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筆記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庋藏 
中共檔案及其史料價值

● 林威杰

一　前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

發展正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

眼前。在史學研究上，民國史由「險

學」變成「顯學」，而中共黨史也逐漸

走向學術化。關於這一點，中央研究

院院士陳永發談到：「中國大陸的出

版品中，有不少是完全沒有經過刪改

的原始文件彙集，而這些作品受到實

事求是的考證學風影響，更早已經突

破過去中共黨史的框框，提出具有挑

戰性意味的見解了。」1

而找尋新史料、新方法，一直是

歷史研究者所努力的方向。中國社會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金以林認

為：「歷史研究的創新基礎，最主要

的一點是發掘新的檔案文獻」，「只有

充分掌握史料，才有可能做出有創

新、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研究成果」2。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的上線，則為

學界注入新的活水與泉源，給史學研

究提供不少幫助。這個平台核心目標

是推動與深化中共抗戰史的研究，打

破以往僅局限於中方史料的框架3。

由此可見，中共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

直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史學界的熱門 

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共革命的

主要對手方，國民黨所保存的相關文

獻對於中共黨史建構有極大的重要

性。「中統」與「軍統」兩大特務機關

是蔣介石用來執行領袖意志的「耳目」 

與「工具」，其創建目的是為了鞏固

領導權威4。對內用來偵察反對派，

如改組派、地方實力派等；對外則打

擊一切威脅國民黨統治的組織團體和

勢力，打擊共產黨更是核心任務。過

往礙於史料的限制，研究相對困難。

關於「軍統」的研究，隨着國史館《戴

笠史料》的開放，學界已有豐富的成

果；目前「中統」檔案藏於台灣法務

部調查局特藏室，因調閱資料有其程

序，造成材料取得相對有難度。

調查局特藏室所藏檔案包括「中

統」不同時期繳獲、搜羅或所呈關於

中共的材料，從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

部調查科（以下簡稱「調查科」）、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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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研究筆記 計局、黨員通訊局（以下簡稱「黨通

局」）、內政部調查局，國民黨政府遷 

台後改組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以至

今天的法務部調查局。這些檔案涵蓋

中共發展各時期，且不少已為孤本；

加上「中統」的發展與中共「轉變」份

子息息相關，因此保留了不少珍貴的

中共黨史資料。本文旨在探究台灣法

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庋

藏中共檔案的概況及其價值，進而思

考在多元史料下的中共黨史研究。

二　調查局庋藏中共檔案 
現況及相關成果

調查局特藏室檔案起迄時間為

1919至1974年，內容包括中共中央

及地方組織、宣傳、史料、雜誌、國

民黨黨務、參考等資料。根據官網顯

示：「本局蒐集大陸書報刊資料，目

前有圖書9萬餘冊，報紙22種，期刊

77種，總計約30萬份（冊）。⋯⋯資

料除由大陸及港澳各地蒐集外，部分

係民國38年〔1949〕前之中共原始文

件資料，頗為珍貴，對研究中共早期

活動，為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也是

本局典藏的一大特色。」5

「新革命史」一詞是近年來中國

大陸學界的熱潮，南開大學教授李金

錚提到：「新革命史是回歸歷史學軌

道，堅持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

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

重視常識、常情、常理並嘗試用新的

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

審視。」6打破傳統革命史的束縛、

跳脫意識形態的框架，成為中共黨史

研究的目標。然而，一手史料取得的

困難以及開放程度的有限，一直困擾

着相關研究者。在中國大陸典藏的中

共原始資料獲取相對困難的情況下，

陳永發提到：「我們也不應該放棄理

解中國共產革命史歷程的願望，更何

況在中共的檔案收藏之外，我們也不

是完全一無所憑。」7調查局特藏室

檔案本身的特殊性，加上許多是未經

過刪改的一手材料，相信能給研究者

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1927年4月蔣介石實行「清黨」，

中共自此轉入地下活動。國民政府對

中共各根據地實施軍事圍剿，使得蘇

區承受不少壓力，同時在戰略轉移過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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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少中共文件在撤退時來不及

銷毀，遭到國民黨繳獲。在國民黨第

五次圍剿中，中共紅軍未能取得勝

利，於是展開長征。隨着紅軍戰鬥愈

趨頻繁，中共中央下令部隊輕裝作

戰，同時又要求「嚴格檢查行李文件擔 

數，非經批准不得超過規定數目」。經 

過長途跋涉和行軍打仗的惡劣環境，

導致抵達陝北之初中共中央等相關部

門檔案僅五十餘斤，約數千件8。抗

日戰爭期間，周恩來曾參觀過「中統」 

與陳誠所藏中共檔案的資料室，讓他

驚訝不已，同時感歎「許多資料中共

喪失殆盡」9。

不過這些檔案命運多舛，在抗戰

期間曾運到貴陽保存，但不幸遭受日

機轟炸而損失部分bk。戰後又因國

共內戰，黨通局將這批材料整理匯裝

五十六箱，由南京運到廣州。1949年 

夏，又運抵台灣基隆，「這批珍貴資

料竟露天堆放在基隆碼頭上，任其風

吹雨淋，達數月之久，損失多少無法

估計」bl。1953年，時任調查局局長

季源溥因感到運抵台灣的資料、文

件、圖書等，係過去同志用血汗生命

所換得，實屬不易，因此選址台北縣

新店市青潭成立專門單位管理這批材

料，稱「薈廬資料室」（後改稱「特藏

室」）bm。至此，「薈廬資料室」與「大

溪檔案室」、「石叟資料室」並稱台灣

三大中共黨史資料研究室。高華曾說

到：「一般認為，『薈蘆』是台灣地區

收藏有關中共歷史資料最豐富的單

位。該處收有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

至70年代的經過初步整理的大量的

中共原始資料。」bn其中最具吸引力

的是關於中共組織結構與功能等原始

文件，這些收藏包括尚未出版的報

告、中共中央的決策以及各級黨組織

之間的通訊文件bo。

1964年，當時主持薈蘆資料室

的萬亞剛等人，將中共原始史料編成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三冊bp，收入

不少調查局所藏的中共檔案。不過礙

於成書時代較早，此套彙編僅在小範

圍流通，同時在書的封面加註「極機

密」。第一冊內容為聯俄容共時期的

中共原始資料；第二冊為中共根據地

時期資料；第三冊則為中共抗戰階段

資料。《共匪禍國史料彙編》披露不

少第一手珍貴資料，為學界研究國共

早期活動提供極大的助益。

1965年，台灣政治大學教授王健 

民出版了費時六年成書的《中國共產

黨史稿》，此書將中共分為上海、江

西與延安時期三個階段。全書二百餘

萬字，開創台灣中共通史撰述的先

河。作者在〈自序〉提到：「中共的許

多歷史資料是秘密的，政府方面所破

獲和蒐集的當然不能完備。中共在上

海時期（1919-1927）及延安時期（1937- 

1949）的歷史資料，中國調查機關（現

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所蒐集者甚為

豐富。」不僅如此，他還獲時任副總統 

陳誠的允許，前往北投石叟資料室抄

閱檔案，這讓他自豪地稱：「我這兩

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黨史也有可取的地

方。直到現在為止，世界上似乎還沒

有比我的這本書更完備的中共史」；

「波多野乾一曾來台灣參閱薈蘆和石

叟室的資料，使他驚歎不已」bq。

1969年，郭華倫出版的《中共史

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br，主要原

因係作者披露不少關於中共的珍貴材

料，而這是在資訊受到管制的時代所

難得一見的。郭華倫本名郭潛，抗戰

時期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

部長，後被捕「叛變」並加入「中統」。

他的「轉變」被「中統」視為抗戰時期

最重要的戰果。爾後隨着國民黨在國

c190-202111009.indd   127c190-202111009.indd   127 4/4/2022   下午3:344/4/2022   下午3:34



128		研究筆記 共內戰中失利，郭華倫到了台灣協助

政府穩定政局。同時為了不讓保密 

局（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

局改組，負責情報保防工作）專美於

前，郭華倫率領調查局破獲「重整後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下詳），其後

任調查局副局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

研究所副主任等職務。

在卸任調查局副局長以後，郭華

倫專心學術研究，《中共史論》則為他 

確立了台灣中共黨史界的地位。作者

在書中化名「陳然」，以第三人稱方式 

闡述中共黨史中的事件，例如在自首

共產黨人的問題上提到：「據陳然先

生說：1936年以前，中共的白區組織 

幾乎全被國民黨破壞，絕大多數共黨

白區工作幹部被關在反省院反省，中

共中央為了救這批幹部並為開展邇後

白區工作着想，故有准許假投降自首

並寫反共啟事出獄的決定。」作者引

用中共閩粵贛省委發出的文件〈關於

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來解釋這些

人的「假自首」是「組織決定」；文件以 

附錄的形式全文列於章節後面bs。前 

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在書的序

言提到：「本書採用的史料豐富而廣

博，為中外類此書刊所不及，自由中

國最可貴的中共黨史資料，如青潭的

薈蘆，北投的石叟室以及中國國民黨

的黨史會所藏第一手資料。」bt

1980至1990年代陳永發的《製 

造革命：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運動，

1937-1945》（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ck和《延安的

陰影》cl分別大量引用大量調查局特

藏室檔案。楊奎松這樣評論《製造革

命》一書：「該書徵引及參考資料多

達650餘種，直接參考今人的研究成

果僅80餘種，80%以上的資料是其

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獨自發掘

的第一手的歷史文獻資料或回憶資

料。」至於《延安的陰影》，楊則提

到：「有近60%的資料還是作者首次

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該書的新

意，明顯地也還是建立在作者發掘和

掌握的相當數量的新資料的基礎上

的。」cm

上述論著是台灣學界運用調查局

庋藏中共檔案完成的代表性成果。除

此之外，調查局基於工作與任務需

求，本身也對中國大陸以及共產黨問

題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例如調查局刊

物《共黨問題研究》（後改名為《展望與 

探索》）定期發表所藏史料，包括調查 

科編《共黨互際會之調查》cn、《共黨

內幕及其崩潰》co、《蘇維埃概要》cp、 

《赤匪概要》cq、《第三黨專輯》cr；廣 

西省調查統計室編《廣西省調查統計

室破獲奸偽經過報告書》cs；季源溥

的《新新疆建設蒭議》ct；黨通局綏

遠室編擬的《兩年來共匪在綏蒙地區

活動概況》等dk。這些史料不僅披露

中共原始檔案，同時也剖析不同時期

「中統」對中共的觀察與研究。除了

調查局坐擁這批檔案的寶庫，裏面幹

員也利用這些材料發表不少成果，如

調查局前幹員張起厚便對共產黨 

議題頗有研究心得，他整理並發表

《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1919-

1949）》dl，將調查局所藏中共各階段

報刊做系統整理，給研究者提供不小

幫助。

在資訊封閉的年代與冷戰思維

下，西方社會急需對共產黨問題有進

一步的了解，調查局庋藏的材料就成

為海外認識中國大陸的一個途徑。

1950年代任職調查局第四處的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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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指出：「不只是國內，連國外研究

大陸問題的學者，也十分重視和珍惜

調查局所收藏的資料，不遠千里地前

來查閱。當年若要研究中國共產黨問

題，無論是歷史或其他領域，全世界

都會來薈蘆找資料。日本來的學者最

多，再來是美、德等國。」dm1976年

由三位西方學者發表的《台灣調查局

資料室典藏的中共材料》（Chinese 

Communist Materials at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chives, Taiwan）是海外 

學界第一次系統介紹薈廬資料室所藏

中共檔案dn。

目前申請查閱調查局檔案必須由

國內外大學院校、學術機關團體推薦

核准，並開具推薦函，經調查局審核

通過方可前往。此外，由於檔案資料

採取閉架式存放，必須由接待人員協

助調閱。萬亞剛就表示：「薈蘆還有

一個陋規，最受人詬病，就是那裏的

資料，只許抄錄，不准照相或複印，

這是世界各國圖書館都沒有的怪規

則。」他為此解釋說：「原來國民黨自

撤退到台灣後，唯恐國際人士不來捧

場，而薈蘆卻是一個吸引外國學者的

地方，它要長期引來國際友人，倘准

許複印，所有寶藏，一下子被人取

走，以後誰還來光顧。」do

三　調查局所藏不同時期的
中共檔案　　　　

根據筆者長期在調查局查閱檔

案，以及有系統地整理所藏檔案書卡

的經驗，對館藏有一個基本了解與認

識。目前調查局所藏中共檔案大致可

分為中共上海與江西時期、陝北時

期、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以及國民

黨政府遷台後四個時期，其中史料價

值最高的為中共上海與江西時期的檔

案，這些多半是當時所繳獲的中共一

手材料，不少也是調查科時期的檔

案；其次為中共陝北時期，這時期的

材料中有許多是中共在邊區所發行的

報刊雜誌、公報文件，或是「中統」

幹員對中共高層的監視報告，中共內

部核心資料較少；再次是抗戰勝利至

中共建政階段，這時期礙於國民黨優

勢逐漸式微，「中統」很難打入中共內 

部，材料多半是當時的公開報刊，或

是對「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的監

視報告等；最後是國府遷台後，這段

時期的材料大多是調查局幹員所搜集

關於中國大陸的一些情資，但或許是

礙於機密原因，筆者無法獲悉，故不

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加上調查局檔案

有不少材料的封面加註「閱後請立即

銷毀」之類字樣，這就導致其流通有

限，使得日後研究者較難窺探當時的

情治分析，殊為遺憾dp。以下主要簡 

介前三個時期檔案的概況。

（一）上海與江西時期

從1927年「清黨」至1933年中共中 

央由上海轉入江西蘇區，再到1935年 

紅軍長征至陝北為止，屬於上海與江

西時期。調查局對中共此階段的檔案

搜羅頗豐。不過，由於當時「中統」對 

於檔案不甚重視，因此不僅保存方式

有所欠缺，而且囿於整理人員對許多

材料認識有限，導致不少檔案封面與

內容有所出入。1951年萬亞剛到台灣 

後，重新主持調查局檔案整理工作，

他曾表示：「我再度摩挱每一件經我

整理出來的資料，發現若干印象深刻

的文物，已不獲重睹了。」dq關於這

個時期的檔案，又大致可以分為調查

科階段所編撰與中共相關的材料，以

及繳獲的中共原始文件或抄寫件。

c190-202111009.indd   129c190-202111009.indd   129 4/4/2022   下午3:344/4/2022   下午3:34



130		研究筆記 孟雄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活動軌迹

與心境有較多的闡述。關於六屆四中

全會，則提到「王克全、何孟雄、羅

章龍、王鳳飛、徐錫根這班搗蛋鬼，

到了會場聽到國際代表——米夫報

告開會議以後，才明白是開四中擴大

會這麼樣的鬼圈套」。因為有「中央

特務隊及武裝在那裏鎮壓」，加上「到

會的一共有三十多個，何孟雄派僅少

數是不成問題的。一個四中而又是擴

大的堂堂大會，只草草率率開了八個

鐘頭，每人發言，只限定五分鐘，何

孟雄的人雖然有許多的牢騷自然也只

得嚥在肚子裏」ek。六屆四中全會被

中共官方認定為「沒有起任何積極性

的作用」，「四中全會就成為以王明為

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

中共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開端」el。

因此，筆者相信這則材料對研究中共

六屆四中全會有所助益。

1933年3月調查科編撰《中國共產

黨組織問題》em，則是將中共的黨政軍 

概況作詳細的分析，包括創黨歷史、

組織架構、黨章、各地黨組織與外圍

團體，同時也將共產黨如何與群眾互

動做了深入探究。例如，提到支部的

作用，說明中共如何透過成立支部、

培養幹部來發展黨組織。此外，還提

到中共內部留蘇派與中國本土派的分

歧，以及對秘密工作有清楚的介紹。

1933年調查科編撰《兩年來之中

國共產黨（1931至1933）》en，內容對 

中共創黨、建軍以及各地蘇維埃根據

地的發展有一番介紹。此外，六屆四

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重要的轉折點，

由於王明等留蘇學生上台，造成黨內

的分裂危機，書中也對此次紛爭有一

番剖析與闡述。全書對1931至1933年 

中共的黨政軍、根據地經濟、黨員與

團員人數、槍枝數量等均有全面性 

1、調查科編撰材料

1931年的「顧順章案」dr，是「中

統」發展的歷史關鍵，因為在此後有

大批共產黨人「轉變」，這不僅讓「中

統」得到質的提升，更能「從此踏進

神秘嚴密的共黨地下組織之門」ds。

調查局庋藏《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

過》卷宗dt，便將顧順章案材料集結

成冊，包括八筆檔案，分別為〈中共

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

之打擊〉、〈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

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之發

現〉、〈中共國際派陰謀奪取黨內的領

導權與羅綺園楊抱安向忠發等被捕〉、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騐簡述〉、〈破

獲中共中央政治局之經騐簡述〉、〈關

於周恩來謀殺顧順章全家案始末〉、

〈富通公司破案紀實〉、〈中央黨員通

訊局上海辦事處破獲中共京滬秘密行

動縱隊專報〉；內容不僅涵蓋顧順章

案，同時包羅黨通局於1947年夏秋

之際在上海破獲的「富通公司案」，

據檔案指出，「這是中共中央局特務

策劃下以合法方式公開營業掩護的最

大印刷機構」。黨通局在1949年2月

24日破獲「中共京滬行動縱隊案」，

檔案內容有黨通局幹員名單、人員部

署、案件分析、審訊記錄等資訊，簡

述了當時國共鬥爭的激烈。

1931年3月，一位被捕中共黨員

在獄中寫下〈四中全會前後共黨分離

情形〉，他在開頭便提到：「這是我隨

筆寫出來的流水賬」，不過根據內容

判斷，此人曾經參與過中共六屆四中

全會，同時在黨內應有一定的地位。

因為文章清楚描述以王明為首的留蘇

學生與何孟雄、羅章龍等人之間的紛

爭。作者也提到何孟雄曾三次找他談

話，並表達對黨內路線的不滿，說明

兩人關係匪淺。正因如此，文章對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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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這也意味着此時調查科已對

中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書中最後 

特別強調調查科反共的成果，尤其突

顯「自首自新」政策的成效與反省院的 

作用eo。

1933年，調查科將「轉變」後共產 

黨人的自白或宣言編撰成《轉變》一

書ep，其中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 

發以及顧順章、羅章龍、余飛等三百

人的自白、自新宣言材料。《轉變》是 

研究中共早期黨內忠誠問題的重要參

考，我們可以從這些「轉變」份子前後 

的言行，來觀察與認識他們究竟是信

仰發生改變，抑或僅僅只是生命受到

威脅才選擇背叛黨、出賣過往同志。

2、中共原始文件、抄寫件

關於調查局所藏的中共原始文 

件或抄寫件，不少是目前較為罕見或

仍未有學者利用的。例如1930年6月

27日〈湖北省委給鄂西特委信〉便提

到在「爭取一省首先勝利的前途」eq， 

各地方黨部必須全員動員起來。其中

還談到要加強青年運動、婦女工作，

以及如何過組織生活等問題，為中共

早期地方發展提供珍貴材料。1931年 

1月7日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四中全會

告在獄中革命戰士書〉er，提到留蘇

學生上台，為了強化領導權威，鞏固

內部團結，第一步便是向在國民黨獄

中的同志傳達會議精神，同時也表示

就算這些人遭到國民黨的迫害，黨中

央仍記得他們。這也說明當時中共在

國民黨監獄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活動，

這些被關押的共產黨人並非全然與外

界隔絕。對此，王明就曾經向共產國

際遠東局表示：「在龍華監獄（專為共 

產黨人設的軍事監獄）關押着500人， 

其中300-400人是我們的同志。他們

在獄中成立支部。」es

1931年1月23日通過的〈江蘇省

委關於黨四中全會的決議〉，材料落

款為「C.Y.江蘇省委」，即共青團江蘇 

省委，首頁則蓋上「中華民國廿年參月 

廿四日收到」et。這說明其實在顧順

章叛變前，調查科早已派人潛入中共

內部，或者是中共黨內有「叛徒」。又

如王鳳飛在1月26日呈給中共中央的

〈反四中全會的意見〉，在首頁同樣蓋

有「中華民國五月壹日收到」fk。透過 

這些材料，可見此時調查科對中共已

有一定程度的滲透或掌握。為了反制

國民黨的來勢洶洶，又鑒於曾有人冒

充省委派來人員對地方組織進行內 

部破壞，1932年1月5日，中共江蘇

省委發布〈緊急通知——關於秘密工

作〉，開始加強各級組織的秘密工作， 

例如文件規定「各種機關，確定組織

關係，不得隨便亂闖」、「來往信件一

定要經過組織手續，不得隨便叫人帶

走」，等等fl。

（二）陝北時期

抗日戰爭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

重要轉折，不僅改變國家發展的走

向，同時也讓國共關係有了新的變

化。中國共產黨歷經國民黨五次圍

剿，長征的經歷更成為共產黨歷史的

分水嶺，倖存者忠誠地保護這類神

話，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日本人或國民

黨取得歷史的主導權，那麼死去的戰

友、同志失去的不止是生命，還有賦

予他們生存意義的價值fm。原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金沖及 

認為，中共在創黨初期黨員成份很複

雜，有的人成為黨的領導人，有的人

為革命犧牲，有的人在中間脫離黨，

有的成為叛徒，也有一些人組織上入

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甚至會蛻化

變質fn。因此長征是一次對黨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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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例外，如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灣人

蔡孝乾， 他的「叛變」導致日後中 

共在台灣地下組織的覆滅（下詳）fo。 

延安整風讓黨在思想上有了統一， 

組織性也有所加強。基於上述因素，

「中統」在這個時期很難打入中共高

層。陝北時期的材料較上海與江西時

期有所不同，主要是中共在邊區的各

種文件、布告，以及各級組織機關雜

誌與報刊等，也有「中統」對共產黨

重要人物的監視報告或各地組織的調

查資料。此外，由於正值對日抗戰，

「中統」也着重對日情報的蒐集與漢

奸偽政權的活動。

國共兩黨在抗戰初期曾有一段蜜

月期，不過在戰事進入僵持階段，同

時隨着歐戰的爆發，蘇聯因素逐漸淡

出中國戰場，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又

重新回到剿共的老路上fp。因此，蔣 

介石命令各地方黨部禁止共產黨活動， 

「如果有必要，把他們趕出轄地」fq。 

基於這樣的背景以及國共間緊張的態

勢，讓「中統」更加積極地對共產黨

進行活動。1938年，「中統」曾在國

民政府從武漢撤退前後，對中共做過

系統的報告〈武漢撤退前後共黨活動

之動向〉，對中共1938年9月的政治

局會議以及六屆六中全會內容有完整

的掌握，也分析了中共在各根據地的

黨政軍概況。報告顯示當時中共的軍

事戰略是「鞏固與發展八路軍及新四

軍之實力，加強陣地戰力之可能，組

織機械化部隊應視為其目前軍事上之

中心任務」，對國民黨的策略則是「迎

上層、打〔中〕層、抓下層」；在統一

戰線議題上，報告認為僅是中共「冠

冕堂皇之號召耳」fr。從中可以清楚

地了解此時國民黨對中共的整體策

略，並說明在中共發展實力的問題

上，國民黨仍時刻保持着警戒。

此外，1939年「中統」曾抄寫一份 

關於中共的〈組織工作報告〉，內容講 

述六屆六中全會後豫鄂皖邊區的組織

發展策略。報告在「改變工作方式和

保持立場的問題」部分提到：「團結同 

情者，但不要表現化，用抗日面目出

現，用友黨左派力量打擊頑固份子」， 

「站在共產主義立場了解三民主義，

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實行三民主義，以

馬列主義的理論充實三民主義」fs。

從這份報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

六屆六中全會後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統

一戰線，避免不必要的衝突進而影響

黨的發展。但這也從側面反映此刻國

民黨清楚中共整體的發展策略。

1939年初周恩來為了鞏固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到皖南雲嶺視察，以緩

解國民黨地方黨部與新四軍的緊張態

勢，同時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紘

之邀，「打算到浙江去看看」。但周恩

來此番行程受到「中統」的全面監視，

並有一完整報告〈中共中委周恩來來

浙經過調查專報〉ft，其中將周恩來

每日行程、與何人見面、談話內容詳

細記錄。相信周恩來也清楚知道，以

他的身份必然受到國民黨監控，因此

謹言慎行。此時周恩來貴為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尚且受到如

此對待，可見國共關係的緊張態勢。

當時留在敵後的國民黨部隊，主

要由地方保安團和雜散武裝改編而

成，質量參差不齊，這樣的隊伍自然

無法與訓練有素的日軍抗衡；在與共

產黨部隊的競爭中又時常處於下風，

這就導致國共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加

深。1939年6月，「中統」出版的《新

四軍的罪惡調查專報》便說明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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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在地方國民黨部隊的認知中，

新四軍不僅「游而不擊」，而且還「到

處設卡抽稅，強徵暴斂，破壞役政，

補充實力，組織民眾，宣傳赤化，搜

繳民間及當地少數部隊槍械，充實 

武力」gk。

1939年底的「新軍事件」便是國

民黨地方實力派與中共矛盾激化的顯

著例子gl。為此，「中統」專門出版

一集《山西「新軍」叛變之真象調查專

報》gm，將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

稱「犧盟會」）的組織概況、政治主張

以及發展作了一番分析，闡述中共如

何利用犧盟會建立武裝，從而逐漸在

山西取得實際影響力；內容對新軍實

力、領導人狀況有清晰的描述，同時

也對新軍與犧盟會控制刊物的政治主

張作了系統性分析。

1940年4月28日，「中統」的廣

東省調查室將所查獲的廣東人民抗日

游擊隊東江縱隊材料編成〈東江共黨

密件〉，文件談論中共進行秘密工作

的基本原則、具體內容，以及對付敵

人的方式。其中提到共產黨人在「以

大無畏精神，擁護黨、確定黨『高於

一切』」的信念下，在遭到敵人逮捕

時，必須「寧死不能告密」，「受毒刑

不能吐密」，以此傳承共產黨人「英

勇犧牲的精神」gn。這則材料成為研

究中共抗戰時期黨內忠誠問題的一項

重要依據。

1940年「中統」破獲中共閩西南特 

委機關，並將相關材料編成《破獲奸

偽閩西南特委機關重要文件彙編》go。 

這份文件彙編清楚地顯示，中共認為

汪精衞出走後，國民黨一直有投降的

傾向，因此最大任務是要防止這種可

能的發生。同時提到在皖南的新四軍

已遵令北移，其部隊在江北的確調動

困難，而非故意抗命。顯然在皖南事

變前，國民黨早已知道在新四軍調動

一事上中共方面的難處。

1942年「中統」將工作重心專注

在中共的秘密工作，這主要是由於皖

南事變後，國共兩黨關係急劇下滑，

「自新四軍叛變被解決後，其秘密工

作復加倍進行，『隱蔽政策』進行不

遺餘力，適來全力發動調查研究工

作，亦寓有擴大秘密工作之意」。為

了「防止中共之盲動勢力的抬頭，必

首先對付其秘密工作之進行」，因而

編撰《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將中

共秘密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是1921至1927年「中共產生至加入

本黨〔國民黨〕時期」；第二階段是

1927至1936年的「暴動政策時期」；

第三階段則是1936至1942年的「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內容對各階

段的中共秘密工作有一個完整的研究

與分析，進而得出「秘密工作是中共

目前活動的命脈，可以說要有秘密才

有中共，沒有秘密就沒有中共，中共

與秘密簡直是不能分開的」gp。

「中統」除了與共產黨作鬥爭外，

偵查黨內反對派與地方實力派也是主

要任務，例如《關於改組派的總報告》 

對改組派的調查與滲透做了詳細記 

錄gq，可以還原「中統」特務在黨內的

活動歷史，審視「中統」在蔣介石確立 

國民黨「最高領袖」過程中的作用gr。 

此檔案至今未曾披露，殊為可惜。

（三）抗戰勝利到中共建政

隨着日本戰敗，位居西南大後方

的國民政府以及散布各地的中共抗日

根據地，開始積極地爭奪抗戰勝利的

果實。在打敗日本這個敵人後，兩黨

矛盾似乎一觸即發。此刻中共已非吳

下阿蒙，而是一個擁有近億人口的

「解放區」與百萬軍隊枕戈待旦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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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中共與那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物或

團體。1949年5月上海淪陷，黨通局

幹員楊培受困上海，他將自己與表兄

張達三的對話上呈，編成〈奸匪份子

密話錄〉gs。張達三在1937年加入中

共，屬於縣級幹部（解放軍中屬團旅

級）。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一位中

層共產黨員對組織的認同與想法。

此外，台灣在抗戰勝利後也成為

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之一。1946年

由蔡孝乾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

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的

創立，便是中共將革命信念移植到台

灣的一次嘗試。不過隨着1950年蔡

孝乾的「叛變」，間接導致日後省工

委會的覆滅，大批共產黨人被捕。在

查獲的省工委會文件中，如〈台共省

委1950年工作總結〉便是鑒於蔡孝乾

被捕後所做的工作檢討。報告提到

1950年是省工委會「最艱苦的一年」， 

是「建黨的轉折點」，是「由『偏於數

量』的建黨方式轉入『偏於質量』的建

黨方式的年頭」，是「由開闢進入鞏

固的年頭，而由開花轉入結實的年

頭」。基於過去失敗的經驗，省工委

會得出「必須嚴守組織原理」、「必須

嚴守秘密組織原則」的經驗教訓，必

須「進行真正深入隱蔽的群眾工作，

保存幹部，累積力量」gt。這份報告

不僅提到要重視黨員的思想教育，也

強調必須加強群眾工作，以避免再有

背叛組織的情形。

1952年，由郭華倫率領的調查局 

更一舉破獲了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

是為「重整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

至此，「台灣的共產主義活動已被成

功鎮壓，除非島內顛覆活動有共產黨

對台灣入侵的配合，否則不會嚴重影

響國民黨的軍事能力」hk。1951年內

政部調查局出版《共匪的特務工作與

保密工作》hl，隨後在1952年出版了

《破獲匪共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查繳

文件集要》hm、《台灣地區對匪鬥爭

工作總結》hn，1954年出版《台灣之政 

治保衞工作》ho，1955年出版《台共

叛亂史》hp，等等。這些材料成為國

民黨當局在制訂對大陸政策時的重要

參考依據，不過礙於調查局屬於情治

單位，內部文件在流通上有其局限。

四　結語

對上述材料的概述僅為筆者查閱

檔案的一些心得，當然調查局庋藏的

中共檔案內容遠遠不止如此。歷史的

研究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透過分

析、解讀材料，進而還原事件的原

貌。在思考調查局特藏室檔案的價值

時，必須清楚每筆材料形成的歷史背

景與時代環境；加上特務工作本身的

獨特性，在使用上必須秉持嚴謹的態

度。這些材料除了有助中共黨史研究

的進展外，同時也能讓研究者從側面

了解「中統」的組織活動以及不同時

期的國共關係。高華提到：「研究中

共黨史，若僅從文獻字面加以理解或

過份依賴於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

析，肯定會造成理解上的誤區。」hq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耀

煌的《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

革命，1921-1949》，是作者利用調查

局特藏室檔案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此基

礎上修改的專著。作者在〈自序〉中曾 

提到：「中共黨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就是在深入大量的材料之後，還能夠

安然無恙地走出來，不被材料牽着鼻

子走。」hr陳永發也認為：「敵對方的 

資料很難排除造假污衊的可能。」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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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

年》在史料的引用上顯得相當慎重，

多半參考中共原始檔案以及中國大陸

出版的各類回憶錄，以此相互印證。

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為了有

效控管中共「轉變」份子，將不少人

安置在調查局從事共產黨研究，然而

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

態，同時也是一門封閉的官方知識，

相關研究機構也多半具有「情治單位」 

的特性，「在反共的氣氛要求政治正

確的情勢下，大家的研究的水平沒有

提高，研究只是在重複從事低效益的

體力勞動而已」ht。隨着台灣社會環

境的變遷、政治的民主化、本土意識

的抬頭，「反攻大陸」一詞也逐漸離開 

人民的生活，致使對共產黨的討論也

不再是敏感的話題，相關研究開始擺

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走向學術化。

近年來，台灣學界開始關注台灣

史、社會史、婦女史，乃至於身體史

等各個層面，傳統政治史則相對式

微。確實，筆者自2016年開始在調

查局檔案室有系統地查閱檔案，多數

時間僅自己一人，只有少數機會能遇

到其他學者。不過慶幸的是，由陳永

發牽頭，2018年起中研院近史所與調 

查局開展合作，計劃將這些檔案進行

約15萬頁的數位化掃瞄，目前已開

放1,389冊檔案史料的電子檔，不過

仍需到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查閱。期

盼在不久的將來，神秘的「薈蘆檔案」 

能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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