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及參考書目
一、檔案
(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
第三十七函：黨工人員被捕及獲救脫險(馬元放等)
第三十七函：江蘇黨務 敵情及匪情
第三十七函：江蘇黨務 黨務工作報告
第三十七函：江蘇黨務 人事 控葛建時案
第五十五函：上海黨務(一) 何世楨、陳中孚報告
第五十六函：上海黨務(二) 蔣伯誠、吳開先報告
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三) 吳紹澍報告
第五十八函：上海黨務(四) 蔣伯誠、吳開先經費
第五十九函：上海黨務(五) 滬新聞界
第五十九函：上海黨務(五) 滬統一委員會人選問題
第五十九函：上海黨務(五) 四行孤軍
第五十九函：上海黨務(五) 滬同業工會
第六十函 ：上海黨務(六) 納稅會華董改選問題
第六十函 ：上海黨務(六) 滬郵政局
第六十函 ：上海黨務(六) 滬金融界
第六十函 ：上海黨務(六) 滬法院
第六十函 ：上海黨務(六) 三戰區滬辦事處
第六十一函：上海黨務(七) 京滬附逆
第六十一函：上海黨務(七) 京滬陷害
第六十一函：上海黨務(七) 作風
第六十一函：上海黨務(七) 策動反汪
第六十一函：上海黨務(七) 吳開先被捕
第六十二函：南京黨務(一) 敵後工作報告(一)
第六十二函：南京黨務(一) 敵後工作報告(二)
第六十二函：南京黨務(一) 敵後工作報告(三)
第六十三函：南京黨務(二) 派李秉善入京工作並撥給旅費
第六十三函：南京黨務(二) 調查蔣芳耕(化名姜全勝)被敵偽所捕及脫逃經過
第六十六函：平津黨務(二) 平津黨務工作報告(包括一般人事經費等)
第六十七函：平津黨務(四) 北方雜件 符定一(曾任吳佩孚幕僚)個人卷
第七十一函：華北黨務(四) 陸昭報告敵情及晉閻、汪政權情況
第七十二函：華北黨務(五) 陸昭、吳世仁(即王若僖)報告 策動德王、李守信、韓雲階
第七十二函：華北黨務(五) ：王若僖報告 爭取靳雲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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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函：北方情報 (日軍及汪偽政府)
第七十八函：京滬情報 (日軍及汪偽政府)(一)
第七十九函：京滬情報 (日軍及汪偽政府)(二)
第八十函 ：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第八十函 ：北方制裁(制裁漢奸)
第八十函 ：北方附逆
第三百一十二函：人才人事 任卓宣、任改之、任家驊、任榮程、任泰、任西萍
第三百七十九函：人才人事 徐之圭、徐錫華、徐繼莊、徐謨、徐象樞、徐達行、徐恩曾
第四百八十二函：人才人事 蔣夢麟、蔣作賓、蔣志英、蔣伯誠、蔣鼎文、蔣漢誠
第四百八十二函：人才人事 蔣中正、蔣宋美齡、 蔣經國、蔣緯國
第三百八十七函：人才人事 馬衡、馬超俊、馬元放、馬洗繁、馬步青
第四百九十七函：人才人事 姜豪、姜琦、姜夢麟、姜壽春、姜立夫、姜卿雲、姜亮夫

(二)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特種檔案》
上海特別市黨部工作報告 (一二八事變之後)

類006

號1

上海特別市黨部在抗戰期間之工作報告

類006

號23

考核中央宣傳部二十九年度工作成績報告簡表戰地宣傳完成機構

類006

號52

(民國三十年)浙江省黨部工作報告－諜報工作報告

類006

號74

淪陷區黨政軍工作及聯繫－戰地黨務改進要點草案

類006

號107

調統局情報卷

類009

號13

敵偽治安肅清綱要對策－翻印偽鈔

類009

號14

偽特工主腦黃公潔捕獲經過情形

類11

號19.17

林卓夫案主兇黃公潔鄭逸應明正典刑

類11

號19.18

前派人擬處置黃逆公潔誤擊中黃輪

類21

號1.118

偽粵省長陳逆耀祖被擊斃

類21

號1.121

黃公潔返粵與黃祥亟謀對我方不利

類21

號1.123

黃逆公潔供詞中有關敵偽在澳佈置要點

類21

號1.94

朱家驊上總裁報告(關於改組上海市黨部經過)

類27

號38

沈星藩致吳鐵城電(報告吳開先被偽押解情形)

類29

號5.23

朱家驊致吳鐵城電(吳開先仍押於吳縣偽蘇州特工站)

類29

號6.4

馮有真致吳鐵城等電(報告葛主委現由偽方拘押中)

類29

號6.7

吳紹澍致吳鐵城電(吳開先現已可局部自由)

類29

號6.9

吳紹澍致朱家驊吳鐵城電(滬台通報被敵破壞及同志被捕情形)

類29

號7.9

關於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在滬被捕情形案

類30

號200

蕭同茲致吳鐵城函(吳開先已由偽方釋放)

類29

號6.10

日人運動吳佩孚案

類30

號280

蕭叔宇附逆被發覺後畏罪自戕辦理經過

類30

號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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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省黨部主委葛建時等被敵偽截捕案

類30

號540

日本特務機關在中國

類715

號107

廣東偽組織關於汕市府破獲抗敵組織案件

類715.1

號284

偽廣東省政府處理偽省長陳耀祖被刺檔案

類715.1

號347

蕭叔宇通敵附逆

類 715.1 號323

(三)國史館藏有關檔案
(1)蔣中正總統檔案
a.籌筆
抗戰時期 分類號2010.3 序列號4450.01 冊號25
目次號5

蔣中正電杜月笙酌量接濟許崇智並詢代發接濟費數目以便歸還

目次號44

蔣中正電杜月笙代送許崇智法幣一萬元

b.革命文獻
偽組織動態 抗戰時期
分類號2020.3 序列號4450.01 冊號3
目次號67

戴笠呈蔣中正陳公博等潛赴日本消息及陳自殺受傷斃命

目次號70

商震致斯特拉邁日總聯絡部報稱陳公博等七人決解送擬派機逮捕回國

目次號71

何應欽電蔣中正將陳公博等解回南京通候處置並封鎖消息

分類號2020.3 序列號4450.01 冊號27
目次號21

陳公博電蔣中正電陳南京國民政府經於十六日解散

分類號2020.3 序列號4450.1 冊號3
目次號69

周佛烸呈蔣中正偕同丁默村羅君強等人來渝投案靜候處份

目次號20

蔣中正電宋子文聞汪兆銘此次赴日陳公博反對請與之聯繫或勸彼赴歐

目次號65

陳公博電請示軍事佈置

c.特交檔案
軍事:特種情報
檔號080102 第034卷
光碟編號08A-00492(002-080102-034-001) 戴笠上海電(軍委會辦公廳機要室電報)
光碟編號08A-00493(002-080102-034-001) 戴笠呈蔣中正軍統殉職者名單
光碟編號08A-00493(002-080102-035-001) 戴笠呈蔣中正軍統殉法者名單
光碟編號08A-00493(002-080102-036-001) 戴笠呈蔣中正已停止對偽中儲行員之制裁
光碟編號08A-00493(002-080102-036-003)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會議內外勤人
員名冊
光碟編號08A-00493(002-080102-037-001) 戴笠呈蔣中正上海支團部幹部多名投逆
檔號080103 第028卷
光碟編號08A-229 戴笠呈香港王之光情報－關於萱野所談和平基本原則(民國28年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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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080103 第029卷
光碟編號08A-229 戴笠報告－張治平與日方的接觸
光碟編號08A-230 戴笠報告－張治平與日方接觸經過
檔號080103 第030卷
光碟編號08A-01198 戴笠報告－張治平與日方接觸經過

(2)侍從室檔案
1000083042

李士群

10000001478

蔣伯誠

1000000757

陳恭澍

1000000785

朱家驊

1000099259

程克祥

1000100269

徐恩曾

1000097785

吳紹澍

1000051208

馮有真

0000000879

吳開先

1000098707

戴笠

0000002433

周佛海

00000003731

程克祥

0000003679

徐恩曾

0000003149

(3)個人檔案

陳素

(4)抗戰史料
檔號0160.52
微卷號26

檔號0160.52
微卷號406

1833.66-03
頁367-371

高宗武陶希聖在港揭發汪日賣國密約

3124.01-01
頁1775

上海報業公會否認偽報發表之擁汪通電及汪派投函恐嚇

情形

檔號0160.52

3124.02-01

微卷號406

頁1847-1851

高宗武陶希聖等人出走情

微卷號406

頁1852

陳公博高宗武陶希聖離上海原因

微卷號406

頁1891-1896

汪偽府改組李士群動態

微卷號406

頁1897-1898

汪偽府改組之經過與幹部角逐情形

檔號0160.52

1833.71

微卷號27

頁399-4041

汪逆拉攏新聞文化兩界

微卷號27

頁6-75

中統呈送阻止吳佩孚出任傀儡工作經過專報一冊

(5)國民政府檔案
檔號1031

3132.01-03

微卷號440

頁367-369

吳開先報告汪兆銘在滬發動組織工作

微卷號440

頁381-401

汪兆銘在河內遇刺相關電文

微卷號440

頁434

杜鏞電侍從室報告約晤高宗武談話情形

微卷號440

頁460-476

鄭亦同電侍從室報告汪系活動近情

微卷號440

頁528-533

金濟美函呈侍從室條陳擬進行除汪工作及請示各點

微卷號440

頁536-538

趙億函呈侍從室願任刺汪工作

微卷號440

頁493-497

葉楚傖呈報汪兆銘在滬收買輿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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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上海檔案館編，《日本帝國主義侵略上海罪行史料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年7月第一
版)。
干國勳等著，
《藍衣社 復興社 力行社 》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3年11月卅日初版)。
中共上海市黨委史研究室編，《潘漢年在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年12月第一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
《中華民國重要史料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六編 傀
儡組織(三)(四)》(台北: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年)。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
《周佛海獄中日記(1947年1月－9月)》(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年9月
第一版)。
天字第一號編著，《七十六號本紀》，(上海:青年文化出版社，民國37年1月初版)。
尤偉華，
《中統特工秘錄》
，(南京: 江蘇文史資料編輯部，1991年9月)。
王立民，
《上海租界法制史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年9月第一版)。
王光遠、姜中秋《汪精衛與陳璧君》，(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2年2月北京第一版)。
王建平，
《民國史上最醜陋的中國人－七十六號窟主李士群》
，(台北:韜略出版社，民國85年)。
王朝柱，
《諜海奸雄－土肥原賢二秘錄》
，(吉林:吉林人民出版社，1996年12月)。
古僧編，
《戴笠將軍與抗日戰爭》
，(台北:華新出版有限公司，民國65年5月20日)。
民國春秋編輯部，《民國要案尋踪》，(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年10月第一版)。
田聞一，
《黑幕:1938年的權力高層》，(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年4月第一版)。
安慧編，
《夢幻石頭城：汪偽國民政府實錄》，(北京:團結出版社，1995年10月第一版)。
年維佳，
《蔣介石的殺手鐧－軍統》，(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年10月第一版)。
朱傳譽主編，
《戴笠傳記資料(1)(2)(3)(4)(5)(6)(7)(8)》，(台北:天一出版社，民國74年初版)。
吳圳義編著，
《上海租界問題》，(台北:正中書局，民國70年2月台初版)。
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
《吳佩孚先生集》，(台北:大中書局，民國49年3月20日出版)。
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北:綜合月刊社，民國62年)。
李盈慧，
《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
，(台北: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92年3月)。
杜英穆，
《一代人傑戴笠》
，(台北:名望出版社，民國76年11月)。
沈立行，
《叛逆人生:大上海1937-1949》
，(北京:團結出版社，1995年10月第一版)。
沈雲龍主編，
《近代中國史叢刊續編－杜月笙先生紀念集》，(台北:文海出版社，民國65年2月
影印版)。
沈醉，
《軍統內幕》
，(北京:新華書店，1985年2月第二版)。
良雄，
《戴笠傳(上)(下)》，(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9年7月30日再版)。
周正編，
《黑幕上海灘》，(北京:團結出版社，1995年2月第一版)。
周佛海《周佛海回憶錄》，(台北:龍文出版社，民國82年3月15日初版)。
明暘主編，《圓瑛法師年譜》，(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年8月第一版)。
邵銘煌，
《汪政權之建立及其覆亡》(臺北: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民國79年6月)。
金雄白，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2)(3)》，(台北:李敖出版社，民國7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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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韋編，
《日本與汪精衛政府》(出版項不詳，1939年7月)。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錄(1)(2)(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年7月第一版) 。
姚曉夫，
《上海的守護神－謝晉元傳》，(台北: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1年11月30日初版)。
胡蘭成，
《今生今世(上)》
，(台北:遠流出版社，民國79年9月16日初版一刷)。
唐縱，
《唐縱失落在大陸的日記》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年3月20日出版)。
徐恩曾，
《我和共黨鬥爭的回憶》
，(出版項不詳)。
柴夫編著，《中統頭子徐恩曾》，(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年4月第一版)。
秦孝儀，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北: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金會，民國91年12月25日)。
馬嘯天、汪曼雲遺稿，
《汪偽特工內幕》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年12月第一版)。
國防部情報局編著，
《戴雨農先生全集(上)(下)》
，(台北: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年10月初版)。
張文等著，《特工總部─中統》，(出版項不詳)。
張令澳，
《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北: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年7月初版)。
張霈芝，
《戴笠與抗戰》，(台北:國史館，民國88年3月初版)。
張露生編著，
《舊上海十大交際花》，(瀋陽:瀋陽出版社，1995年1月第一版)。
曹華編，
《民國殺手春秋》
，(北京:團結出版社，1994年8月第一版)。
陳布雷，
《陳布雷回憶錄》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56年1月1日初版) 。
陳立夫，
《成敗之鑑－陳立夫回憶錄》，(台北:正中書局，民國83年6月台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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