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3屆華僑節賀禮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新書發表會

▓衣谷

華僑節年年過，今年過得又跟往年

不一樣。

說過得又不一樣，是因為去年的

華僑節，邀請了海外分會會長回娘家，

超過一半的海外分會有15位會長響應，

齊聚鐵城堂，象徵華僑協會總會大家庭

的大團圓。而今年的華僑節則是舉行了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新書發表會，

除了豐富第63屆華僑節一系列慶祝活動

外，也是本會成立73週年的重要獻禮。

這是理事長陳三井承擔歷史學者的使

命，踐履在鐵老墓前許下的諾言。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內容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計分：參

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1909-1924）、逐

漸進入黨務核心（1924-1938）、港澳支

部與海外部長（1938-1941）、中

國國民黨秘書長（1941-1948）
等四大部份，原始檔案111
件，凡 7 9 2頁。而在中

國國民黨秘書長部份

又分：與陳嘉庚關

係、中共問題、

新疆黨務、印

度戰工隊、

四 國 工 會

聯合會、海外

黨務、中緬合作、與自由

法國關係、越南獨立與法越談判、中泰

合作、馬來亞問題、港澳黨務、東北黨

務、台灣黨務、淪陷區黨政軍聯繫與盟

軍登陸、韓國獨立、琉球獨立、戰後黨

務與政治等十八個子項。從這些目錄檔

案來看，不用說，吳鐵城一生與中華民

國息息相關，而他的人生經歷幾乎就等

同於中華民國的歷史軌道。

新書發表會學者雲集
104年10月21日上午吉時，驟雨甫

息，天色微暗。鐵城堂內，燈火輝煌，

數百會員一起見證了《吳鐵城重要史料

選編》新書發表會的歷史時刻。鐵老長

孫女吳美雲、曾孫劉志城母子，國史館

呂芳上館長，政治大學李雲漢教授、劉

維開教授，暨南國際大學李盈慧教授以

及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王文隆主任等人，

分別以家屬及歷

史 學 者 身

分，闡述了

鐵老對黨國的

貢獻。

出版史料選編

的目的
陳三井說，日前

煩惱巨爵颱風會來攪

局，昨夜又擔心豪雨來湊

熱鬧，風鶴魂驚，徹夜難以

入眠。今早又下了一場大雨，

現在雨歇了，就像三年前我們

解兩國世仇，更要讓歐洲走上長期和平

復興之路，創下了從產業、歷史做起到

國際關係完美結合的典範；相反的案例

則發生在亞洲，南韓總統朴槿惠基於增

進東亞的長期和平，曾提出韓、日、

中的史學工作者合編二戰「東亞戰爭

史」，以期營造安定繁榮及友善的東

亞，但由於日本不願誠實對待歷史而不

贊成是項倡議而作罷，因此，東亞間的

紛擾不安與歐盟的合作步上復興的情形

相較，讓人們可以看出，誠實對待歷史

顯得多麼重要而又深具啟發性。

兩岸合作書寫抗戰史是一項意義重

大、影響深遠的倡議，期能早日完成，

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安定繁榮建構出重

要的平台，汲取他國寳貴經驗，他山之

石，可以攻錯，望有悠久歷史與博大

文化育成的兩岸，開誠心、佈公道，合

作寫出抗戰信史，來建立共同的抗戰史

觀，凝聚兩岸民眾的中華意識、促進心

理面、文化面的連結，以利從歷史、國

族榮辱的共同省悟中，走向心靈契合、

走向兩岸一家親的平順大路。 （作者為

本會理事）

巴西分會歡慶華僑節
10月31日晚，本會巴西分會假

副會長黃白娥經營的一條龍餐廳，慶

祝第63屆華僑節，僑務諮詢委員董乃

虞伉儷、僑務顧問許躍議、田文亨、

聖保羅中華會館名譽理事長黃國正等

六十餘位嘉賓出席，現場熱鬧滾滾。

會長謝國彬表示，甫從台灣開

完會趕回來，隨即舉行慶祝華僑節活

動，他說這是屬於我僑華僑的節日，

簡單說明華僑節由來，並預告2016年2
月有製作風箏的活動，屆時請大家參

加。

董乃虞期許在謝國彬領導下，讓

僑協巴西分會大有作為，發光發熱。

司儀孫德裕監事長請大家舉杯感

謝黃白娥副會長作東，同時請十月壽

星一起切蛋糕，祝願年年華僑節大家

再相聚。（編輯室）

▲左起：謝國彬會長、董乃虞委員、許躍議委員一起切蛋糕慶祝華僑節。
黃白娥副會長（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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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僑務等方面都是功在中華民國，所以

在檔案蒐整上便以這三大區塊為目標。

黨史館內有關鐵老的檔案可說是浩瀚如

海，若是想一件一件看，不僅耗時而且

辛苦，因為檔案既不能翻拍，也不能複

印，只能一字一字抄錄，這是多麼大的

工程。因此，若有整理好的目錄選編，

對學者來說那就是天大的恩賜，因為可

以「人在家中坐，資料隨手來」，書架

上就有自己想要的檔案資料。

王文隆說，鐵老曾主持過港澳黨

務，擔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長、秘書

長、上海市長、廣東省主席等職，位居

要津，有關他的檔案有五千多件，本書

只挑選他曾經參與、批註及核閱的檔

案。這些檔案的挑選，全落在執行編輯

邱炳翰身上。七個月來，費心挑選，再

經篩濾，並經陳理事長審核後，終於底

定。

王文隆感謝本會提供雙方合作機

會，未來可以此為基礎，與其他學術單

位或國史館合作，出版類似檔案書籍。

李雲漢話鐵老
李雲漢係政治大學退休教授，曾

任黨史會主任委員，在史學界是出了名

的，可說是史學界大老，功力深厚，他

對鐵老的歷史可說是如數家珍，雖屆

八九高齡，但四體靈活，講起話來仍是

中氣十足。

李雲漢說，他雖曾擔任黨史會主任

委員，但始終未曾和鐵老見過面，但對

於鐵老忠黨愛國的精神則是心嚮往之。

▲上圖（自左至右）：李雲漢教授、呂芳上館長、吳美雲總編輯。
下圖（自左至右）：王文隆主任、李盈慧教授、劉維開教授。

第一次到五股鐵老墓園獻花致敬一樣，

從總會出發時大雨滂沱，抵達鐵老墓園

時，陽光露臉，這是鐵老在天上保佑我

們華僑協會總會。

接著說，去年三月在鐵老墓園向

他老人家獻花致敬時，許諾一年內出版

鐵老重要史料選編，沒想到七個月就完

成了，今天總算是向鐵老及吳美雲女士

有個交待，沒有黃牛，沒有食言。今天

藉華僑節場合舉行新書發表會，既不是

為促銷，也不是為了打知名度，因為這

本書是非賣品，而鐵老已是知名歷史人

物，出版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服務廣

大學者，藉由本書引發更多有關鐵老事

蹟的研究。

陳三井說，作為學者，研究歷史，

看原始檔案非常辛苦，鐵老檔案光是在

黨史館一處至少有五千件，再加上在國

史館及港、澳、南洋地區的檔案，加起

來至少有一萬件。這一萬件檔案若沒有

分類作目錄及題要，對研究者來說找資

料固不容易，另外就是不能影印翻拍，

只能一字一字的抄寫，那就更辛苦了。

今天幸好有黨史館的協助，將已經數位

化的原始檔案分門別類整理後，出版這

上下兩冊一套的《吳鐵城重要史料選

編》，就是替學者服務，讓學者藉著這

些原始檔案史料，更深入研究鐵老貢獻

黨國的事蹟及其在民國史上的地位，為

鐵老歷史定位。所以，這套書不僅是拋

磚引玉，更是拋玉引金。

陳三井特別感謝黨史館主任王文

隆、執行編輯邱炳翰以及秀威出版公司

主編蔡登山，由於他們的鼎力協助，《吳

鐵城重要史料選編》得以提早問世。

王文隆：人在家中坐資料隨手來
陳三井首先請王文隆談談本書編纂

的過程。王文隆說，鐵老在黨務、政務

▲理事長陳三井主持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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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及支持資助經費等都有鐵老的批

示文件。

總的來說，這本書對鐵老歷史的

研究，助益不少。就研究歷史工作者來

說，研究一定要有原始檔案資料，有了

資料，就可以發拙出新的問題，形成新

的議題，又會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史學

界對鐵老的研究不夠多，今天拋出這個

線索，一定引發學者對鐵老相關議題的

研究，研究成果是可以期待的。

總而言之，這本書是史學界的創

舉。

兩岸「共享史料 共寫歷史」
另外有關兩岸「共享史料、共寫

歷史」方面，呂芳上認為，大陸學者經

常應台灣民間單位之邀訪問台灣，台灣

保存的史料都已經數位化，完全對外公

開，包括大陸學者在內。相對的，在中

國大陸有很多重要檔案依然保留，不對

外公開，所以共享史料應該對等，兩邊

全面開放。而共寫歷史方面，不應該有

禁區，更不要有意識形態。

呂芳上強調，在台灣，研究環境、

學術思想完全自由，沒有顧慮，這是幾

十年自由民主努力的結果，大陸學者也

非常羨慕台灣學術研究環境。他期望由

兩岸民間開始共同合作寫歷史，也期許

僑協能與大陸僑民機構共寫華僑史，先

從僑務史開始，未來兩岸一定會有其他

方面共寫歷史的成果出現。

劉維開點出鐵老特種檔案
政治大學教授劉維開，對民國史的

研究透徹，所以言之有物，經常受到學

術單位邀請，今天也不例外。因為從抗

戰勝利七十週年到台灣光復有很多的研

討會或是座談會，剛出席完前一場研討

會便急忙趕來。

劉維開說，陳三井是他的老師，他

一定要捧老師的場。有關鐵老事蹟他曾

經在三年前本會舉辦的「吳鐵城與近代

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七年中國

國民黨秘書長的吳鐵城〉一文，所以他

對本書的看法自有一番見解。

劉維開說，本書蒐整的檔案主要集

中在鐵老擔任七年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時

期，這七年的秘書長經歷，對國民黨的

發展及對國民政府的貢獻相當大。本書

特點是大量引用了黨史館以前比較少曝

光的材料，故叫特種檔案，特種檔案有

其特殊性，它是中央黨部秘書處文件檔

案，因為每件檔案比如東北黨務、台灣

黨務、越南獨立、韓國獨立等等文件，

都必須經過秘書長批示核定，因此秘書

處的文件檔案幾乎就是秘書長的專門檔

案，稱為特種檔案。另外，當時中國國

民黨中央有一機構，叫中央調查統計

局，簡稱中統，隸屬於秘書處。中統重

要公文都要呈送秘書長，中統機構遍及

海內外，在海外就是負責僑務工作，本

書也收錄中統在港澳地區與日軍鬥爭的

檔案，至為精彩。

總之，特種檔案是研究鐵老位居國

民黨秘書長七年任內的重要史料，開啟

了研究鐵老事蹟的另一扇窗。

建議出版鐵老言論集
劉維開建議僑協出版鐵老言論集，

包括鐵老任上海市長、國民黨秘書長及

立法院副院長等各時期，尤其是128淞滬

會戰，鐵老時任上海市長，當時他如何

協調指揮以及扭轉戰略的重要佈陣，史

學家都想研究，因為淞滬會戰在史學家

蔣永敬眼中是關係抗戰勝利的關鍵，而

鐵老在黨務、政務及僑務等三方面

都有傑出的貢獻，他的發言著重於鐵老

在黨務方面的貢獻。一是奉國父之命，

前往美國檀香山主持黨務，那年鐵老才

26歲，任華僑《自由新報》主筆，撻伐

袁世凱復辟帝制，並為國父革命籌款，

國父特致電嘉獎。二是在廣州，受指定

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率警衛軍

平定商團叛亂。三是赴東北，遊說張學

良歸順中央。四是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

長身分，赴南洋籌款抗日。五是任中國

國民黨秘書長，調和鼎鼐，平衡黨內各

派系鬥爭。

呂芳上闡述本書特色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是李雲漢的學

生，從黨史會的總幹事做起，再到中研

院近史所接本人所長位置，所長幹完，

接現在國史館館長，完全繼承了秦孝

儀、李雲漢的棒子，不管是所長或是館

長，出版許多有意義及實用的史料。」

陳三井介紹呂芳上說。

呂芳上說，李雲漢及陳三井都是

他的老師，而他是王文隆老師，所以老

師的老師的原因就在此。他說，李雲漢

介紹鐵老在黨務方面的貢獻，可說是畫

龍點睛，非常生動。他讚揚陳三井接任

僑協理事長以來，秉持歷史學者本行，

出版了許多華僑華人叢書，尤其是在歷

史研究方面。三年前，國史館曾與僑協

合作舉辦「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

討會，出版了《吳鐵城與近代中國》一

書，今天復舉行《吳鐵城重要史料選

編》新書發表會，嘉惠史學界，具有絕

對正面的貢獻。

有關本書特色，呂芳上條目分明的

說：

一是原始檔案完整呈現，把黨史館

有關鐵老最重要的部份挑選出來，從幾

千件檔案中選出一百多件，千中選一，

沙裡淘金，的確不容易。鐵老早期有一

本日記，曾以《吳鐵城回憶錄》出版，

可惜日記沒寫完，便撒手人寰，留下了

很多我們想知道的一些史實。這本回憶

錄精彩描述了早期鐵老參與國民革命運

動的過程，今天這本《吳鐵城重要史料

選編》的出版，正好可以彌補鐵老後半

生活動的重要材料，比如鐵老追隨國父

時期，討伐袁世凱，在廣東護法時期資

料，件數雖不多，卻非常重要。

二是國民黨清黨改組前後，鐵老對

黨務獻替的原始材料。

三是鐵老到東北遊說張學良，留

下「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博大；不到

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機」的名言。抗戰

勝利後，對於東北的收復、黨部的擴張

以及對人才的培植，鐵老都費了一番心

力，當然也包括台灣黨部在內，台灣黨

部在抗戰後半時期，培訓了不少人才，

準備接收台灣。這些準備接收的工作，

鐵老都親自參與，所以這些文件對歷史

研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鐵老在秘書長時期的檔案，

蒐整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與鄰近國家維

繫，而與法國關係，當時以戴高樂政府

為主，但也沒有放棄維琪政府。這些檔

案可以看出當時鐵老在黨務、僑務以及

對國外關係聯繫上，都有重要批示，這

方面可以再繼續發展。所以，這套書提

出重要文件，可加以研究拓展，這是很

重要的影響。另外，韓國獨立運動獲得

國民黨很大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對韓國

獨立運動形成，包括韓國各黨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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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命運，所以她的祖父是為國家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而她的愛國心也是傳

自於她的祖父。

她也提到三年前在國史館舉辦的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新

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生陳是呈說，為什麼

很少人研究鐵老呢？因為別人檔案頂多

三、五百件，而鐵老檔案有七千多件，

所以研究鐵老太辛苦了。一針見血之

言，更可看出今天這本書出版的可貴，

她說她是出版社總編輯，短短七個月出

版這一本書，至為不易，尤其封面設計

她非常喜歡，她要感謝陳三井理事長、

王文隆主任、邱炳翰執行編輯以及秀威

出版公司主編蔡登山。

鐵城堂慶祝華僑節
新書發表會結束，華僑節慶祝大會

隨即登場，唱國歌，向國旗暨國父遺像

行三鞠躬禮，儀式隆重。

陳三井說，今天舉行別開生面的

新書發表會，以鐵老為主軸，慶祝華僑

節，深具意義。因為，鐵老本身就是華

僑，在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與國父逃

往海外，先到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就讀，

立志研究日本近代史。後又奉國父之

命，到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報社總主

筆，寫社論，撻伐袁世凱；民國九年，

鐵老膺任中山縣長時，引進僑資建設；

任海外部長時訪問南洋華僑。這些歷

史，在在說明鐵老與華僑的密切關係。

陳三井特請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主

席致詞。余聲清表示，在屬於華僑自己

的節日，團聚在鐵城堂，一起聆聽鐵老

輝煌事蹟，今年華僑節非常有意義。

僑委會圓山大飯店慶祝華僑節
除了本會慶祝華僑節活動外，僑委

會亦在圓山大飯店，將全球僑務委員會

議與華僑節慶祝大會結合起來，場面盛

大，席開百桌。

是晚歡宴，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邀

請立法院長王金平、陸委會主委夏立言

等政府官員外，本會理事長陳三井、僑

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當然是座上貴賓。

陳三井應邀致詞表示，華僑節是百

▲與鐵老雕像合影。

▲自左至右：劉志城、邱炳翰、王文隆、劉維開、呂芳上
吳美雲、陳三井、李雲漢、李盈慧、蔡登山。

鐵老正是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此外，今

年是國父誕辰150週年，他建議僑協出版

有關孫中山與海外華僑領袖函電彙編，

藉以彰顯華僑對中華民國肇建的貢獻。

李盈慧話鐵老的南洋工作
李盈慧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

教授，在諸多學術場合經常可以看到她

發表論文的身影，她個頭雖小，腹笥卻

廣。她說為了研究鐵老任國民黨港澳總

支部負責人的史事，曾經窩在黨史館看

檔案看了三天，但是因為鐵老檔案實在

太多了，而且又不能影印或照相，只能

一字一字的抄，研究起來相當辛若。所

以，今天這本書的出版對研究者來說如

獲至寶。

她說，鐵老在港澳總支部工作主

要是針對南洋抗日工作，涵蓋菲律賓、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等地華僑，抵

抗日本侵略，也與英國合作做好萬一日

本入侵香港的撤退方案，俟日軍攻佔香

港，全部人員撤離，沒有半點損失。另

一個是英國136部隊反攻馬來半島前，

鐵老派了許多船員到當地作情報工作，

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只有從檔案資料看

到。所以，從檔案史料我們可看出，當

時鐵老抗日作為的高瞻遠矚。

吳美雲女士追憶祖父
吳美雲女士是鐵老長孫女，她是漢

聲出版社總編輯，社址前的巷道台北市

政府賦名為「漢聲巷」，從這一點就可

看出漢聲出版社的分量，今天場合她特

別帶她的兒子劉志城先生與會。

吳美雲說，她是鐵老最愛的孫女，

在她九歲時，祖父就過世了，當時許多

要員像張群、何應欽弔唁時，總會提到

鐵老的過世完全因為全程陪同來訪的美

國副總統尼克森伉儷太過勞累了，以致

引發宿疾高血壓而撒手人寰。鐵老知道

尼克森的來訪，是評估美國要支持國府

到什麼程度，因為攸關國家安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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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綿密 薪火傳承
活力旺盛 創意無限

菲律賓分會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路華平

就職典禮  視聽覺饗宴
就在國父誕辰150週年前夕，2015

年11月3日，本會菲律賓分會舉行盛大熱

烈的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在

理事長陳三井監交及會場四百多位嘉賓

的見證下，現任會長李九壽將印信交給

新任會長馮永恩，陳三井並帶領全體理

事、監事、婦女組、青年組共同宣讀誓

言，儀式按部就班，至為隆重。同時，

穿插菲律賓傳統舞蹈表演、男女高音飈

唱、螢光圖幕手影演出25個分會的城市

意象，最後秀出「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

會第六屆聯誼會 2017年10月 菲律濱馬尼

年來無數僑胞出錢出力，犧牲奉獻，拋

頭顱，灑熱血，用身家性命換取得來的

肯定和榮耀。他謹代表華僑協會總會獻

上真誠的祝福，祝福在座嘉賓及全球僑

胞健康快樂，走路有風，心想事成。

他接著說，國父總結革命經驗提

出「華僑是革命之母」的名言，這句名

言在在顯示了無論是革命建國，還是北

伐統一，以及抗戰保家衛國的各個艱鉅

階段，華僑始終是支持政府的重要柱

石，拿掉華僑這個元素，一部中華民國

史勢必重新改寫。1949年遷台後，國民

政府在美麗的寶島上，在這個復興基地

上，勵精圖治，推行地方自治，直選中

央民意代表和總統，實施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推動十大建設，鼓勵華僑回國投

資，締造了台灣經濟奇蹟，把中華民國

建設成為一個自由、民主、人人知書達

禮的幸福國家，華僑的貢獻更是一股不

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對於未來的展望，他強調，在世

局擾攘，全球大環境普遍不看好的情況

下，台灣要如何走出經濟困境，解決進

出口倒退的危機，乃至於國會失職、社

會失序等內耗問題，以及如何維持兩岸

現狀，開展良性循環的兩岸和平關係等

等，在在需要大家集思廣益，發揮集體

智慧，共同努力，為中華民國開創一個

更美好、人人安居樂業的未來。

結語時，陳三井呼籲，大家都是

僑社的菁英，僑界的領導，一向熱愛國

家，支持政府，關心國事，愛鄉，愛

群，愛國，從不後人。讓我們大家團結

起來，惟有團結，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屹

立不搖。大家一起來加油。

海外分會臥虎藏龍
在這歡宴場合上，遇到了加西分會

會長鄧華一、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

多倫多分會副會長金聲白以及巴拉圭東

方市中華會館理事長陳傳庚等人，他們

都是僑務委員，這是僑委會對他們服

務僑界的肯定，也證明了本會海外分會

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總會與有榮焉。

（作者為本會會員）

▲華僑協會總會慶祝第63屆華僑節，二百五十餘位會員及嘉賓共襄盛舉。

拉歡迎您」看板，結束典禮晚會。

從節目安排的緊湊，精彩好戲一幕

接一幕，在在顯示出菲律賓分會旺盛的

活力與無窮的創意，令人嘆為觀止。

舞台佈置  別出心裁
位在馬尼拉灣的Sofitel大酒店一樓

大禮堂，11月3日晚，人聲鼎沸，氣氛熱

烈，因為今晚就在這裡，菲律賓分會舉

行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穿過酒店大廳，走進會場長廊，本

會25個分會會旗分立兩旁，建構成一條

深邃旗海，置身其中，猶如分會展開雙

臂歡迎一般。典禮會場，五人吉他樂團

▲開幕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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