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論文

摘要：目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多關注《蔣介石日記》原文內容，對這部日記自身的

學術價值（信度和效度）和使用方法相對缺乏討論。本文通過對1949年前的《蔣介

石日記》（手稿本）進行話語和情感分析，並將其與其他抄本進行比較，從縱、橫

雙向對手稿本的真實度（authenticity）、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和使用方

法進行討論。就《蔣介石日記》這一個案來說，本文強調手稿本具有無可比擬的真

實性和重要性，不能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以及任何抄本代替。日記中夾雜明顯的情感色彩，對於蔣介石的家庭、人際關係

等的記錄，基本可以認為是真實的；對於蔣介石沒有記錄的重大政治事件，基本

可認為事實真相或許不利於其歷史評價；其大篇記載的，則可以從中推測其記錄

目的。

關鍵詞：《蔣介石日記》　信度　效度　使用方法　話語分析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收藏、整理，並於2006年起分批對公眾開放，至今已經有十餘年的時間。這

部日記收錄了自1915年至1972年7月的蔣介石手稿，幾乎是他每天工作、生

活的記錄，每周、每月還有「反省錄」和「工作預定表」，整部日記多達七十六

個檔案盒1。其對中國近代黨政、外交、經濟、新聞史的研究深具意義，自

開放以來，始終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蔣介石日記》研究的

集大成者楊天石將該日記分為手稿本、仿抄本、類抄本、引錄本等數種版

淺析《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的學術價值與使用方法

● 王靖雨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0年2月號　總第一七七期

＊	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蔣介石對新聞宣傳的建構與失控（1928-1949）——以《蔣介石

日記》（手稿本）為中心的考察〉歷時近三年，在廣泛收集、整理、比較美國與台灣地

區民國史料的基礎上，完成寫作，其中摘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達六萬餘字，本

文即在此基礎上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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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本。他認為斯坦福大學所藏的《蔣介石日記》應稱為「手稿本」；蔣介石秘書俞

國華抄存的部分日記，由於從內容到格式與手稿本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稱

為「仿抄本」；毛思誠對《蔣介石日記》的分類摘抄以及《蔣中正總統五記》，一

般稱為「類抄本」；至於《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大事長編》）和《蔣

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應為「引錄本」2。

然而，目前近代史研究者多關注《蔣介石日記》原文內容，對這份材料的

真實度（authenticity）、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和使用方法缺少深入探 

討。本文根據筆者使用此份材料的實際經驗，從比較視野、話語分析及文本情 

感三個角度分析了《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在何種程度上為真實，以及怎樣鑒 

別日記中具體記載的真實度，並結合相關例子，解析其學術價值與使用方法。

一　問題的產生

（一）漢語學界日記研究現狀

日記作為一種文獻研究材料，其本身也具有所有文獻研究材料的共性，

即需要研究者首先考察文本本身的真實度、信度和效度。如徐雁平所言：「傳

統的文史研究，基本上是以現存的文獻為基礎進行歷史還原與意義闡發；但

作為研究基礎的文獻，其實並不十分可靠。文獻並不是歷史的全景式記錄，

文獻的形成，在特定的時空下，有其表達意圖、選材策略、敍述偏向。」3因

此，研究者需要具體分析日記在特定時空下的具體形成環境和表達意圖等問

題。相較於回憶錄等，日記文本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因為少了忌諱，雖然有

些隨意，且無論證，卻能夠一針見血」4。

日記研究包含兩層含義：一、對日記內容的研究；二、對日記作為研究

材料的研究5。日記研究的限制，在於作者為記錄私生活而寫，研究者針對

某一研究主題時需面對日記中大量的無效信息；即便是研究同一部日記，如

果更換了研究主題，也需要再次大浪淘沙般重新尋找有用線索，極為耗費精

力。近代重要政治、學術人物日記如《胡適日記》與《顏惠慶日記》多有語焉不

詳之處6；《陳布雷日記》（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日記字迹極為潦草，且大

量重複記載個人生活瑣事；與《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一樣，還受到材料收藏

地點限制，增加了研究者查閱和使用日記的難度。雖然日記研究存在各種困

難，但本文認為，日記闡釋是日記研究中的一個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的

重大問題，需要專門研究。

在漢語學界的日記研究中，對日記內容的研究是目前的主流。除上文提

到的近代重要政治、學術人物日記外，地方士人日記如《黃金台日記》、《常惺

惺齋日記》、《晚清使西日記》等均被學者引用，通過分析日記內容來總結當時

的社會狀態或作者對各項事物的評價7。至於對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研究，

更接近史料學探討，但目前成果有限。舒習龍雖是從史學理論出發，但止步

於強調晚清民國日記對於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8；劉明月、范鐵權以《忘山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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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研究為例，對日記的史料價值進行討論，主要集中在針對具體的某一學

術問題，某人的日記中如何記載，以此來進行歷時、共時分析，歸根結底還

是對日記內容的研究，未涉及日記作為材料的信度和效度9。

關於日記的使用方法，除單純的文本使用外，還可以利用不同日記進行

比較、互證。鄭會欣使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同時引用了《陳克文日記》與《王子

壯日記》，探討抗戰時期後方高級公務員的生活狀況，認為「從幾位黨政軍服

務的高級公務員日記中摘抄的部分內容，並不能反映全貌，儘管如此，亦可

看出戰時公務員生活的貧困化所產生的影響」bk；徐雁平為探究文獻的相對價

值，別出心裁地使用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在同一時期（1860-1862）的日記進行

分析，可惜行文卻偏向於對日記文本中北京沙塵天氣的探討，對日記作為文

獻材料的論述淺嘗輒止bl；劉增傑研究現代作家日記的文學史價值，也只是

將楊沫、俞平伯等的日記進行簡單互證，但他提出「閱讀某些準備給別人看的

日記文本，要保持相應的警覺」，這又引出一個日記使用中的常見問題：需要

慎重區分日記文本形成過程中的「本人刻意」與「後編者刻意」bm。日記手稿本

雖然有文字潦草以至於無法認清的情況，但它完全排除了「後編者刻意」，相

對於類抄和彙編一般具有較高的真實度，手稿本中的語言習慣和情感對於研

究者而言更是重要線索。

這一重大問題更可以細分為四個層面：其一，眾多版本的日記中，不同

版本的比較價值與獲取難度；其二，不同原始材料互證，用以提高某一日記

版本的有效性；其三，對不同日記的有效性進行大量個案分析，爭取得出普

適性結論；其四，針對某一部日記的人物、用語、文本的具體分析，再將這

份經過有效性評定的文本，用作歷史研究材料。本文即是針對1949年之前《蔣

介石日記》（手稿本）（以下簡稱「手稿本」）的第一層面和第四層面，首先分析

相對於各種抄本，手稿本具有非凡價值；其次具體剖析這部日記文本，說明

其對了解蔣介石人物性格的價值和意義。

（二）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通識性觀點

日記本身不是「信史」，而作為質性研究方法之一的日記研究，與所有質

性研究方法的效度一樣，受到研究者素質的高度制約。日記某些內容在相關

研究上的重要性，並不一定顯見於字裏行間，而這些信息恰恰是研究者需要

解讀的。因此，日記研究是作者與研究者之間的對話。與日常對話相似，研

究者需要綜合各種因素進行逐步甄別。任何日記文本的研究，均需要以作者

為中心，放置於較大的歷史空間和文化脈絡中考察。

東西方學者對日記研究的這一通識性觀點都有不少論述。桑兵的《走進共

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一書雖然只是對

日記文本的研究，但提出「不要以某一種日記為信史，應將各種相關日記相互

參證，以求近真；不要簡單地以為日記即第一手資料，應將各種文獻比勘印

證，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記所記即為全部事實，應

掌握基本事實來看日記所記；不要僅僅從日記中各取所需地尋找自己要的材

c177-201809013.indd   67 20年2月13日   下午2:12



68	 學術論文 料，而要了解記日記之人的為人行事及其記日記的習慣方式」bn。他在《治學

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一書中更專門從史料學角度出

發，指出日記使用應做到「知人曉事，而不僅做史料翻檢，各取所需」bo。

日本學者川島真在〈近代日本政治人物與日記——日本史學界對其史料價

值與運用方法的討論〉一文中，特別提到丹羽邦男和佐佐木隆的觀點，前者從

嚴格的史料學意義上將「公文書」和「私文書」進行區分，後者強調「不管怎樣

的日記都是預想到『被閱讀』而寫的」以及「日記的記載是重建以自我為中心的

世界」。川島真以日本《昭和天皇談話錄》這一史料「從歷史研究者來看為二手

史料」為例，進一步引入伊藤隆的觀點，即「天皇的第一手史料，是指天皇的

日記」，可見日記即具有「私文書」的一手史料價值bp。

俄國史家巴愛琳（Irina Paperno）在《如何使用日記？》（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中提出，日記是一種融合「即時性」與「主觀性」、「私密性」與「公

共性」的臨界作品，「日記寫作的過程，極大地受到寫作者個性和歷史語境的

限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個人日記也是家族成員間的交流媒介、家族編年

史，甚或是「特定社會語境的化石」。因此，任何日記都是個人與社會連接的

節點，日記解讀是一種「過程解讀」，日記研究應置於更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中

進行考察，注重社會發展的脈絡bq。

（三）《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已有討論

對於手稿本的真實性問題，大部分學者均認為其大體為真實的，而對於

其信度和效度，部分學者則持保留態度。本文認為，手稿本大體是真實的，

但其在何種程度上真實需要具體討論。至於對其作為史料的效度的評價，不

應僅僅依據其面世是否推翻了某些學術定論；如能從手稿本中更深入地了解

蔣介石的人格和他對某些人事的態度，也是一種學術效度的證明。

楊天石曾就手稿本的現狀和真實性的討論發表過數篇文章，認為日記寫

作是蔣介石踐行儒家「立品修身」的重要工具，雖然隨着後來蔣介石權勢漸

盛，日記中有諸多疑似「示人」之處，但從總體上仍不可否認日記的真實性和

學術利用價值。他認為可以憑蔣介石生前未公布日記、在日記中罵人、在日

記中記錄很多隱私這幾點推斷此日記文本大致是真實的br。楊奎松比較了

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國民黨當局四次暴力事件中手稿本的記述，通過比

較研究來勘探蔣介石對同類事物的態度，從而判斷日記在何種程度上真實，

以及蔣介石對某一事件是否真的知情，認為他在「一二一慘案」、「南京下關事

件」及「李聞慘案」發生前並不知情，而「較場口事件」的發展走向則超出蔣介

石的預想bs。

黃自進在〈蔣中正的訪日經驗（1906-1927）〉一文中雖未直接談及手稿本的

使用方法，但多將蔣介石自述與其他檔案材料進行對比使用，例如在論及孫中 

山與蔣介石單獨見面的時間時，即對比了蔣介石自述和日本警視廳的檔案bt。 

家近亮子〈蔣介石1927年秋的訪日——《蔣介石日記》與日本新聞報導的比較

分析〉一文的論述方法與黃自進文章類似，在使用日記的同時，利用其他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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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對比印證，同時提出「《〔蔣介石〕日記》的局限性在於最重要的事情，對

自己不利的事情很多時候都不會記錄下來」ck。王成勉在〈1947年魏德邁調查

團的再評估——兼論蔣中正的應對〉中，則借助「魏德邁調查團」的相關史料

以評估手稿本，通過文獻互證，認為蔣介石的日記「不可以從字面上來解

釋」，「有時甚至需要反面的來解讀」cl。

然而，史學界目前尚未有學術作品更加深入地討論手稿本的真實性、文

獻價值和使用方法。因此，本文的討論不僅旨在填補相關學術空白，也通過

反推日記材料本身的價值，為學界評價已有學術成果提供基礎。

二　手稿本與其他材料的比較價值

目前中國大陸的蔣介石研究，使用的檔案材料一般為《大事長編》和《事略

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次之。如前所述，這幾份材料都對手稿本的內容進

行了大量改編。段智峰指出了《事略稿本》的局限性，並列舉了其與手稿本之

間諸多記錄的差異，例如《事略稿本》大量插入儒家經典論述，為蔣介石建構

傳統道德典範形象cm。目前中國很多名為依託《蔣介石日記》進行的研究，利

用的「日記原文」全部引自《事略稿本》或者《大事長編》，在手稿本已經公開十

多年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本身就缺乏學術嚴謹度。

《事略稿本》與《大事長編》注重的是將蔣介石的一切活動記錄在案，而蔣

介石對這些事情的重視程度則無從考察。筆者在對照《事略稿本》與手稿本後

發現，兩者的出入主要集中在前者對文字的潤色、對負面事件和語言的粉飾

上，但仍有幾處涉及具體事實的改動。譬如，《事略稿本》在1932年7月29日

記有「下午批閱電汪兆銘、羅文幹云：『頃閱勘日滬上各報載路透電消息，中

俄復交內容完全披露。』」之說cn，而手稿本中並無此記載，且全日沒有關於

閱報的記錄，這就容易給新聞傳播研究者造成誤導。1938年6月28日，手稿

本記有「預定四、別動隊人選之決定，五、政治部宣傳經費，六、見梁士純；

注意一、倭寇求和甚急，此時應剛柔得宜，方不失機，言論應慎重，二、對

英美俄法應積極運用，美國反倭之形勢日加矣，三、告倭民書」，《事略稿本》

在此日僅摘錄手稿本中「注意二」的內容co。尤其對於手稿本中「見梁士純」一

句，連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也覺驚訝：當時梁士純作為燕京大學新聞系主

任，著有《戰時的輿論及其統治》、《實用宣傳學》，他與蔣介石見面，想必涉

及戰時宣傳的策略討論和部署cp，由此可見手稿本的研究價值。

《大事長編》的一些記錄，本身就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手稿本原文的內

容。如1932年3月4日，《大事長編》記載蔣介石對日本詐行以至民族存亡的憂

慮：「一面宣傳停止戰爭，一面仍向我嘉定、太倉之線猛攻。公嘆曰：『昔者

荀卿有言，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如是，則

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

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而亡。此荀子之論齊

湣薛公也。今之倭國其詐行且過於齊湣薛公，而彼不知將因此危削而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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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之亦為東亞民族痛哭流涕不止長太息已也。』」cq實際上，手稿本當中並無記

錄。《大事長編》常常使用的「公嘆曰」、「公自記曰」等語，極易讓研究者誤以

為是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內容，而實際上這些內容並未出現在手稿本中，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他出處不可考的《蔣介石日記》版本，篡改更加嚴重，如網上流傳的一

份《蔣介石日記》摘抄本，1926年6月23日有「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

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也！自生以

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的記錄cr，而實際上當日的手稿本內容為「上午

靜坐，看俄國革命史，開宣傳委員會，下午往政治部訓話畢，往東校場參加

沙基慘案紀念會演講，回寓會客辦事，往政治委員會開會」，可見蔣介石當天

的情緒甚為平靜，與摘抄本所記大為不同。《大事長編》並無當日的記錄，僅

在6月1日和29日有例行公務活動的記載cs。

此外，蔣介石與當時政治人物關係的密切程度，可以通過在日記中的稱

呼窺見，如張學良在手稿本中多次出現。1930年11月19日之前，日記中全稱

「張學良」，11月19日載：「會客分省各主席，各軍代表，中央委員，各公使，

行政院各校講話，各顧問計劃，各處長，各部長會議，漢卿來談」，此處首次

改稱張學良為「漢卿」，可見蔣張二人的關係發生了較大變化。同樣，張季鸞

（本名熾章）在日記中從來都稱「季鸞」（季鸞是張的字），可以想像當時二人的

密切關係和蔣對張的尊重。1931年「約法之爭」前後，日記始終以「胡」指代胡

漢民，如2月25日寫道：「下午會客後，為胡事又發憤怒。」3月4日「晚宴立

法委員說明胡案」後，在5日的日記中，蔣開始稱胡漢民為「展堂」，其中心理

甚值得琢磨。《大事長編》的記錄則全程使用「胡漢民」，蔣介石的心理變化被

隱去。

蔣介石是個容易情緒激動的人，他的情緒波動每每呈現在日記的遣詞用

語當中。因此，手稿本的學術價值還包括用以全面分析蔣介石的用語習慣，

從而推測他對一些人物、事件的真實看法。《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

的文字經過修飾後，已經做不到這方面的研究。

綜上，手稿本的比較價值在於其更原始地保留了蔣介石的用語習慣和情

感態度；相對來說，其他材料中所摘錄、類抄的《蔣介石日記》，在不同程度

上隱藏了蔣介石的情感、用語甚至部分事實，因此，手稿本的學術價值更顯

重要。

三　手稿本的形成與真實性

在《蔣介石日記》形成的早期，宋美齡曾專門就日記保存一事向蔣介石致

信，此信夾存於手稿本的1928年日記檔案中，全文如下：

此日記本為兄帶往前方所用，當此軍事傍午之際，最易失落，祈留心保

守為荷，至每日一明證之言語，事實最為重要，因一言興邦，一言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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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如一言一事記載其上者，一為他人所見，關係我兄前途非淺，千祈

慎重為慮。美齡十七．三．卅。

此信提醒蔣介石應該妥善保管日記，如果被外人看到，影響必然非常大，認

為日記所記載為「每日一明證之言語」，說明至少截至寫信當時，手稿本的內

容大體是真實的。手稿本的真實性，與其形成過程中的「展示性」（預設後來讀

者）、「自省性」（蔣介石所接受的儒家省身思想）、「有限性」（記錄的局限與對

政治評價的顧慮）三點密切相關。

首先，人們在進行文字創作時，必然有一種向第三者展示的預設立場，

「沒有不意識到他人視線的日記」，日記作者本身就是日記的第一讀者 ct。正

是因為日記的寫作過程處於一種嘗試從第三者角度作出的自我審視，才使得

日記寫作成為一種自省的方式。然而，日記畢竟受制於作者的單一視角， 

只能呈現事實的一部分，楊奎松認為「有些人如胡適，每到關鍵時期，日記 

就避實就虛，語焉不詳」dk。就手稿本的個案來看，鑒於蔣介石作為重要政治

人物，其日記不可避免地存在「展示性」的考慮。楊天石曾多次提及過它的真

實性問題，認為「日記中記載有不能公開的事情⋯⋯但日記內容又不能全信，

有時候他也講一點假話，有的事情他還會完全不記」dl。在1931年的「約法 

之爭」中，手稿本大量論述蔣介石的政治主張以及對孫中山意願的闡釋即是 

一例。

其次，日記與作者的個人性格和價值觀密切相關。黃仁宇認為，蔣介石

深受儒家「省身」思想影響，寫日記是他反省自身言行、嚴格律己、提升「修

養」的一種手段，他在日記中對自己行為的反省、規勸，對戰爭、國際形勢的

積極推測，目的在於自我激勵、自我修養，不見得是為了留給後人一個好的印 

象dm。楊奎松也認為，「蔣畢竟不同於一般知識份子⋯⋯蔣的日記，又並非如

魯迅、胡適、閻錫山者，生怕被後人用來貶損自身形象⋯⋯他必須用於正視

自身問題，時常點醒敲打自己，以實現『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業」dn， 

在在說明了這部日記的「自省性」。

蔣介石深受陽明心學和宋明理學影響do，寫日記時期講究修身手段，這

種目的本身就保證了其日記的真實度。「律己」、「省身」等自我要求，在日記

中俯拾皆是，如1925年12月9日記道：「一曰慎獨而心安，去人欲存天理。二

曰主敬則身強，懍坎險，惕輕健。三曰求人則人悅，民胞物與，宏濟群倫。

四曰習勤則神欽，敝精殫慮，困知勉行。」1927年4月7、8、9、22、23日，

他均在日記結尾處寫下「立志養氣，求賢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

欲，務實求真」。1937年5月12日，日記載「本日檢討去年日記及摘錄」，可見

蔣介石有每隔一段時間回頭檢閱日記的自省習慣。

蔣介石從早年開始將很多資料交給身邊人員進行類抄：「20世紀20-30年

代，蔣介石陸續將自己的日記、來往函電、文稿等許多資料交給他的老師和

秘書毛思誠保管。毛即利用這批資料編輯長篇性著作《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

石先生》。」dp一方面，這是出於「省身」的目的——曾國藩著有《曾文正公日

記類抄》，蔣介石的日記類抄應是有意以曾國藩為楷模，踐行修養工夫。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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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方面，蔣介石命令對其日記手稿進行類抄，這本身就暗示了類抄比手稿本更

具「展示性」，對手稿本考察的必要性即基於此。

再者，日記的寫作還受到「自我審查」的限制。蔣介石將日記寫在預先印

刷、有固定格式的紙張上，尺寸大約為今天一張橫放的A4紙。每頁有縱列十

行左右，並印有「提要」、「天氣」等欄，載體本身對日記構成字數限制。大部

分時間，日記並未超出一頁篇幅，可見蔣介石也許因應篇幅限制，對每日事

項進行篩選，有記有不記。這種「寫」與「不寫」，本身就是經過其本人「自我

把關」的過程。而蔣介石的身體狀況有時也影響日記的寫作，例如1928年8月

16日至26日僅記「拔牙一枚出血不止在醫院調養」，8月29日至9月1日均無日

記。這種長達半月未記實質內容的情況在手稿本中甚為罕見。

蔣介石在日記寫作的篩選還受到其對自身政治評價的估量所影響，因此

不可避免地帶有「有限性」。他從未在日記中提及與宋美齡結合的政治動機，

以及對其背後孔、宋家族財力的考慮。中國傳統「君子不黨」的價值觀，對蔣

介石的日記寫作影響巨大。因此，考慮到身後的政治評價，蔣介石在具體的

記事中常常採用「申辯」、「沉默」等手法（下詳），這是其日記的典型特徵，也

可作為推斷研究和辯證考察「有限性」與「真實性」關係的重要立足點。

四　手稿本的話語分析與事實考察

日記作者的用語習慣是極其個人化的，研究者對作者及其寫作意圖的闡

釋，對材料本身的史料價值影響巨大。受「省身」要求的影響，蔣介石並未在

日記中故意「撒謊」，因此，首先要承認文本的真實性，其次是在「記」與「不

記」、「怎樣記」之間進行話語分析，再者涉及具體的史實考證，需要其他材料

的佐證；如將話語分析與具體史實進行相互驗證，則更能體現日記的價值。

如要掌握某一日記的精髓，必然要理解作者的用語習慣，從而對其隱含

的真正情緒和事實進行推斷。據筆者觀察，手稿本絕大部分的記載僅為事實

記述，但出於各種原因，蔣介石在記述過程中會流露出不易察覺的情緒，特

意申明對某事「不在意」或「不知情」，或者對某一事件的記述特別冗長和詳

細。對這些不易察覺之處進行話語分析，便可深入探究蔣介石在字面意義之

外想要表達的真正內容為何。

（一）「不在意」：文本呈現與文本真實

1936年10月，是蔣介石五十大壽的慶祝月，社會各界的慶祝活動紛繁。

10月29日，手稿本載：「雪恥，世界是一個有進步，有絕頂的階梯，今日為陰

歷九月十五日，為余五十生辰，余並不在意也。」在全國祝壽之日，寫下「世

界⋯⋯是一個⋯⋯有絕頂的階梯」，容易令讀者猜測此時蔣介石有「登臨絕

頂」的心境；「余並不在意也」一句，在此十分突兀。隨後在31日的日記，記

載「上午〔陶〕百川、漢卿、宜生〔傅作義〕等到洛祝壽，心實慚惶，九時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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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慶祝大會，全國民眾為此熱烈盛情，不知將何以圖報，惟期不負今日同胞

之熱望而已」，可見此時蔣介石心中甚有起伏。考慮到他本人深具英雄主義 

的自負，如1944年8月11日日記中提到「如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

途」，「不在意」有可能是一句反語。

手稿本中另一種「不在意」並沒有明確寫成文字，而隱藏在背後情節中，

頗有意味。譬如，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後，日軍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經常對重

慶進行地毯式轟炸，蔣介石多次置身於危險之中。1941年8月29日，蔣介石

的貼身衞士被殺，幾乎危及蔣本人，但當日日記僅載：「內衞隊長唐偉舜，侍

衞陳亦民皆受重傷，當時殞命；預定一，中俄協定內容之準備，二，研究倭

美，如果戰後遠東將來之形勢與策略。」對於自己險些殞命一事，蔣介石為何

絲毫沒有觸動？對比1929年8月24日至27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家中險些遇

刺一事，蔣介石曾在日記中連續數天記載事件發展和偵破經過，並感慨「中正

是誠有命矣」。可能因為1941年處於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美日兩國正在進行談

判，一旦談判成功，日軍必然一舉吞併中國，這無論如何是蔣介石無法接受

的。面對這種局勢，蔣介石並非不在意自己可能遇險，而是此時遇險尚屬「殉

國」，而抗戰失敗則會成為民族罪人，兩者相權，前者尚屬較輕。

此外，蔣介石對自身的生死雖然沒有達到「置之度外」的程度，但他對部

下的生死似乎不願多談。除了上述例子外，1946年3月17日戴笠意外墜機身

故，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手稿本中對此二事均未有記載，似可看作

蔣介石「不在意」（不重視或不談）部下生死的證據。但綜合1946年3月15日日

記：「閱宣言稿甚不妥，而布雷又病，甚念」；同年3月17日日記：「為黃宇人

荒唐放肆以致布雷發怒，此實所罕見，以布雷從未當眾發怒」，均可看出蔣介

石對陳布雷懷有感情，故筆者傾向於認為蔣介石出於某些原因而「不談」部下

生死，而非對之「不重視」。

（二）「申辯」：記錄意圖與政治評價建構

手稿本中有極為明確的「申辯嫌疑」之處，即故意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記錄

得極其清楚，似乎為了「展示」給後來讀者。蔣介石在早年日記中多次記錄 

自己「又犯色欲」，是很多學者用來證明其「記錄坦誠」的證據dq，其實，這種

記錄既體現出前文所說的「省身」精神，也說明蔣介石並不十分重視後人對 

他的私德作評價。但蔣介石作為一國領袖，在涉及後世對他政治評價的事 

件中，雖不會「撒謊」，卻會使用「申辯」的策略，意圖為其後世政治評價進行

建構。

1931年，蔣介石與胡漢民就約法問題、黨治還是軍治爭論得如火如荼，

胡漢民因堅持黨權應高於政權，即黨魁的權力應高於國民政府主席，與蔣介

石展開了爭奪最高權力的「約法之爭」，《中央日報》成了雙方意見交鋒的陣地。 

2月25日，《中央日報》發表胡漢民對記者的談話，稱孫中山從未提出「國民會

議應討論約法」；蔣介石則認為孫中山並非不欲約法dr，雙方都把孫中山的提

議作為自己主張的合法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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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在此期間，手稿本中的記載已經遠遠超出了「必要」，而帶有明顯的「申

辯」和「解釋」意味。1931年2月25日至28日連續記述此事：「下午會客後，為

胡事又發憤怒，回湯山休息，彼堅不欲有約法，思以立法總任意，毀法變法， 

以便其私圖，而置黨國安危於不顧，又言國民會議是為求中國之統一與建

設，而不言約法，試問無約法，何能言統一，何能言建設，總理革命，不欲

民國元年參議院之約法，而主張重訂訓政時期之約法，重訂革命之約法，而

非不欲約法也⋯⋯故中正痛定思痛，乃有此電，欲要求速訂約法，速開全國

代表大會，速開國民會議，以免國內戰事，不使再有軍閥復起⋯⋯本晚宴客

留胡漢民在家中而防其外出搗亂也。」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漢民的主張進行針

對性駁斥，可見此處的寫作並未僅僅用於個人記錄，而事關後世對其本人的

政治評價。

針對輿論的討伐，蔣介石將應對之詞都寫在日記中：3月6日，「今日各 

報轉中央通信社消息，以展堂暈厥二次病重之說，謠惑人心，一面使余畏

懼，對展堂不敢有此主張，令其回寓，自由文人書生，用意之拙劣，誠為可

笑，殊不知黨員為官吏，皆無自由，何況展堂處於嫌疑，有被懷舉之道，黨

中文人，垂於私情，忘卻公義，以余今日為對不起展堂，傷友朋之情」。3月 

7日，蔣介石利用「黨員為官吏，皆無自由」這一觀點四處游說：「上午覆溥泉

〔張繼〕電，其中說明黨員與官吏無自由之理，吾輩為言自由，則人民與黨國

無自由矣。」

如前所述，手稿本使用的是固定格式的稿紙，因此蔣介石平常往往遵循

限制，將日記記錄在一頁中，幾日連記的情況很少發生。上述這種「連記」本

身就表明其內容是蔣介石在心情不平時，由旺盛的表達欲而產生的文字。蔣

介石在「約法之爭」中的日記寫作帶有非常鮮明的「申辯」意味，他在當時便通

過游說和演講的方式ds，反覆強調「黨員無自由」，可推測為蔣介石在寫作時

便考慮到日後可能的政治評價。

（三）「沉默」：「不記」與「缺失文本」

值得留意的是，手稿本在不少事件中出現不尋常的「沉默」。「沉默」大致

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經過歷史學家考證，確實由蔣介石直接發動的歷史事

件未在日記中提及，或因蔣介石出於維護自己的形象而有意隱瞞；第二，由

蔣介石直接發動的運動，出於外交或輿論考慮，不便在日記中提及；第三，

據學者推斷應該與蔣介石直接相關的事件未在日記中提及，因此無法判斷蔣

介石是否知情。

第一種「沉默」的直接例子就是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大事長編》在

1927年4月12日明確記載「公令上海舉行清黨」dt。4月，蔣介石頻繁與包括

上海青幫在內的各派人員聯繫，日記中卻未提及；9日日記僅僅記載了「季陶

來談，甚嫌惡其頹喪也，悲痛斥責之」，並未解釋戴季陶頹喪的原因，也未記

載其他特殊內容。之所以說蔣介石此時故意「沉默」，可以參照他在1926年春

的日記中並不避諱記錄各種政治派別的紛雜狀況，也會對各方局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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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對：3月10日，「今日反蔣運動傳單不一，疑我，謗我，毀我，忌我，排

我，害我者亦漸顯明」；31日，「季新〔汪精衞〕兄行蹤仍無下落，此種不負責

任之行為⋯⋯無怪總理平生笑其為書生為調和派也」；5月1日，「今日為勞動

紀念節，共產派與右派之雙方工人仇視似有自相衝突之勢」；14日，「黨國與

本身存亡之際，其困難苦痛，蓋為此也，上午外出散步，回寓會客，各界代

表來見，請求解決共產謠傳事與鮑顧問等，磋商國共二黨協定事項」。

由此可見，1927年4月日記中的「沉默」極不尋常，應為蔣介石有意保持

沉默。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沉默」並不是「撒謊」，雖然研究者不能在日記中

找到「四一二政變」的文本證據，但是這種「缺失文本」的情況卻仍然能夠說明

蔣介石與這些事件並非無關。暗殺聞一多事件即可作一反例，事件發生後蔣

介石在1946年7月17日、20日日記中詳細記錄調查過程，並在隨後的〈本星

期反省錄〉中明言「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殊所不料。幹部之無智

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從這些文本看，蔣

介石確實未下令刺殺聞一多，並且對這一行為帶來的惡劣影響極為反感。

第二種「沉默」出現在新生活運動開始期間。這一運動由蔣介石主力推

動，為了向城市居民普及城市生活的規則，是對軍隊改造的擴大化嘗試。他

在1934年2月19日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倡導國民「生活軍事化」， 

以「禮義廉恥」為道德標準，從國民日常生活入手，進行社會改造ek。但奇怪

的是，手稿本在1934年2月內均未提及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的表達欲極強，

常常在日記中不厭其煩地進行局勢分析和政策解釋，例如1929年8月4日，即

在日記中全文分析俄國與東北局勢。新生活運動開始時期的「沉默」可能出於

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的複雜情感。

當時社會一直懷疑蔣介石試圖在中國推行法西斯主義，天津《大公報》曾

在1932年向蔣介石本人專電查詢其是否傾向「組織法西斯蒂〔法西斯〕團體之

運動」el；蔣介石曾在1935年力行社（俗稱「藍衣社」）內部講話中稱「法西斯可

以救中國」em，而這次講話內容也未在日記中提到。蔣介石是個實用主義者，

他對德國能夠衝出重圍，實現富國強兵非常羨慕，認為進一步實現中國社會

組織的軍事化，是進行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然而，與他實際認同的「省身自

律」、「禮義廉恥」、「三民主義」等觀點不同，他始終未在日記中提及對法西斯

主義的理解和認同，這說明他也許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作為一種實用工具，

但並不認同法西斯主義。正是這種對法西斯主義的雙重態度，以及在1934年

尚不能言明「對日備戰」等因素，導致了日記未在新生活運動伊始記錄蔣介石

的相關想法。對於日記未記錄新生活運動一事，其史料的有效性在於研究者

可以根據其他材料，推測此時蔣介石對於法西斯主義、全民備戰和抗戰輿論

等其他事務的態度。

第三種「沉默」的情形是無法推斷蔣介石是否對事件知情。1929年，胡適

批判國民黨政府未對訓政制訂時間限制，也沒有制訂約法，本質上指一種專

制統治，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民國日報》在同年8月間刊發相關文章，指責

胡適「侮辱總理、背叛政府」，國民黨第三區黨部呈文中央訓練部，要求對胡

適進行逮捕。此事最終以「國民黨中央規定，各級學校教職員每天至少須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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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小時自修研究《孫文學說》等黨義」以及「上海《民國日報》、南京《中央日報》等

發表一批文章，對胡適進行批判」而結束en。既然是國民黨中央做出反應，此

事應曾經向蔣介石匯報，但是1929年8月、9月恰逢宋美齡小產、蔣介石夫婦

在自家險些遇刺兩件大事，手稿本記載此間蔣介石多日陪病，主要研究遇刺

案情以及中俄外交事務，對其他事務的記載非常簡略。因此，僅從日記無法

推斷相關政策是否由蔣介石動議。就文獻效度而言，在這種議題上，基本可

認為日記是無效的。

（四）「不知情」：真實與偽裝

手稿本中某些「真」不知情的敍述，由於當時當地的敍述語言與其後發生

的事情反差巨大，反而能準確地判斷出蔣介石「無意」中記下了自己的真實態

度。1929年，馮玉祥開始準備反蔣，社會上流言風起；4月13日，馮玉祥不

得不發通電闢謠，陳述自己「與世無爭」、「服從中央」eo。對此，蔣介石並未

警覺。「無風不起浪」，馮玉祥部已經暗自動作，5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

說：「馮部人員全部離京用具皆出賣殆盡，書檢，接其文電準備向潼關退卻，

如此自擾，臧以國家為兒戲，何能革命。」此時，馮玉祥離京，將駐地所有器

具變賣，便是再沒有回京的意向。果不其然，18日日記又載，「下午接馮孽劉

郁芬孫良誠等通電討蔣擁戴，馮玉祥為護黨敬國軍，西北軍總司令而馮覆余

無電，欲吾下野，可笑已極」。可見在此期間，蔣介石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馮

玉祥討蔣的情報，對其變賣器具極為不解，甚至有些譏諷的意味，卻沒有察

覺其意圖從而做好準備。

1930年代，由於中德關係交好，蔣介石又組織「力行社」對其個人效忠，

社會上出現蔣介石是否認同法西斯主義的議論。「裝作」不知情就體現在蔣介

石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上。前面提到1932年《大公報》曾電問蔣介石對法西斯主

義的看法，7月9日日記詳細記載了此事的經過：「《大公報》電詢組織『法昔司

蒂』〔法西斯〕之有否，余提筆覆之曰：『中國革命只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方能

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為國民黨員，死為革命黨魂，不知有其他組織也。』」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所謂「『法昔司蒂』組織」指的是力行社，也必然知道社會

對他是否傾向法西斯主義的議論，他回覆《大公報》的電文詳細記錄在日記

中，具有一種「自辯清白」的意味。

從上述兩例對比可見，如果日記記載了蔣介石對某一重大歷史事件背後

原因的猜測遠遠背離事實，則證明當時他對這一事件的背景真的毫不知情。

但如果他在日記中寫下「不知」字樣，則有「裝作」不知情的嫌疑。

（五）回歸人性：手稿本中的豐富情感與態度

以日記為中心的人物史研究需要回歸人性本身，從「人」的角度來理解研

究對象。手稿本為了解蔣介石的豐富個性提供了一個窗口。日記文本中的情

感及其可信性之間的關係，是個值得深挖的領域。蔣介石本人具有強烈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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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欲，情感豐富，其日記在敍事之外具有大量的情感記錄，即便對敏感事件

進行了隱晦處理，蔣介石也仍然相對真實地記錄了自身情感，研究者可從情

感角度出發，將其情感反應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推測蔣介石對某些人

物、事件的真實看法，甚至反推事件真相，前文所述馮玉祥討蔣即為一例。

筆者認為蔣介石重視新聞宣傳對於軍事和政治的意義，「向世界揭露日本

暴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宣傳，都是他首先動議並開

展的，可見他渴望親自向記者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說明政令政策，寄望報

章能幫助他建立有利的輿論氛圍。即便是侍從室代擬的稿件，他也常常覺得

不合心意，必須親自修改，將自己的想法真切地表達。因此，手稿本中如軟

禁胡漢民等用了較大篇幅書寫的事件，往往意味着這些事件刺激了蔣介石的

表達欲ep，使他傾注了較多關注。

蔣介石的情緒波動很大，手稿本中大量記述了他的個人感受。例如，

1928年7月7日，外交部發表宣言，聲明將與各國討論重訂新約，並廢除各項

期滿舊約eq，但日記卻只記了「上午會客，下午陪三妹入病院，晚住湯山」，

毫無對該宣言的評價，甚至沒有情緒波動。這與1943年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

時的記述有極大差異。1943年的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蔣介石盼

望藉着廢除舊約塑造自己作為民族拯救者、國家雪恥者的形象。1943年元旦

前後的日記提到對廢約宣傳的細節進行了細密的安排；元旦當日，英美突然

提出延遲五日舉行廢約儀式，令蔣介石十分懊惱，他在1月3日日記中直言：

「美英新約不能在元旦如期舉行，乃為平生遺憾，更知外交被動之苦也。」這

種情緒表達的區別也可以看作是蔣介石對兩者的重視程度不同。

眾所周知，「怒」困擾蔣介石一生，也是日記中反映的第一大情感。蔣介

石時常發怒，妻子、親人、部下都曾是其發怒的對象。前述1931年「約法之

爭」中，蔣便曾多次「發憤怒」。但他每每發怒完畢，又會在日記中檢討自 

己「失態」，鼓勵自己「養氣」、節制。例如，1941年5月19日的日記中，即載

有「近日言多失檢，懊悔叢生，推厥原因，多自矜持暴戾嫌惡悲憤而生，無

他」等。

此外，日記中還有哀、樂等情緒表達，這些飽含情緒的文本，體現了蔣

介石為何而樂、為何而哀，最能窺察出他的真實性格。他的快樂大多源自家

庭生活，例如1932年7月30日載：「上午會客後，與妻甥等往遊含鄱口，及附

近林場，誠一仙境也。在九十九峰亭，看漢陽峰，與鄱陽湖，心神怡悅，思

想開展」；1943年7月5日載：「生病臥牀，經緯探病後辭去，夫妻二人晤談別

後經過，妻又報告留美經過要務，殊感欣慰」。蔣介石愛好自然景觀，時常遊

歷名勝風景，也給他帶來不少快樂，例如1928年10月27日載：「天晚即回程， 

月白風清，湖水為鏡，樂也」；1939年4月12日載：「上午獨坐樓廊，靜聽鳥

聲，曠觀山色，生氣蓬勃，愁悶數周，今日始得興趣，觀稚老〔吳稚暉〕斥汪

下文，尤感快樂，不忍釋卷，連讀三次，愈覺愉快」。蔣介石雖極重紀律，但

並不缺乏幽默感，偶爾還會在日記中記錄好笑之事，例如1945年7月12日

載：「美國情報處長【鼻塞兒】來談，留餐」，他在手稿中故意將「鼻塞兒」加上

標示框，可以推斷當時逗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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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蔣介石生性樂觀，認為「人定勝天」，很少表現哀傷或者厭世的情緒。他

與母親關係甚為密切，母親去世後，蔣介石常常觸景生情，表達喪母之痛。

1928到1949年的日記中，記有一首蔣介石自作的詩詞，即1929年8月2日的

「月光冷，蟋蟀悲，夜氣清，孤裘寒，惟母魂來照臨，我母亡，人母存，菩提

既警覺，莫滯疑，罷罷罷，快快快，何處去何處來，報思親還天地，人間事

還人間」，展現出蔣介石此時的哀傷。全面抗戰初期，戰火橫肆給平民百姓帶

來的傷害，也使他很受觸動。例如，1938年9月3日載：「每見民眾之菜色與

婦孺之苦痛，不堪言狀，此謂動心忍心之實情，然此不得而知也。」

五　餘論

通過橫向的材料對比和縱向的日記話語和情感分析可以發現，作為歷史

研究材料，《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因其真實性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日

記的文獻效度，需要嚴格的論證和謹慎的使用才能得到保證。學界基於手稿

本的研究，除了需更加注重材料的細節問題，更要加強話語和情感分析。

此外，手稿本部分日期比較模糊，也給研究設置了一些障礙。例如，

1929年Box7/Folder2中的日記顯示為2月，但是由於前述「連記」關係，實際 

日期不可考；該文本後半部分記敍蔣介石十五歲時，孤兒寡母備受劣紳污吏

欺壓，「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凡可以強吾身體，勵吾之

志願，結交友好，可以為吾上進之路，無不努力竭慮，雖歷盡艱苦，亦此不

息」，以及二十五歲時「從總理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協助英士，以謀再起， 

一面讀書，曾文正全集即於是年看完也」。由於這些文本敍述的時間跨度長達

十餘年，又無法推定撰寫日期，因此只能按字面理解意思，無法推斷蔣介石

在撰寫相關文字時的心態。

另外一例也關乎記錄日期。1933年11月23日日記的中間部分記有「雪恥， 

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27日日記結尾為「雪恥，壯

志飢餐胡虜肉，笑譚〔談〕喝飲匈奴血」；28日記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

天闕」，均出自岳飛的《滿江紅》。但這種飄忽不定的記述位置，使得研究者無

法推斷這幾天的日記是同一天「連記」的，還是按照其顯示的日期分別書寫

的。與每日書寫的日記相比，同一天「連記」的日記可能與事實的差距更大。

在上述例子中，如果23日至28日的日記為「連記」，研究者使用時則需更加 

審慎。

本文認為，手稿本的「自省性」與「展示性」是與「真實性」相關的兩個重要

特點。日記的「真」，在於其「省身」的寫作動機，「假」來自於其「展示性」以及

對後世政治評價的顧慮與記錄的有限性。筆者認為，通過與其他相關材料的

比較對照，手稿本這份材料實在記錄的文字，均大體可認為是真實的；某些

文字包含的感情愈強，則可以認為蔣介石對這一「情感標的物」的評價愈真

實。同時，飽含情感的文本，對於研究者分析蔣介石的人物性格具有重要意

義。進一步說，對於目前尚無定論的史實，或許可以根據蔣介石的性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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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習慣，以及日記文本有否相關記錄進行推斷。就研究領域的開拓而言，其

日記所蘊藏的個人性格，可以不受歷史研究的局限，更廣泛地在心理學、行

政學領域進行研究探索。手稿本記錄了蔣介石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

理應受到歷史研究更多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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