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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中的抗戰群
像──「蔣介石
與抗戰時期的中
國」學術研討會
紀要

緣起
本系列會議之緣起，係自 2006 年起史
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開放《蔣中正日
記》，為近代史研究注入新材料後，兩岸與
海內外民國史研究逐漸掀起新一波高潮。有
鑑於此，2007 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邀請
呂芳上教授主持「《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
稿本》讀書會」，以國內學者及研究生為主
要成員，亦間有來臺訪問的海外學人與會，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遂慢慢成長為海內外學者的民國史及「蔣研
究」交流平台。每月 1 次的讀書會至今年
（2013）10 月已舉行 51 次，為國內讀書會
少見的長青樹，足見成員們持之以恆的參與
熱誠。
不過例行讀書聚會囿於討論時間僅 3 小
時，已遠無法滿足成員們的需求。是以讀書
會於 2010 年假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召開第一次「蔣介石人際網絡研究」會議；
2011 年於花蓮理想大地度假村舉行第二次
「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會議（詳見本期刊
第一期）。兩次會議後均將會議論文及討論
紀錄付梓，先後出版《蔣介石的親情、愛情
與友情》（2011）及《蔣介石的日常生活》
（2012）二書，廣獲海內外研究者與一般讀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

者好評。其中《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出版僅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人文中心假

半年一刷便告售罄，近期並有香港、北京等

宜蘭明池山莊舉行「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

地出版社陸續洽詢出版合作，由此可知讀書

會。兩岸學者及研究生 34 人與會，宣讀論文 19 篇，且舉
行兩場綜合座談會。會議並規畫出版論文集及下年度新主
題，期盼賡續強化海內外民國史與蔣介石研究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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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探討的議題實能引起大眾讀者們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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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與實踐〉，討論戰時蔣介石如何決定外交方
針，特別是 1940 年代初期蔣決定將採親美

今年（2013）是讀書會第三次會議，有

原則，這對中國戰爭後期、戰後乃至冷戰時

別於前兩回聚焦在人際網絡及日常生活等柔

期的國家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第三篇是社科

性議題上，本次有意地回歸到傳統史學研究

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張靜宣讀的〈蔣介石與

的政治、外交及軍事等領域，因此以「蔣介

抗戰時期的國民外交——以中國太平洋國際

石與抗戰時期的中國」作為會議主軸。會議

學會戰時活動為中心〉，中國太平洋國際學

於 6 月 26 日下午在宜蘭明池山莊召開，一

會是一個總部在美國的民間學術組織，以亞

共安排六個場次的討論會。開幕式由國立政

太地區政經文化為研究內容。作者指出該學

治大學文學院院長周惠民及北京社會科學院

會中國分會雖希圖與總會保持互動獨立性，

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主持，致詞中周

但在國民政府介入後成為政府與美國學界人

惠民回顧兩岸學者近年來密切的交流，培養

士溝通的非正式管道，最終使得中國分會

了深厚「革命情感」，對近代史研究產生積

於 1950 年與總會決裂並解散。最後是國史

極正面的影響；汪朝光則談到過去兩次會議

館纂修吳淑鳳宣讀〈中國抗戰下的澳門角

普遍獲得學界肯定，論文集出版也引起很大

色〉，指出抗戰期間葡萄牙為中立國，故澳

迴響，提供史學研究面向社會大眾的良好機

門並未受到戰爭破壞，然而隨著葡國立場轉

會。

變，澳門逐漸傾向日本，配合日本種種要求
開幕式後，由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唐啟

限制居澳華人行為，這也導致戰後中國對葡

華主持第一場討論會，主題圍繞著戰時外

要求收回澳門權利的主張，也引起對香港主

交工作之開展。首先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

權的討論，構成中英交涉的複雜局面。本場

宣讀〈蔣中正、開羅會議與戰後東亞新秩

4 篇文章圍繞戰時複雜的外交關係，討論中

序的形成〉，開羅會議是近代中國首次參

處處可見國際政治與國家實力的絕對關係，

加的元首高峰會，為國史重要里程碑，本文

因此儘管政府當局苦心操作，但在現實條件

以《蔣中正日記》中關於會議開會前後的紀

下亦難以在戰後局勢中脫困而出。

錄，指出這種「大國夢」與當時中國國力的

第二場討論會由周惠民主持，集中討論

巨大落差，從字裡行間可以深刻感受到弱國

抗戰時期派系互動的問題。本場討論由社科

領導人與大國外交折衝之戒慎恐懼，這是過

院近史所副所長金以林報告〈蔣介石與政學

往探討開羅會議成就時甚少提及的。其次，

系〉揭開序幕，文中利用《蔣中正日記》與

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朝津宣讀〈重

多種日記及回憶錄材料分析政學系組成分子

塑世界：抗戰時期中國對戰後世界的發想

以及運作模式，並指出翁文灝、何濂、錢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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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吳鼎昌等政學系人物在政府的體制下，

教授李君山也提到關於國民黨官夫人的

一方面協助管理中央政府或地方要員，二方

角色與共產黨大相逕庭，這是否是蔣夫人光

面則掌握政府規畫設計部門，對重大人事任

環所致？國民政府官夫人政治角色，無疑地

免等都有參議權；再者政學系人士亦協助蔣

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課題。

溝通國民黨以外的人物或團體，並參與國際

圓滿完成第一天的討論會後，與會師生

交涉和財政金融等事務，對國民政府發揮重

們明顯地意猶未盡，所幸緊接晚膳後進行了

要作用。接下來是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報

由汪朝光主持的第一次綜合討論。延續關於

告〈蔣介石心中的宋美齡〉，作者指出蔣宋

派系的話題，汪朝光首先指出派系定義上矛

之間的相處模式，似乎是宋美齡寫給丈夫的

盾之處，同與會者們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

書信更具有家國意識，很快地由一介少女過

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則引余英時語，指浙東

渡為第一夫人的角色。其後宋美齡更利用其

學派多半是事後之詞，來推論學界對政學系

「蔣夫人」的身分在美國社會掀起風潮，為

或許有擴大認定的可能。呂芳上進一步指

戰時中國爭取到許多亟需的援助。最後由政

出，從政學系的例子來看，應該注意的是蔣

大圖檔所副教授邵銘煌報告〈河內三月風

介石如何吸納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體系，因為

暴——蔣中正與汪精衛之最後決裂〉，作者

政學系多半是以學人身分參與政府；更有甚

注意到汪精衛在國民政府內部與蔣合作時間

者，蔣介石與汪精衛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也

少，分庭抗禮競逐權位時間多，而主和的

大不相同，所以探討派系政治，還需要回歸

「豔電」一出，即便是汪派的大員亦不敢隨

探討人才參與的問題。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

之附和。然真正造成蔣汪決裂的關鍵，是軍

開則談到政治學與社會學上對派系有其明確

統在河內進行暗殺行動，使得汪決意在日本

定義，然現實中派系人士往往諱莫如深，因

的協助下赴南京組織政府，最終也使得二人

此對派系的認定事實上極為困難，要多方考

的歷史評價判若雲泥。本場討論的 3 篇文章

慮才能下定論。此次綜合討論之高潮，則可

都與派系有關，也引起與會者們熱烈討論，

以汪朝光之妙語作結，他引用當前大陸地區

另外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

熱映之話劇〈蔣公的面子〉來譬喻派系與政
府關係，固然該話劇是諷刺左右派人士與知
識分子對蔣領導的國民政府之立場不同，然
而也反映了大陸地區民國史研究不僅在史學
界持續升溫，甚至也深入了其他領域，蔚為
風潮。
第三場討論會於 27 日上午召開，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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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主持關於抗戰時期軍事建設之討論，分

雖為陪都，但腹地狹小，與周圍的巴縣、江

別由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報告

北縣平級，因此當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後即

〈整備與防禦——中日戰爭中蔣介石對化學

兼責協調重慶與鄰縣之事務，形成此特殊現

戰的準備與應對〉及政大歷史系博士生楊善

象。第 2 篇文章是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黃道

堯報告〈抗戰前後蔣中正與軍醫制度的規

炫之〈抗戰時期的「抓壯丁」〉，該文提出

劃〉兩篇論文。皮國立談到儘管一戰後化學

抗戰時期出現大量徵兵的現實需求，但是在

武器已被國際條約禁止，但抗戰時無論日本

前現代的中國，無論戶口制度、社會組織等

或中國都致力於研發與使用化學武器，但實

均無法滿足此種高強度的徵兵作業，於是演

際上中國當時國防工業能力有限，在化學武

變成為抓壯丁的普遍行為。不僅在國民政府

器應用上遠不及日本，也使得化學戰不得不

統治區有這種現象，即便在共黨控制區內兵

以防禦為主，如通過遷移據點、構築工事、

役也被群眾視為沉重負擔，對整體中國社會

化學武器知識乃至精神教育等手段加強國軍

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第 3 篇是國立臺灣大學

的抵抗力，不過成效似乎極為有限。楊善堯

歷史系博士生許秀孟的〈初探抗戰時期的逃

則以軍醫制度為線索，談到在現代戰爭中，

難〉，抗戰爆發後因戰亂而產生大量流離人

軍醫除了傳統上維持部隊「再生」力量的治

口，作者一方面探討這些難民們身分階級等

療任務外，也擔負「衛生」這類積極防禦性

結構因素，以及他們逃難路線選擇、路途困

的任務，從蔣介石對軍隊衛生事務的介入，

難和政府或其他組織之幫助等問題；另方面

經歷抗戰時期英美派「醫生從軍」與德日派

則探討大後方接納這些難民引發的歧視、物

「軍人業醫」的衝突，最終在戰後整併為國

價踴貴等難題。本場次的 3 篇文章正好互相

防醫療體系。呂芳上在討論中指出，本場次

闡述戰時體制下政府治理的困難，以及權宜

的兩篇文章都是過去軍事史甚少討論的課

之計下累積的社會問題，這些矛盾終將對戰

題，從中亦可觀察到軍事現代化的進程。

後局勢帶來沉重影響。

第四場討論會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

午膳後舉行第五場討論會，由金以林主

奇生主持，討論主題是抗戰時期的地方事務

持，主要探討抗戰時國內外局勢變遷之影

與社會變遷。第 1 篇發表文章是劉維開之

響。本場發表論文包括汪朝光〈抗戰勝利

〈蔣中正對川渝地方事務之指示——以手諭

的喜悅與對日處置的糾結——由蔣介石日記

與批牘為例的探討〉一文，作者指出陪都制

觀其戰後對日處置的一面〉、李君山〈抗

度與四川省地方制度相扞格，而蔣做為國家

戰時期蔣介石對中日關係的擘畫（1937-

領導人卻習以手令方式直接管理地方事務，

1945）〉以及社科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羅敏

原因之一是重慶在 1941 年改制為直轄市前

〈「和俄制共」：蔣介石與抗戰初期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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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關係〉等篇

最後一場

文章。首先，

討論會由黃克

汪朝光藉由分

武主持，發表

析《蔣介石日

論文聚焦於知

記》中在抗戰

識分子進入政

勝利後的相關

府體制的課

紀錄，認為蔣

題。首先由國

一方面固然有

立暨南國際大

堅苦卓絕奮鬥

學歷史系副教

成功之喜悅，

授王良卿報告

但另方面卻面

〈對於三民主

對戰後局勢
有更深刻的憂

與會者們在宜蘭明池山莊神木前合影（攝影

慮。特別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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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善堯）

義青年團成立
背景的再考
察〉，該文指

歷了國共互相競爭接收、蘇俄強占東北等重

出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背景，實因蔣介石

重困難後，對日之處置不免預留退路，示之

乃至其他國民黨人對於救國的期望所致，由

以寬大，此乃現實考量所致。其次，李君山

蔣日記亦可發現改組秘密組織亦為其重要目

探討抗戰八年期間蔣對中日關係的轉變，約

標，因此希望成立一個「青年運動組織」，

略可分由謀求和局轉為聯蘇抗日、再轉為聯

廣泛吸納各派系加入，甚至藉此號召社會青

英美抗日三個階段，最後終能取得成功，其

年擴大政治參與的基礎，是故三青團成立可

政治眼光之準確應給予正面肯定。最後，羅

說有極複雜的背景。接著是社科院近史所副

敏注意到西安事變後雖然有短暫國共合作關

研究員賀淵報告〈「和平運動」中的陶希

係，但雙方猜忌並未稍減。嗣後因國民政府

聖〉，作者提出陶希聖雖然是和平運動的提

外交政策轉變，由聯蘇轉變為聯英美後，在

倡者，以知識分子從政長期追隨汪精衛，但

共黨問題上由聯共抗日轉為剿共，不過在戰

在與日本協商時意識到組織政府對國家主權

時特殊的軍事條件下剿共殊為不易，故成效

傷害深遠，故在隨汪赴寧最後一刻懸崖勒

有限。本場討論 3 篇文章均圍繞在國際情勢

馬，彼此分道揚鑣。最後是政大歷史系博士

與內政互動上，艱難抗戰使得政府控制力減

生趙席敻報告〈由汪精衛與知識分子交往側

弱，並相當程度仰賴國際支持，也埋下戰後

看蔣汪的歧異〉，文中論及汪比蔣更有兼容

風雲變色的遠因。

並蓄的容量，也較具支持民主法治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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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受到知識分子歡迎。且由於蔣汪對知

日記中回過頭來探討蔣的歷史形象。金以林

識分子號召力的差異，也使得戰後蔣迅速失

同樣十分肯定這個主題，認為民國政要私人

去八年抗戰累積的聲望，遭到知識分子嚴厲

資料正陸續公開，相關研究依然深具潛力。

抨擊。本場討論主題與第二場派系問題可互

王良卿則進一步指出對於使用這些日記或私

相闡發，反映不同群體間彼此複雜的人際網

人材料應該形成系統性的研究方法，正好藉

絡，此種關係又與領導者性格息息相關。

此會議激盪形成，對學界的貢獻將更為深
遠。黃克武亦主張過去甚少討論政學系如翁

展望

文灝等人，其實代表著國民政府統制經濟的
思想，因此通過新材料的開發，將為民國史

在第二場綜合討論暨閉幕式中，主持人

研究帶來更多新意。最後汪朝光則給予會議

呂芳上首先談到本次會議激盪出關於派系政

高度肯定，特別是本系列會議中討論議題自

治運作的課題值得深入討論，並希望擴大參

由開放，所帶來的啟發亦遠超過其他研討

考其他私人材料進一步研究，指出明年可嘗

會，因此深盼未來持續舉行，為兩岸近代史

試以「日記中的蔣介石」為題，從黨政要人

學界厚植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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