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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黨團統一： 

 

9/4（20） 接見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谷正綱、三青團副書記長鄭彥棻，研究黨團合併及

六屆四中全會要旨。 

9/5（22） 接見谷正鼎，研究四中全會要旨與黨務改革。 

9/5（23） 手頒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開幕詞，勗勉貫徹黨團統一組織之政策。 

9/7（31） 檢討黨務，認為黨員虛浮、營私伐異，厚於責人而不知自檢。  

9/7（31-32） 手訂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之要旨與任務。 

9/8（37） 出席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說明黨團統一組織之意義。 

9/8（37） 晚宴孫科、戴傳賢、陳立夫、邵力子、吳鐵城、洪蘭友、王啟江等，聽取對

黨團統一意見。 

9/9（38-40） 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開幕，要求「統一意志、集中力

量」，視黨團統一組織為「改進本黨自身之唯一急務」。 

9/10（45） 主持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會議。會中，各就「黨的新建設綱領草案」和「黨

的改造綱領草案」廣泛發表意見。 

9/11（53-54） 主持中央黨團聯席會議。討論「中國國民黨改造綱領草案」。 

9/12（55-56） 主持中央黨團聯席會議。通過「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認為此乃一

般幹部明大義、識大體，為革命利益而自我犧牲之表現，不覺為之泫然。  

9/13（62-64） 主持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閉幕典禮。自記一週反省錄，認為獲

得圓滿結果，如督導有方，對於今後黨務之改正與進步，可能達成預期目的。  

9/14（65） 主持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閉幕典禮。勉團務幹部參加各級黨部工作後，真能

作到徹底互助合作，完成戡亂建國任務。 

9/15（70-72） 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呈辭後，蔣曾屬意副部長谷正綱接充。本

日，谷函薦余井塘、蔣經國分任正副部長，以目前組織部長人選「必須於人事關係較熟，

工作經驗較富，個性和平而修養較深者，庶足因應各方，易於達成使命」也。  

9/16（76-77） 指示各級黨團合併工作應限於十月內完成，並以黨方之主任委員為主任

委員，團方之幹事長為副主任委員。 

9/17（81-82） 指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於二週內擬具黨員總登記辦法。 

9/17（85） 頗致慨於黨方高級幹部唯恐不保其位，把持包辦之不可救藥也。  

9/18（87） 主持黨團統一組織後之首次國民黨中常會，對會中僅提出陳雪屏為青年部長、

梁寒操為理論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而未提及其他主管之更易，認為黨務誠不可救藥矣。 

9/20（95-96） 指示秘書長吳鐵城，飭於各地黨團統一組織時，為謀人事之協調，如有

必要，可使團部幹事長辭職，而以其書記充任統一後之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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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01） 自記一週反省錄：「對黨團合併已盡個人心力，但黨部高級幹部仍未有覺悟

之意，可慮可痛。」 

9/22（115） 核定黨團統一組織各省市視察委員名單。 

9/23（120） 指示黨團合併十項原則。 

10/2（180-181） 出席各省市黨團統一組織視察員談話會，勉勵各員督促各地幹部加強

團結。 

10/8（211-212）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黨員團員重新總登記，以淘汰腐化分子、嚴整革命

陣容。 

11/14（438-444） 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呈報考察黨政軍改革意見。指黨團合併後，黨

部忙於選舉工作，對黨務改革與剿共工作毫無創導與積極行動。建議徹底改造國民黨，

嚴選黨中青年幹部，組織核心。 

12/24（691-692） 指示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詳報黨員總登記辦理情形。 

9/1-2，6-7，11/2，26，12/31（6-7，25，30，361，513，743） 研讀中共整風文獻甚勤，

「不閱此，不能認識共匪組織之狠毒，亦無由消除共匪之禍患也。」又，檢討全年讀書

專攻最少，但對「匪情」及軍事黨務各種資料之研究特多，「惜乎對共匪整風運動注意太

遲，亡羊補牢或未為晚，及今挽救，宜尚有可為也」。 

12/31（743） 檢討全年工作，「青年團取銷，黨與團澈底合併，免除黨內糾紛與摩擦，

亦為革命進程中一大事也」。 

12/31（743-744） 檢討全年工作，「黨員總登記不能如期完成，黨務工作與人事亦不見

進展刷新，此實為我革命之致命傷也」。 

 

貳、行憲選舉： 

 

9/26（135-136） 主持國務會議，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延期一個月舉行。召見秘書長

吳鐵城、組織部長陳立夫，研究選舉事宜，大感棘手。 

9/27（142） 召見立法院長孫科，研究立委、國代選舉事宜。 

11/8（394-395） 約見五院院長及重要部會首長，研究國代選舉與各政黨提名事。民社

黨有以名額和地區要求，否則將退出國代提名之說。會中，有以暫停選舉為言者，蔣決

定仍照常舉行，以免益難收拾。 

11/10（405-410） 主持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訓勉同志除由國民黨決定參加競選者外，

其他皆當專心戮力於戡亂動員工作。 

11/10（410） 召見國防部長白崇禧、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研究民社黨拒絕提名國代事。

經決定先發表國、青二黨候選名單。 

11/10（415） 選舉總事務所發表國民黨、青年黨國代候選人名單，國 1758 人，青 288

人。 

11/11（421-422） 與陳立夫等研究國代選舉事，決放棄候選，以為黨員表率。  

11/12（425） 與民社黨代表徐傅霖、戢翼翹、蔣勻田等商決民社黨國代候選人問題。  

11/14（434） 主持國務會議，表示國代選舉日期決不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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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446-447） 選舉總事務所發表民社黨國代候選人名單，計 238 人。 

11/20（479） 復電辭謝奉化縣參議會擁戴出膺國代候選。 

11/24（502） 宴請五院院長，檢討國代選舉。認為宣傳不力，致投票率未如理想。  

11/25（512-513） 與中央秘書長吳鐵城、陳立夫研究立法委員與行政院部會人選之配合

問題，俾明年兩院關係不致扞格。 

11/28（520） 國務會議議決，因各黨立法、監察委員候選名單尚未送達，茲延展投票日

期一個月。 

12/29（721） 國民黨公布「當選國民大會代表退讓（讓予友黨）辦法」。 

 

叁、「解散」民主同盟： 

 

9/8（34-36） 中央黨政軍聯合會報秘書處秘書長谷正鼎、副秘書長徐佛觀呈報民主同盟

自總動員令頒布後「配合共匪積極在各大都市從事破壞活動」之處理意見，主張依法懲

治。獲許。 

10/14（253） 邀約五院院長餐敘，就民主同盟之處置及各黨選舉問題交換意見。  

10/15（260） 主持情報會議，指示：一、民主同盟應即解散，各機關宜作技術上之準備。

二、徹底肅清後方奸匪分子。 

10/23（292） 召見行政院長張羣、中央祕書長吳鐵城、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等，就選舉

方針和民主同盟事有所指示。 

10/27（324-326） 政府以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由，宣布為非法團體取締之。 

10/30（345） 自記十月反省錄曰：「解散民主同盟乃予共匪在我後方煽動之一打擊也。」 

11/3（368） 據報中共「收容民盟分子」，命中央宣傳部據實公布。 

11/8（397） 自記一週反省錄：「民主同盟已告解散，此無異予共匪之第二戰線以致命傷

也。」 

 

肆、肅共對共： 

 

10/22（289） 軍務局為肅清後方潛伏分子事宜而請示，蔣批復：一、應由國防部第二廳

負責辦理後方共黨分子。二、登記日期過後，如有不登記之共黨，以匪探論處。  

10/25（302-303） 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呈報改進策反工作意見，擬著重重點配備與

預期有工作表現之地區、各行轅綏署設置策反小組以專責督導、釐訂派遣考核獎懲辦法。

蔣批復許之。 

10/25（303-304） 考慮對共宣傳，手訂「明白曉暢之問答體」數條，如： 

  ․中共黨員為何要服從外國人所組織的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發號施令的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外國人豈能愛我們中國。 

  ․外國人叫你們殺害中國自己的同胞，毀滅中國自己的建設，爆破中國自己的礦廠，

其居心何在，這是救國嗎。 



4   

10/26（306） 指示行政院長張羣，發動全國各地人士組織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  

10/26（306-307） 指示內政部長張厲生，加緊宣傳總動員法令，及查報各地實施情形。 

10/26（308-309） 指示鄭介民，對俘獲匪幹暨捕獲之共黨分子，應施以工作訓練及感化

教育。 

11/7（386） 陜西省主席祝紹周呈報陜省年來破獲之共黨案件多與省黨部調查室主任陳

建中所領導之機構有關，本黨對自首分子之運用，應嚴加檢討，以免禍起肘腋。蔣命將

陳建中撤職查辦。 

11/13（428-429） 指示陳布雷，對中共在抗戰時期「種種破壞抗戰之罪行，應作有系統

之敘述」。 

11/17（460-461） 指示鄧文儀，編輯中共暴行或小說、電影，「使之深入民間」。又，「對

匪部宣傳之辦法，應責以大義，導以利害，尤重強調民族意識及愛國精神與家族觀念」。 

11/17（464-465） 指示鄭介民，在長江以南每一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設立密偵組織與

秘密電臺。 

11/26（507） 指示張羣、代參謀總長林蔚，嚴令各地清查戶口，防止潛伏共黨分子之活

動。 

11/25（510-511） 指示中央宣傳部長李惟果、鄧文儀，注意共黨優待被俘官兵、鼓吹官

兵集體逃亡及暴動、誘導農民暴動、發動工潮學潮及農民反抗征兵征糧、實施後方恐怖

行動、發展地下組織等六項，並妥籌對策。 

 

伍、面對「第二戰線」： 

 

10/6（198-201） 批准教育部長朱家驊、中央青年部長陳雪屏所擬「防止學潮方案」：甲、

關於學校方面：一、建立安定的學校環境。二、加強黨政界與教育界的聯繫。乙：關於

黨的組織方面：一、學校團隊暫維現狀。二、各省黨部成立青年運動委員會以指導青年。

三、在重點地區成立學運指導委員會應付學潮。四、由青年部組成學運小組分駐重要據

點。五、今後學校黨務採用直線領導，減少橫的聯繫。丙、關於黨的工作方面：一、打

擊各校奸黨的首腦機關。二、公告各地，凡奸偽企圖鼓動學潮者立予逮捕。三、改進學

校宣傳。四、與國內外學生服務團體、教會密切合作，切實舉辦青年服務工作。  

11/3（365-368） 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呈請電令浙江大學嚴加制止于子三自殺案學潮，蔣

電復曰：「應由該省政府依據『總動員法』及『對後方共匪處理辦法』嚴格執行，不必有

所顧慮。」 

11/6（382） 接見教育部長朱家驊，研究處理浙江大學學潮。 

11/22（490-491） 浙江高等法院判決陳建新等人與于子三同謀傳閱左派書刊，策動學潮，

企圖擾亂社會秩序，呼應匪黨，經確認為內亂罪，依法各處有期徒刑七年，褫奪公權七

年。 

11/23（497-498） 自記一週反省錄：「此次判刑實予共匪外圍一重大打擊，如社會學界

不再發生反應，則人心厭亂惡共之趨向不難側知也。」 

12/30（727） 與朱家驊研究防止學潮與整頓學風辦法。 



  5 

 

陸、以政治戡財經之亂： 

 

10/12（242-243） 指示行政院長張羣，限期實施上海市糧食配給，否則經濟與社會之崩

潰，必由於此。 

10/13（247-248） 指示張羣，切實執行節約運動（例如對營業性舞場之態度）。  

10/17（273-274） 國務會議通過調整文武人員待遇，一律普加一百分之ㄧ百二十五。  

10/24（298） 據報太原實施平民經濟政策（房屋管制、分等吃飯）情形，蔣批交行政院

參考，並交蔣經國研究。 

10/27（319-320） 上海市警備司令宣鐵吾電請飭令上海市長吳國楨轉令當地銀行，收回

貸款，抽緊銀根，以平抑物價。蔣批復許之。 

10/27（323） 召見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囑勿以蔣之名義加諸行政與財政當局，致增

反感。 

10/31（339-341） 行政院長張羣奉查接收日產機關舞弊情事一案結果報請核示，蔣批示

曰徹究追繳、依法懲處，不得敷衍。 

11/14（434-436） 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呈覆北平市警察局長湯永咸貪污及副局長祝維平蓄

意傾軋一案，經已約集二員曉諭，現值冬防時期，該局人事擬稍緩再予調整。蔣以此種

覆報不著邊際，為一種官僚作風。命即將祝維平調換，並確切查證湯永咸有無貪污事證。 

11/25（506-508） 對上海物價波動，棉紗統制不力，及投機分子之難以制裁，引為深憂。

指示張羣，擬訂控制紗布而以金融措施相配合，穩定物價之有效辦法。又，指示中中交

農四行聯合總辦事處秘書長徐柏園，暫停各項貸款，控制游資，平抑物價。  

11/27（516-517） 茶會招待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胡適對政府配給教員實物之措施代

表致謝，蔣盼各教授繼續發揚堅苦卓絕之精神，形成社會之安定力量。 

12/2（550） 政府特於上海、天津、廣州、漢口設立金融管理局，以審督各地金融機關

之措施，及取締黃金外幣非法買賣。 

12/3（557-558） 面責徐柏園，飭令三事：一、四聯總處立即暫停對外貸款。二、嚴格

限制各地匯至上海的款項，並檢查其來源。三、國家行局不得以收益關係，擅自開放貸

款業務。又，對財政部長俞鴻鈞督導不周，亦有指摘。 

12/5（563-564） 指示張羣，在上海集合相關單位組成一類似經濟會議之組織，以迅速

處理物價與金融管制。 

12/7（580） 與張羣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喟然曰：「以往昔財政金融基礎之雄厚，乃由於

人謀不臧，竟至有今日之窮困，殊非始料所及也。」 

12/18（651-652） 以中中交農四行聯合總管理處理事會主席身分召集理事會議，說明經

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指斥四行總處辦事自私與秘書長之不負責任。  

12/27（714-716） 與張羣研究財政與預算方針後，嘆曰：「今日最足憂慮者不僅為軍事

失利，而政治之無恥與財政之困窮為尤甚也。」自記一週反省錄，以明年度總預算收支

相差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國務會議束手無策，蔣乃臨時提出改變立法程序，授權行政院

得權宜處理整頓稅收，自認係一重大方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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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720） 指示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整飭情報機關紀律，不論公私，不得經商

合股。 

 

柒、臺灣二三事： 

 

9/22（108） 指示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加強臺灣糖廠之管理，及各公營事業之督察

考核。 

10/11（237） 指示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對台灣銀行墊款事應特予設法，以台省經濟不

能不特加維持也。 

11/26（511-512） 據報臺灣省主席魏道明任用私人、港口檢查鬆懈，又其妻鄭毓秀生活

豪華，有經營商業、壟斷市場之說，乃婉函誡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兄在臺灣政治

再有失敗，則臺灣恐非我有，是無異斷送臺灣也」。 

12/17（638） 魏道明面稱外間傳聞臺灣在對日和會中將為國際共管等說，蔣聞之至忿。 

 

捌、難產的對日和會： 

 

9/16（77-79） 外交部長王世杰自紐約電呈美國務卿馬歇爾面告薦派魏德邁使華之經過。

又，中國主張對日和約起草會議應由十一國組成及中美英蘇四強享有否決權，馬恐蘇聯

藉否決之便阻撓和約，然王仍堅請其考慮中國之主張。 

9/21（103-105） 電紐約王世杰，指示對韓國之統一獨立應贊同與促成。又，對日和約

應慎重其事，務使蘇聯參加，否則反使和平威脅更大，不如暫緩。 

9/28（149-150） 美大使司徒雷登面謁，徵詢中國對日和約意見，盼與美同一立場。蔣

指蘇聯如不參加簽約，勢有「破壞和平」等藉口，首當其衝者厥為中國。 

10/13（248） 指示王世杰、新聞局長董顯光，對日和會甚為重要，應指導國內輿論，爭

取國際同情。 

11/19（477-478） 中國政府向美英蘇三國建議，對日和約預備會應由遠東委員會全體會

員國組成，多數表決須包括中美英蘇四國。 

11/28（520） 蘇聯答覆中國有關對日和會照會，主張明年一月在華召開中美英蘇四國外

長會議，討論對日和約。 

12/4（560） 與交通部長俞大維、王世杰研討對美交涉及對日和約問題。蓋蘇方並不贊

成中國所主張對日和會預備會議由遠東委員會十一會員國組成，故決定再度照會，說明

理由。 

12/5（572-574） 外交部復文蘇聯，重申對日和約預備會議應以遠東委員會為基礎之主

張。至和約預備會議在中國舉行一節，如各國同意，中國政府願予接受。  

12/13（621） 英國政府復文，表示不同意中美英蘇四強在對日和會中有否決權之主張，

而堅持和約應由遠東委員會國家及巴基斯坦草擬。 

12/19（664） 國民參政會促請政府堅持保留對日和會否決權。 

12/30（727-728） 蘇聯答復中國有關對日和約準備工作之照會，仍堅持由四強外長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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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有關各國可參加特別小組委員會。 

 

玖、對美問題： 

 

一、魏德邁聲明的餘波： 

9/2（11-12） 檢視美國對華政策，仍然在意魏德邁的聲明所可能產生的反面效果。  

9/4（20） 論美國報紙「仍受其陸軍首腦部與國務院之暗示，猛烈攻訐我政府，誠屬無

根之毀，不測之變」。 

9/6（27-28） 「仍憤憤不能忘懷」，又「覺此念鄙吝之至」，蓋「國交人情，本來如此」。 

9/18（88） 駐義大利領公使銜代辦薛光前面告希臘政情，蔣對美英操縱希臘之手段無任

感喟，蓋以彼例此，正有相憐之恫也。 

10/2（178-179） 外交部長王世杰呈報，駁覆魏德邁五國協管東北之說。 

 

二、美援問題： 

10/17（272-273） 外交部長王世杰呈報，與美國務卿馬歇爾洽商重要軍經援助，尚未獲

成議。蔣曰：「固早在預料中也。」 

11/13（431-433） 與行政院長張羣、王世杰研究美援問題。以馬歇爾提出之援華計畫過

小，必將貽誤大局。又，美眾議員周以德指責馬歇爾受國務院內「赤色細胞」愚弄，蔣

謂周氏誠快人快語也。 

11/17（468） 自記：「馬氏殆受眾議員周以德抨擊之後，遂更遷怒我國，故對我軍事經

濟援助之已允者亦擱置不允，不知是誠何心。即此亦殊足為美國舉棋不定憂也。」 

11/19（476-477） 命中央社更正合眾社所稱蔣對美國援華計畫曾有公開評論之謠言。 

11/20（479） 與行政院長張羣、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研究對美借款事，決定不以大宗借

款為目標，而以分別商借各種款項之方式出之。 

11/30（530） 自記本月反省錄：「外交：受馬歇爾每月千萬元借款之輕蔑。」 

12/2（549） 接見美大使司徒雷登。對司徒僅談及撤換美國軍事總顧問一事而未及目前

最感匱乏之彈藥問題，頗以為異。 

12/4（560-561） 特囑在美之毛邦初，以其所知實情詳告杜魯門：「美械子彈之奇缺，實

為我局勢嚴重之主因也。」 

12/12（616） 事略稿本記道：「晚課後，與夫人車遊市區。夫人以公默無一語為怪，公

曰：『頃正沉思美之負我辱我，誠有出人意料者。如羅斯福夫人竟以左派姿態反對援華，

並以西班牙之佛郎哥目吾。俄共之宣傳與用間，真匪夷所思矣。」 

12/20-21（670，675） 美參眾兩院正式通過緊急援外法案五億四千萬美元，中國獲得一

千八百萬美元。蔣自記一週反省錄，認為其數雖少，然係蒲立德、周以德、魯斯努力之

成效也，雖為國務院所反對，只撥一千八百萬元，「然其國會已形成援華為要務重案矣」。 

12/21（675） 自記一週反省錄：「英美法俄四國外長在倫敦集會近月，卒因俄國對德各

種要求，不願訂立和約而致決裂。此為美俄正式戰爭之開始乎。從茲世界將無寧日，我

應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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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689-690） 蔣囑請國民政府委員陳光甫赴美推動借款事務。陳特函呈，以美國援

華態度仍在徘徊觀望中，時機似猶有待，不如就馬歇爾所提援華之三億元先予接受，致

力於用款之實效，以改變美國人心。 

 

拾、進步的亞洲及其憾： 

 

11/1（355） 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呈報，越南革命同盟胡志明擬於月內派團來謁。

蔣問中央秘書長吳鐵城有否邀請，吳答復係與外交部洽商後允其所請，以便促成越南各

黨派之團結合作。 

11/10（412） 韓國革命領袖李承晚函請經濟援助。蔣即飭請中央祕書長吳鐵城匯撥專款。 

11/11（417-419） 參謀總長陳誠呈請就老撾革命政府指揮官威先等請求在華成立政府及

軍事經濟援助等事核示處理原則。蔣批曰：「可在不妨礙中法中暹邦交之原則下，妥為援

助之。 

11/22（489） 李承晚來函，表示韓人切望獨立，蓋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主張召開中美英

蘇四國會議商討韓國問題也。蔣命外交部復之曰：「四國會議召開後，中英美得以一致態

度對付蘇聯。中國之用意，固無不為韓利益著想也。」 

12/31（744） 檢討全年工作，指印度、緬甸之獨立為亞洲一大進步，亦平生一大願望，

惜乎越南受胡志明操縱，北韓為俄國所壟斷，乃為一大憾事。尤其中國統一被共黨破壞，

國際地位幾乎岌岌可危，令人痛恨。 

 

拾壹、關於領導作風之自析： 

 

12/3（558-559） 事略稿本記道：「近日時局情勢惡劣，內外人情皆不恤公苦心，以為公

獨攬一切，反使各主管不能盡職，謂軍政失機，咎由於此。長公子經國亦以諸葛武侯治

蜀，事無鉅細為諫。公聞之，不勝感喟曰：『祇以文武幹部多成官僚，生活泄沓，工作敷

衍，故人心動盪，險象四伏。黨政固不能不親自督導，而軍事尤不能不負責主持。且當

此新舊時代之交，所有紀律道義皆為美蘇顛倒，蕩然無存，求全之毀，固所難免。惟有

被垢忍恥，埋頭苦撐，至於成敗利鈍，毀譽榮辱，但有聽之於人而已，惟天其必知我也。』」 

 

拾貳、其他： 

 

10/10（231） 與宋美齡同登紫金山，見日人所立「立正安國」石碑，命仆，使移至博物

館，以誌國恥。並謂：「在剿匪完成，國家統一以後，當於此處建立一鐵十字架，以昭上

天佑華之德也。」 

11/1（351） 得經國電報，知姊瑞春逝世，念同母兄弟姐妹皆亡，無任悲愴。  

11/8（392-393） 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呈報，蘇聯軍隊入侵阿山，請速籌對策。蔣批

飭國防部長白崇禧、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研議具報。 

11/17（465-466） 重慶市長張篤倫呈請開放重慶林園官邸，批復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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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528） 與秘書沙文若研究纂修蔣氏族譜之實地調查與文獻蒐羅事宜，彌以為慰。 

12/1（540） 蔣宋結縭二十年慶。以為夫妻愛情之篤，實與年俱增，並謂艱險困窮之中，

惟此足慰而已。 

12/3（552-555） 參謀總長陳誠呈請撥發策反新疆烏斯滿族經費五億元，以穩定新疆，

並為國防準備。蔣批交張治中先行審核。最後，仍准發三億元。  

12/17（642） 指示陳布雷修纂蔣氏族譜事宜。 

12/18（654） 指示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對於「省縣自治通則」內有關省長、縣長民

選之規定，應俟匪患消除，統一底定時，再行舉辦。 

12/22（682-686） 立法院通過「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12/31（742） 自記五月下旬得長春危急之報後，除早課、晚課外，每日午未與每夜子丑

之間又各增加禱告一次，至年終無一夕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