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史料典藏與研究 

劉維開 
 

一、前 言 

中國國民黨自總理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興中會迄

今，已經走過一百零三個歲月，為近代中國各黨派中，歷史最久、執政時間最

長、影響最大的一個政黨。關於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究亦已成為中華民國史或

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範疇，有學者稱：「如果沒有國民黨的研究作基

礎，整個民國史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系統、深化。」（註一）然而史學研究有

賴於充分的史料，從海峽兩岸的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分布情形來看，實以臺灣

地區各史政機構所庋藏者最為可觀，其中又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

會最為重要。（註二）本文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庋藏史料為主，介紹臺灣地區現藏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的情形；一是

介紹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叢書，及其後的黨史研究成果。 

二、臺灣地區現藏中國國民黨黨史史料情況 

臺灣地區現藏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集中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

員會、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等史政或學術研

究機構，其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之史政單位，職

司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之典藏、整理、編纂等，性質與其他單位不同，因此本

文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與其他史政及學術研究機構的庋藏情

形，分別為兩個部分介紹於下。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檔介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成立於民國十九

年五月，初設南京，抗戰時期遷設重慶，勝利後復員南京，三十八年初，因時

局逆轉，奉總裁蔣中正先生指示將史料分批運抵臺灣，先置臺中，後定居南投

草屯。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四月，北遷臺北市郊陽明山陽明書屋。黨史會原名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十

月，中國國民黨改造完成，成立中央委員會，仍沿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

稱。至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三月，中央委員會組織全面調整，始改用現名

稱。 

黨史會成立之目的在保存、整理黨的革命奮鬥史蹟，以為國史、黨史編修

之準繩，所蒐集史料至今總數達三百萬件以上，依型式概分為文獻、實物及圖

片三類，其內容分為：（註三） 

（一）一般史料。分為兩個部份，一是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及先烈先進檔案，

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蔣中正先生、蔣故主席經國先生、李主席登輝先生

的專檔，及先烈先進檔案，內含各人的著述、手稿、傳記、照片、衣物、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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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是中國國民黨自總理孫先生建黨以來各時期史料，依黨的發展過程分為

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五個時期，其中以中國國

民黨最長，又概分為五個時期。玆分述於下： 

１總理史料：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之照片、電影片（幻燈片）、留聲片、傳

記、著述（總類、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演講、談話、宣

言、函札、電報、令狀、批牘、文告、雜類等）、墨蹟、紀念文物、紀念論述，

及他人闡揚總理思想之論著等。 
２總裁史料：包括總裁蔣中正先生之照片、電影片、留聲片（錄音帶、演

講、談話）、傳記、著述（論文、演講、談話、宣言、函札、電報、令狀、批

牘、文告、計劃、雜類等）、墨蹟、他人闡揚總裁思想之論著、逝世、陵園、紀

念文物，及蔣夫人有關資料等。 
３蔣故主席經國先生史料：包括蔣故主席經國先生之照片、錄影帶、錄音

帶、傳記、著述、函電、批牘、墨蹟、紀念文物，及有關闡述資料等。 
４李主席登輝先生資料：包括李主席登輝先生之照片、著述、演講，及有

關資料等。 
５革命先烈先進史料：包括革命先烈先進之照片、傳記、演講、函電公

牘、私人記述、墨蹟、文物，及相關論著。其中有部份革命先進的史料，因數

量較大，另設專檔保存，包括吳稚暉、李石曾、狄膺、張群諸先生，以及胡木

蘭女士捐贈之史料。 
６中國國民黨各時期史料：包括自興中會以來各時期之史料，每一時期除

組織、宣傳、訓練、會議、報告，及照片、文件、著述、文物等類外，依重要

事件或史料性質分類分目，其內容如下： 
　興中會時期（民國前十八年至民國前七年七月）：第一次起義－乙未廣州

之役、總理倫敦蒙難、總理創造三民主義、與保皇黨鬥爭、第二次起義

－庚子惠州之役、壬寅廣州之役、甲辰湖南之役、蘇報案、暗殺清吏事

件、其他革命團體、地方革命史料、華僑革命事蹟。 
　中國同盟會時期（民國前七年八月至民國元年八月）：丙午萍瀏醴之役、

第三次起義－丁未黃岡之役、第四次起義－丁未惠州之役、丁未安慶之

役、丁未紹興之役、第五次起義－丁未欽州防城之役（附惠州汕尾之

役）、丁未四川之役、第六次起義－丁未鎮南關之役、第七次起義－戊申

欽廉上思之役、第八次起義－戊申河口之役、戊申安慶之役、戊申廣州

革命運動、第九次起義－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第十次起義－辛亥三月二

十九日廣州之役、暗殺清吏事件、武漢首義、各省光復及北伐、南北議

和、總理回國及選舉臨時總統、臨時政府成立（附國旗與黨旗）、總理辭

總統職、革命團體及其與本黨之關係、地方革命史料、華僑革命事蹟。 
　國民黨時期（民國元年八月至民國三年七月）：總理督辦全國鐵路、國會

成立、宋教仁被刺案、討袁與二次革命、民初各政黨、地方革命史料、

華僑革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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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革命黨時期（民國三年七月至民國八年九月）：各地討袁之役、肇和

之役、雲南護國之役、陳英士（其美）被刺案、護法之役、總理在滬著

書、地方革命史料、華僑革命事蹟。 
　中國國民黨時期：依序概分為五個時期。 
ａ中國國民黨時期（一）（民國八年十月至民國十二年十二月）：莫榮新

之叛變、粵軍返粵與軍政府之恢復、總理就任非常大總統、總理首次

北伐、總理廣州蒙難－陳炯明叛變、廣州根據地之重建、討伐沈鴻英

之役、總理東征、地方革命史料、華僑革命事蹟。 
ｂ中國國民黨時期（二）（民國十三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政治

（行政院及一般政治屬之）、軍事（包括第一、二次東征）、內政、經

濟、財政、外交、僑務、教育文化、社會（包括社會運動、民眾運

動）、交通、水利、邊疆、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設立黃埔軍校、

總理二次北伐、總理演講三民主義、總理北上、總理逝世、西山會

議、上海五卅慘案、肅清楊劉之役、廣州沙基慘案、國民政府之成

立、中山艦事件、總裁北伐、南京建都、清黨、寧漢寧粵之統一及中

央特別委員會、濟南事件、討逆之役、中東路事件、國民會議（包括訓

政時期約法）、九一八事變（東北義勇軍）、一二八抗日之役、遷都洛

陽（國難會議）、長城戰役（附冀察政務委員會）、閩變、剿匪、殷汝

耕冀東叛變、西安事變、地方革命史料、華僑革命事蹟、三大運動（新

生活、國民經濟建設、勞動服務）、本黨參考資料（包括黨內糾紛資

料）。 
ｃ中國國民黨時期（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訓

練（廬山、峨嵋山、珞珈山、復興關及各省市等訓練）、政治（一般政

治、國民政府、行政院均屬之）、軍事、內政、經濟、財政、外交、僑

務、教育文化、社會（包括民運、勞軍等）、交通、水利、邊疆、立

法、司法、考試、監察、戰史、七七事變、八一三之役、遷都重慶、

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參政會、總動員（包括精神總動員及國家總動

員）、漢口撤退、重慶轟炸、國際戰爭之擴大、西南邊地之淪陷、遠征

軍、青年軍、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訂立平等新約、總裁訪印、開羅會

議、關於聯合國、波茨坦宣言、勝利受降（接收、遣俘、戰利品、審犯

等）、復員還都、政治協商會議、地方抗戰史料、政工、兵役、後勤、

軍民忠烈錄（反共抗俄時期資料亦屬之）。 
ｄ中國國民黨時期（四）（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至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

組織及本黨改造、各種選舉與候選人提名、青年節資料、訓練（孝陵

衛、革命實踐研究院及臺灣各種訓練）、地方革命史料（包括敵後本黨

鬥爭資料）、國民政府與總統府、政治、軍事（包括政工、游擊隊、兵

役、退除役官兵輔導、軍民合作、軍工、克難增產、演習、戰鬥等）、

內政（包括民生主義各種設施）、經濟、財政、外交、僑務、國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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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教育文化、社會（包括民運、勞軍等）、聯合服務、交通、水利、

邊疆、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臺灣建設（包括臺灣光復）、地方自

治、制憲國民大會、第一屆國民大會及總統就職、第一屆第二次國民

大會及總統就職、第一屆第三次國民大會及總統就職、馬歇爾調停、

戡亂總動員及反共抗俄（共黨暴行、共產內幕及投奔自由等資料）、反

動團體資料、總統引退、政府播遷、總統復行視事、華僑革命事蹟、

國際反共資料（包括農援資料）、反共國家合作資料（包括援華訪華）、

敵情資料（包括所有鐵幕內及匪俄交惡資料）、青年救國團、光復大陸

設計委員會、各種重要會議、援外及外人來華受訓。 
ｅ中國國民黨時期（五）（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之後）：各種選舉及候選

人提名、地方自治（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政治建設）、民眾訓練、

社調與保防、本黨財務與黨員輔助、本黨監察與紀律、黨政關係、總

動員運動、國民大會與總統府、政治、內政、立法、司法、考試、監

察、軍事（包括政戰、軍工、戰鬥、演習、民防、軍民合作、退除役官

兵輔導）、經濟、財政、外交（包括中美、中日及各國關係）、與國際

組織關係、僑務、教育、文化與哲學、社會、交通、邊疆、光復大陸

設計研究與反共資料、國民外交、中共資料（包括對我統戰、共黨暴

行、反共義士等）、海外反共革命事蹟（包括華僑）。 
一般史料的使用，除黨史會有分類目錄可供查考外，其中總理孫中山先生

專檔目錄已於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十一月出版，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委員會藏孫中山先生史料目錄彙編》。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

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二至七冊，即為黨史會一般史料之目錄彙編，久為研究者

所運用，惟該書僅編至一九四九年，且完成於民國五十七、五十八年間，一九

四九年之後的史料及黨史會陸續新增史料，付之闕如，部分類號亦有調整，研

究者為求完備，仍需查閱黨史會之分類目錄。 
此外，尚有參考資料，分中國和外國兩部份。中國部份又分滿清政府、太

平天國、北京政府，及各種政治團體、抗戰期間之偽組織、友黨、共產黨等類

目；外國部分則依國名分類。另有關宣付案、撫卹案、褒獎案等類，均設專檔

庋藏。 
（二）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包括中國國民黨黨內各重要會議的紀錄及

各個時期黨務組織的專檔，在會議紀錄方面有自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著手改

組中國國民黨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歷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

會議、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中央

黨務工作會議之紀錄；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會議）會議紀錄；國防最高會議會

議紀錄；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中央撫卹委員會會議紀錄；反共抗俄

總動員運動會報等，名目甚多，檔案數量極夥。關於會議紀錄，筆者曾撰有〈中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一文，（註四）在此

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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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務組織設專檔保存者，主要有上海環龍路檔案、漢口檔、五部檔、中央

政治會議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及中央各單位檔案。玆簡介如下： 
上海環龍路檔案：包括民國三年至十四年間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的檔

案，以黨本部所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命名，內容大部分為總理孫中山先生與

黨員同志間，或黨員同志之間往來函電，以及黨本部相關文件，共一四、一三

五件。檔案原依地區配合總、黨、政、軍、財、人、雜七項分類，計新（新疆）

一件、贛一九九件、晉三五件、豫一Ο一件、川三四Ο件、綏二件、皖四四六

件、個（個人）四二九件、粵一、六四二件、魯六三九件、浙一八五件、滇一六

五件、湘五六九件、海（海外）四、二七九件、直三Ο七件、蒙一九件、蘇二、

五Ο八件、甘四八件、桂九一件、青一件、本（本部）四八六件、東（東三省）

三二一件、鄂三三九件、黔五八件、陝七四件、閩四三四件、普四一五件、未

分類二件，現則統一以「環」字編目。 
漢口檔案：全名為「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簡稱「漢口檔」，

包括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間，中國國民黨第一、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特

別委員會之各類檔案，共一七、九七五件。檔案依地區配合項目分類，地區分

中、普、粵、廣、桂、鄂、漢、蘇、京、滬、皖、閩、浙、贛、湘、川、康、

滇、黔、豫、陝、晉、魯、燕、平、津、甘、遼、哈、吉、熱、察、綏、蒙、

黑、軍、路、國、海、亞、歐、美、非、澳、個等，項目分總、組、會、財、

紀、糾、計、表、文、政、雜等。內容豐富，大多為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及

地方各黨務機關往來的公文書，為研究中國國民黨自改組至清黨前後最重要的

一批資料。 
五部檔案：全名為「中央特別委員會農民等五部檔檔案」，又稱「中央前五

部檔」，簡稱「五部檔」，包括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間，中國國民黨中央之工人、

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五部的檔案，共計一六、四三九件。其中工人部最

多，達六、三九四件，其餘農民部二、五六九件，青年部二、二一Ο件，婦女

部二、Ο八四件，商民部二、Ο二一件。另有一、一六一件史料，或涉兩個部

以上，或為五部以外其他各部會，如組織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等的檔案。五部

檔為研究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間，中國國民黨農、工、商、婦女及青年政策，

與實際運作的重要資料。（註五） 
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中央政治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國國民黨在訓

政時期的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居於黨政關係運作的樞

紐地位。中央政治委員會於民國十三年七月成立，十五年七月更名為政治會

議；十六年九月，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取消政治會議，至十七年二月，二屆

四中全會恢復設立。北伐完成，施行訓政，二屆中常會第一七九次會議修正通

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暫行條例〉，以政治會議為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

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二十四年十二月，五屆一中全會通過將政治

會議改為政治委員會，以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

會負責。抗戰軍興，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五屆中常會第五十次會議通過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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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對政治委員會負責；是年十一月，

五屆中常會第五十九次會議通過政治委員會暫行停止工作，其職權由國防最高

會議代行。自此時起，政治委員會職權皆由國防最高會議及之後成立的國防最

高委員會代行。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於三十五年三月舉行六屆二中全會，決

議縣市以上各級黨部設政治委員會，三十六年四月，政治委員會恢復成立，並

於是月二十八日舉行第一次會議。三十九年八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

成立，組織重整，不再有政治委員會之設置。 
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包括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治委員或

政治會議各類檔案，依性質分為外交、內政、國防、黨務、總務、國務、軍

事、政治、工作報告、五院暨地方自治、雜類等十一門。外交門共八十三號、

八十八卷；內政門共三十七號、四十卷；國防門共四號、四卷；黨務門共九十

一號、一Ο四卷；總務門共七十一號、一ΟΟ卷；國務門共六十號、六十四

卷；軍事門共四十二號、四十四卷；政治門一七六號、一九Ο卷；工作報告共

十四號、十四卷；特種會議共十號、十九卷；五院暨地方自治共一三九號、一

四七卷；雜類共六號、六卷。每號即為一案，各卷內容豐富，對於戰前及戰後

相關問題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資料。 
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七日正式成

立，至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結束，前後共存在八年又二個月，為對日抗戰中

期至戰後初期之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共分為五門，第一門為國

防最高委員會本身業務檔案，共七十五號、二九三冊；第二門為中國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相關檔案，共三十三號、五十六冊；第三門為國民參政會、中國

國民黨中全會、全會的報告、提案、決議案，法案規程、人事任免，與中央設

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國防重工業委員會等國防最高

委員會附屬機構檔案等，共四Ο二六號、四八二九冊，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

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一門；第四門為與國防有關的各類案卷，共一五六

號、一六九冊；第五門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奉令研擬外交方面相關事務的建議、

意見、報告書等，共四十三號、五十四冊。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的目錄已由黨

史會於八十四年九月出版，並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製作完成檢索系統，

可供研究者參閱時使用，並擬於近期內完成網路系統，提供研究者更便利的運

用。（註六） 
中央各單位檔案：為中央黨部各工作會陸續移送黨史會之檔案，包括秘書

處、組織工作會（原稱「第一組」）、海外工作會（第三組）、文化工作會（第

四組）、革命實踐研究院、國民大會黨部、監察院黨部等單位檔案。數量不多，

大部份未經編目整理，尚未公開。 
（三）特種檔案。主要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及地方、海外黨務檔案，另

有部份政府機構黨務活動檔案，共三十三類，包括東北黨務幹部會議卷（12宗、

15本）、中央訓練團卷（2宗、3本）、中央及各省黨務工作計劃（62宗、115本）、

教育部特種檔案（37宗、37本）、 財政部特種檔案（96宗、103本）、外交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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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檔案 （33宗、41本）、中央及地方黨政工作報告與黨務概況（119宗、155本）、

青年黨有關資料（5宗、5本）、海外黨務（11宗、11本）、有關各地奸偽卷（44
宗、54本）、戰時中外關係（4宗、7本）、有關越南各種檔案（38宗、47本）、

馬來亞各種檔案（7宗、7本）、中印關係資料（24宗、43本）、有關緬甸泰國檔

案（18宗、18本）、泰國資料（23宗、35本）、韓國資料（30宗、38本）、臺灣

資料（7宗、16本）、琉球及新嘉坡資料（5宗、6本）、菲律賓資料（5宗、5本）、

南洋僑務（4宗、6本）、 港澳工作卷（4宗、8本）、糧食部特種檔案（1宗、3
本）、憲政會檔案（5宗、8本）、三民主義青年團資料（25宗、36本）、黨團統

一卷（14宗、35本）、國民大會資料（17宗、25本）、總裁官邸會報暨批回各種

簽呈（63本）、青年部訓練工作計劃（9宗、9本）、中央與地方黨部黨務概況（27
宗、39本）、中央秘書處檔案（524宗、526本）、國民參政會資料（50宗、83
本）、各種法令規章卷（24宗、24本）。 

（四）圖書、報刊及視聽資料。黨史會現藏中外文圖書在三十五萬冊以上，

報紙、期刊、公報達四千餘種，其中多數為早年所出版者，部分並為海內孤

本，至為珍貴。報紙方面，以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最為重要，計有一千四百餘

種，除數種全國性大報，如《中央日報》、《大公報》等外，大多數為抗戰期間

國民政府控制各省區，包括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

建、陝西、甘肅、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浙江、青海、新疆等，發行的地

區性報紙；期刊雜誌，起自革命時期發行的相關刊物，包括《浙江潮》、《警鐘

日報》、《民報》、《新女界雜誌》等，迄今，計二千餘種；公報，包括中央各

時期黨務公報，如《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中國國民黨週刊》、《中央黨務

月刊》、《中央黨務公報》等，及《臨時政府公報》、《臨時公報》、《軍政府

公報》、《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國民政府公報》、中央各部會與省市

政府公報，共三百七十餘種。黨史會為便利學界運用，曾就其中，選擇部份革

命時期報刊或絕版圖書，輯為「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影印出版，共四集，四十

六種。 
此外，包括《中央日報》（上海、南京、重慶、瀋陽、雲南、湖南）、《掃

蕩報》（重慶、桂林、昆明、漢口、臺灣）、《大公報》（天津、上海、重慶、

香港、長沙、桂林、漢口）等三種報紙；行政院、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內

政部、交通部、實業部、僑務委員會、考試院、審計院等中央機構公報；雲

南、江蘇、甘肅、湖南、福建、浙江、陝西、江西、安徽、湖北、綏遠、熱

河、青海、廣東、廣西、山東、貴州、安東、遼北、遼寧、瀋陽、新疆、寧

夏、察哈爾、青島、西康、四川、南京、上海、汕頭、西安、桂林、重慶、成

都、自貢、山西、廣州、河北、天津等省市政府與相關機構公報；以及《中央黨

務公報》、《中央黨務月刊》、《中央民眾訓練部公報》等黨務期刊，均已攝製

微捲，以便於保存，並供研究者參閱。 
視聽資料，含影片、錄影帶、留聲片、錄音帶等，共二千餘件： 
影片，共一六七捲，多為紀錄片，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平、總裁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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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相關影片及中國國民黨第八至十二次全會及各屆中全會之紀錄片等； 
錄影帶，計四百餘捲，與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有關者為蔣故主席經國先生

活動影集及黨內各種會議錄影，約佔半數以上； 
留聲片，計一四八片，大多為大陸時期錄製，包括總理國粵語留聲片、總

裁於抗戰期間各種廣播詞、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演講詞等；其餘有中國國民黨改

造時期及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相關留聲片； 
錄音帶，分盤式、卡式兩種，盤式共一一六五捲，其中近四百捲為總裁蔣

中正先生各種文告之錄音帶，其餘大部為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屆

中全會紀錄；卡式近一千捲，其中半數以上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相關會議之錄音

帶。 
（五）照片。分為人物與事件二大類，人物部分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

蔣中正先生、蔣故主席經國先生、李主席登輝先生之照片專檔，及蔣宋美齡女

士、孫科先生、張群先生與先烈先進之照片檔；事件部分包括中國國民黨歷次

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全會、革命建國與北伐、剿共、黃金十年、抗戰、戡亂、行

憲、臺灣光復後之各項經濟建設、復興基地建設、黨務活動等；另有專案部

分，包括陸軍大學同學錄、青天白日勳章受勳者、中國海軍建軍等，總計約十

五萬張。 
黨史會所庋藏史料，除一般史料早已開放供研究者運用，復於民國八十

年、八十三年，兩度奉核定將史料開放範圍，擴大至民國五十年。此一幅度，

事實上可以說是將黨史會的主要史料完全開放，供研究者使用，對於黨史及民

國史的研究實有相當裨益。就此而言，亦暴露出黨史會在史料徵集上所面臨的

困境，因為中國國民黨中央一直未建立一套有系統的檔案移轉辦法，以致黨史

會在接收中央各單位檔案的工作上，遭遇許多困難，近年來隨著國民黨的「黨務

革新」，工作人員大幅精簡，更無力從事此項工作，亦使若干年後，研究今日中

國國民黨黨史的學者，將處於無實際資料可用，只能依靠報章雜誌報導的狀

況。 
黨史會除位於陽明山陽明書屋的史庫，庋藏有大量的黨史史料外，位於臺

北市區的「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亦存有豐富的黨史資料，可供研究者參閱。該

館前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圖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與國父

紀念館建立合作關係，館址遷至國父紀念館二樓，並正式使用「孫逸仙博士圖書

館」名稱，提供多功能的服務。該館具有政黨專業圖書之特性，因此在藏書的內

容與性質方面，特別著重中國國民黨的理論，以及中國近現代史方面圖書，現

有中外文書籍約計三十餘萬冊，其中中國國民黨黨史及黨務工作方面藏書計三

千冊，另有自改造至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會議資料，包括會議紀錄、各種報告

等，至為重要。（註七） 

（二）其他機構藏檔介紹 

除了黨史會之外，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等亦存有部分中國國民黨史史料，可供研究者參閱，玆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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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國史館 
國史館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在南京正式成立，惜政府播遷臺灣時，

檔案未及撤出，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在臺復館，向各機構重新徵集，規模

漸具，成為研究民國史重要史政機構之一。 
國史館典藏檔案中有關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原以《國民政府檔案》及《行

政院檔案》中所藏最為豐富，根據簡笙簧的調查，兩檔案綜計，共有六Ο六卷，

其內容主要集中在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屆中全會之提案；（註八）

此外，國史館尚有部份人物傳記檔案，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墨寶、吳稚暉書稿、

胡漢民自傳及遺稿、李石曾函稿及墨蹟、荷馬李將軍檔案等，亦可視為黨史史

料之一部份。 
近年來，國史館自總統府陸續接收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的專檔，及國民政府檔案，則因或為中國國民黨的領導者專檔，或有黨務部

分，自應列入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一併介紹。 
蔣中正總統檔案：係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統軍主政時期的部分手稿和文件資

料，初存放於桃園縣大溪鎮頭寮賓館，故通稱《大溪檔案》。民國六十八年（一

九七九）五月，以該庫所在受地形限制，安全多有顧慮，奉故總統蔣經國核定，

遷至臺北市陽明山中興賓館庋藏，仍由總統府機要室管理，並以黨史會史料亦

存放該處，可交由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檢調運用，俾對領袖革命作更有效之

闡揚。秉此原則，《大溪檔案》除開始有限度的供國內外學者申請參閱外；並在

秦孝儀主持下，以《大溪檔案》及黨史會檔案為主，完成《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

編－對日抗戰時期》，共七編，二十六冊，由黨史會出版。書中大多為首度公開

的史料，極為珍貴且具權威，若干長期以來的臆說與偏見，不攻自破，深受國

內外學術界重視。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初，因中興賓館所在之陽明書屋的

產權問題，及史學界要求公開《大溪檔案》的呼聲不斷，經總統府前秘書長吳伯

雄裁示將《大溪檔案》移交國史館典藏，於是年八月完成全部點交作業，並正名

為《蔣中正總統檔案》，經整理後，於本（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潘振球

館長正式宣布：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自即日起正式對外逐步開放。（註九） 
蔣中正先生自清末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民國成立，歷經討袁、護法、

北伐統一、抗戰，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四月一日，膺任中國國民黨總裁，領

導全黨，至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四月五日病逝，其畢生勳業事蹟即為中國國民

黨黨史之一部份，《蔣中正總統檔案》自然為介紹中國國民黨史料所不可忽略。

《蔣中正總統檔案》依性質可分為：蔣總統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

電、特交檔案、領袖家書、文物圖書、蔣氏宗譜、照片影輯和其他類十項，其

詳細內容，已有專文介紹，不再贅述。（註一Ο）不過就檔案內容言，各類文電

仍以軍、政為主，黨務實屬少數，已編輯成卷者，僅在「革命文獻」中，有〈北

伐時期－黨務：（一）重要會議、（二）〈清黨〉、〈統一時期－黨政外交〉、

〈戡亂時期－戡亂時期之黨務〉等三案。據筆者了解，關於蔣氏對於黨務的批

示、函電及講演文稿，仍以黨史會庋藏《總裁檔案》為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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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勤檔案：即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檔案，主要為其主政期間資料，並包括任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及行政院院長等公職期間的部分手稿及文件，原存放

總統府機要室，繼《大溪檔案》之後，移交國史館典藏。蔣經國先生長期參與黨

務，自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經推舉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並兼

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至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一月十三日逝世，領導中國國民

黨達十三年之久，其勳業事蹟自為中國國民黨黨史之一部份。惟《忠勤檔案》至

今尚未對外公開，詳細內容不得而知。 
國民政府檔案：為國史館於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十一月接收總統府移交之

檔案，有別於原館藏之《國民政府檔案》，內容依性質分為二十三類，共二、一

八六案、二、二二二冊，其中與中國國民黨黨務直接關連者，有「黨務」及「政

黨」兩類： 
黨務類，自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至三十四年六月，包括〈日人萱野長知為革命

同志熊越山殉難請卹上委座函〉、〈方治函陳奉派赴國內各地視察黨務宣傳工

作、張君勱翻譯世界各國大學者所著馬克思書籍〉、〈查禁西安被劫記、邊事月

刊請補助經費、改革民間圖畫事〉、〈香港宣傳之調整及職權劃分〉、〈組織中

央國際宣傳委員會及對外宣傳規定事項〉、〈何香凝函謝匯款、于院長等請特卹

王祺、黎慶恩等控訴廣州市黨部曾三省偽證〉、〈中央民訓部請增加活動費、浙

江省黨部請補助該省各縣黨部經費〉、〈二中全會已收到提案要目、中政會第七

次會議紀錄及第八次會議議事日程〉、〈湖南黨務情形摘要及平津外黨活動狀

況〉、〈黨員守則十二條及守則闡釋總理紀念獎金規程草案〉、〈實現民生主義

與增進黨政工作效率辦法之意見〉、〈黨務改進意見及政治會議改進意見等、中

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等〉、〈陝甘寧青四省各縣黨務工作幹部訓練〉、〈黃澤

民報請以董載泰等三人整理廣東南路黨務、李功亮函請參加恩平縣黨務工作〉、

〈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籍貫統計表及中央人事調動〉、〈委員長侍從室區黨部通

告及小組會議開會通知等件、各省市鐵路黨部出席談話會人員姓名住址一覽

表〉、〈陳立夫、戴笠等報告外黨活動情形及郵電檢查工作〉、〈雲南省黨委請

撥發推進黨務經費及鉛印機、孔祥熙請飭北平市黨部令財部北平印刷局工會撤

廢〉、〈請重印蔣委員長治兵語錄軍人新知〉、〈電令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等

呈報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黨員人數及對黨關係〉、〈前國社黨首領王興東函陳東北

秘密工作之繼續與補助問題〉、〈顧問端納建議准許影片出口及沈覲鼎請寄「西

安半月記」數冊以利宣傳等〉等二十二案，共二十二冊。 
政黨類，自民國三十年四月至三十七年十二月，包括〈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綱

草案〉、〈中央政治會議組織條例〉、〈黨務工作人員任用規程〉、〈六全代表

大會通過之政綱政策〉、〈第五屆十次中央委員全會有關事項〉、〈第六次全國

代表大會專輯〉、〈新疆省黨部建立經過及委員人選〉、〈建立新疆邊防督辦公

署特別黨部〉、〈新疆省申請入黨同志頒發黨證〉、〈中央直轄特別小組之編組

及討論問題〉、〈新疆省黨務工作報告〉、〈陶希聖等擬呈革命救國綱領及組織

綱要草案〉、〈呈請核定卅三年度全國黨務經費〉、〈呈請核定國際宣傳處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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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各級黨部組織改進〉、〈加強各級黨團部組織並擴廣黨務〉、〈加

強戰地與軍中黨務及協助部隊訓練〉、〈中上學校黨團工作檢討及加強黨務工

作〉、〈發展小學教員組織與定期受訓〉、〈選拔並運用模範黨員與突擊隊綱要〉、

〈黨務復員計劃及收復區之緊急措施辦法〉、〈政治團體登記規則〉、〈批令本

黨同志應培養法治精神與民主風度〉、〈國共政治協商及中外人士之觀評〉、〈各

級黨部負責人員異動與黨務工作報告〉、〈中央訓練團訓練計劃與人事〉、〈發

動全國青年統一建國運動〉、〈青年運動方針與童軍組織改隸及加強訓練〉、〈訓

練優秀黨員加強政治鬥爭〉、〈蔣夫人率員慰勞東北蘇軍〉、〈發給興中會老同

志溫炳臣由日返國旅費〉、〈黨史及國史史料遷運臺灣〉等三十二案，三十四冊。

其中〈黨史及國史史料遷運臺灣〉案，包括了七件關於黨史會史料及中央黨部資

料遷運臺灣的文件，不論對黨史的保管或黨史會本身而言，均是十分重要的資

料。 
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二月一日成立於臺

北，為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重鎮。其所收藏檔案中，與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有

重要關連者，為《朱家驊先生檔案》，玆介紹於下： 
朱家驊（1893-1963）， 字騮先，浙江吳興人。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交通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民國

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一月三日病逝於臺北。朱氏身後留有數量可觀的個人檔

案，五十二年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洽商朱夫人王文淵女

士同意，交由該所整理保管。六十年（一九七一）六月，正式展開整理工作，六

十六年六月至七十一年六月，將全部檔案文件，詳加分類編目，分別裝入函套

四百盒。（註一一）由於朱氏曾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四月，中國國民黨

五屆四中全會後，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二十八年（一九三

九）十一月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至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辭職，負責抗戰

時期黨務，前後達六年之久；期間並於二十七年六月起，兼任中央調查統計局

局長，因此在檔案中存有大批關於中國國民黨黨務的資料。玆據檔案目錄，列

舉與黨務有關之卷目於下： 
中央黨部秘書長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卷、組織部部長卷、臺灣黨務、

香港黨務、福建黨務、廣東黨務、廣西黨務、越南黨務、雲南黨務、貴州黨

務、山東黨務、江蘇黨務、江西黨務、浙江黨務、湖南黨務、安徽黨務、湖北

黨務、西康黨務、西藏黨務、山西黨務、河南黨務、四川黨務、南京黨務、河

北黨務、陝西黨務、甘肅黨務、平津黨務、華北黨務、察哈爾黨務、綏遠黨

務、熱河黨務、新疆黨務、青海黨務、東北黨務、西北黨務、營救同志與制裁

漢奸、通訊、各省市路軍黨部主委委員書記長人事分析及其經歷、各省市各特

種黨部委員介紹、朱家驊對各省市路海員軍黨務工作同志之意見及對學校黨務

工作之指示、簽呈總裁稿抄件及粵漢區鐵路管理局所呈之報告、中國國民黨第

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各省市路軍海外黨部代表名冊及電文、申請入黨介紹入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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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黨證、學校黨務、黨務人事介任與人才儲備登記、中國國民黨中央青運幹

部講習班、組織部黨務研習會、組織部黨務研習會戰地訓練班學員通訊、組織

部戰地黨務訓練班名冊及學員通訊。檔案內容主要為各地方黨務幹部所呈送人

事及工作報告，其中以各省、地區及學校黨務部分最為可觀，且具有相當私密

性，對於探討抗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地方黨務運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特別是

朱氏任秘書長及組織部部長期間，黨內有所謂「朱家驊派」，其與長期主持黨務

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及所謂「C．C．派」間的關係，外界諸多傳言，這批檔

案當可為學者提供一定的研究資料。 
此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朱氏擔任秘書長期間，總裁所下手諭；及其任職

組織部部長期間，簽呈總裁之正式公文，目前庋藏於黨史會，屬一般史料。 
近史所另藏《王世杰先生檔案》中，亦有若干資料，其中《日記》已由該所

影印出版，對中國國民黨內的若干問題，如決策過程、派系紛爭等，提供了不

少第一手的資料。 
３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為負責國軍史政及編譯業務之機構，所庋藏檔案近五萬

件，雖然以軍事為主，不過其中有部分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

員會全體會議的軍事報告，可補黨史會藏會議檔案之不足，亦應列為中國國民

黨黨史史料一部分。包括五全大會陸軍行政報告、六全大會軍政部工作報告、

軍政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陸軍行政報告、軍政部四屆三中全會陸軍行政報告，

及四屆四中、四屆五中、五屆三中、五屆五中至十二中、六屆二中、六屆三中

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報告案等。 
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宮中檔》、《軍機檔》、《上諭檔》、《收

發電檔》等檔案中，存有不少地方督撫關於革命黨活動的報告和清帝的上諭，為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料的一部分，亦為興中會、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的史料

之一部分；（註一二）國立歷史博物館亦收藏有孫中山先生函札及令稿一批，為

孫先生從事護法運動的資料。（註一三） 

三、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概況 

關於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究，李雲漢曾於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七月撰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的幾個層面〉一文，（註一四）對於研究中國國民黨黨史

的基本觀念，中外人士的研究狀況與成果，以及幾項容易產生誤會的爭議問

題，作出簡明的論述與評價；復於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三月撰〈臺海兩岸

研究孫中山思想與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現況與展望〉，對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關於

孫中山思想與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究，提出深刻的觀察與看法，希望兩岸的歷

史工作者能擺脫政治成見，讓「歷史的歸於歷史」。（註一五）本文為避免重複，

則著重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慶祝活動及之

後，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究成果。 
研究首重資料，學者除了至史料典藏機構參閱史料外，更有賴於史料專輯

的出版，在這一方面，黨史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以往的《革命文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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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史料叢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等，都獲得史學

界極高的評價，近年來所編印《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則以「中國國民黨黨務

發展史料」為主題，相繼出版「組織工作」（第十三、十四集）、「中央執行委

員會工作報告」（第十七集）、「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報告」（第十八、十九集）、

「婦女工作」（第二十集）、「黨務工作報告」（第二十一集）等，對於研究者

提供了可觀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務資料。此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譯審李玉貞翻譯前蘇聯重要檔案而成的《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
第一卷》（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六年五月），揭示了一九二

Ο至一九二五年莫斯科與中國各個層面，特別是與孫中山及中國國民黨的關

係，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在研究方面，因為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適值孫中山先生建黨革

命一百週年，包括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及中國歷史學會等五個機構，共同主辦了「國父建

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而黨史會也規劃出版系列黨史研究叢書，使黨史

研究達到一個高潮。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

日在臺北舉行，會中發表了九十九篇論文，同時於會後彙集成《國父建黨革命一

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共四冊，供研究者參考。九十九篇論文，大都環繞著中國

國民黨的人物及史事，人物部分所佔篇數較多，且集中於孫中山及蔣中正兩位

黨的領導人的革命事蹟或思想研究；史事部份則涉及層面較廣，黨務組織方面

有： 
陳三井：〈王京岐的歐洲的組黨革命活動〉； 
林如蓮：〈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 
張玉法：〈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在山東的黨務活動〉； 
陳存恭：〈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 
馬若孟、蔡玲：〈一個新的政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間的中國國民

黨〉；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遷臺後黨政關係制度的演變〉； 

政策方面有： 
董家安：〈中華革命黨討袁期間的對外策略〉； 
張天任：〈由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中國國民黨的兩次統一論「公平內政」

與「均權共治」〉； 
林 泉：〈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與抗戰建國－從幾件重要決議案分

析探討〉； 
國共關係有： 

吳文津：〈異議的處理：國民黨改組後之早期反共浪潮〉； 
社會運動有： 

葉文心：〈國民黨與杭州的五四運動〉； 

 13



施政成果有： 
葉嘉熾：〈國民黨與中國醫療衛生現代化（一九二八－一九三七）〉； 
劉泰英：〈中國國民黨與光復後臺灣經濟之發展〉； 
陳裕清：〈中國國民黨與中國民主的演進〉等。 
黨史會方面，為了慶祝總理孫中山先生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在主任委員李

雲漢的規劃下，全體同仁通力合作，編輯出版「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紀念叢

書」，共十三種，二十五冊： 
李雲漢著：《中國國民黨史述》（共五冊）； 
陳鵬仁著：《中國國民黨在日本》； 
喬寶泰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民主憲政》； 
高純淑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共五冊）； 
邵銘煌編：《孫中山先生與蔣中正先生》； 
宋正儀編：《先烈先賢書畫集珍》； 
蔡相煇編：《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共三冊）； 
林宗杰、楊麗美編：《李主席登輝先生重要黨務言論集》；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 
林養志、宋正儀編：《中國國民黨一百週年大事年表》（共二冊）； 
林 泉編：《國父年譜》（第四次增訂本）（共二冊）； 
《至公至誠的中國國民黨》增訂本及日文本； 
《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圖輯（增訂本）》。 

其中尤以李雲漢所著《中國國民黨史述》最受各方重視。 
李雲漢長期致力於黨史研究，外界對其所著《中國國民黨史述》自有所期

待，而在大陸方面陸續出版了近十本以「中國國民黨黨史」為名的史著之後，該

書的出版更有其特殊的意義。《中國國民黨史述》全書共五編，計正文四編，附

錄一編，共四十章，二百八十九節。每編分裝一冊，共五冊：第一編「黨的建立

與發展」，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第三編「訓政建設與安內攘外」，第四

編「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第五編「附錄」；涵蓋中國國民黨自一八九四年建

黨，至一九九四年，一百年間的史事。全書逾二百萬言，為目前最完整之中國

國民黨黨史通論性專著。著者於〈自序〉中表示該書之作，係基於「素所抱持的

歷史使命感」，以「義不容辭」和「義無反顧」的精神，決心「傾一己之力」，

來「完成這件向歷史交卷的事」。撰述期間秉持完整性、正確性、系統性、學術

性四項原則，期使「對中國現代史之研究以及世人對中國國民黨之了解，有所裨

益」。（註一六）蔣永敬於書評中，指出「本書『體大思精』，既有廣度，更有

深度」，「確實做到了著者所秉持的完整性、正確性、系統性和學術性的各項原

則」，推崇該書「不僅是對百年來的國民黨一大貢獻，也是史學界的一大成就」。

（註一七） 
其他各書包括專著、論文選集、圖錄、領導人言論彙編、工具書及增訂本

等，亦有可觀之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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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鵬仁著《中國國民黨在日本（一八九五－一九一四）》，內容自孫中山先

生於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首次亡命日本起，至民國二年八月，討袁之役失

敗，再亡命日本，重整革命事業，創建中華革命黨止，十九年間史事。全書著

重於成立於日本東京的中國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以及有關日本人與中國革命

之關係。因日本人與中國革命關係密切，作者並根據有關資料，介紹了五十六

位協助過中國革命之日本友人的簡歷及事蹟，列為附錄。 
喬寶泰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民主憲政》，全書共約五十萬言，對中國國民

黨實施民主憲政的思想與理論、決策與努力、演進、成就及展望，均有詳細的

論述，不僅是一部中國國民黨實施民主憲政的理論專著，更是一部中國國民黨

實施民主憲政歷程的史著。 
高純淑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計蒐集臺灣地區研究中國國民黨之

創建與發展相關論文八十四篇，編輯而成。全書共五冊，其編次係依論文主題

及內容，概分為興中會時期、同盟會時期、國民黨時期、中華革命黨時期、中

國國民黨時期等五編，其中興中會時期八篇、同盟會時期三十四篇（同盟會成立

與發展，十一篇；辛亥革命，二十一篇；人物、南京臨時政府各一篇）、國民黨

時期一篇、中華革命黨時期三篇、中國國民黨時期三十八篇（廣州革命政府，七

篇；改組至北伐統一，十六篇；北伐統一至臺灣建設，十五篇）。八十四篇論

文，除四篇為譯作外，基本上代表了臺灣地區研究中國國民黨黨史的成果，同

時也顯示出研究的趨勢。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係輯錄自民前十八年（一八九四）興中會

成立，至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之中國國民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重要職名。全書

分甲、乙兩編，甲編輯錄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改組前

之中國國民黨職名；乙編自民國十三年第一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起，按屆

輯錄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暨中央黨部各單位正、副主管姓

名，並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依規定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單位，但其組織自成系

統，乃將其中央團部自成立迄黨團合併之職名，另列專章。書中引用各項人事

任免資料，以黨史會庫藏檔案及會議紀錄為主，相關資料為輔，間有若干訛

誤，但較諸其他相關名錄，本書仍為首本具完整性與可靠性的中國國民黨職名

錄。 
此外，黨史會為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獎勵青年學者對中國國民黨歷史作學

術性研究，期對中國國民黨之歷史地位作客觀公正之評價，乃辦理優良黨史著

作徵選工作，凡以中國國民黨各時期之發展史實與重要人物勳業，及中國國民

黨對外關係為主題之學術性著作，均可申請，由黨史會聘請學者專家三人組成

評審小組進行評審，經評審通過者，有林玲玲撰《廖仲愷與廣東革命政府（一九

一一－一九二五）》及王凌霄撰《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一九二八－一九

四五）》兩本論文，經作者依審查意見修訂後，由黨史會分別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及八十五年三月出版。黨史會並鑒於近年來國內青年學者博碩士論文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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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惟限於種種因素，無法出版，以致影響其研究意願，決定持續主動徵求

各相關研究所推薦優良博碩士論文，經該會約請學者專家審閱，通過後，逐年

出版，每年以一至二種為度，總其名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叢書」。本（八十

六）年已審閱通過者為陳進金撰《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

年）》及王良卿撰《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

九）》，將於近期內分別出版。 
除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相關活動所帶動之黨史研究外，學者在近兩年間，對

於黨史的研究成果，專著方面，多在人物研究，如洪喜美著《李烈鈞評傳》（臺

北：國史館，民國八十三年六月）、陳木杉著《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

係》（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八十四年二月）、汪榮祖與李敖合著《蔣介石

評傳》（臺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四月）、蔣永敬編著

《范鴻仙年譜》（臺北：國史館，民國八十五年六月）等。 
史事方面的論著，則有呂芳上著《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八月）。該書以二Ο年

代中國學生與政治關係為主題，作者在結論中指出「一九二Ο年代中國學生運動

的一個重要特色是逐步政治化」，而所謂政治化的義涵之一就是與政黨合作，

「一九二Ο年代中共的出現，青年黨的創黨，國民黨的改組與復甦，提供了學

生結盟的時機與對象。有全國性組織的政黨的確給予學生對於宣傳與策略運用

實際的訓練與應用，結果加速了二Ο年代學生的政治化。」（註一八）書中對於

國民黨、共產黨及青年黨三黨對於「學權」的爭奪，有著相當篇幅的陳述，特別

是在國民黨方面，運用了黨史會庋藏的「上海環龍路檔案」、「漢口檔案」、「五

部檔案」及相關會議檔案，實為研究國民黨改組前後青年工作或學運工作的重要

史著。 
此外，薛化元著《《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九五Ο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

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雖係以《自由中國》半月

刊為研究主題的論著，但書中對於《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關係多所著墨，在某

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國民黨遷臺初期與在野黨及在野人士互動關係的研究。 
而在前蘇聯檔案陸續公布之後，受到研究者的相當重視，關於孫中山或中

國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的探討已經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研

究的一項新課題，不過或許是受到語文上的限制，臺灣方面的起步較晚，目前

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余敏玲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三者之間的關係（一九二Ο－一九四Ο）資料彙編與研究計畫」正在進

行，預定於八十七年六月完成。至於現在臺灣所出版相關研究，均非本地學者

的論著。包括了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退休教授郭恒鈺著《俄共中國革命秘檔（一九

二Ο－一九二五）》及《俄共中國革命秘檔（一九二六）》兩書，係以前蘇聯檔

案為主敘述一九二Ο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譯審李玉貞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以中國、俄國、荷蘭收藏的檔案

史料為主，剖析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另外，旅美作家周谷亦參考大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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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版相關史料及翻譯前蘇聯檔案完成關於孫中山與第三國際的專文多篇，近

日並將其調整、補充、修增，輯為《孫中山與第三國際》一書，於本（八十六）

年十月在臺北出版。（註一九） 
論文方面，關於黨史人物的研究，因為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十一月十

二日為孫中山先生誕生一三Ο週年，臺灣、大陸均舉辦學術討論會，相關期刊

亦有專輯，所以在此一範疇中，主要為孫先生的革命史事與思想研究。此外，

八十四年七月，為了陳立夫回憶錄中、英文本的出版，在中華民國太平洋文化

基金會等單位贊助下，於香港科技大學有一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Ο年之中

國，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陳立夫與其兄陳果夫與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關係密

切，有所謂「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不過會中對於陳氏與黨務間的關係未多作

探討。（註二Ο）史事方面，自八十四年迄今，學者在臺灣地區幾次重要的學術

討論會，陸續發表了多篇與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相關的論文： 
李雲漢：〈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慶祝抗戰勝利

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

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劉維開：〈戰時黨政軍統一指揮機構的設置與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

屆討論會，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洪喜美：〈光復前後中國國民黨臺灣黨務的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

討論會，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張玉法：〈北伐前後中國國民黨在山東的黨務（1919－1935）〉，紀念北伐

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高純淑：〈抗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臺灣黨務－臺灣黨部的成立與發展〉，紀

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在香港及大陸地區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發表者有： 

陳存恭、鄧德濂：〈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務〉，香港，紀念抗戰勝

利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國民黨（一九三五－一九三八）〉，北京，

紀念七七事變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而在學術刊物上刊載之關論文有： 
王良卿：〈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次中央執行、監

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民國八十五年

十二月出版。 
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三十七年）〉，《國史館

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林能士：〈第一次護法運動的經費問題（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近代

中國》雙月刊，第一Ο五期，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王良卿：〈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組黨風潮為中心的探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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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雙月刊，第一一九、一二Ο期。 
這些論文的研究範圍，大多為抗戰期間的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雖然與論

文所發表場合或個人研究重點有關，但亦可反映出黨史研究已走出早期革命史

的範疇；而在論文內容方面，包括黨政關係、派系紛爭、地方或海外黨務、三

民主義青年團等，則顯示黨史研究主題隨著史料的開放及政治環境的改變，日

漸多元化。 
至於博、碩士論文方面，各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以中國國民黨黨史或人

物為研究主題者，據筆者檢視，自八十二年以來，共有八篇，計博士論文三

篇： 
陳惠芬：《抗戰前國民黨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1928－1937）》，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王正華：《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政治大學歷史

研究所，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金泳信：《西山會議派之研究（1923－1931）》，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民

國八十六年七月。 
碩士論文五篇： 
張錦堂：《動員婦女：國共兩黨在廣東省的婦女運動（1924－1927）》，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1935）》，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民

國八十三年六月。 
張世瑛：《陳炯明研究－以孫陳關係為中心的探討》，政治大學歷史研究

所，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劉明憲：《省港大罷工、封鎖及抵制英貨運動之研究》，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政治

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五年四月。 
此外，非歷史研究所而對中國國民黨發展進行「史」之研究者，博、碩士論

文各有一篇： 
龔宜君：《移入政府的滲透能力（1950－1969）：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

礎的形成與鞏固》，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 
邱麗珍：《國民黨黨營經濟事業發展歷史之研究，1946－1996》，臺灣大學

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六年。 
其中大部份的研究生在研擬題目及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曾到黨史會參閱資

料，受到史料開放的影響，他們在論文中運用了不少近期開放的檔案，不僅加

強了研究的深度，同時也可以用新的史料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或挑戰以往的研

究成果。如劉明憲就根據《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紀錄》及《五部檔案》、《漢口

檔案》，指出過去多數中共史家及歐美學者認定整個省港罷工及抵制英貨行動，

由中共所主導的觀念是錯誤的，認為省港大罷工，在重大決策上，罷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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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聽命中國國民黨中央，基本上中國國民黨掌控了罷工抵制行動的進行。（註

二一） 

四、結 語 

近年來，在大環境的影響下，臺灣地區的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有愈來愈

不受到重視的感覺。所謂大環境的影響，包括外在、內在兩個方面。外在方

面，自解嚴以後，在民主化的衝擊下，臺灣逐漸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國

國民黨從以往支配性的政黨轉變為競爭性的政黨，雖然仍保有執政的地位，但

是難如以往一般，引起學者對其歷史的重視，進而研究；另一方面，在一個多

元開放的社會中，高度言論自由所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往往對歷史研究構成

程度各異的挑戰，就黨史研究而言，以往或有部份失之主觀、僵化，這些挑戰

正可以使研究者擺脫意識型態的束縛，對黨史進行客觀公正的研究，但是一旦

流於偏見，甚至情緒性的攻訐，則會阻礙、傷害了歷史真相的探討。對於此種

現象，李雲漢在〈從史料開放談黨史研究〉一文中指出： 
近數年來，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

究，面臨著極大的挑戰，在某些方面而言，構成了不少阻礙，甚至傷害。

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教育當局一直在減弱現代史研究與教學的功能，一

般人的歷史大為低落，幾乎到了不明歷史真偽的可悲程度。反對黨為政治

理由不願面對歷史的真實面，而徒以激情和醜化來描述中國國民黨；大陸

人士所著中國國民黨黨史的著作公開在臺灣流行或在臺灣出版，也嚴重傷

害歷史的真相。（註二二） 

內在方面，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應是中國國民黨的一項資產，肯定過去的成

就，才能創造未來的光榮，但是國民黨的領導階層似乎並不珍惜這段歷史，反

而將其視為一項負擔，這一點充分反映在民國八十年及八十五年，兩次黨務革

新，黨史會的存廢問題上。造成黨對本身歷史不重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關鍵

應在於黨的領導人對於黨的歷史缺乏認同感，以及黨中央對於黨的認知變調，

漠視黨的理念，將黨作為選舉機器，認為贏得選舉就贏得了一切。中國國民黨

中央評議委員葉明勳曾於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以〈政黨不能以權與利為

結合的目標－寄望參與執政黨十五全大會諸賢〉為題撰文，呼籲黨員要知道黨

史，黨史的價值勝於黨產，稱： 
我們身為執政黨黨員，豈能不知自己的黨史。黨史的價值，勝於黨

產，超越時代，可以承先啟後，闡揚黨的精神，永垂而不朽，黨可無產，

但不可無史。如說執政黨黨史，只見於遷臺後數十年，則推翻專制，建立

民國，八年抗戰，臺灣光復的光榮歷史，皆成謊言。這種無知，與亡國者

並不知已亡其史有何差異？今日執政黨黨員，如對史、對主義的真諦，都

缺乏了解，欲談黨的精神，黨的政策，將何異緣木求魚？（註二三） 

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葉氏的諍言對於國民黨中央能發生什麼作用，令人

懷疑。 
但是臺灣地區所具有研究中國國民黨黨史的良好條件，是中國近現代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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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領域的研究，所難以相提並論的。不僅因為中國國民黨是執政黨，而是因為

臺灣地區擁有數量豐富，以及最具關鍵的黨史史料，而且隨著史料的大量開

放，研究者實際上有著較以往更為廣闊的研究環境。因此大環境雖然困難，就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本身而言，應是十分樂觀的。對於黨史研究工作者而言，

除了要克服大環境的不利因素外，今後更應努力的方向是如何充分運用已開放

的史料，充實黨史研究的課題，跳脫肯定、否定兩極化的論斷，對於中國國民

黨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予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註 釋 

註 一：劉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編：《中國國民黨史》（江蘇：江蘇古籍出

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頁五。 
註 二：大陸地區藏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

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中

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通訊社、中央民眾訓練部、中央訓練委

員會和中央訓練團、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中央調查統計局、中

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

員會等單位檔案，另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檔案、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

檔案及部份人物檔案中，如蔣中正、陳布雷等，亦存有中國國民黨黨

務文件。 
註 三：關於黨史會典藏史料介紹，有林養志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之

資料簡介〉，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臺北：中華民國史

料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頁三七五－四Ο五；邵銘煌：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美國柏克萊

加州大學舉辦「近代中國歷史檔案會議」論文，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九

日。 
註 四：見《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臺灣代表部份）論文

集》，頁九五－一一二。 
註 五：關於五部檔，高純淑撰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一

文，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十四期。 
註 六：關於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筆者撰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

會藏「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介紹〉一文，刊登於《近代史學會通訊》

第五期，頁一一一－一一五。 
註 七：詳見〈孫逸仙博士圖書館的特性‧藏書與服務〉，《近代中國》雙月刊，

第一Ο二期，頁一二三－一二六。 
註 八：參閱簡笙簧：〈國史館典藏檔案有關「中國國民黨史料」簡介〉，《中

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七十

八年十二月），頁三五一－三七四。 
註 九：陳進金：〈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正式對外開放〉，

《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第五十八期，第十三－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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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Ο：陳進金：〈國史館典藏「大溪檔案」始末〉，《近代史學會通訊》第四

期，頁三三－四七；陳進金：〈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始末〉，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頁三六三－三七四；陳憶華：〈國

史館珍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原名：大溪檔案）〉，《漢學研究通訊》，

第十六卷第二期，頁二一五－二一九。 
註一一：孫斌：〈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二月），頁二四八。 
註一二：參見馮明珠：〈院藏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料簡介〉，《故宮文物》，

第二十七期－三十二期；莊吉發：〈從故宮檔案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

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二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

究中心，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頁三Ο一－三四二。 
註一三：參見陳鴻琦：〈館藏「孫總理大元帥令墨蹟」校釋〉，《國立歷史博物

館學報》第一期，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一一七－一三四；陳鴻

琦：〈館藏「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復）吳忠信及其相關函札」輯校〉，

《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第六期，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頁一－二

二。 
註一四：收入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增訂），頁六七－一一Ο。 
註一五：收入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頁四四九－四六四。 
註一六：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自序〉。 
註一七：蔣永敬：〈評李雲漢著：《中國國民黨史述》〉，《近代中國史研究史

通訊》第十九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四年三

月），頁一一七－一二三。 
註一八：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八月），頁四三一。 
註一九：郭恒鈺著《俄共中國革命秘檔（一九二Ο－一九二五）》及《俄共中國

革命秘檔（一九二六）》兩書，均為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李玉貞著

《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八十五年十

月）；周谷著《孫中山與第三國際》為大地出版社出版（八十六年十月）。 
註二Ο：「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Ο年之中國，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的論文集已

由國史館於八十六年六月出版。 
註二一：劉明憲：〈省港大罷工的肇始與影響（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一九

二六年十月十日）〉，《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一二一期，民國八十六

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頁一四五。按：本文係作者根據其論文部份內

容改寫而成。 
註二二：李雲漢：〈從史料開放談黨史研究〉，《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一Ο一

期，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八日出版，頁一四－一五。 
註二三：葉明勳：〈政黨不能以權與利為結合的目標－寄望參與執政黨十五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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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諸賢〉，《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五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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