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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散記

蔣中正總統五記
▓陳澤豐

國史館舉辦《蔣中正總統五記》新

書發表會，並邀請蔣中正總統舊屬包括

前侍衛長郝柏村、監察院前院長錢復、

前新聞秘書楚崧秋、總統府前副秘書長

張祖詒、前侍衛樓文淵、蔣家牧師周聯

華等發表談話，同時安排學者張玉法、

黃克武、呂芳上、劉維開、何智霖、許

秀孟等座談，分就《五記》的內容發表

意見，進行導讀。國史館館長呂芳上表

示，《五記》的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的

一大盛事。誠然，在《蔣中正日記》尚

未獲得授權出版之前，《五記》的發

行，確實發揮了讓台灣史學界「止渴」

的作用，藉此對《五記》的內容稍做介

紹，應為讀者所樂見。

書    名：蔣中正總統五記

總 策 劃：何智霖

編    輯：黃自進、潘光哲

出 版 者：國史館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

頁   數：《困勉記》上下二冊，975頁；

         《省克記》，252頁；

         《游記》，165頁；

         《學記》，325頁；

         《愛記》，327頁。

定    價：新台幣1,600元

何謂《五記》？

抗戰時期，陳布雷主持「事略稿

本」編纂工作，蔣同時命奉化同鄉王宇

高、王宇正，依照過往名人模式，輯錄

日記內容，概分為五類，可名為「五

記」。

《五記》即《困勉記》（上下二

冊）、《省克記》、《游記》、《學

記》、《愛記》五種摘錄自蔣日記內

容，分類編輯而成的一種抄本。問題在

於，《五記》摘錄的內容並非原文照

抄，而是有所潤飾或增刪，有些則不見

於日記原本，而是引錄其他始料來源。

《五記》係採編年體而成，摘取

《蔣中正日記》的精華，批露其個人性

格、家庭生活、讀書游歷、感情故事、

交友應酬、社會觀察、國之大事等種種

公私紀錄。從這些豐富史料的出版，研

究工作者可以從中勘磨、爬梳作出研究

成果，讓歷史人物重現在歷史現場，將

蔣中正還諸歷史的本來面目，讓人們更

認識民國史。

《困勉記》史料價值高

《困勉記》（起訖時期1902-1943），
記述蔣氏個人奮力以爭，艱苦求進的事

蹟以及處理黨政事務之心跡，82卷分上

下兩冊，都975頁，數量最多。

《五記》之中，當以《困勉記》

史料價值最高。書中對若干人物的批評

頗有顛覆歷史的震撼，茲舉對胡適的觀

感為例。國際間對中國政府任命胡適為

駐美大使一事，備加讚揚，認為是明智

之舉，甚至連日本的輿論都說：「日本

需要派出三位精幹使者，才能抵得住一

個胡適。」可見胡適名望之崇隆。而胡

在四年多的任期中，由於他和羅斯福總

統始終保有極為親密的私人友誼，能夠

受到許多特殊的禮遇，因之中美關係的

各種交涉，包括桐油借款等都能順利推

動，使我對日作戰獲得極大財政支援。

此外，胡在任內經常到全美各地演講，

解說中國政府抗日戰爭的決心和艱辛，

因而獲得美國民間廣大的支持，促使美

國政府對於日本採取不妥協的態度，直

到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珍珠港，中美兩

國成為盟邦，中美關係更為緊密。1942
年9月胡適辭卸大使，可謂不辱使命。

令人訝異的是，蔣在《困勉記》

中有多處對胡表示不滿，甚至有不屑的

言詞。如1939年9月11日說：「胡適、

楊杰（駐蘇）太不成事，應速更調。」

1942年10月25日於接見自美返渝後的宋

子文曰：「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

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藉外國

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

威信，亦所不顧。彼使美四年，除為其

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個以外，對於國

家與戰爭，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

惟恐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

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乃彼之功。

幸於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早予撤

換，否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

難矣。嗚呼！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

而已，真可歎也！」蔣的這番話，儼然

是宋子文的口吻，顯然受宋的影響甚

深！當道的定評與輿論的風評，落差竟

然有如此之大。

《省克記》─人格修持記錄

《省克記》（起迄時間1915-1943）
係摘錄《蔣中正日記》「雪恥」項內容

及書寫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之語句而

成，凡24卷。蔣個人道德要求高，並常

引宋明理學作為克己修身的功夫。

他每日一省，每星期一省，每月

一省，乃至一年一省，不勝枚舉。例

如：1939年1月1日，反省上星期事，

曰：「對人對事，多操切發怒，修養不

足，日見退步，戒之！以後一切，應以

靜敬處之！」2月4日，反省上星期曰：

「心神憂慮，且帶機心，疑人忌人怕

人，幸能省察修養，尚以寬裕之時為

多耳。」再如同年1月31日，反省本月

事，曰：「以人之態度涼熱，或恩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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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轉移我之憂樂，此種心理，乃最

近之大病也，應特別矯正之！只問我心

之公私是非，而不必競競於恩怨利害，

只要我能積極於今日之進取，則明日之

禍福成敗，何必作杞人之憂哉？但須時

時謹慎，處處戒懼，事事有備，尤須切

戒暴戾、忿怒，勿使自棄自餒，修身養

心，自勉自強可也。」又如1938年12月

31日，反省本年一年事，曰：「德行進

步甚少，修養不足，暴戾未減，二十年

來，每日靜坐二次，至今反覺退步；惟

信仰上帝之心益篤，禱告無間，對人

民與所部，皆以至誠出之，差足自慰

耳！」

《游記》─遊歷聞見紀錄

《游記》（起迄時間1892-1942），

係摘錄日記中之遊歷記事及所思所想而

成，凡14卷。

蔣中正先生喜歡旅遊，足跡遍及全

國。他喜歡旅遊，不外三個理由：（1）
藉行軍之便，遊山玩水，觀賞美景為

樂；（2）藉旅遊順便考察國防地理及民

情風俗；（3）藉出遊時間，或修改重要

文稿，或構思黨政外交大事，或透過遊

歷所見，提供觀光開發參考。

俗云：「讀萬卷書，行千里路」。

遊歷之助益，蔣本人在日記中頗能心領

神會，例如：

1939年9月28日，在三泉公園溫泉

別墅聽秋樓構思擬稿，曰：「手擬斥汪

稿，已成輪廓，思維已能深入，乃知心

神得山水之助，休養漸復矣。」

同年11月3日，遊福嚴寺，坐山樓靜

思，曰：「思慮清晰，於外交形勢、內

外政策、黨務、行政，皆深入有得，此

居山林而心身逸豫之益也。」

1940年1月2日，坐黃山雲岫樓構

思，曰：「對俄外交，對倭戰局，從容

研究，乃知居山中而心身逸豫，得益甚

大也。」

而遊歷之功效，蔣特別總結說出：

「凡余所經游之地，無不時時念之，尤

以自北平跨八達嶺，越長城，經宣北、

張北、大同，而至歸綏一段游程，至今

雖相隔已有五年，而腦海歷歷，如在目

前。此種錦繡河山、民族遺產，何能

何棄尺寸與片刻也；倭寇乃欲強佔而

有之，其可能乎？如余當民國23、4年
時，不遍歷西北西南，亦不知我國力之

雄厚與偉大，恐不能決定抗戰之大計，

因此更知遊歷之功效，較任何努力為大

也。」

《學記》─讀書學習心得

《學記》（起迄時間1892-1943）係

摘錄蔣的日記中所記的學習心得而成，

凡32卷。

除了旅遊外，蔣先生也喜歡讀書，

他讀古書，也念新書，從傳統到現代，

無所不包，不斷追求新知識。自1920年
至1943年，據粗略統計，他至少讀過250
本書，他讀書有計畫（按日課讀）、有

恆心，不但精讀，而且反覆的讀。

綜合他所讀過的書，相當駁雜而多

樣，大致可分為幾類，縷舉如下：

1.傳統古書

春秋、左傳、戰國策、歷代通鑑輯

覽、宋鑑、元鑑、明鑑、明儒學案、陸

象山全集、曾文正家書、胡文忠全書、

太平天國外略、中國哲學史、五經、

四子書、孔子家語、史記、漢書、資治

通鑑、朱子全書、清史輯覽、諸葛武侯

集、岳武穆集、文文山全集、曾國藩全

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李鴻章

全集、管子、莊子、韓非子、飲冰室

集、清代學術概論等。

2.現代新書

政治學大綱、俄國革命記、法國

革命史、經濟學、杜威講演集、經濟學

原論（孟舍路著）、國民經濟學原論

（津村秀松著）、易卜生記、鄂爾斯泰

人生觀、天演論、地形學、心理學、統

計學、社會學、西洋通史、拿破崙本記

（林譯）、泰戈爾傳、列寧叢書、社會

進化史、俄國共產黨史、盧梭學案、孟

德斯鳩傳、達爾文傳、亞丹斯密傳、邏

輯學、日本史等。

3.兵書戰史

戰略論（蒲魯美）、初級戰術（室

少佐）、普法戰史、拿氏戰史、日俄戰

史、歐戰史、各種軍事史、巴爾克戰

術、六韜、孫子、交戰及統帥學等。

4.消遣書籍

唐宋小傳、水滸傳、儒林外史、西

遊記、洪楊演義、福爾摩斯偵探集等。

從上舉可知，蔣先生是個好讀書

的人，在戎馬倥傯之際，他經常利用車

上、舟中、飛機上，甚至空襲時間看

書，稱得上手不釋卷。

在語言造詣方面，除了日文外，

蔣先生學過德文、俄文、英文，但還不

到能看原文經典的地步。蔣先生為何如

此好學不倦？首先，他訓誡自己，「軍

人第一宜多讀書，始能瞭解三民主義，

為黨國服務；否則，一無所知，與從前

腐化的軍隊何異？」其次，他以愛惜光

陰，努力求學自勉，曰：「不看書，不

勤勉，禍將及身！」

《愛記》─從小愛到大愛

《愛記》（起迄時間1897-1943）係

摘錄《蔣中正日記》中對家人、師友、

同志關愛之意的記述，凡30卷。

整本《愛記》中，主要在營造一個

愛的世界，從夫妻之愛到鶼鰈情深，從

父慈子孝到天倫之樂，進而推及到對同

志、對部屬之愛，乃至對關懷民眾之大

愛，甚至對政敵對侵略者寬恕之情，在

在顯露無遺。

眾所周知，在蔣中正先生的感情世

界裡，前後至少有四位女性伴侶，即髮

妻毛福梅，如夫人姚冶誠、陳潔如和蔣

夫人宋美齡。但《愛記》裡，刪除了對

前三人的愛恨情仇，只以宋美齡為「惟

一之妻」，萬千寵愛在一身，一再描述

兩人「情緒綿綿，相憐相愛」的閨房之

樂。蔣甚至化私情為公誼，推崇夫人

「愛夫之篤，愛國之切，誠不愧女中豪

傑」，又說：「吾妻謀國之忠，愛國之

切，刺激之烈，幾難名狀！國有良妻，

人心猶在，復興必成也。」

從夫妻之小愛推及到攸關民眾之大

愛，亦是《愛記》所要塑造的效果。此

處摘錄數則，以見一斑：

對前方將士，1938年10月24日曰：

「霜降已到，天氣加寒，每念前方官兵

風餐露宿，棉衣未到，其寒苦更甚，余

復何忍自更冬服而取暖哉！」

抗戰期間，我後方（特別是陪都

重慶）頻遭敵機無情轟炸，1940年7月

3日，曰：「被敵機轟炸之時，每一人

民，無論男女老幼，上下貧富，不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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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無定，即生命亦不知其所止？巳刻不

知午刻之生命何在？今日更不知明日生

活如何？其被防空洞炸塌或受震死者，

少則數十，多則數百，我同胞處如此苦

痛險惡之環境，並無懼心怨言，真使余

不知如何報答，始得無虧於心？」

10月17日，曰：「本午敵機轟炸我

曾家岩寓所，此心為之安慰，以其他人

民之被炸減少也。」

對全國同胞經歷抗戰之苦難，1938
年9月1日，心有戚戚焉曰：「每念人民

受戰禍之烈，與婦孺受敵軍蹂躪之酷，

不禁腸斷心裂！將來戰事完結時，應對

災民與婦孺定一特別永久法令以愛護

之；而對於苛亂人民之貪污，更應嚴密

防制。」3日，曰：「每見民眾之菜色，

與婦孺之苦痛，不堪言狀，所謂動心忍

性之實情，非到此不得而知也。」

執政者能隨時注意，體恤民情，處

處把人民的日常小事當成國家大事，念

茲在茲處理，則距離大愛不遠矣！（作

者為文史工作者）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訪問團來訪

前賢創造輝煌歷史 
   我們用心齊寫歷史
創會七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速記

▓長  弓

今年，中華民國101年。101對我

們台灣來說，向有特別的象徵意義，因

為有座曾經是全世界第一的高樓「台北

101」；對我們華僑協會總會來說，則是

堂堂邁進創會70年，在這2萬5567個日子

裡，經歷了抗戰、內戰、播遷、十大建

設、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台灣錢淹

腳目、政黨輪替，一起見證了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成長茁壯。為了隆重慶祝創會

七十週年，早在前年8月，即成立了以

常務理事為核心成員的「華僑協會總會

創會七十週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

詳細規劃實施計畫，歷經十餘次的討論

修訂，終底於成。舉其犖犖大者有：3
月14日「創會七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

會」、5月10日「向創會理事長吳鐵城

先生致敬」、5月12日「吳鐵城與近代中

國」學術研討會、5月13日「創會七十

週年慶祝大會」、11月「南洋尋根之

旅」。此外，亦將出版專輯及論文，紀

錄會史。慶祝節目緊湊充實，總讓人沈

浸在歡慶喜樂之中。 

鐵老孫女吳美雲與會

打頭陣的「創會七十週年回顧與展

望座談會」，3月14日在會館五樓保和

廳舉行，除了本會理事、監事及各委員

會委員外，還特別邀請僑務委員會、中

華僑聯總會及七大歸僑協會參與，共襄

盛舉。嘉賓中，最為特別的，要屬吳鐵

城孫女吳美雲女士，以及吳鐵城當年訪

問印尼棉蘭時，向鐵老獻花致敬的蘇玉

珍女士。吳美雲是《漢聲雜誌》創辦人

▲會場即景之一，副委員長薛盛華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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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訪問團一行36
人，由總會長鄭長祥帶領，4月24日來
會拜訪。本來預定4月23日來訪，然因
本會舉行第18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改
選理事長，故延至24日到訪。第17屆理
事長伍世文致歡迎詞表示，是以「看守
內閣」接待，同時對全美台灣同鄉聯誼
會成立35年來，團結僑胞、凝聚向心，
支持政府，表示欽佩。

4月23日是鄭長祥生日，本來以為
可在當天在本會歡度，但是人算不如天
算，他說，能在台灣度過他人生中的一
個生日，也是個機緣，特別令人懷念。
鄭長祥說，他們對本會在多年前聯合僑
界建請政府保留僑委會現制，表示感激
之意。有關這一段歷史刊登在《僑協雜
誌》133期，可見海內外僑界的心聲是
一致的。（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