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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演講



教育家張其昀先生數位典藏



私立學校的私家典藏

•相關連結不足

•檢索系統不夠完整

•缺乏外部資源

•文化部計畫支持

•圖書館專業管理

•檔案過於單一

•人力財力不足

•專業能力不足

•家族情感與學校情感

•檔案內容單純

•存放調閱容易 S W

TO



數位典藏資料庫使用分析統計

4

• 資料庫點閱率

• 新訪客與回訪者

• 使用者之國家/地區

• 瀏覽頁數



檔案內容簡介

• 照片：共 2561 筆資料

• 書信：後台總共有12,438筆

• 剪報：共 1287 筆資料

• 手稿：共 121 筆資料

• 著作：共 805 筆資料

• 獎章：共 3 筆資料



從照片說故事

家世與出身



張其昀家書75筆

這些家書都是張鏡湖寫給父親的信
很可惜的沒有找到張其昀回給兒子的信。



西北考察

• 張其昀任教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時，帶學生赴西北地理考察，自民國二十三年九
月十日至二十四年八月六日，達一年之久。同行有畢業生林文英、李海晨與任美鍔。
以蘭州為中心，循河西走廊至敦煌，南越秦嶺山脈至漢中，北上蒙古高原至綏遠北
部百靈廟，又曾到青海大湖邊上及甘肅西南隅拉卜楞喇嘛寺。

XFP0440張其昀與學生於嵩山寺留影
-照片提:我們在嵩山寺松林下所留之鴻爪。 XFP0428張其昀西北考察時在蘭州甘家灘



一文一武 西北一晤之緣

XFP3196在甘肅天水胡宗南師長郊外送別留影
民國23年9月10日張其昀在甘肅天水，胡宗南師長郊外
送別留影(自右至左為廖副官、程開椿副官、學生李海
晨(隨同考察)、學生林文英(隨同考察)、胡宗南師長、
張其昀先生)。



在外演講誇張招搖(1935/3/22)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
002-080200-00217-054-002a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

002-080200-00216-013-004a



赴溪口面見蔣中正

• 1949年3月31日：「(昨)晚課後，約張其昀、沈宗濂、洪蘭友等
聚餐，談至十時方畢。……回菴晚課畢，約宴其昀等後，批閱文
電。」4月1日記：「下午約張其昀、陳訓慈、沙文若談寧波文獻。
批閱文電，晚課。召見侍從人員聚餐訓示，即以余所在地之奉化
為革命根據地，積極進行之方略。」

劉廣英先生在透過張其昀哲嗣張鏡湖的口述訪談後，指出：「1949年2月蔣經國
在王昇陪同下到張府轉達蔣公約見口諭，當時應門者為張氏哲嗣鏡湖，而後即趕
赴溪口，與杭州市建設局俞局長一同謁見蔣公。三月張其昀二度赴溪口，三十一
日與四月一日兩次晉見蔣公。」

蔣中正日記



劉廣英書中整理的論點

• 台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半世紀，回到祖國懷抱後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是社會
秩序穩定的基礎。

• 台灣在地緣上處於我果東南部近海，位於太平洋西緣，對內是海防屏障，對外不但面向太平洋，
更是亞洲大陸南北島鏈的樞紐，扼西北太平洋航道，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地位極為重
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

• 物產豐富，主要農產品稻米一年二熟，南部更可三產，加以土地使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
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基礎建設優良，鐵公路運輸便利，善加經營經濟即可起飛。

• 軍事上有台灣海峽與大陸相隔，南北有中央山脈貫穿聳立，易於防守。

• 社會秩序良好，是當時全國唯一未受到共產黨滲透的地方。

• 高雄與基隆兩港天然與基礎設施優良，高雄港當時已可停泊十萬噸巨輪，這優於海南島的一萬
噸，且該島地處中國南海一隅，與大陸廣東省之雷州半島近在咫尺，面積約僅台灣的百分之九
十一、八，發展不易。



臺灣的戰略地位

本篇收錄於:
《華岡理想 (第7冊)》，台北市，華岡
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頁43-47。
《張其昀先生文集 第11冊:政論類
(1)》，台北市，國史館；中國文化大
學出版部，1989年，頁5539-5545。

XFM4185張其昀手稿：〈臺灣的戰略地位〉，共10頁



張其昀何時抵台？

蔣中正事略稿本1949年6月8日記載：「電廣州閻錫山院長，……教育部長張其昀現在穗，請兄就近接洽，
但料其必不就，亦不必勉強，或可囑朱家驊兼任，否則杭立武暫仍其舊，何如？」在劉廣英書中謂張其
昀於5月6日抵台，以及謂：「據張其昀哲嗣張鏡湖回憶，當年其父與錢穆先以計畫到香港辦學校，因蔣
經國啣父命到家面邀，而有溪口之行，才改變了計畫。」其中有相當出入。在蔣日記中再次提到張其昀，
是在6月24日：「到草山，入第一招待所，實比第二招待所幽勝多矣。與張其昀、丁治磐、王叔銘聚餐談
話畢，已十四時半，休息。」 ˂事略稿本˃1949年6月8日，002-060100-00253-008，《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典藏。



碧瑤與鎮海會議

XFP0565蔣中正率團赴菲律賓舉行碧瑤會議，
照片為蔣中正與與會人員合影。(1949/07/10)
內容描述：王世杰、張其昀、吳國楨、黃少谷、
俞濟時、沈昌煥，以及夏功權等

XFP0494蔣中正總統與韓國總統
李承晚伉儷合影(1949/08/06)

XFM4079張其昀手稿：<碧瑤紀行>



《菲韓紀行》，1950年10月出版

張其昀自序曰：「作者忝以總裁顧問之資格，兩度追隨，
均有紀行之作，刊於報章。吾文用意乃以一讀史者之眼光，
對會談進行時之情景，加以歷史的透視，使讀者不特知其
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之故。」



蔣中正與張其昀

民國38年政府播遷台灣後，張氏歷任黨
政要職，黨務方面曾任中國國民黨總裁
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部長、中央常務委員、秘書長、革命實
踐研究院主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政府
方面則包括教育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
員、試院委員、總統府資政。

此史地專家，同鄉中後起之秀



政治改革綱要及草案

1949年12月16日蔣記：「正午約張其昀組長聚餐，彼覺失
敗中淘汰滓渣，實為新生之機，抱著無窮樂觀。」

1950年7月26日蔣以張其昀為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周宏濤為
副秘書長，積極展開改造工作

希聖對建黨之意見甚多，曉峯對建黨貢獻與對余助益亦大
也。(1952年9月13日蔣日記)

蔣中正日記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101-00024-007



黨史概要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300-00029-012

作為蔣中正的幕僚，張其昀除
了參贊公務，調節鼎鼐外，最
重要的就是文字工作，但張其
昀不同於蔣身邊其他秘書的，
是他所作多為累篇大著，1949
年6月26日蔣在日記中記：「與
其昀同車回草山，談編輯總理
與本黨史略及余之年表。」這
應當是張其昀任職後第一件大
工作，1951年1月14日張呈送綱
要及分章目錄，3月30日：「審
核張（張其昀）製黨史稿，九
時後就寢。」最後撰成《黨史
概要》5冊及補編1冊(1950-
1954出版) 。



中國歷史學會理事

XFP3398中國歷史學會第一屆理監事留影(1954)

自右起前排，羅家倫、左舜生、黃純青、胡適、
但燾、毛子水、董作賓、沈剛伯；
二排，姚從吾、盧逮曾、張其昀、劉崇鋐、方豪；
三排，陳致平、李宗侗、李濟、郭廷以、程發韌、
張貴永、蕭一山；
四排王德貽、程光裕、牟潤孫、凌純聲、沙學浚。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原台大法學院禮堂。



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 FXP2634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張其昀陪同總統蔣
中正，參觀革命實踐研究院圖書館(1959)

XFM4197張其昀手稿：<革命實踐研究院前期教育>1980/09/24，共32頁



教育部部長

XFP3153教育部張其昀陪同蔣中正總統出席中央研究
院第三屆院士會議開幕典禮合影(1958/04/10)

教育部長張其昀陪同總統蔣中正出席中央研究院第
二屆院士座談會合影。(1957/04/02)
上排右至左：吳大猷、李先聞、蕭公權、王世杰、
凌鴻勛、陳大齊、劉真、李濟、李方桂、董作賓，
下排右至左:朱家驊、張群、蔣總統、陳誠、張其昀



國防研究院主任

國防研究院為使研究員瞭解東亞各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
實際狀況，並酬答各友邦國防研究院來華訪問，數年來，各期研
究員均擬具赴東亞各國參觀訪問計畫。
此為國防研究院第二期研究員菲、泰、越訪問團一行25人由領隊
徐培根教育長率團赴泰國進行為期四日訪問，訪問團分為軍事組
與政治文教經濟組，分別拜會沙立元帥兼國務院長、國防部長他
儂上將、華僑團體等政經單位首長。圖為領隊徐培根率領全體學
員與泰國官員合影景況。

【訪問團人員名單】
徐培根(領隊)、艾靉(副領隊)、李曜林(顧問)、鄧定遠(軍事組
長)、蔣謙(軍事組海軍小組召集人)、李懷民(軍事組空軍小組召
集人)、王多年(軍事組陸軍小組召集人)、譚南光、高如峰、陳
德煌、趙國標、李參育、楊詒芳、潘廉方(政治組長)、黃珍吾、
趙聚鈺、毛松年(經濟組長)、蔡孟堅、沈覲泰、蔣廉儒、曹俊、
譚連照(總務組長經濟組)、王大任(文教組長)、陳燄粦(教育長
臨時隨從兼翻譯)、趙漢良(文書組長軍事組)

XFP1759國防研究院第二期研究員訪問團(1960/10/18-23)

http://cxf.lib.p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OjHJw/search?q=tr="%E5%9C%8B%E9%98%B2%E7%A0%94%E7%A9%B6%E9%99%A2%E7%AC%AC%E4%BA%8C%E6%9C%9F%E7%A0%94%E7%A9%B6%E5%93%A1%E8%A8%AA%E5%95%8F%E5%9C%98".&searchmode=basic


國防研究院主任

FXP2135美國國防研究院院長哈羅德中將率領一
行卅一人至陽明山莊訪問，張創辦人親自接待舉
行座談並以晚宴招待。由我政府高級將領及美軍
協防和顧問團長作陪，主任以英語致歡迎詞，餐
畢欣賞李湘芬演出國劇。 (1964/03/27-28)

FXP2146于斌總主教、雷震遠神父
於國防研究院演講(1961/03/03)



創辦中國文化學院

民50年(1961)，近代著名建築師盧毓駿教授著手規劃中國
文化學院建設，結合中國固有文化與西方科學技術，將東
方人文與科學、藝術與思想予以綜合，校舍每一建築皆經
過精緻的設計，崇閎壯麗，各具特色，足以顯示華夏文化
泱泱大國之風和中華建築特殊風格，以及文藝復興的精采。FXP1720中國文化學院建築物破土儀式

FXP3350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 中 )與學者群聆聽建築
師盧毓駿教授規劃解說中國文化學院校園建築模型後合影景況



「知己而不知彼，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書獨頭』(1962/6/8)蔣中正日記

XFL1017蔣中正總統致張其昀函.六月八日



以中國文化學院為名

XFL1018蔣中正總統致張其昀函.1962/6/11



籌建遠東大學及中國文化研究經過情形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111-00003-009張其昀呈蔣中正籌建遠東大學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經過情形(1962/06/03-10/2)共61頁



文化復興為畢生志願

國史館蔣經國總統文物
005-010100-00002-013-099
1963年1月26日



中華學術院不應以認捐之故，即虛設名位
授人，致濫名器(1967/1/24)

國史館蔣經國總統文物005-010100-00002-012，1951/01/24



華岡人的理想

XFM1639張其昀手稿：<華岡人的風格>1977/05/29



華岡出版部

XFM1645張其昀手稿：〈華岡出版部八個特點〉 (1977/02/24)



書信資料庫後台總共有12,438筆

• 張其昀家書

• 黨政人員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信函

• 學生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信函

• 職工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信函

• 師友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信函

• 任職國防研究院時期相關資料

• 任職教育部長時期相關資料

• 中國文化大學時期之書信資料

• 中國文化學院時期書信資料

• 中華學術院

• 其他



蔣中正與張其昀往來之信件共7筆



張鏡湖呈張其昀家書75筆



• 于右任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共2筆

• 沈昌煥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3筆

• 連震東先生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3筆

• 陳平(三毛)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共8筆

• 陳立夫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共7筆

• 蔣復璁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函11筆

• 蔣緯國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共2筆

• 俞叔平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件共97筆

• 安密邇與張其昀先生往來之信函115筆



于右任與張其昀往來信件2筆



沈昌煥與張其昀往來信件3筆



陳平(三毛)與張其昀往來之信件共8筆



陳立夫與張其昀往來信件共7筆



連震東先生與張其昀往來信件3筆



蔣復璁與張其昀往來信函11筆



蔣緯國與張其昀往來信件2筆



安密邇與張其昀往來信函115筆



俞叔平與張其昀往來信函97筆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