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國史館新書發表會紀實

▓計安邦

民國104年為故總統蔣中正逝世四十

周年，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

編》，並於蔣中正逝世週年前夕4月2日
舉辦新書發表會，當天在國史館四樓國

際會議廳新書發表現場座無虛席，國內

外新聞媒體群集會場，共同見證此一歷

史性出版盛事。

呂芳上出版致辭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於致辭時談到，

蔣中正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複雜，但

到目前為止還有點爭議的重要歷史人

物；從不同的格局來看，會有不同的感

受。例如；從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格局

來看，蔣中正不只是國際性人物，不只

是中國的領導人，且在整個國際反侵略

的行動裏，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近

代中國，蔣中正在國父孫中山之後是重

要的繼承人，對近代中國國際地位的提

升，包括對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或能登

上世界四強之一，可見蔣中正無疑在這

個時代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看來

台灣的這段時間，蔣中正建好這個根據

地，然後在整個政治的變局內，把台灣

立穩腳跟，可以走向民主化，這部分也

必須承認蔣中正的領導在這個時期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呂芳上表示，蔣中正在台灣的今

天，可能還有若干爭議，「這個爭議是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歷史人物」，有時候

如何看待一個歷史人物，大概要回到那

個時代，否則的話，「我們會苛求很多

歷史人物」。

蔣中正的一生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

縮影，然而他的歷史地位，迄今仍難被

持平而論。近年來由於新史料的開放與

新議題的推陳出新，蔣中正的相關研究

已有大幅度的進展，「蔣學」蔚為近現

代史研究的新潮流。

今年適逢故總統蔣中正逝世四十

週年之際，國史館能夠出版《蔣中正先

生年譜長編》顯然有一定的時空環境成

熟，也就是說大環境在臺灣民主化後的

時機，包括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在

這樣的多元社會裡面，可以從不同的角

度來看問題，也可以提供更多思考空

間。正當其時，國史館盼望藉由《蔣中

正先生年譜長編》的出版，能有助於未

▲國史館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致詞，右為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蔣方
智怡、左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處長林慧芬。

來的歷史研究、釐清歷史真相，從而賦

予蔣中正應有的歷史定位。

過去與蔣中正相關年譜和傳記，

多少受到統治者或敵對者的意識形態、

政治壓力與宣傳的影響，敘述立場多有

偏頗，又因許多史料並未開放，難以一

窺全貌，而且也鮮少能有記載其完整生

平者。《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運用本

館所藏最多且最為完整的蔣中正總統史

料《蔣中正總統文物》為基礎，並參考

「蔣中正日記」等新史料及國內外最新

研究成果，可以說完全依照材料，正反

史料並陳，立場不偏不倚，論述沒有忌

諱，不製造偉人神話，並且引述許多最

新公開的第一手珍貴史料，編撰蔣中正

從出生到逝世（1887-1975）的畢生年

譜，勾勒其生平大事。、揭示其治國理

念、描繪其行動軌跡，還原成為一位

客觀的歷史人物，完整呈現其真實的一

生。

本書特色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有三個特

色：一是學術性大於政治性：惟有學術

性才能長遠保有免於事過境遷，從學術

性的觀點來看蔣中正很多的所做所為，

才會覺得有其客觀評價存在。二是從平

凡人來看蔣中正：我們不製造偉人，並

復原他是一個凡人，將蔣中正所有檔案

資料都公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印證

蔣中正的所做所為，反而會覺得這個人

有創造不凡事業的道理存在。三是超越

同一類性質的書：過去很多人都編過同

類的書，但都沒有像這次這麼全然地蓋

括蔣中正一生的歷史過程，完整性絕對

超越過去。

最後，《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定

位在提供材料，所以不做評價，很多人

可以根據所提供的材料，用自己的想法

來描述蔣中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歷史人

物。

蔣方智怡回顧歷史本乎理智
新書發表會上國史館特別邀請中正

文教基金會董事蔣方智怡、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處長林慧芬蒞館致辭。

蔣方智怡提到蔣中正畢生追隨孫

中山獻身革命建國，成就許多無出其右

的功績，雖然在發展過程中，為了國家

安全與人民福祉，確實出現一些不盡人

意的措施，導致社會有些紛爭，但平心

而論，當年沒有蔣中正以臺灣為復興基

▲作者（左）與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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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決斷，就不會有今日中華民國的存

在，這是國家能否永續發展的前提。最

近社會上出現一些搬移蔣中正銅像的行

動，甚至一小部分人逞一時之快出現潑

漆及損害銅像的情況，對社會和諧進步

毫無幫助。

她深信，回顧歷史應本乎理智，出

於情緒性的觀察不免失之偏頗；盼望透

過國史館這套書的出版，讓逝者已逝，

理性面對蔣中正與臺灣命運息息相關與

共存的歷史。

新書簡介
呂芳上說，這部年譜長編重要素材

之一是蔣中正日記，如果大家沒機會到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去看，他建

議可以看這部年譜長編，因為很多都是

從日記內摘錄出來的重要紀錄。

本書運用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文

物，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蔣

中正日記等相關檔案資料，呈現譜主蔣

中正一生八十九年之事蹟。

本書以蔣中正先生為譜主，時間

起於清光緒12（1887）年出生至民國64
（1975）年逝世共89年。

本次發表會先出版前六冊（後六冊

預計於年底出版），採取「綱目式」，

以一條綱目為一件事，綱先對事作提

要，目再對事作敘述，並且在編年體架

構之下兼採記事本末，使讀者略為明晰

事件之來龍去脈。譜主蔣中正，書中一

律稱「先生」，他人則採用本名。本書

對譜主生平僅提供史實不作評論，以免

歌功頌德或信口開河。書中輯錄的大量

史料原文都有註明出處，方便使用者查

尋原始資料。書名稱作「蔣中正先生年

譜長編」，目的是作為後人編纂完整年

譜或傳記的基礎。本書特色概略來說有

「補充新史料」、「生平全紀錄」、

「併陳正反事」以及「參考新研究」四

項，說明如下：

補充新史料：參考採用大量前人

的編著，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

先生》、《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

事長編初稿》等。同時，本書也收錄相

關檔案，如國史館藏的《蔣中正總統文

物》與中國國民

黨黨史館藏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

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另外，眾多文武

要員的日記如陳誠、王世杰、徐永昌、

胡宗南、等人；訪談錄如熊丸、白崇禧

等也不可或缺，藉由此補充一些蔣先生

決策時鮮為人知的過程。

更重要的史料是「蔣中正日記」，

尤其是本書收錄很多日記內蔣先生每

▲新書發表會現場。 ▲左起：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林桶法、政治大學教
授蔣永敬、政治大學教授劉維開。

週、每月、每年有系統的反省錄，史料

價值非常高。

生平全紀錄：考察過去出版蔣中

正年譜長編性質的著作，如《民國十五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

以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等，大

多沒有涵蓋蔣先生的一生。像是《民國

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只收錄蔣

先生四十歲以前的相關史事。

又像是《事略稿本》，這部著作

內容雖然豐富，但內容卻只涵蓋二十三

年。因此國史館出版的《蔣中正先生年

譜長編》，含括蔣先生出生至逝世前後

長達八十九年，近乎一個世紀的史事，

是蔣先生生平的全紀錄。

併陳正反事：過去關於蔣先生的史

料編著，臺灣方面多有所迴護，並且有

意製造「蔣公」的「偉大形象」。本著

史料公開對此並無顧忌，因此即便是對

蔣先生不利的事實，也不避諱立綱目作

陳述，如實呈現。如（民國9年7月2日綱

目）蔣先生曾在上海做股票投機生意，

後投資失利相當懊惱甚至因此而失眠；

（民國27年9月2日綱目）蔣先生閱讀

《聖經》，翻閱到去年同一天上帝所啟

示的《聖經‧詩篇》第19篇，蔣先生深

信這必定是上帝的預言。因此，把當時

日本水災、風災相繼不絕，視為日軍惡

貫滿盈所造成的上帝的懲罰。

參考新研究：本書除收入蔣先生相

關一手史料，也參考最新學者的研究以

求與時俱進，期望在背景敘述和史料連

貫上，有更清晰的軌跡與脈絡。

以抗日戰爭（民國22年9月22日綱

目）平型關戰鬥為例，過去中共大舉宣

傳的「平型關大捷」，蔣先生在當時雖

有所注意，卻並未過度強調，日記僅提

到：「山西平荊〔型〕關擊退敵軍，晉

局或可轉危為安矣。」認為對整體戰局

影響不大，本書參考楊奎松教授的研究

成果認為在22日這一天，共軍伏擊消滅

平型關附近日軍的輜重隊、汽車隊數百

人。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為了振奮人心，

因此誇大宣傳。本書依照較新的研究、

材料，如實呈現戰爭實況。

蔣永敬看本書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蔣

永敬提到，首先特別感謝國史館呂芳上

館長，做了許多重要的事情，如《蔣中

正總統：事略稿本》共八十二冊、《蔣

中正總統五記》、即將出版的《中國抗

日戰爭史新編》，以及今天的主角《蔣

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共六冊，這一套書

可說是總結過去傳記及長編之集大成，

並充分利用《蔣中正日記》。

其次蔣永敬認為國史館具有天時：

在資料開放下，可以百無禁忌地編纂。

地利：擁有大量蔣中正總統相關的檔案

蒐藏。人和：有一群年輕團隊與精神，

加上國內外史學家對國史館的支持。最

後他從史料上來看，蔣總統帶領中國從

九一八以前的次殖民地到抗戰勝利後的

世界四強之一，肯定蔣總統改變時代的

貢獻。

林桶法的看法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林桶法

提到，這套書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精神終於完成，而且書名取為長編，對

於將來修正的工作奠定基礎。優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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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大量史學家研究時所用的一手

資料，凸顯了本套書的學術性大於政治

性。二、與過去有些年譜相比，出處

更為明瞭清楚。三、補足過去《事略

稿本》的不足缺失，完整性足夠。建議

上：一、可以比照國父紀念館所編《國

父年譜》內有電子書及全文檢索系統，

對於學者的研究會更大的幫助。二、既

然是年譜長編，可以加上蔣先生的家譜

世系表較為適宜。三、書中條文的事件

在追蹤上希望更加完整，足以使讀者清

楚明瞭事件的來龍去脈。

最後林教授提醒，身為本書的使用

者，需要長期的閱讀才可以呈現出蔣先

生平凡人的感情。

劉維開說分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

提到，本書適逢蔣中正逝世四十週年出

版別具意義，他個人有幸參與本書的編

纂，認為國史館出版這套書可以說奠定

蔣學研究的領導地位，同時這套書對於

往後研究蔣學是非常重要的基礎，不管

對蔣先生個人或民國史研究者來說都具

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這套書也完成秦孝儀先生

對《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完成的心

願，限於當時的環境，檔案不像現在如

此開放完整，如《蔣中正總統文物》最

多只到民國21年，所能使用的資料非常

有限，只能根據侍從室的紀錄及報章雜

誌，這些都相當不完整，因此這套書的

出版對於民國史研究非常有意義，也開

創一個新紀元。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是國史

館民國104年最力鉅作，該書全套十二

冊，凡七百二十萬言，2015年4月3日1-6
冊首先出版後，普獲國內外學界重視。

7-12冊於同年12月21日正式問世，全套

以中文繁體字，16開，精裝本，完整呈

現蔣中正一生的史實。7-12冊起於1942
年，止於1975年；亦即從抗戰後期至蔣

中正逝世，內容極為豐富。

以反攻大陸一事為例，論者或謂蔣

中正早已認識反攻之不可能，其所以不

斷大張旗鼓宣傳反攻，是為安撫臺灣內

部民心；從《年譜長編》的記敘來看，

蔣中正的確心心念念於發動反攻，為此

不斷構思反攻戰略、戰術，並與美方持

續折衝，最後甚至有自力反攻之計畫與

行動。再者，《年譜長編》並不避諱收

入對蔣中正較為負面的史事，例如來臺

初期的諸多政治案件，如李玉堂、沈鎮

南、徐會之、李友邦、吳國楨、孫立

人、雷震等案，均有述及。

《年譜長編》引述許多最新公開的

第一手史料，讓蔣中正還原成一位客觀

的歷史人物，完整呈現其真實的一生。

（作者為大學教授）

上海市僑聯副主席杜宇平率團蒞訪
2015年12月11日上海市僑聯杜宇平

副主席率黃伯雄、丁宏新、胡立新、許

丹等幹部蒞訪，理事長陳三井偕常務理

事沈大川、秘書長廖俊傑接待。

陳三井說，在兩岸和平發展態勢

下，本會與上海市僑聯往來頻繁。從

2007年國際孔子文化節開始，到2010年
世博會，本會都曾訪問上海市僑聯。而

在他任內2013年、2014年，張癸副主

席、沈敏副主席分別來訪，沈敏前一年

以副主席身分第一次到訪，隔年則以主

席身分來訪，可見本會是個寶地。

陳三井又說，2016年2、3月本會

將出版五本專書，其中一本是有關兩岸

交流實錄，會蒐整各省市僑聯訪問本會

資料，當然也包括上海市僑聯的來訪。

2016年3月本會組團到上海看抗日史蹟，

屆時拜會上海市僑聯，希望未來，兩會

持續聯繫，密切交往。

杜宇平呼應陳三井的話，兩會的確

要保持密切往來，加深友誼。2016年3月
本會上海參訪團，他會熱烈接待，不僅

僅是吃頓飯而已。杜宇平說，上海市僑

聯老幹部一批批退休後，遴選一批優秀

青年加入僑聯，所以此行就帶這一批新

血到台灣走走，建立聯繫渠道，最近上

層做了改革及變動，目的就是希望兩岸

民間交往，不要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沈大川提到他早在1947年就到過上

海，算是老上海，而上海的孫中山研究

會與陳三井在學術上往來，出過專書。

餐敘後，杜宇平一行到本會辦公

室，參觀本會，同時品嚐特調的咖啡，

氛圍熱烈。（編輯室）

▲最上圖左起：丁宏新、許  丹、廖俊傑、杜宇平、陳三井、胡立新、沈大川、黃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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