹黨的意志，其訓

練標準與相關政治機構，把握一貫的方針」 82。社會部成立後，即

針對各類型社會團體成員積極展開組訓工作。其中幹部訓練部份，

特別製定〈社會工作人員訓練辦法〉，明定訓練之實施概分為中央與

地方兩部份，地方由各省（市）訓團設班辦理，中央則由社會部會

同中訓會於中央訓練團內設班辦理，此即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的由

8 0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53、 82。另外，關於青幹班
的訓練情形，請參閱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
究〉（台北：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4 年，未刊本），第四
章。
8 1 長期掌控青幹班的康澤即聲稱：「 CC 方面所選送（青幹班）的人，以各級團
部尚未普遍建立，一時派不去的理由，一併送到軍委會政治部暫時分派到軍隊
裡做政訓工作去了。這是我所決定這樣做的，是阻止 CC 有計劃的派一批人來
佔領三青團的企圖，其本質無非是派系立場的勾心鬥角」。上述內容見康澤（遺
稿）：〈康澤自述（五）〉，頁 103。
8 2 見國民黨五屆中執會，〈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見黨史會，《中國國
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上冊，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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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83。本班前兩期是與黨政訓練班十二期、十六期合同上課，以社

會部原隸屬於中央黨部，故初期調訓的學員也多為黨務方面從事社

會工作之幹部。第三期以後單獨設班，調訓的對象除了由社會部向

直屬業務機關逕自選調優秀幹部外，還招考非現職人員予以相關訓

練。其訓練的人數雖遠不如黨政班來得多，但對於解決戰時中國極

度缺乏的社會組訓和善後救濟的人才荒情況，不無小補84。

除了上述三個訓練班之外，其他附設於中訓團的訓練班重要性

亦不容忽略。只是，在整個中訓團所開設的幹部訓練班中，直轄於

團本部的「黨政幹部訓練班」才是中訓團內最重要的訓練單位85。「黨

政幹部訓練班」（以下簡稱「黨政班」）的發軔，與中訓會及中訓團

的創辦幾乎是同時，都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國民黨召開臨全會後未久

即有籌設之議。它的緣起是蔣「有鑑於各地黨務工作人員，多未能

達到預期工作之成績，故有分期集中訓練之籌劃，同時對於其他行

政人員，亦覺有加以訓練之必要」而決定創辦 86。民國二十八年一

月，蔣正式手令陳果夫、朱家驊、陳誠、段錫朋、王東原、張厲生、

李宗黃、甘乃光及康澤等人為黨政班籌備委員，並以陳果夫為主任

委員兼辦公室主任，朱家驊、康澤為黨政教育處正副處長，陳誠、

王東原為軍事訓練處正副處長，並限定三月一日籌備完成開學 87。

籌備委員會成立後，自一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八日共集會了九次，

期間還召集了已委聘的講師、訓育幹事及業務實習主持人舉辦「幹

部講習會」，並由蔣親自出席闡釋黨政班教育方針及訓練實施、管理

與教學的要旨。蔣指稱這次黨政訓練班的宗旨，是「要使受教者能

以自動自覺之精神，轉而以訓練其所指導之人。必使受訓者能自動

研究、自動向上，而能明辨篤行，切實踐履」 88。三月一日，黨政

8 3 〈社會工作人員訓練（暫行）辦法〉，引自《訓練通訓》，第七期，頁 21~2 8。
8 4 見黃超人，〈四年來之社工訓練〉，《社會工作通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重
慶：民國 33 年 10 月 15 日）。引自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九十九輯：抗戰建
國史料─社會建設（四）》（台中：黨史會印行，民國 42 年），頁 283~5。
8 5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7。
8 6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教育委員會編纂組，《黨政訓練班第一年訓練實紀》
（重慶：中央訓練團印行，民國 29 年 9 月，黨史館藏），頁 6。
8 7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7。
8 8 蔣介石，〈業務實習要點〉，引自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幹部訓練叢
書：總裁對訓練工作訓示輯要》（台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印行，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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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第一期暫借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正式地開學。

從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一 日 開 始 至 三 十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為

止，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共開辦了三十一期，總共有兩萬三千七百五

十二人畢業（見表 3-3）。它每期訓練時間約一個月，不過第九期因

（表 3-3）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各期開辦情況一覽表
期別 訓練時間 畢業人數 學員性質

1 1939.3.1~3.30 308 黨務、軍事、教育、政工、行政
2 1939.4.17~5.15 358 黨務、軍事、團務、政工、行政
3 1939.6.4~7.5 379 黨務、軍事、教育、政工、行政、新聞、團務
4 1939.10.1~10.31 586 軍事、教育、邊務、行政
5 1939.11.29~12.27 532 黨務、軍事、教育、團務、行政
6 1940.1.21~2.19 692 黨務、軍事、團務、行政
7 1940.3.17~4.15 737 黨務、軍事、團務、行政
8 1940.5.6~6.3 917 黨團、軍事、金融、交通、行政、財政、動員、禁煙
9 1940.6.23~7.7 360 黨務、政工、團務、行政

10 1940.9.15~10.13 601 黨團、軍事、教育、政訓
11 1940.10.27~11.24 714 黨團、校閱、財政、軍事、金融、訓練
12 1940.12.15~1941.1.12 583 黨團、社工、軍事、警政、行政
13 1941.1.26~2.23 815 財政、軍需、金融、訓練、黨團
14 1941.3.16~4.27 766 政工、校閱、軍訓、行政
15 1941.5.11~6.8 1017 黨團、訓練、行政、醫務、軍事、輯私
16 1941.8.24~9.21 575 教育、社工、行政、軍事、訓練
17 1941.10.26~11.23 599 財政、滑翔、金融、醫務、建設、黨團
18 1942.1.18~2.25 596 政工、行政、訓練、軍事
19 1942.3.8~4.19 1093 軍訓、軍事、黨務、訓練、防毒
20 1942.5.10~6.7 1057 政工、軍事、軍訓、黨務、行政
21 1942.8.30~10.4 1108 社會、交通、糧政、兵役、農林、經濟、黨團
22 1942.10.25~11.29 1070 教育、訓練、軍事、黨團、行政
23 1942.12.20~1943.1.20 744 行政、人事、軍事、防空、兵役、軍需
24 1943.2.14~3.21 745 政工、人事、軍事、黨務
25 1943.4.11~5.16 919 黨務、團務、行政、訓練、軍事
26 1943.6.6~7.11 737 社會、經濟、人事、軍訓
27 1943.9.12~10.17 867 黨務、人事、出國人員、婦女幹部
28 1943.11.7~12.19 1037 團務、司法、政工、軍事
29 1944.1.9~1.30 795 中央黨政軍科長以上人員
30 1944.2.2~3.12 795 中央黨政軍科長以上人員
31 1944.4.30~5.28 1650 黨務、團務、軍事、經濟建設、出國人員

*上述資料引自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一至三十一期學員分析統
計表〉，《全宗號七二三：中央訓練團檔案》，723（ 1）/8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藏。另見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職教學員名冊》上、下兩冊
（重慶：中央訓練團印行，民國 34 年）。

日軍猛烈轟炸，團內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只訓練了兩個星期 89。每

44 年 9 月），頁 50。
8 9 見沈沛霖（清塵）口述，沈建中整理，《耆年憶往》（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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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訓練完畢後，中訓團通常會留一個月的時間辦理前一期的結束

事宜和下一期的準備工作，再加上每年夏季和冬季各有約一個月的

假期，所以黨政訓練班平均一年可辦理五期 90。而在各期訓練名額

方面，第一期畢業人數最少，第三十一期的人數則最多，共有一千

六百五十人之多。不過，其中包括一五九名「軍法人員訓練班」和

六二三名「人事管理人員訓練班」的學員。另外針對黨政訓練班學

員的背景（見表 3-4），軍職人員（含軍訓教官、政工、兵役、軍需

（表 3-4）黨政訓練班各期學員職務類別表

黨（團）務人員

行政人員

軍事人員

教育人員

其他

人員）佔 39.5%，行政人員佔 24.4%、黨（團）人員有 14.5%，教育

人員則比例最少，僅有 11.2%91。年齡方面，因〈中央訓練團黨政訓

練班各期受訓學員調集辦法〉（見附錄十）明白規定調訓人員的選送

標準「以年在五十歲以下身體健康之男性為限」 92，故調訓學員以

輯部， 1997 年），頁 178。另王東原也證實，「第九期幾乎每天有警報」。見王
東原，〈黨政班訓練主旨及其意義〉，《中央訓練團團刊》，第四十七期（重慶：
民國 29 年 11 月 4 日），頁 270。
9 0 姚子和，〈關於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
（下）」，頁 720。
9 1 據中訓團的統計，黨政訓練班畢業的軍事人員共有九三七四人，其中二二九
人是中將，九七二名少將，二七七三名上校，這些上校級以上軍事將領，大都
派兼大隊部官長職。黨（團）務人員方面，共調訓三四一四人，大都為各省市
黨（團）部幹事組員、及縣黨部書記以上的幹部。至於行政人員，合計五七九
八人，包含簡任八三○人、荐任三六三七人、委任五九四人及其他職等七三七
人。另外，教育人員有二六九四人，主要是中等以上學的一級行政主官。上述
資料見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一至三十一期學員分析統計表〉，
「表八─職級分等表」，引自《全宗號七二三：中央訓練團檔案》，723（ 1）/8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9 2 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各期受訓學員調集辦法〉，《訓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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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幹部為主。其中，三十至四十歲的學員就佔了六成以上，高

達 62%（見表 3-5）。省籍方面，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之籍貫分佈，

（表 3-5）黨政訓練班各期學員年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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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以下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歲以上

超過一千人以上的省份依序為湖南（二九七二人，12.5%）、四川（二

五六三人，10.6%）、江蘇（二四三三人， 10.5%）、廣東（二○一七

人，8.5%）、浙江（一九七二人，8.3%）、湖北（一五八二人，6.6%）、

安徽（一三三○人，5.6%）、河北（一二六六人，5.3%）、江西（一

一四六人， 4.8%） 93。由這份統計數據來看，顯然位居長江中下游

且行政區域規模較大、交通狀況較為良好的省份，被調訓至中訓團

的人數較多。而西藏、新疆、蒙古及台灣、東北等省份，或地處偏

僻交通不便，或早被日本人佔領國民黨勢力薄弱，所以被召訓的人

員較少。美籍學者 Julia C. Strauss 所言「中訓團只能直接訓練到未

被日軍佔領之地方其黨、政、軍幹部」的說法，是有幾分事實存在94。

另外，從受訓學員的出身背景來分析，黨政訓練班雖以“黨政”為

名，但其召訓的對象顯然不侷限於黨政幹部，而包含了各種領域，

訊》，第四（重慶：民國 28 年 9 月 25 日），頁 37。雖說黨政班選訓的幹部規定
年齡在五十歲以下，不過在各期的黨政班學員中，五十歲以上者仍有一七三
人，佔所有學員的 0 .7%。另外，黨政班雖規定招訓對象以男性為主，不過到了
民國三十二年應三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之請求，決定調訓婦女幹部，並於黨政班
第二十五期、二十七期及三十一期中，分批調訓。上述內容引自《復興關訓練
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71。
9 3 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一至三十一期學員分析統
計表〉，「表二─籍貫表」。
9 4 見 Jul ia C. Strauss，Xingzheng Sanl ianzh i and Xunl ian： Modes o f Governmen t
of Adminis tra t ion during the S ino-Japanese War，引自《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三（台北：民國 86 年 12 月），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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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為幹部訓練的“大熔爐”95。

就一般的行政流程，黨政班學員的調集程序大都是在各期開學

前兩個月由中央訓練委員會先將應訓人員的性質及數額分別通知各

主管機關。而各機關接到指示後，除指派受訓人員如期（逾期不收）

前往中訓團報到外，還得造具名冊送交中央訓練委員會 96。至於訓

練對象，黨政班開辦之初不是由蔣臨時指派 97，就是蔣指定籌備委

員陳果夫、朱家驊、陳誠等人於黨務、團務、政工人員中各選擇若

干人報蔣核准後入團受訓，並不是有計畫性地調集 98。不過，這種

情況在〈中央訓練團三年調訓計劃〉（見附錄十一）頒佈後有了改變。

根據中央訓練團所編的《復興關訓練集》一書說法，早在黨政班創

辦之初，蔣即有三年調訓計畫的念頭，但直到黨政班第二期結業後，

蔣才手令王東原及時任黨政班黨政教育處處長的朱家驊擬定具體計

9 5 確實，黨政班召訓的對象非常廣泛，並不侷限於黨務或行政人員。例如黨政
班第十一期還調訓了一一五名高考初試及格之財政金融人員。而這些高考及格
的人員在黨政班結訓後，還得轉入中央政治學校訓練五個月，並比照其黨政班
學員由侍三處負責聯繫指導。上述內容見〈侍從室第三處訂定高考財政金融人
員在中政校訓練期間通訊辦法〉，《中央訓練團團刊》，第三十五期（重慶：民
國 29 年 12 月 2 日），頁 421。
9 6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各期受訓學員調集辦法〉，頁 38。不過要說明的是，
黨政班成立初期的受訓學員並非完全由中訓會負責召集。像第三期海外黨務工
作人員，是由中執會秘書處調集。第四期教育行政人員，則由教育部分電陝、
甘、川、康、滇、鄂各省教育廳選送。上述內容見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教育
委員會編纂組，《黨政訓練班第一年訓練實紀》，「第一篇總論」，頁 31。
9 7 對於黨政班初期的選訓人員，蔣相關的手令甚多。像他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十七日即指示：「黨政班第三期，凡任戰幹團及各種訓練班主持人與訓委會委
員，皆令其入班受訓或任指導員為要」，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又下令「各
省秘書長與財建設各廳長亦應令參加黨政訓練班為要」（引自《復興關訓練集
〔上〕》，「團長手諭」，頁 2）。另外根據蔣〈籌筆〉資料，蔣在民國二十八年下
半年還曾分別電令陳誠及徐永昌等人，應調訓師以上政治部主任及候補武官到
黨政班受訓。見〈蔣中正電陳誠師以上政治部主任未受黨政班訓練者九月前應
召訓畢〉，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籌筆〉，「抗戰時期」，第二十四冊，
目次號： 53，《蔣中正檔案》；和〈蔣中正電徐永昌候補武官回國學員譯員須於
黨政訓練班受訓〉，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四日，〈籌筆〉，「抗戰時期」，第二十七
冊，目次號： 3，《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
9 8 就當時情況，黨政班開辦之初國民黨內有許多人很積極地爭取入團受訓機
會，因此紛紛透過管道向黨政班籌備委員說項。例如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
長的朱家驊就接到不下數十封以上請求推薦入團的請託信，像黃季陸、齊世
英、蔣復璁等人均曾受人之託寫過介紹信，向朱家驊推薦黨政班受訓學員人
選。而這此資料見於〈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二）：人事介紹與學員請示函〉，
《朱家驊檔案》，编號 124-（ 2） ~（ 3），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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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自第六期以後實施 99。是以黨政訓練班第六期以後學員的調

訓，除了二十九、三十期調訓中央各部會科長以上、次長以下人員，

三十一期調訓出國留學及考察人員，並不在三年計劃調訓之列，其

餘大致是依照此〈三年調訓計劃〉進行100。另外，黨政班的召訓對

象，還會隨著抗戰局勢的演變作調整。例如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

最高當局「深感戰事之失利不但由於軍事本身，且由於黨政各部門

之人事機構均欠健全，不能與軍事密切配合」，故訓練對象「以黨務

團務政工人員為主，行政教育人員次之」。但到了民國二十九年九

月，因滇緬、滇越交通遭封鎖，在「外援既斷，國際局勢又異常惡

劣，除自力更生，別無他道」情況下，黨政訓練班調訓對象改以「財

政金融經濟建設人員為最多」。而在開羅會議舉行後，中國國際地位

逐漸提高，與英美等國外交關係日益密切，所以特把外交、司法及

出國留學人員調集至黨政班受訓 101。是以黨政班的學員來源，並非

全是依照〈三年調訓計劃〉調訓而來，還有視戰局調整臨時核准受

訓及奉令交訓前來黨政班受訓者102。

事實上，不只學員的選訓方式有過變更，黨政班的組織也做過

調整。黨政班成立之初原本比照中訓團內其他訓練班有班本部編

制，設班主任一人，主任之下同樣有辦公廳，辦公廳之下有訓育幹

事會、黨政教育處、軍事訓練處及人事、經理、衛生、庶務各組。

其中，班主任一職因當時由蔣直接主持，故班主任虛懸未設。因此

9 9 蔣這份手諭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日發出的，手諭內容見《復興關訓練集
〔上〕》，「團長手諭」，頁 1。其實原先蔣的想法，「最好從黨政班第四期起即能
實施」，催促其應加緊籌備的腳步（頁 2）。不過，到最後顯然事與願違。
1 0 0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71。黨政班第二十九、三十
期之所以調訓中央各部會科長以上人員，係蔣所指示。蔣於民國三十一年電令
王東原、段錫朋稱：「凡中央黨政軍各部會自次長副部長以下、科長以上各人
員，皆應參加黨政班受訓，次長等可擔任指導員其餘為學員，希照此擬定整個
計劃呈報為要」。此電令引自《復興關訓練集〔上〕》，「團長手諭」，頁 3。
1 0 1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59~61。
1 0 2 在所有黨政班的受訓者中，有少部份學員像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
貽琦及竺可楨、金曾澄、孫元良等人的身份相當特殊。故這些人雖以「訓練委
員」的名義被召集至中訓團，但實際上仍是受訓。不過，考慮到他們的崇高身
份，所以在訓練上有許多禮遇。例如，不需要駐隊、不需穿軍服、不需每課必
到、不需受隊上官長的管束指揮，而集中住在團中勝景之一的「留園」。但是
他們仍須參加早晚升降旗、重要課目及每星期的記念週典禮，更甚者是蔣來團
點名時，他們也要排列在隊伍中待蔣唱名。上述內容見何瑞瑤，《風雲人物小
誌》（南京：宇宙風社發行，民國 36 年 12 月），頁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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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班務主要由辦公廳主任陳果夫負實際責任。不過，當黨政班第

二期自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遷回復興關團本部所在地訓練後，中訓

團團本部以黨政訓練班為「中訓團之主要工作」為由，取消了黨政

班班本部辦公廳，而將一切訓練事宜轉由中訓團團本部直接負責。

但是辦公廳下設的訓育幹事會、黨政教育處、軍事訓練處等單位，

卻遲至第四期才取消103。由於陳果夫係 CC 系的龍頭老大，而中訓

團團本部被認為是陳誠的勢力範圍，因此團本部取消黨政班辦公廳

之舉，不免被外界解讀為陳誠派與 CC 系的“鬥法”104。換句話說，

由陳誠人馬主持下的中訓團，裁撤黨政班辦公廳背後的意圖，是要

把 CC 系勢力從黨政班徹底排除出去。

針對上述派系鬥法說，從陳果夫當時日記的內容及其相關資料

來研判實在看不太出端倪，但以戰時國民黨派系競逐的激烈情形，

難免會讓人產生一些疑竇105。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陳果夫被解

1 0 3 見《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7~8。
1 0 4 馬繼周、魏錫熙、梁子青、董贊堯，〈中訓團內幕〉，引自《文史資料存稿
選編》，「軍事機構（下）」，頁 742~3。據梁子青等人的說法，黨政班自從南溫
泉中央政治學校遷回復興關，表面上的理由是集訓人數日益增多，原址不敷發
展，故需遷移。但事實上真正的原因是陳誠不願黨政班被放在南溫泉這個 CC
系的“老巢穴”，故建議蔣將黨政班遷回復興關。最後並利用陳果夫以無法同
時兼顧為由請辭辦公廳主任之機會，裁撤了辦公廳主任。關於 CC 系與陳誠人
馬在中訓團內的爭鬥情形，另見於王學慶著，《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吉
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年 3 月），頁 235~238。不過要說明的是，王學慶
的著書的錯誤極多，例如其把黨政班錯指為整個中訓團，而把陳果夫的職位錯
植為中訓團教育長，甚為離譜。
1 0 5 提到陳誠與 CC 系的爭鬥，據國民黨撤台後 CC 系大將梁肅戎的說法，國民
黨撤台初期陳誠在組閣後，「全力排擠 CC」。見梁肅戎口述，何智霖記錄，《梁
肅戎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民國 84 年 12 月），頁 77。不過，雖說陳誠
與 CC 間早有間隙，但陳果夫被解除黨政班辦公廳主任一職，就陳果夫當時的
日記來看，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是派系間的爭鬥，反而跟陳果夫個人的意願有
關。在陳果夫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他對訓練時間長達二十八天的黨政班似乎心
有餘而力不足。他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黨政班第一期結業當天的日記
裡，即提及「予身體太弱，祇可支持二十七天半」，故至結業日「精神已不支
矣」，甚為疲憊。而對於黨政班第二期起歸併中訓團一事，陳氏在其日記裡也
無任何怨懟。反而朱家驊及王東原二人於四月二十日當天曾拜訪陳果夫，希望
他再主持黨政班第二期的訓練，被陳果夫「以體未復元，加之歸併訓練團，無
名義可以主持」而回絕。陳果夫並稱，其回絕“幸得團長許可”，因此從資料
上這件事情與派系鬥爭是否有關，實在很難判斷。關於陳果夫的日記資料，引
自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67 年），頁 884。而 Jul ia C. St rauss
也認為就戰時國民黨的訓練其背後是否有派系競逐此一問題，事實上完全看不
到任何跡象的。見 Jul ia C. Strauss，Xingzheng Sanl ianzh i and Xunlian：Modes o f
Government o f Adminis tra t 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引自《中華軍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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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黨政班辦公廳主任職位，頗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味道。

因為陳果夫被解職後未久，即被任命為侍從室第三處（以下簡稱「侍

三處」）主任，不僅掌理全國人事調查、登記、考核、分配等事宜，

同時還兼管黨政班畢業學員的聯繫、督導及考核工作。另外，侍三

處還主導了中訓團內最受外界矚目的訓練單位學員之選訓事宜，那

就是為進一步培訓高級幹部，而開辦了黨政高級訓練班。

會會刊》，第三期（台北：民國 86 年 12 月），頁 580。



79

第四節 高級幹部的培訓
國民黨自廣州時期開始施行幹部訓練工作，其實即構思在訓練

一般幹部之餘，進一步培訓黨的高級幹部。聯俄容共時期組織部主

導的「國民黨學術院」及清黨後中央訓練部計劃設立的「中央高級

黨政訓練所」，都是以培訓高級幹部為宗旨。只是這些幹訓機構，或

成立時間甚短或根本未付諸實施，所以直到抗戰爆發國民黨高級幹

部的培訓工作仍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地步。因此，當中央訓練

團推動一般黨政幹部的訓練工作到一個階段後，國民黨當局即決定

在中訓團設置專責培訓高級幹部的訓練單位，那就是成立於民國三

十二年一月的「黨政高級訓練班」。

無論是從召訓對象抑或訓練內容來看，黨政高級訓練班（以下

簡稱「黨政高級班」）無疑是黨政幹部訓練班的延續。它的創設是蔣

在民國三十一年初有鑑於「抗建大業之艱鉅，與高級幹部之缺乏，

決于歷屆黨政班畢業同學中，挑選成績優良，品格純正，資歷相當

者若干人，予以適當時間之研究機會，以加強其主管機關之能力，

補充其領導辦事之學識」而決定籌辦的106。蔣最初構想是要在三年

之內訓練黨政高級幹部一千二百人，來肩負抗日與建國之雙重大

任。因此蔣特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電令侍三處主任陳果

夫、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政治部長陳誠、教育部長陳立夫、行

政院秘書長陳儀、中訓團教育長王東原、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杰

（兼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黨政工作考核

委員會秘書張厲生、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

布雷、中訓會主任委員段錫朋，及中央委員羅家倫、梁寒操、甘乃

光等十五人為黨政高級班籌備委員，並以段錫朋為召集人，在中訓

會內成立籌備委員會，同時比照黨政班開辦初期的做法，於中訓團

內設置班本部107。

1 0 6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8。關於蔣決定創辦黨政高級
班的時間，王東原則稱是「民國三十一年黨政政第十五期結業後，團長為國家
選拔人才，囑辦高級班」的。就黨政班各期的開辦時間來，黨政班第十五期的
訓練時間是在民國三十年五月至六月，而非民國三十一年，故王東原的說法應
是記憶有誤。上述內容見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1
年），頁 32。
1 0 7 程式、梅嶙高、張式綸，〈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成立及辦理經過〉，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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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高級班的班本部編制，成立之初同樣設置班主任一人，主

任秘書一人，下設教務、編輯、總務三組，另設獨立中隊負管理之

責。另外，講師、指導員、教官等，為表尊師重道概由團長聘任之。

至於班主任一職最初由張厲生擔任，鄭彥棻任主任秘書。但不久張

厲生調任行政院秘書長，故改由陳儀代理班主任職務。不過，到了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陳儀以事繁無法兼顧為由請辭，班主任一職仍

由張厲生復任。此次張厲生的任期，直到黨政高級班第二期開學前，

才改由王東原兼任。而和黨政班班本部的命運一樣，黨政高級班班

本部後來受到中訓團組織縮減的影響，也在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一日

被裁撤，高級班改直屬於中訓團團本部。故黨政高級班第三期開訓

時，所有的行政事務由團本部辦公廳負責，而教育事務一如黨政班

亦交由教育委員會直接處理108。

雖說黨政高級班一開始設有班本部，但是它主要負責訓練事

宜，至於學員的考選與班本部並無直接關係。事實上，早在黨政高

級班籌備階段，籌備委員會即已決議受訓學員的選調程序，是先由

侍三處提出候選名單，分發各主管機關長官加具意見，再經由籌備

委員會審核，呈報總裁兼團長同意後，方可入選黨政高級班受訓 109。

也就是說陳果夫主持的侍三處，實居整個黨政高級班學員選訓作業

的樞紐地位。

在編制上雖然只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個人的幕僚機構，卻被外

界直指為戰時中國真正「權力中樞」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長侍從室」（以下簡稱「侍從室」），其實溯源甚早110。早在蔣出任黃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編，《復興關懷念集》（台北：民國 70 年，國父實業計劃
研究會印行），頁 25。
1 0 8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48~9。
1 0 9 《復興關訓練集〔上〕》，「第一篇總述」，頁 75。
1 1 0 對於侍從室的地位，西方民國史學者早就注意到其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決
策運作過程時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認為侍從室不僅「凌駕於國民政府的正式
機構之上，掌握著無限的權力」，而且是「非正式政府的活動中心」，可謂是整
個中國政府真正的「決策核心」所在。而其所以能獲得如此大的權力，與蔣本
人“偏愛”通過侍從室行使他的職權有很大關係。上述內容見費正清主編，章
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頁 611。
蔣君章甚至指稱侍從室的性質其實可以和清代的「軍機處」相比擬。見蔣君章，
〈布雷先生的風範〉，《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台北：民國 65 年 3 月），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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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軍校校長時期，其官邸內即設有類似侍從室組織的辦公廳，負責

起草文件、翻譯電報、謄繕書信及處理機密重要文件，並負責官邸

及蔣的人身安全 111。侍從室的正式組建，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恢復設置後。不過，那時侍從室並沒有真正躍

上檯面，而是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侍從室」才組織出現112。此後

直到抗戰軍興，侍從室的權力與位階隨著蔣「黨政軍一元化」領袖

地位的確立和軍事委員會職權的擴增逐漸地提高，成為戰時中國政

府的決策核心所在113。侍從室的權限增加，其組織規模亦不斷擴編，

由最初的四個組擴充為二個處六個組、到最後甚至發展成三個處十

一個組。其中，陳果夫的侍三處成立最晚（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八日），

而它的設置，跟中訓團黨政訓練班有密切關係。

照陳果夫的說法，蔣的初衷不是要在侍從室內另成立一個第三

處，而是要陳果夫組織一個直屬於中訓團黨政訓練班，專門負責黨

政班畢業學員之聯繫、管理、督導、考核及調遷工作的「人事處」。

但是在陳果夫的力爭下，此一人事處改設於侍從室，亦即第三處 114。

而其職權也由專責黨政班結訓學員的督導、聯繫及通訊，進一步提

1 1 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蔣公侍從見聞錄》，（台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 8 6
年 5 月），頁 13。蔣任黃埔軍校校長時期的辦公廳，其編制有隨從秘書、侍從
副官、侍衛官等人。其中，邵力子、陳立夫二人先後以軍校秘書名義充當過蔣
的機要秘書。關於這點，見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
書局，民國 83 年），頁 46。
1 1 2 當時由林蔚任侍從室主任，下轄四組：第一組警衛，由軍事委員會特務團
團長王世和兼任組長，樓景樾任侍衛長，下設侍衛官與特務員；第二組秘書，
毛慶祥為組長；第三組調查記錄，由鄧文儀負責；第四組總務，陳希曾任組長。
此外，並有侍從參謀三人，為蔣獻策。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蔣公侍從見聞
錄》，頁 102。另外，關於南昌行營內設「侍從室」，有一說是當時行營秘書長
楊永泰所建議。以上內容見李海生、完顏紹完，《幕僚政治》（台北：周知文化
出版社，民國 84 年 5 月），頁 121。
1 1 3 侍從室位階的提升，主要是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當時蔣把原為「行營」
位階的侍從室拔高一格，並擴充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成
為蔣在軍委會內最重要的幕僚機構。見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軍事委員會（一）》，（台北：國史館印行，民國 85 年），頁 7。到了民國二十七
年一月，軍事委員會組織調整，蔣更進一步地把侍從室位階提高，而與軍委會
辦公廳同級，明定「由委員長直轄」，專責「在委員長駐留時與軍事委員會辦
公廳密切聯繫，掌機要之承啟轉達；在委員長行動時隨侍行動以資佐助」之外，
更陸續擴充侍從室的組織規模。關於此次侍從室組織的調整，引自張令澳，《我
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民國 84 年 7 月），頁 13。
1 1 4 徐詠平，《陳果夫傳》，頁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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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掌管全國人事的調查、登記、考核、分配等事宜。不過，黨政

班結訓學員的人事管理工作，還是侍三處的主要業務，此由侍三處

編制下各組的工作項目即可看得出來。

侍三處的編制，除陳果夫為主任外，副主任有兩人，其中一位

是羅良鑑，另一位最早由黃埔一期的劉詠堯擔任，但劉氏他調後由

同樣是黃埔一期的蕭贊育接替。主任、副主任之下設有四個組，依

照侍從室第一、二處之組序排列，分別為七、八、九、十組。其工

作業務分別：第七組主管人事「調查」，第八組「登記」，第九組「考

核」，第十組「分配」。這四組之外，另有一個專責與中訓團畢業學

員通訊聯絡小組附屬在第九組內 115。此一通訊聯絡小組在民國三十

年三月正式擴編成為一個組，名為第十組，而原第十組則改為第十

一組116。到了民國三十三年，由於黨政班畢業學員人數越來越多，

通訊聯絡事宜「業務日繁」，單靠侍十組人力「深感莫可搘展」，故

在陳果夫的建議下，蔣將侍十組擴編為「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畢

業學員通訊處」，專司黨政班畢業學員聯絡事宜117。侍三處編制下的

這五個組所掌管之人事業務，雖強調是以全國黨、政、軍各機關團

體學校的成員為對象，但其工作還是以中訓團黨政班的畢業學員為

主，像後來擴編為「通訊處」的侍十組，就是針對黨政班畢業學員

而設置的。事實上不單第十組，其他各組業務也大都和黨政班有密

切關係。例如主管人事調查的第七組，在各省市地方調查的首要對

象，就是黨政班畢業學員118。主管「登記」以供應人事資料泉源的

1 1 5 見李海生、張敏，《民國兩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頁 334~6。
1 1 6 見〈侍仁書字第 3600 號：侍三處致侍一、侍二處通知函〉，民國三十年三
月十一日發文，《全宗號七六二：侍從室檔案》，762/874-201，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藏。其原文如下：「委座准將第九組內關於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之通信指
導部份，劃出增設一組名為第十組，原第十組改為第十一組」。要特別說明的
是，外界常誤以為增設的一組為第十一組。
1 1 7 上述內容見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陳果夫「書字第八四五○四字」函件，引自
〈中央訓練團黨政畢業班學員軍事委員會指員所轄一一八通訊小組（重慶）活
動概況、同學錄及會議記錄〉，《全宗號七二三：中央訓練團檔案》， 7 23（ 4）
/1027-6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 1 8 曾在侍七組服務過的金克和即宣稱，該組業務就是以「中央訓練團中心，
對每每個參加受訓的人，都按學行能，普遍調查製為檔案」為主。見金克和，
〈懷念果夫先生的話〉《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台北：民國 65 年 9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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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組，所登記的人才也大都是黨政訓練班的學員。另外，主管「考

核」的第九組，其第一項工作即是針對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的考核
119。正因為黨政班畢業學員的調查、考核與聯繫主要是由侍三處負

責，因此當蔣決意從歷屆黨政班畢業同學中挑選成績優秀者至黨政

高級班繼續深造時，黨政高級班學員的選訓工作自然就落在侍三處

身上。但問題是，陳果夫身為 CC 系的領導人，再加上侍三處的人

事如同陳誠人馬佔據中訓團組織般，成員幾乎都是陳果夫的班底
120，使得侍三處主導下的黨政高級班學員選訓工作，一開始就得不

到各派系的信任 121。而這也對未來黨政高級班學員畢業後的任用問

題，先蒙上了一層陰影。

1 1 9 上述內容見〈侍從室業務會議通報及會議記錄─侍從室第一次業務考核會
議第三處工作報告（此標題為筆者自加）〉，民國 32 年 5 月 31 日，引自《全宗
號七六二：侍從室檔案》，762/22-22~2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藏。侍從室此一業
務考核會議，係依據蔣〈機秘甲第 8378 號手令〉的指示召開。會議時間定在
每星期二晚上，出席人員除侍從室相關人員外，並輪流約集中央各部會署次
長、副部長、副署長等一二人出席會議。關於蔣〈機秘甲第 8378 號手令〉，同
樣引自《全宗號七六二：侍從室檔案》（ 762/2 2 -1 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 2 0 就侍三處編制人員來看，侍三處如同陳誠在中訓團的情況般，其重要成員
多與陳果夫關係密切，各組正副組長不是出身於中央組織部調查處處長、中央
調統局秘書（第七組組長濮孟九）、中央宣傳部科長（第九組組長羅時實）這
些由ＣＣ份子長期把持的單位，就是擔任過江蘇省政府秘書（第八組副組長何
仲簫）、中央政治學校蒙藏學校主任（第十組組長吳鑄人）等陳果夫主事過的
機構。除此之外，許多人更被外界視為陳果夫的長期追隨者，如第八組組長姜
超嶽、第九組副組長梅嶙高等人均是。甚至被陳果夫指為並非派系人物，而是
「生性澹泊學者」的侍三處副主任羅良鑑（見徐詠平，《陳果夫傳》，頁 627），
其實也是陳果夫擔任江蘇省主席時的省府委員。此外，侍三處編制內的人員，
以籍貫來看，浙江、江蘇兩省的人最多；從經歷來看，曾在江蘇省政府服務過
的人不在少數，似乎都和陳果夫個人的出身及經歷（陳果夫乃浙江吳興人，且
主過蘇政四年）脫不了關係。關於侍三處人員的履歷資料，見〈侍從室官佐簡
歷冊及動態表〉，《全宗號七六二：侍從室檔案》， 762/87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藏。
1 2 1 侍三處內負責黨政高級班學員挑選工作的羅時實（原為第九組組長，民國
三十年改兼第十一組組長）就說，他在列席國民黨中常會報告黨政高級班學員
的候選人選時，就「看到幾位（出席委員）露出一種仇視兼帶譏諷狀態」。見
羅時實，〈花谿憶語〉，引自黃翰章編，《花谿結緣三十年》（台北：作者印行，
民國 58 年），頁 7。事實上，陳果夫對各派系不信任侍三處之情況了然於胸，
也嘗試予以化解。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侍三處其中一位副主任，都是由黃
埔軍校出身的人出任─先是劉詠堯，後由蕭贊育接任。陳果夫的用意誠如蕭贊
育所言，不外乎是希望藉此安排，「協和黨團與文武之間的感情與合作，以謀
求今後全國之團結與統一」。只是，陳果夫的努力從事後看來，似乎是付之流
水了。關於蕭贊育的說法，見蕭贊育口述，蔣京訪問，《蕭贊育先生訪問記錄》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1 年 11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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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高級班學員既然由侍三處負責挑選，再經籌備委員會審

核，那麼侍三處或者高級班籌委會是否也制定一個類似於黨政訓練

班「三年調訓計劃」的選訓辦法？針對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但

是黨政高級班學員的選訓，大致有一個選拔標準。包括在學經歷方

面，必須國內外大學或軍官以上學校畢業，文職簡任、武職上校以

上人員。至於年齡，須在三十二歲以上，服務超過十年且服務成績

最近每年有三次八十分以上者 122。除此之外，品德才能、學識體格

和該人選條件能否配合急要業務部門等，也都是考核的重點。不過

更重要的是，候選人必須是黨政訓練班畢業的學員，而且受訓成績

在八十分以上。像黨政高級班第一期係就黨政班第一期至第十期的

畢業學員中選拔，而第二期則由黨政班第十一期至第二十期畢業學

員中遴選 123。雖說高級班學員規定須自黨政班畢業，不過也有少部

份學員來自中訓團內其他訓練單位，如第三期學員馬星野及李繼淵

就分別來自新聞研究班及黨政軍人事管理訓練班，而非黨政訓練

班。甚至還有高級班學員，根本就沒有在中訓團參加過任何訓練，

也被選送到高級班受訓。只是非黨政班畢業的學員，在程序還須註

明保荐人以示慎重 124。而無論是黨政班畢業學員抑或黨政要員推荐

1 2 2 另據周開慶（黨政高級班第二期學員）的說法，侍三處對高級班學員的選
調，「為求均衡發展起見」，調訓名額會「依據全國省市地區人口的大小多少，
作適當的分配」。見周開慶，《健廬憶語》（台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 63 年
12 月），頁 120。周氏的說法參照高級班學員名冊，似有這種傾向。舉高級班
第一期為例，受訓人員裡以江蘇省籍最多（ 27 人），湖南人其次（ 18 人），這
兩省算是人口比較多的。至於第二、三期，仍然以江蘇籍的學員最多（ 19 人及
18 人），浙江人其次（ 18 人及 12 人），湖南人第三（ 14 人、 16 人），同樣跟人
口數成正比。不過，黨政高級班的學員主要選自黨政班，而長江中下游的省份
原本就調訓的最多，故江蘇、湖南二省人員入選的機率本來就比較高。只是當
時負責高級班選訓工作的侍三處主任陳果夫曾主持過蘇政，此種巧合，不免有
瓜田李下之嫌，而引發他人不當聯想。關於黨政高級班各期學員的名單，見中
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第一二三期畢業學員名冊》（重慶：中央訓
練團印行， 1945 年，孫逸仙圖書館藏）一書。
1 2 3 程式、梅嶙高、張式綸，〈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成立及辦理經過〉，頁 25~7。
必須要注意的是，高級班第一期調訓黨政班一至十期優秀學員，第二期調訓十
一至二十期的規定，只是一個“原則”，並不是沒有例外，其實也有黨政班一
至十期的優秀學員遲至高級班第二期時才被召訓。例如黨政班第三期最優秀的
學員繆培基、汪一鶴兩人，就是高級班第二期的學員。關於繆、汪二人的考核
資料，見〈中央訓練委員會職員錄及該會重要工作週報〉，《全宗號七二三：中
央訓練團檔案》， 732/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 2 4 例如黨政高級班第三期增調的學員（主要是以黨政班第一期至第二十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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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旦雀屏中選，中訓會就會依據調訓名冊，分別開明調訓人員姓

名、職務、報到開學日期及訓練期間，函請相關主管機關（非現職

人員則免），並逕行通知調訓人員查照，這跟黨政訓練班只函電主管

機關有所差異。高級班學員調訓程序與黨政班另一不同處，是入選

高級班學員「非確因特殊事故，不得聲請請緩」。此外，調訓人員在

訓練期間原任職務，「主管機關應予保留，原支薪金照常發給」的作

法，也比黨政班調訓辦法僅規定黨政班學員「在受訓期內及受訓後

六個月，非因過失不得藉故停職」要優渥得多125。

黨政高級班自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八日創班至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結束班務為止，一共開辦了三期（見表 3-6）。其中第一期

於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八日正式開學，當年七月十一日訓練期滿畢

業，如余紀忠、左曙萍、金德洋、莫萱元、郭紫峻、賀楚強、趙普

炬、谷鳳翔、沈清塵等人都是第一期的畢業學員。由於第一期訓練

期間，「國防研究院」第一期亦在同一地點施訓，文武兩大高級幹部

訓練工作同時會合於關上，堪稱復興關訓練之最盛時期 126。第二期

則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九日開學，六月二十五日結業。本期畢業的

學員跟第一期類似，雖涵括黨政軍各界，但是金融人士較第一期多。

而本期畢業的學員中，較為知名的有周開慶、查良鑑、谷春帆、邵

毓麟、劉季洪、黃朝琴、薛光前等人。至於第三期原本是訂於民國

畢業為主要對象）中，時任侍從室第一處少將參議的周煒方就非黨政班畢業學
員，而其加註的保荐人就是蔣介石本人。上述內容引自〈黨政高級訓練班第三
期增調學員名冊〉，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會） 5 .3 /255 .8，鉛印文件，
黨史館藏。另外，黨政高級班第二期的查良鑑也並未參加過黨政班的受訓，而
直接調訓高級班。而其推薦者據查氏本人探詢結果，是陳果夫及段錫朋二人。
上述資料見查良鑑，〈念復興關〉，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編，《復興關懷念集》，
頁 193。
1 2 5 見〈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班調訓辦法〉，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修訂，引自
〈訓練通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本（重慶：民國 32 年 11 月 1 日），頁 8。
至於黨政高級班及黨政班調訓辦法的差異，引自《復興關訓練集〔上〕》，「第
一篇總述」，頁 86~91。
1 2 6 提到抗戰時期的「國防研究院」，同樣由蔣親自兼任院長，王東原擔任主任，
僅辦一期。其訓練時間從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三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時間長達一年。至於學員，人數僅四十三名，主要是召訓陸海空軍優秀將校及
部份研究國防事務的文職高級專門人員。而學員結業後，大都以駐外武官名義
派赴世界各國考察一年，在民國三十四年陸續回國，是戰時國民黨最重要的軍
事幹部訓練機構之一。關於重慶國防研究院，見魏汝霖，〈重慶國防研究院成
立及辦理經過〉，引自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編，《復興關懷念集》，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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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各期開辦情況一覽表
期別 訓練時間 受訓人數 學員來源 備註

第一期 1943.1.8~7.11 153 人
由黨政班第一期至第十期畢業學員中
選拔三百人，提付籌備委員會審核。

原訂訓練時間
為一年，後改為
九個月。嗣因受
訓人員各有重
要工作，最後定
案為六個月。

第二期 1944.1.9~6.25 147 人

由黨政第十一期至第二十期結業學員
中遴選。另外，奉蔣指示應先顧到各
急要部門幹部之訓練，因此各急要部
門二年來考績最好及任職成績最佳
者，優先錄取。故本期學員有多名非
黨政班畢業學員。

此時班主任因
張厲生辭職，改
由王東原兼任。

第三期 1945.3.4~7.23 129 人

主要從黨政班第二十一期至第三十一
期結業優良的學員選拔，此外亦增調
黨政班第一至第二十期畢業學員受
訓。

第三期原訂民國
三十三年十月一
日開學，後因故
展延至次年三月
開辦。

*上述資料參考自程式、梅嶙高、張式綸，〈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成立及辦理
經過〉，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編，《復興關懷念集》頁 25~7。

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報到，十月一日開學。嗣以中訓團舊址在蔣

授意下改辦特種幹部訓練（即羅卓英主持之「桂林西南軍官訓練

班」），受限於房舍不足而展期至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始行報

到，三月四日開學，預計九月中旬畢業。不過，因抗戰行將勝利，

故提前於七月二十三日畢業。第三期的學員除選調黨政班第二十一

期至三十一期結優良的學員之外，為了避免掛一漏萬之失，還增調

了黨政班第一至第二十期優秀學員，其中像馬星野、吳兆棠、蕭至

誠、鄧繼禹、張金鑑、楊玉清、屈卓吾等人都畢業於第三期 127。而

黨政高級班第三期畢業未久，日本即宣佈投降，在國民黨中央忙於

淪陷區接收復員及還都事宜情況下，中訓團團本部亦決定遷回首都

南京，黨政高級班的調訓工作至此亦告一段落，正式地劃下了休止

符。

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國民黨內的幹部訓練在蔣於南嶽軍

事會議上提出「訓練重於作戰」的口號下，無疑地進入了一個新的

階段。從中央到地方，莫不把幹部訓練工作視為當務之急，而中央

訓練團正是國民黨中央推動戰時幹部訓練工作的主要機構。雖說中

1 2 7 見中央訓練團，《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第一二三期畢業學員名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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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訓練團的訓練工作負有“收編”、“中央化”等政治意圖，但團

內一些訓練班所培訓出來的幹部，對當時某些急務部門的確幫助不

小。而在中訓團所開辦的訓練班中，黨政訓練班無疑是最重要的訓

練單位。其地位之重要，不僅表現在該班辦理的期別及學員人數上，

也表現在蔣的期許態度上。在蔣心目中，中訓團黨政班的訓練不僅

「是整個的黨和黨員個人，起死回生，復興革命，最後一次的機會」，

甚至「我們抗戰建國的成敗，和國家民族的興亡，以及黨和黨員個

人的榮辱生死，都要看這次訓練能否發生成效」來決定 128。蔣如此

看重黨政班的幹部訓練工作，居然把它和國家未來的命運連結在一

起，不禁讓人對這個幹部訓練單位的訓練方式感到十分好奇，到底

蔣介石在戰時是如何訓練黨的中堅幹部，都是我們下一章節所要討

論的重點所在。

1 2 8 蔣介石，〈黨政訓練班創辦之意義與黨政人員當前的急務〉，《言論總集》，
卷十六，頁 112。這是蔣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在中訓團黨政班第一期開學
典禮上的講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