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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i

序

陳履安

前中華民國監察院院長

先父辭修公生於前清光緒24年（1898），浙江省立處州第十一師範學校

本科畢業後，感於時艱，乃立志從軍，於民國8年投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

八期，入炮科就讀，後因直皖戰爭爆發，軍校停辦，才南下廣州，入新建粵

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並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10年，保定軍官學校復課，

辭修公回校繼續學業，次年畢業後，補少尉排長，分發浙江紹興浙軍見習。

後轉上海投效鄧演達，加入國民革命軍，追隨蔣公參與東征、北伐、中原大

戰諸戰役，迭建軍功，於民國19年擢升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中日戰

爭爆發之後，辭修公先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參與

淞滬戰役，後隨戰事發展，歷任軍政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國防部參謀本

部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部總司令等職，無不兢兢業業，恪盡厥職。

國共戰爭期間，辭修公也親赴東北戰場，指揮若定，惟此時胃疾復發，

於民國37年，奉命自瀋陽飛返南京，入上海國防醫學院治療，割除胃部病

灶，後又轉臺北草山療養。同年底，蔣公任辭修公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

灣省警備總司令，以確保臺灣，徐圖復興。此後，辭修公歷任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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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辭修公不幸於民國53年確診罹患肝癌，群醫

束手，民國54年3月5日病逝，享壽68歲。民國103年秋，國立政治大學人

文中心與履安及家姊夫傳韜兄商議，以次年為辭修公逝世50週年，擬舉辦

學術研討會及文物展覽會，以資紀念，家屬欣然同意。為此，履安與傳韜兄

乃董理舊藏，將辭修公部分文物及用品交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與社會科學資

料中心，依辭修公勳業，按年編排，撰寫說明，並由國史館提供部分影音資

料，以求周全。文物展開幕之時，辱承社會賢達光臨，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

生並發表專題演講，諸多推崇之詞，身為家屬，衷心感謝。

國立政治大學並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學者專家，準據辭修公

一生功業，條陳縷析，詳明清楚。當時履安即表示：大時代中，許多人都有

重大貢獻，今日我輩才得安居樂業。許多人的功績未曾紀錄，未有流傳。辭

修公原有保存資料之習慣，又勤於著述，故能讓後人充分了解其一生志業。

彰顯先人為人子之義，於家屬而言，辭修公是生活與事業的典範，但對近代

中國而言，辭修公為時代見證。透過辭修公保存的文獻與資料，後人得以多

體識一個偉大的時代，方符合先父保存資料的初衷。

學術研討會之際，發表論文的學者專家互相問難、論學，會議之後，又

費盡心血，修改論文，終於於今年先父辭修公忌辰竣事，出版之前，政治大

學囑咐為本書作序，謹綴數語，敬申對政治大學銘感之忱，同時希望本書出

版，有助學者認識民國史實，幸莫大焉。



余序　iii

序

余傳韜

財團法人亞太科學技術協會董事長

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民國103年初，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與我商議，希望

提供先岳丈辭修公之文物、檔案，在次年舉辦「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

會」及「陳誠副總統文物特展」以紀念辭修公（1898-1965）逝世50週年。籌

備工作會議中，要為特展訂一主題，人文中心以為辭修公一生樸實行事，

負責認真，輔佐蔣公，綜理國務，當可用「誠樸輔國」四字定論，余甚為贊

同，遂名。

辭修公一生輔佐元戎，經歷北伐、抗戰、國共內戰。於民國38年共軍

席捲中國大陸之際，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終

使難民潰軍雲集，物資缺乏，強敵壓境，風雨飄搖的臺灣，逐漸安定下來，

使臺灣僥倖逃過了毛澤東暴政27年之害（1949-1976）。毛澤東專政最後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鄧小平名之為「十年浩劫」，其實毛專政之

前段17年，國人死於鬥爭、飢餓者達數千萬人，數倍於「十年浩劫」的「千

萬人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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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修公在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不到一年的任期中

（民國38年1月5日至12月21日），首先，管制臺灣入境人口：因難民湧入，

人口增加甚速，經濟上衣食住行均不堪負荷，於2月18日經省府會議及省參

議會討論通過的《入境限制辦法》，管制入境人口。其次，糧食增產，因戰

爭的破壞，臺灣光復初期糧食不足情況嚴重，民國34年年產量63萬餘噸，

與當時人口需要量不敷21萬餘公噸。經過政府各種努力於民國37年生產增

至99萬公噸。惟人口原有600餘萬，兩三年內增加150餘萬，糧食仍不足。

省府乃訂定民國38年再增產糧食20萬噸之計畫，除實施三七五減租以提高

農民生產興趣外，並投資3.5萬億舊臺幣（是當時舊臺幣發行量1萬億的3.5

倍）以改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如肥料、水利、墾荒、種子品質及農具等。增

產糧食20萬噸的目標達到了，市值為5萬億舊臺幣。從此，每年有餘糧。第

三，發行新臺幣：民國37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因為原有的法幣

貶值太快，已到崩潰邊緣，不變不行。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戰爭破壞不堪的

歐洲及中國，都需要大量的經濟援助才能恢復生產供應民生需要。歐洲有美

國的「馬歇爾計畫」支援才能從戰墟中重建，逐漸恢復。中國沒有「馬歇爾

計畫」的支援，更有較對日戰爭更大的國共戰爭，不但不能重建以裕民生，

而是有更大的破壞以及戰爭需要更多的軍事費用。南京政府只有以印鈔票

維生。抗戰勝利時民國35年法幣的發行量是0.56兆元，民國36年增加到3.5

兆，民國37年8月增加到604兆。民國36年發行量是民國35年的6.25倍；民

國37年是36年的17倍。這種趨勢還會更快，因為人民對鈔票沒有信心，一

有鈔票就買東西，造成物資缺乏物價上漲。幣制改革要成功有兩條路；第

一條路是發行量要有限制，第二條路是政府要有充分的物資，包括黃金、

外匯、民生用品等。民國37年8月19日蔣中正總統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

令》發行金圓券取代法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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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圓券的發行，原訂發行量上限是20億元，價值為原法幣發行量的十

倍，發行後不過四個多月，到38年1月已發行208億，是原法幣發行量的

一百多倍。金圓券不免重蹈法幣崩潰之一途，只是其勢更猛，其為害更烈。

民國38年7月3日政府宣布以銀元券代替金圓券時，金圓券發行量是130萬3

千餘億元，是原法幣發行量的6萬5千倍。金圓券急速貶值，臺幣與金圓券

之比值雖可調整，但金圓券貶值太快，調整不能及時配合，致使臺灣物價也

隨大陸物價而狂漲。辭修先生於民國38年1月即開始籌劃改革幣制，5月中

央政府同意將在臺生產事業、進出口貿易及外匯管理交由臺灣省管理，並撥

借黃金80萬兩作改革幣值基金。改革幣制之條件粗具，乃於民國38年6月15

日發行新臺幣，與金圓券脫勾，其它要點如下：

一、由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2億元。

二、新臺幣1元折合舊臺幣4萬元。

三、新臺幣5元折合美金1元。

新臺幣的發行，穩定了臺灣的物價、金融。

辭修先生藏書中有張君勱著論《總體戰》一書，認為國家的力量不僅堅

甲厲兵一項，而更包括人與物的質量以及好而有效的政經制度。執政者必須

使人民有好的教育及充分生活資源。書裡有作者簽名送蔣百里先生，又有百

里先生簽送辭修先生的字樣，時間是抗日戰爭初期。總體戰的論述與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義要義不謀而合。民國29年9月辭修先生乃得一實行總體戰，抗

戰與建國並重的機會。民國29年5月日寇自豫南、鄂中兩路集結六個師團進

擊，於6月12日攻下宜昌。自宜昌沿長江西上便是四川的三峽，戰時首都重

慶最後的一道防線。政府決定重設第六戰區，以保衛重慶，其轄境包括鄂

西、湘西、湘北、川東、黔東等地。辭修先生於民國29年7月1日就任第六

戰區司令長官，9月1日再兼湖北省主席職。軍事方面第六戰區不負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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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從此至民國34年投降，宜昌以西未得寸進，拱衛四川重慶的任務圓滿

達成。省政方面，興利除弊，增加生產，提高行政效率以裕民生。其中提高

農業生產一項包括建設灌溉渠道、擴大耕作面積、提供優良品種、貸款購買

農具耕牛等。為提高占農民7至8成的佃農生產意願，實行三七五減租，即

農民交地主之田租不得超過每年主產物37.5%。為在臺灣實行土地改革的初

步工作，開創先例。

民國38年初，辭修先生主持臺政時，我仍在北大就讀，先父已經到臺

灣。民國39年2月我才輾轉各地到達香港，3月獲得臺灣入境證抵達臺灣。

抵臺後應臺中農學院考試，已取得農學院學籍，但家兄已為我請得美國獎

學金，乃於39年8月去香港，搭乘美輪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舊金山。一去22

年。民國53年初，受國立臺灣大學之約，返臺任客座教職，停留8個月，經

常有機會與岳丈長談，辭修公講述往事，至得意處，口講指畫，至今仍歷歷

在目。其後讀辭修公《六十自述》稿，其為文氣勢，似曾相識，乃悟其內容

多為53年辭修公講述之往事也。

民國61年我回臺工作，民國85年離開公職，乃得專心整理先嚴及辭修

公的諸多文稿。民國89年與國史館館長潘振球先生洽妥出版「石叟叢書」中

之《抗日戰爭》，後擱置。《抗日戰爭》由國史館出版時已是民國93年12月，

館長為張炎憲先生。余持《抗日戰爭》全部至潘府，敬獻潘前館長，以稍補

延誤4年出版之愧疚。國史館出版辭修先生作品到現在為止計12冊。1
其中

《六十自述》，係辭修公於民國46年（1957），約故舊十餘人在週末聚會暢談

往事。由辭修公先自述繼由與會人士補充討論，作成紀錄。共聚會八次，每

至深夜，完成紀錄二卷，為《六十自述》初稿。書前有照片100楨。民國104

1 《抗日戰爭》、《建設臺灣》、《北伐平亂》、《國共戰爭》、《與蔣介石先生往來函電》、《與

友人書》共六部取自「石叟叢書」。臺灣省議會記錄、美援委員會議記錄、整軍往來函電

紀要取自「石叟資料室」所製作之錄影卷。《家書》、《六十自述》及《日記》為辭公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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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國史館出版的最後一部《陳誠先生日記》係民國53年底辭修先生病，

余自美國回臺探視後帶往美國，在銀行保險箱儲存了30年。

政大有意於辭修先生逝世50週年之際召開學術研討會及辦理「陳誠副總

統文物特展」乃將手邊所藏部分檔案文交政大人文中心運用。我雖參加了研

討會及其多次籌備會議，惟所有工作均由人文中心同仁在周惠民主任領導下

努力執行，使研討會順利完成。學者專家論文亦經審定，即將付梓之際，我

應囑作序，特綴數語致謝政大人文中心同仁及周惠民教授，並希望各界透過

論文集，了解今日臺灣所以能安居樂業，實為前人努力經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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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唐磊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館長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先生致函給我，為其主編之「陳誠與

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專書出版之序。儘管我對陳誠將軍的瞭解和

研究不多，水準也有限，但惠民主任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學者，恭敬不如從命

了。

與惠民主任相識在2014年1月的上海，當時是為了商討共同舉辦首屆海

峽兩岸「淞滬抗戰史學術研討會」的相關事宜。正是那次學術研討會，兩岸

專家學者充分運用最新檔案史料，突破傳統的研究方法，從新的視角全方位

地論述了兩次淞滬抗戰的歷史地位、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拓展了淞滬抗戰

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也為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的改陳布展奠定了成功的基

礎。一來二往，彼此就成了好朋友，究其相識相交的主要原因，是基於共同

的話語，共同的訴求，共同的志向。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是全面展示兩次淞滬抗戰史的主題紀念館，是上海

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是辨識與討論人文價值在現代

社會中的功能、角色及發展方向的專業學術機構。本著「優勢互補、互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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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同發展」的原則，雙方開展了多層次、多領域、多形式、可持續之全

面戰略合作。

2015年3月5日適逢陳誠將軍逝世50週年，在如此深具意義的時刻，受

周惠民主任邀約，我非常榮幸地參與了「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來自海峽兩岸三地包括復旦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華中師範

大學、香港珠海書院、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財團法人亞太科學技術協

會、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陳誠文教基金會等多家高校及科研

機構的專家、學者共約50餘人濟濟一堂，圍繞陳誠將軍對抗戰勝利和對現

代中國的貢獻及影響作深入探討和交流。

陳誠將軍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抗戰名將，對於淞滬會戰更可

謂「貢獻卓著、厥功甚偉，有其不可磨滅的重要歷史地位。」正如余子道教

授所述：「陳誠將軍是抗日戰爭初期淞滬會戰中一位運籌帷幄、總攬全域的

領導人物。他率先提出和參與策定『擴大滬戰』的戰略決策，並且自始至終

親臨前線。他先後擔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和前敵總司令，參與策定和指揮

會戰過程中幾乎所有重要的作戰計畫、作戰部署和作戰行動。」得益於惠民

主任相助，我館可以有展示陳誠將軍當時珍貴的電文、手令以及相關實物，

來詳實地還原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在這裡我代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

館，向惠民主任以及他的同事表示誠摯的謝意。

今天，「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如期出版，用歷史的

維度，客觀、公正，多方位地對陳誠將軍思想理念、抗戰歷史地位以及對臺

灣發展所做的貢獻進行了分析，不僅探討了陳誠將軍在現代中國歷史發展過

程中，所承擔的責任及影響力，重新還原其歷史原貌，還有助於化解兩岸歧

見，互通學術資訊、分享學術成果、增強民族認同感。

讓我們共同攜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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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周惠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以現代中國的形塑為研究主題，關注對影響現

代中國的人物與事件，辦理過關鍵年代工作坊、國際冷戰研究團隊籌組工作

坊、蔣中正先生講座與胡宗南將軍文物史料特展及開羅宣言70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等學術活動，也蒐集各種檔案，出版研究成果。民國103年初，政

治大學人文中心以陳誠先生50週年冥誕將屆，計畫籌辦「陳誠副總統文物特

展」及「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特與余傳韜校長商議，希望余校長能

提供辭修先生之相關檔案、文物，以憑辦理。為此，余校長與陳履安院長連

袂來校，商討工作計畫。

籌備會議中，余校長以為：辭修公一生樸實無華，負責認真，輔佐蔣

公，綜理國務，當可用「誠樸輔國」四字為定論，遂以此四字為特展主題。

會中並建議，邀請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與香港珠海學院共襄盛舉。上海淞滬

抗戰紀念館與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長期合作，探討淞滬戰役相關史事，唐磊館

長自是一諾無辭。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也經常與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辦理學

術會議，胡春惠教授特地代為邀請相關學者，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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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期間，余校長經常關切進度，並提所藏各種資料、檔案，包括辭修

先生指揮淞滬戰役之手令、辭修先生日記等珍藏檔案，交政治大學人文中心

運用。陳履安院長也提供珍藏之家書、相片、塑像及辭修先生所用之文具借

展，另委託國史館複製辭修先生戎裝參展，文物頓時豐富異常。

「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如期於104年3月5日展開。開幕儀式由

本校周行一校長主持，特邀郝柏村先生發表專題演講，華中師大章開沅教授

特預錄賀詞，於會場放映。隨後，來自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展開會議，共

宣讀20餘篇，主題涵蓋辭修先生一生，從早年參加兩廣事變，指揮淞滬戰

役、主持湖北省政到督導遠征軍，在臺開展各項建設工作等重要事蹟。學

者充分討論後，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再請原作者參考各方意見，仔細修改論

文，以便出版。今（106）年3月，論文收整完畢，計13篇，並請劉維開教授

導論，履安先生、余校長及淞滬抗戰紀念館唐館長作序。書中綜括辭修先生

一生功業，其中又以討論辭修先生對臺灣建設之貢獻與當前關係國家發展關

係最為密切，誠如余校長在其序言中所提示者：「透過論文集，了解今日臺

灣所以能安居樂業，實為前人努力經營的結果。」只可惜胡春惠教授溘然長

逝，長留追思。付梓之際，特說明本書因緣始末。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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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

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開始軍旅生

涯，歷任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深受蔣中正倚重。1933年2月，

國民政府對於盤據江西的中共，部署第四次圍剿事宜，以陳為中路軍總指

揮；是年秋，蔣中正在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蔣自任團長，任陳為副團長。

1934年9月，國民政府進行第五次圍剿，奉派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三路

軍總指揮；10月，共軍主力竄逃，任駐贛預備軍總指揮。1935年3月，蔣中

正指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派陳兼任處

長，分期整理全國陸軍；是年秋，蔣中正在四川峨嵋山舉辦軍官訓練團，自

兼團長，以陳與劉湘為副團長，由陳主持其事。1936年2月，奉命擔任晉、

綏、陝、甘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率領國軍進入山西堵擊紅軍。6月，陳濟

棠、李宗仁以抗日為名發動「兩廣事變」，陳奉命赴粵設立廣州行營，和平

解決事變。1937年春，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7月，任廬

山訓練團教育長。8月，淞滬會戰發生後，擔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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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率部抗擊日軍。1938年受任武漢衛戍總司令，並兼任軍

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等職。1940年9月，專任第六戰區

司令長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率部防阻日軍沿長江西上入川。1943年2月，

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1944年11月，任軍政部部長；1945年1月，兼後

勤部總司令。1946年5月，任參謀總長；6月，兼海軍總司令。國共戰爭發

生後，1947年8月，兼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指揮國軍在東北軍事行

動。1948年5月，以胃疾嚴重，至上海施行手術，請辭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

主任，獲准，並移居臺灣休養。是年12月，受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陳事前

毫不知悉，身體亦尚未復原，但以國難當前，只有抱著鞠躬盡瘁的決心，出

任艱鉅，於1949年1月就職，至是年12月行政院改組臺灣省政府去職，專任

東南軍政長官。1950年3月，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提名陳誠出任行政院院

長，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1954年5月，因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副總統，辭

行政院長職；至1958年7月，再度出任行政院長；1960年5月，連任第三任

副總統；1963年12月，因健康因素辭行政院院長職。1965年3月5日，因肝

癌病逝於臺北，享年68歲。

二

2015年為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亦是陳誠先生逝世50週年，國立政治

大學為表彰陳誠先生一生忠勤，功在國家，特規劃「誠樸輔國：陳誠與現代

中國學術研討會暨文物特展」，期能藉由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文物特展，使後

世感受其「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之高風亮節與氣度。活動於3月5日至

26日假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分為學術研討會、文物特展、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四部分進行。3月5日開幕式，陳誠先生家屬及故舊親臨指導，並邀請行政

院前院長郝柏村先生進行專題演講。活動進行期間，參加研討會或參觀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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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分踴躍，校內師生亦由活動中對於先生之行誼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學術

研討會邀集兩岸三地研究陳誠事功之學者專家，進行深入討論，本書所輯為

會中發表部分論文，共13篇，約略依其生平，分為戰前整備時期、抗戰時

期、國共戰爭時期、臺灣時期四個階段，內容大要如下：

戰前整備時期1篇，國史館副館長何智霖之〈陳誠與兩廣事變〉，以國

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事略稿本」、「革命文獻…兩廣事變」、「特

交文卷」及《陳誠副總統文物》中已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

《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陳誠先生書信

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為主，輔以

《柳克述檔案》等相關資料，探討陳誠在和平解決兩廣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影響。

抗戰時期7篇，其中2篇以淞滬會戰為主題，分別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楊維真之〈陳誠與淞滬會戰〉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余

子道之〈陳誠在淞滬會戰中的歷史地位〉。楊維真指出陳誠在淞滬會戰中的

作為，不論是滬戰初起策定和戰，力主擴大戰事；或是後來擔任左翼軍總指

揮、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時，指揮所部與敵鏖戰；乃至於最後撤退階段坐鎮

崑山，臨危不亂，處置得宜，終使所部全軍退出戰場後，始撤離崑山，展

現高超的指揮官道德，其表現應值得肯定。余子道將陳誠在淞滬會戰中的作

用，歸納為三個方面：站在戰場全局的高度，全面觀察戰場形勢的發展變

化，提出戰場作戰的具體作戰方針和作戰計畫；主導重要戰役和重大作戰行

動的謀劃、策定和指揮；關注會戰進程中的重要問題，向蔣介石和最高統帥

部提出建議。認為陳誠對於淞滬會戰的貢獻卓著，有其不可磨滅的重要的歷

史地位。

陳誠曾於1943年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雖然不到9個月即卸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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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卻是陳氏一生中重要的經歷之一。國史館修纂處助修蘇聖雄之〈陳誠與

中國遠征軍〉，利用國史館出版之陳誠回憶錄、日記和檔案全宗為基礎，並

參考資料，對於這個主題進行全面的探討。

陳誠的抗戰經歷與思想探討，計有4篇：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

巍之〈論抗日戰爭中的陳誠〉，從軍事、行政、人際三個層面，探討與論述

陳誠在抗戰中的活動與業績。表示「陳誠是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中，最為

耀眼的一顆將星，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認為「抗

日戰爭的宏偉舞臺，造就了陳誠一生事業的輝煌。抗戰中蔣陳關係的良性

互動，是陳誠施展才能與抱負的重要條件，為他的軍政生涯走向輝煌提供了

保證」。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研究員鄧一帆之〈愛國者的抉擇：陳誠的抗戰

思想述評〉，從陳誠在抗戰期間的經歷探討其抗戰思想，認為陳氏的抗戰思

想充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對國家、對民族堅貞不渝

的情感，以及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立場和

意志，鼓舞了全國民眾的抗戰熱情和勝利信心，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更充分證明民族大義、民族感情完全可以超越歷史恩怨、政黨之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張雲之〈抗戰時期陳誠軍事政治思想

研究〉，採用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以全面抗戰時期陳誠軍事政治思想進行

論述，表示陳誠在抗戰時期的軍事政治思想，雖然有強烈的忠蔣反共意識，

但並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扎實的文化底蘊、高超的思辨能力、深厚的軍政

素養和高尚的愛國情愫。表示：「歷史發展到今天，給陳誠以公正的評價，

不能不說是一件頗有學術意義和時代價值的事情。」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

史研究所副教授徐炳三之〈外患與內憂：陳誠對抗戰救亡的深度思考──以

書信、日記、回憶錄為中心的考察〉，透過陳誠的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史

料，分析陳誠對抗戰時期中國內憂外患局面的思考與主張，表示抵禦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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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族獨立是抗戰時期陳誠的第一使命，他的系列主張秉承了民族國家至

上的原則，並適當兼顧了國民黨的利益。強調陳誠在抗戰問題上的出發點是

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存續，其愛國心和識見值得稱道。

國共戰爭時期1篇，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桶法之

〈國共內戰時期陳誠與東北戰場〉，根據陳誠的日記及相關檔案文獻，對於陳

氏在東北軍事剿共部分進行探討。全文分為三方面：一、戰後陳誠的籌謀與

角色；二、戰後初期國府對東北的軍事布局與四平街戰役、三、陳誠與東北

戰局。認為東北戰事方面，如果完全歸咎於停戰令或美、蘇的影響，似乎忽

略了戰略與政略的重要性。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期間，並非無法扭轉戰局，

但是國軍因派系及指揮問題導致無法相互支援。陳誠離開東北只是國軍在東

北戰局失敗的開端，並不是主因，陳誠主政東北，戰役的損失或許超過十萬

人，但大的據點並未丟失，自然不能以此論定國軍在東北的失敗陳誠要負最

大的責任。

臺灣時期4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之〈陳誠與政府遷臺

初期中央政制的確立〉，以陳誠《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為主要資料，輔以

陳氏日記、言論，相關當事人資料及報章雜誌報導等，對於陳誠與政府遷臺

初期中央政制的確立進行探討。認為陳誠作為中央政府遷臺後的首位行政

院長，在中央與地方在制度上的若干作為，不僅確立政府遷臺以後的政治制

度，對於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發展，亦有深遠的影響。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彭劍之〈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確保臺灣？──陳

誠在臺灣時期的革命言論初探〉，通過對陳誠在臺灣時期革命言論的梳理，

探討對於近代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解。指出長期以來，人們都以1949年為

中國革命的終結點。但是如果意識到國民黨在1949年以前其實一直以革命

政黨自居，敗退臺灣之後，也長期高唱革命之歌，則我們看待1949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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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節點時，當會有不同的認識。認為國民黨失去了大陸，固然是革命的失

敗，但還不是徹底的失敗，因為他們還有臺灣這一個革命的基地，更重要

的，是他們還有反攻大陸的革命理想。在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都有相當

長時間還在繼續革命事業，以1949年為中國近代革命的終結點並不妥當。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任育德之〈臺灣土地改革政策的

決策與宣傳（1949-1953）〉，透過臺灣土地改革政策推行前期，政府介入實

施決策制訂實施及其宣傳，探討黨政最高領袖蔣中正、政策制訂及推動者陳

誠、國民黨之間觀點及其觀感與立場之微妙差異。表示1949年陳誠在臺灣

推行三七五減租，是希望在地主、佃農、政府之間互動平衡，在戰爭動員需

求下要達到徵糧與社會穩定雙重需求。他用省政府掌握宣傳媒介進行輿論塑

造，說明宣揚政策利多之同時，藉此壓制反對政策聲勢，使反對者喪失輿論

發言空間及透過發言集結同情者勢力有其他動作，同時注意新訊息、尊重專

業、強力執行政策之意志，也給予農復會等機構施展空間。1950年起中華

民國在冷戰環境之下，有塑造自由中國以與中共政權區隔的需要，使減租、

限田等土地改革政策進一步推行取得合法性。陳誠作為行政院長，將政策上

升至統治區全境以及日後反攻大陸之示範，必須取得立法程序正當性，他在

此時勇於出面說明政策實施，並很快出現英文版、日文版翻譯，顯示臺灣政

治高層期望宣傳相關主張之意向，也突顯陳誠在其中所扮演之政策說明者角

色。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周濟之〈陳誠與臺灣經濟發展〉，認

為陳誠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後，以不到一年時間推動三七五減租，恢復農工

生產，幣制改革，推動地方自治，並安定社會秩序，使臺灣經濟脫離二次

大戰後的困境。1950年3月，出任行政院長，從更高的層次繼續推動各項建

設。自1953年起，政府開始一系…經濟建設的中期計畫，釐訂國家發展目標

及策…，循序推動現代化政策，完成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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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產業生產和貿易擴展機制，並實施穩定物價的財政和利率政策。1954年後

陳誠連續獲選中華民國第二、三任副總統，襄贊總統蔣中正主政國事。此期

間陳誠仍是政府主管經濟發展的最高首長，在其所支持的財經團隊推動下，

擬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從政府預算控制，產業發展，貿易擴展，金

融與外匯創新，以及財政改革等方面著手執行，讓臺灣經濟突飛猛進。1965

年3月5日陳誠過世，6月30日美援亦告中止，而臺灣經濟開始起飛，儲蓄大

幅增加，外資大量引進，不但彌補美援停止後財源不足的缺口，也達到快速

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的雙重目標，被經濟學家稱奇譽為「經濟奇蹟」。雖然

陳誠的一生在此劃下句點，但由他奠定的臺灣經濟發展基礎，繼續朝著更成

熟的現代化社會邁進，並接受來自國內外新的挑戰。

三

隨著陳誠先生資料的陸續開放與出版，研究者對於陳氏一生行誼將會有

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現，民眾亦可藉此對於陳氏一生抵禦外侮、建設邦家之事

蹟有更清楚、深入的認識。本書所輯諸文雖著重於陳誠先生於抗戰至臺灣時

期相關作為，然而在資料運用等方面，實超越以往，對於陳氏事蹟之理解，

當有相當貢獻，至於早年生活及參與東征、北伐、剿共及戰前整軍之事蹟，

容日後再行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