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外交史料介紹
劉維開*

一、前言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之前身為中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成立於 1930 年 5 月，
初設南京，抗戰時期遷設重慶，勝利後復員南京，1949 年初，因時局逆轉，奉
總裁蔣中正指示將史料分批運抵臺灣，先置臺中，後定居南投草屯。1979 年 4
月，北遷臺北市郊陽明山故總統蔣中正晚年使用之中興賓館，更名陽明書屋。1998
年 9 月，位於臺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的中央黨部大樓啟用，各單位合署辦公，乃
自陽明書屋遷至大樓七樓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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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0
月，中國國民黨改造完成，成立中央委員會，繼續沿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稱，
掌理黨史史料之搜集、整理、編纂及革命文獻之保管事宜。1972 年 3 月，中央
委員會組織全面調整，更名為黨史委員會，掌理原屬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之業
務。2000 年 3 月，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選舉失利，中國國民黨喪失執政權，進
行黨的改造，精簡組織，黨史會與文工會合併組成文化傳播委員會，更名為「黨
史館」，掌理原黨史會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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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史館館藏檔案介紹
黨史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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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般史料。分為兩個部份，一是人物檔案，包括中國國民黨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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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等。一是中
國國民黨自總理孫先生建黨以來各時期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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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中國國民黨時期最長，
又概分為五個段落－民國 8 年 10 月至 12 年 12 月，13 年 1 月至 26 年 7 月，26
年 7 月至 35 年 5 月，35 年 5 月至 65 年 11 月，65 年 11 月以來。每一時期或段
落之下，再依史料性質分機構及史實兩類，機構按組織、宣傳、訓練、國民政府
與行政院、軍事、經濟、財政、內政、外交、社會、僑務、交通、水利、邊疆、
文教、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地方行政等分類；史實則依革命建國過程中各
個重大事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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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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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且完成於 1968、1969 年間，距今已有三十餘年，不僅 1949 年
之後的史料及黨史會陸續新增史料，付之闕如，且有部分類號已有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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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檔。參考資料分中國和外國兩部分，中國部
分又分滿清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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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等目；外國部分則依國名分類。人物專檔有吳稚暉、李石曾、狄膺、
張群、俞國華、蔣緯國諸先生，以及胡木蘭女士捐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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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 年總理孫中山先生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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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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務組織設專檔保存者，主要有上海環龍路檔案、五部檔、漢口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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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 年至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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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5 件，統一
以「環」字編目。
五部檔：全名為「中央特別委員會農民等五部檔檔案」
，為 1924 年至 1927
年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各單位檔案，共計 16439 件，其中以工人、農民、青年、
婦女、商民等五部檔案為主，又稱「中央前五部檔」，簡稱「五部檔」。
漢口檔：全名為「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簡稱「漢口檔」，包
括 1924 年至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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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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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包括 1927 年至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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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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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 年 2 月 7 日正式成立，至 1947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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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門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相關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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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門為與國防有關的各類案卷；第五門為國防最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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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奉令研擬外交方面相關事務的建議、意見、報告書等。
中央各單位檔案：近年來向中央黨部各工作會徵集到的檔案已存有組織工
作會、海外工作會、文化工作會、革命實踐研究院、國民大會黨部、監察院黨部
等單位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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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東北黨務幹部會議卷、中央訓練團卷、中央及各省黨務工作計劃、教育部特
種檔案、 財政部特種檔案、外交部特種檔案、中央及地方黨政工作報告與黨務
概況、青年黨有關資料、海外黨務、有關各地奸偽卷、戰時中外關係、有關越南
各種檔案、馬來亞各種檔案、中印關係資料、有關緬甸泰國檔案、泰國資料、韓
國資料、臺灣資料、琉球及新嘉坡資料、菲律賓資料、南洋僑務、 港澳工作卷、
糧食部特種檔案、憲政會檔案、三民主義青年團資料、黨團統一卷、國民大會資
料、總裁官邸會報暨批回各種簽呈、青年部訓練工作計劃、中央與地方黨部黨務
概況、中央秘書處檔案、國民參政會資料、各種法令規章卷等，共三十三類。
（四）圖書、報刊及視聽資料。黨史館藏 1949 年之前報紙、期刊、公報達
四千餘種，部分並為海內孤本，至為珍貴。其中 1949 年以前之報紙收藏計一千
四百餘種，目前寄存於國史館；期刊計二千餘種，中央各時期黨務公報及中央各
單位與省市政府刊印之公報，共三百七十餘種，均存放於黨史館現址，可供參閱。
黨史館另轄孫逸仙博士圖書館，藏中外文圖書 35 萬冊，其中 1949 年之前圖書，
達 5 萬餘冊。
視聽資料，含紀錄片、影片、錄影帶、錄音帶、留聲片二千餘件，其中總
裁蔣中正的各種文告錄音帶即有近千捲。
（五）照片。分為人物與事件二大類，人物部分包括總理孫中山、總裁蔣
中正、故主席蔣經國、前主席李登輝及現任主席連戰之照片專檔，及蔣宋美齡、
孫科、張群、俞國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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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史館所庋藏史料，依三十年開放原則，凡屆滿三十年，且無特殊機密性
質，即可提供研究者申請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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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外交事務相關檔案
黨史館庋藏檔案中，明確規範與外交有關部份，僅有《中央政治委員會檔
案》外交門、《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第五門及《特種檔案》三個檔案，其餘包
括《總理檔案》
、
《總裁檔案》
、
《中行廬經世資料》及《黨務會議紀錄》等，因個
人或組織關係，有與外交事務相關的決策性資料。玆分別介紹如下：
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有「外交門」項目，主要為 1927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
京後至 1937 年盧溝事變發生前，中央政治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議處理外交單位
呈送相關事務案件，共 83 號、88 卷。抗戰發生，中央政治委員會停止運作，由
國防最高會議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相繼代替行使其職權，相關業務轉移至兩機構辦
理。除外交門外，國務門、軍事門亦有少數檔案，如〈中德合辦飛機製造廠合同
卷〉
、
〈審查中美航空、郵務合同附各方請求取消呈函卷〉等，與外交事務有關。
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
「第五門」項，主要為抗戰期間及戰後初期，國防最
高委員會所屬國際問題討論會、外交專門委員會等幕僚單位奉令研擬外交方面相
關事務的建議、意見、報告書等，共 43 號、54 冊。至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辦理外
交單位呈送相關案卷，如〈中蘇通商條約〉
、
〈應付暹羅排華案〉
、
〈中多友好條約〉
、
〈國際外交各案〉
（27 年 8 月）
、
〈外交國際各案〉
（27 年 12 月）
、
〈中巴文化專約〉
、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
〈中加借款合約〉
、
〈中英滇緬南段勘界案〉
、
〈外交部
與英美商訂平等條約換文案〉等，均見於「第三門」，另有〈外交專門委員會會
議紀錄（28 年 6 月－33 年 10 月）
〉亦置於「第三門」，可資參考。
特種檔案：包括外交部特種檔案 （33 宗、41 本）、海外黨務（11 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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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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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官邸會報暨批回各種簽呈（63 本）等。
總理檔案：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關於於外交事務的言論、手稿、手令、批
示等，內容均收錄於黨史會編印《國父全集》
。值得注意的是「批示」部份，
《國
父全集》中「公牘」類，僅收錄孫中山的批示，沒有來函或簽呈的內容，欲了解

5

相關問題，仍需參閱原件。
總裁檔案：包括總裁蔣中正的手稿、演講、手諭、批示等，其中如《總裁
批簽》收錄 1950 年至 1974 年，蔣中正以總裁身份批示中央黨部秘書長及各單位
主管之簽呈，其中與外交事務有關者，可資參考。目前《總裁批簽》已由政治大
學歷史系負責整理編目中，將於 2004 年出版目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份為「演
講」
，包括歷年來蔣中正演講的手稿，特別是 1950 年之後，收集十分完整。在外
交相關部份，除少數因顧忌外交關係，當時未公開之講稿，十分具有價值外，即
使已公開之講詞，亦可由蔣中正親自修改之內容，探討蔣氏對於外交事務的主觀
看法。
中行廬經世資料：此項資料即張群個人專檔，張氏曾於戰前擔任外交部長，
負責與日本駐華大使進行調整國交的談判，戰後則曾多次以特使身份代表蔣中正
總統赴日訪日，與日本朝野關係深厚。此外，張氏自 1954 年 5 月至 1972 年 5
月，擔任總統府秘書長長達十八年，襄贊中樞，參與外交事務甚深。在《中行廬
經世資料》中，關於外交事務，包括戰前擔任外交部長資料、調整國交談判紀錄、
中日和約相關資料、三次晉見日本天皇談話紀錄、歷次訪問日本資料、中日關係
言論、與日人談話紀錄、吉田書簡及吉田茂訪華相關文件、岸信介訪華相關文件、
與馬歇爾來往函件、戰後美援有關文件、總統府秘書長任內處理中美關係重要文
件、訪問韓國相關文件、與日韓友人往來函件、中日重大事件如周鴻慶事件等相
關資料等，內容十分可觀。此外，張群的長公子張繼正於 1992 年應國立故宮博
物院院長秦孝儀之請，將張氏自 1948 年至 1972 年的日記，共二十五冊，交黨史
會影印留存，可以提供外交決策過程的參考。
黨務會議紀錄：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各
項重要政策，依規定由中全會或中央常會通過，交中央政治委員會轉交國民政府
執行；國民政府相關部會在執行過程中及執行完成後，均會將相關執行情形報告
中央政治委員會研究討論或核定，中央政治委員會亦會將是項研究討論或核定的
結果呈送中央常會或中全會。抗戰期間，中央政治委員會停止運作，相繼設置國
防最高會議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為黨政軍最高決策機構，但是因兩機構均規定代行
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因此在政策形成及執行過程上，基本上遵循相同模式進
行。1948 年，施行憲政後，雖然不像訓政時期，一切施政均由黨作成決策後執
行，但是中國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在外交事務上，遇到重大事件，如簽訂中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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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外蒙入會案、退出聯合國等，仍然先提報中全會或中常會討論，作成決議後，
交從政黨員同志執行。此外，不論在訓政時期或作為執政黨的憲政時期，行政院
院長依規定要在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提出工作報告，其中
自然包括外交部的工作在內。遇有特殊事件，外交部亦會單獨提出工作報告。因
此就黨務會議紀錄而言，包括中國國民黨自 1924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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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會議）會議紀錄；國防最高會議會議紀錄；
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等，均有外交事務相關政策形成及執行過程的紀
錄，可資查閱。

四、結語
黨史館作為中國國民黨的史政單位，基本上所庋藏資料以黨務為主，外交
事務所佔比例十分有限，主要見諸於《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外交門、《國防最
高委員會檔案》第五門及《特種檔案》三個檔案；其餘包括《總理檔案》
、
《總裁
檔案》
、
《中行廬經世資料》及《黨務會議紀錄》等，則是因為個人或組織關係，
有部份與外交事務相關的決策性資料，可提供研究者參考。
黨史館的檔案，以三十年為期限，凡屆滿三十年者即自動開放，提供研究
者參閱。外交事務相關資料方面，除《黨務會議紀錄》外，大多已超過三十年，
可直接借閱。依規定，研究者第一次至該館參閱資料，需攜帶研究機構或相關人
士的推薦函，經主管人員同意後，即可查閱檔案目錄或卡片，依類號填寫調卷單，
調閱檔案。館方規定毛筆原件不得影印，但是與外交事務有關各檔，大多屬此類，
因此建議研究者自備筆記型電腦，否則就要手抄。
黨史館位於臺北市的中心地帶，交通十分方便，捷運新店線、中和線及公
車行經中山南路、仁愛路、信義路各線均可到達。開放時間是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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