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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略稿本 57》讀書報告 

報告人：陳英杰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57─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至七月》，臺北市：國史館，

2011年 10月，頁 264-639。 

 

一、軍事與作戰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6 

269 下午會客，審查戰局，與陳誠討論陝豫部隊之整理辦法，彼並

表示願就第一戰區長官之職。 

豫湘桂會戰 

一號作戰 

 270 據報，昨夜株州已失陷。公謂湘戰情勢漸趨嚴重矣。  

 271 研究美海空軍出擊曰：「昨晚美超級空中堡壘由成都起飛，轟炸

倭國北九州之八幡製鐵煉焦廠，惟其中有兩架失蹤，餘皆安全

返回基地。又美海軍在中太平洋倭委任統治地塞班島登陸，是

美已直向倭之心臟地區進攻矣。」 

美國對日戰

略 

6/17 274 本日湘潭與龍陵二城失守，惟緬北加邁已為我軍克復。 緬北戰役 

 278- 

280 

記本星期反省錄：（一）自河南軍事失敗及美國輿論惡化以來，

黨政高級幹部輕藐之色漸露，因之惶愧無已，此皆自取其咎而

於人何尤，幸天佑中國，潼關得轉危為安，靈寶亦失而復得，

此不僅個人之成敗所繫，實國家之存亡所關，若能叨天之福，

不致因此隕越，則此次之拂亂耻辱，實為今後建國立業最大之

教訓，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四）第八戰區戰事漸告

結束，而第九戰區戰況日急，操心衡慮，期保長沙之切，無時

或已祈天有以佑之。 

 

6/18 286- 

287 

據報自今晨與長沙守軍以無線電聯絡一次以後，迄晚尚未獲通

報，公甚以為念也。 

 

6/19 293 公終日以長沙情況不明甚為焦慮，並謂：「自昨晨至今晚止，長

沙第四軍之無線電尚未能呼應，據敵軍今日廣播稱，對我長沙

守軍施以致命之轟炸，使我嶽麓山砲兵失效，並散發傳單勸我

守軍投降等語，如果屬實則長沙我第四軍尚在固守之中，為何

無線電兩日不應，誠令人百思而不解也。」 

 

6/20 297- 

299 

對長沙守軍作戰畧上之轉進誌感曰：「美國空軍司令陳納德對我

甚能聽命，但終不能如我國空軍之指揮有效也。此次長沙會戰，

美國空軍對我陸軍之掩護與協助無甚效用，而敵國劣勢空軍反

能對我長沙轟炸自如，使我守軍麻痺無法通訊，甚至失陷。昨

晚九時後乃証實第四軍已擅自放棄長沙，最可痛心者為最新式

之重砲與山砲，皆布置於嶽麓山地區而完全遺棄，且五萬餘顆

最寶貴難得之砲彈亦全部落於敵手，而不臨時加以爆破，軍紀

掃地一至於此，第四軍十餘年有名無實之虛譽今始暴露盡矣，

夫以長沙重鎮竟派此無用之軍死守，此乃余不加詳察之過也，

復何言非但對該軍軍長則非嚴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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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6/21 302- 

303 

檢討長沙防守之得失曰：「無論海陸空軍，如非本國之部隊，則

雖協助甚力，其效用決不能如本國軍隊之一半也，更何能恃其

作最後決勝或轉捩緊急關頭之用乎，惟本國軍隊苟非在統一精

神訓練下，效用亦等於外國軍隊也，如此次仍令第十軍防守長

沙，再有空軍如王叔銘在潼靈方面之指揮自如者，則長沙當不

致失陷耳。」 

 

6/24 359 記本星期反省錄：（一）守長沙之第四軍於十八日只抵抗一日而

潰，其高級將領如軍、師長皆擅自逃遁，二十日逃至梁漢明軍

之陣地以後，方知長沙失陷之確息。將領無恥紀律掃地，以第

四軍在革命成長中之軍隊，平時號稱英勇善戰者，萬不料敗退

之速一至於此，使心神蒙受無上之打擊，由此可知未受正式軍

校革命訓練之將領，決不能望其完成革命之使命也。 

 

6/25 365 晚主持軍事會報，為保衛衡陽計劃，對軍長方先覺之勗勉與指

導不遺餘力也。 

 

6/26 366 上午出席國府紀念週後，主持中央常會，回官邸與林蔚研討戰

局，命其預作敵寇打通湘桂越南交通線及粵漢路與珠江南寧水

道之對策。 

 

6/27 381 晚為王耀武部作戰得力特發犒賞壹百萬元以示獎勵，又不斷指

導作戰要領並令空軍協助出擊。 

緬北孟拱城已為我軍克復，公謂以後對於密支那之攻佔當較易

也。 

 

6/28 386 晚回林園，考慮戰局，研究作戰方略，並督促固守衡陽不遺餘

力。 

 

6/29 387 上午與陳布雷研究華萊士來函之意義後，審核戰況，核定桂林

作戰方案與中緬戰場作戰地區。 

 

6/30 396- 

397 

本月反省錄：（五）本月軍事靈寶、閿鄉雖失而復得，但龍陵得

而復失，尤以長沙失陷之速與第四軍之不能固守，其戰鬥革命

性喪失如此，實為意料之所不及，中外輿情與心理至此惡劣極

矣！然緬北孟拱於月杪為我軍克復，密支那敵軍亦已動搖，藉

此聊以自慰耳。（六）以最近第九戰區敵軍之兵力及其所表現之

戰鬥力察之，實不足為患，如我作戰方針審慎不誤，現有兵力

能積極反攻，則衡陽自能保守，戰局之成敗勝負在此一舉矣。 

 

7/1 400 正午，主持軍事會報。……其打通粵漢路之計，已不可遏阻矣，

今日惟一要圖，為如何能固守衡陽，增強湘桂路兵力，以確保

桂林空軍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圖，則此次作戰，尚

不失為成功也。…… 

 

7/5 423 抗戰七週年紀念將屆，公以滇西遠征將士，冒暑苦戰，極為軫

念，特命軍委會傷兵慰問組派一攜帶鉅款，赴滇西前線慰問犒

賞，並頒發遠征軍傷病官兵慰勞金，以示鼓勵。 

 

7/7 448 本日夜間，美國超級空中堡壘第二次由成都起飛，轟炸日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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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九州與佐世堡軍港，並再炸鋼鐵中心之八幡。 

7/8 456- 

457 

梆縣薛長官岳齊電陳：「溽暑苦戰月餘，各部官兵除傷亡外，疾

病日多，衛生材料缺乏，醫治無葯，懇速飭補充葯品，派機專

送梆縣轉發，以保戰力為禱。」公批示：「交何總長、航委會從

速辦理，並復。」 

 

7/10 465- 

468 

手諭林主任蔚，指示舉行軍事會議，研討整頓軍紀，振作士氣

諸問題。……限本月二十日以前召集，在軍委會開會一星期至

十日，由中親自出席主持。(一)中央機關性質重複或相近者之歸

併或取消，例如軍糧局與兵站部，無論前後方，皆合併為一個

機關，負責辦理等。(二)如何裁減或歸併現有部隊之單位，充實

各單位之兵員。(三)如何提高官兵生活待遇，解決副食問題，最

好軍隊不准直接向民間採辦食物或派款，而由各級地方政府負

責代辦，但可由軍隊軍需處與政工高級人員共同負責，詳核官

兵實數，向地方政府洽商物品供應之數量，并定領取與繳付辦

法，必須有切實單據，及各負責人員之簽署以憑核實，……(四)

新兵食衣住行待遇之提高，交兵、接兵方法之改善，如何勿使

士兵在中途之病死或受虐待。(五)凡走私營商與吃空之官長，照

連坐法明令規律，並定檢舉與監察各種詳則。(六)政工主要職

務，在督察給養物品，改良士兵生活與衛生傷病，並核實兵員

名額，報告每週本部隊經費收支，與每星期給養經費，用款存

餘或不足之確數，……(七)各種法令規章，不切實際需要，與阻

礙效率者，應一律修改或變通辦法。(八)中央軍政機關，如軍需

署、軍務司(尤以軍械管理分配人員)、兵役署等人員之如何嚴密

監察，勿使舞弊，以及其不能盡職，或能力不構人員之陶【淘】

汰及補充。(九)政工人員在此一階段中之工作重心與規章應另

定。(十)如何考核各高級將領之勤惰奢儉，以及各軍、師之紀律、

教育、缺額、衛生與給養，此後必須有每月核實之辦法。…… 

 

 477 研究太平洋戰局曰：「馬利亞納群島中之塞班島，完全為美軍所

佔領，此為東亞與太平洋對倭戰局勝敗轉移之最大關鍵。」 

 

7/12 488 敵近日圍攻衡陽甚急，公督促各軍赴援殲敵之。  

7/15 506- 

507 

下午，記事後，接衡陽方軍長「甚危」二字之電，乃知衡陽戰

況危急，即派機投擲通信袋，令其固守待援。七時後，飛機回

報，戰況似已緩和。公謂：此心終難自安，以衡陽得失之關係

太大也。 

 

7/17 518 本日衡陽戰況危急，公以六十二軍與七十九兩軍之行動遲緩為

憂。 

 

7/18 519 下午，批閱公文後，看二十一年事略，接方先覺軍長電稱，衡

陽守兵已傷亡殆盡，現守城兵力皆為軍佐與雜役兵所編成者，

不能響應友軍夾擊圍城之敵云。公戚然曰：「不料其傷亡之大，

一致於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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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7/19 523 以電話詢問芷江張廷孟空軍司令關於衡陽之實情，據稱今晨用

飛機偵察，未見衡陽城內符號，公聞之，深以為慮。 

 

7/20 535 分電西安陳長官誠、西峽口湯副長官恩伯曰：「此次河南戰役防

守鄭州之部隊及其主管官，希即查報並將該主管官撤職，解渝

訊辦為要。」 

 

 538 本日，日本東條英機內閣發表總辭職，公謂此為敵國不能維持

現局及崩潰在即之朕兆，不能不認為吾人之又一勝利也。 

 

7/21 539 上午，蒞軍事委員會，對整軍會議訓話後，回黃山，批閱公文。  

7/26 579 上午，批閱公文，指導作戰方針，又據最近之敵情判斷，彼似

非攻佔我衡陽與打通粵漢路不可也。 

 

7/27 584 本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均出席黃山整軍

會議，對何應欽等畏難苟安心理，力加糾正之。 

 

  電勉方軍長先覺曰：「守城官兵艱苦與犧牲情形，余已深知，此

時只有督率所部，決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受。……以後對於

求援與艱危情形，非萬不得已，不必詳報，以免被敵軍偷譯。

余必為弟及全體官兵負責全力增援與接濟，勿念。」 

 

 585 對美空軍投送衡陽之彈藥，又誤投於衡陽西北六十里地方之新

橋附近，其轟炸目標，亦往往不察我軍陣地與重要城鎮而任意

投彈，致使我軍民遭受無謂之犧牲，公深嘆本身無力，而借外

力之結果如此，引我戒懼。 

 

7/28 587- 

595 

上午，批閱公文後，出席黃山整軍會議，並規戒與會各主管切

不可畏難卻顧，以畏難卻顧為今日吾人心中最大之敵人也。…… 

(一)對於調整部隊方案之指示 

(二)對於提高官兵生活待遇及解決副食馬乾案之指示 

(三)對於確立補給制度案之指示 

(四)對於改善衛生發給實物案之指示 

(五)對於調整機構案之指示 

(六)對於改善新兵待遇接送征補辦法及加強師管區職權案之指

示 

(七)對於整飭機關部隊風氣及紀律案之指示 

(八)對於確立政工重點案之指示 

(九)對於調整法制案之指示 

(十)對於改進國防工事案之指示 

(十一)最後補充指示 

總之，我們這次會議是我們國家和軍隊起死回生的一次會議，

現在國際輿論與社會心理，對於我們軍官的看法，軍隊的批評，

真使我們無法忍受，所以我們要打破畏難卻顧的心理，養成任

勞任怨的精神，以自力更生的決心，來改造我們的軍隊，充實

我們的力量，達到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完成我們這次會議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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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7/29 597 晨與何應欽談整軍與增加軍費辦法，朝餐後，批閱公文與情報

畢，約熊式輝來談此次整軍會議之感想。 

 

 628- 

629 

記本星期反省錄：（一）本週增援衡陽之各軍，皆不能如期達成

任務，多有中途受挫撤退，而衡城守軍，又危急惡萬分，據所

得敵措，不僅無撤退徵候，而反向南增加兵力，是衡陽戰事已

無轉機之望乎，加之對美外交失利，俄國對新疆藉口壓迫，皆

使心神憂鬱不置，惟有晝夜默禱上帝，保佑我中國，使能轉危

為安，轉敗為勝而已。（二）整軍會議連開四日，指示要略已完，

何部長仍無知恥發憤之決心，更使人抑鬱煩悶矣。（三）此次衡

陽戰事，如果能轉敗為勝，以後乃必使第十軍全體兵受洗禮，

余六十生辰，必建立鐵十字架於南嶽之巔也。 

 

7/30 630 衡陽守軍血戰月餘，公以該軍官兵守城，克盡厥職，特賜餅乾、

罐頭、白糖各種食品，由飛機運送衡陽，以示鼓勵。  

正午，召見俞飛鵬談整頓軍運事。 

 

7/31 637- 

639 

本月反省錄：（五）美軍完全佔領塞班島，並又先後登陸關島與

狄寧島，故太平洋倭寇軍事形勢，已完全變更，其敗亡必更速

矣。……（十）衡陽保衛戰已一月有餘，第十軍官兵，死傷已

達十分之八，而衡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陽之得失其有關於國家

之存亡與民族之榮侮至大，幸有此基本軍隊，不惜犧牲一切，

決心死守，為國爭榮，以敵情與戰況觀之，已有轉危為安之機，

又以余祈禱之虔誠，上帝之指示，深信其必能轉敗為勝耳，甚

願衡陽解圍，獲得勝利以後，使第十軍全體官兵皆受洗禮，得

歸榮耀於上帝與基督救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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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會戰日軍攻勢路線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豫湘桂會戰，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1/Operation_Ichi-Go.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1/Operation_Ichi-Go.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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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美關係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7 

272- 

273 

函美總統羅斯福，介紹孔祥熙博士，代表本人前來貴國訪問。

電曰：「茲特囑孔祥熙博士前來訪問貴國，孔博士曾任我國行政

院長多年，而最近數年以來則代余主持行政院之院務，此當為

閣下所熟知。孔博士與余始終共事凡十六年，於茲對於中國政

治經濟及財政各方面之情形充分明暸，關於我中國現時作戰之

情況及余個人之見解，均請孔博士晉見閣下面述之。在彼旅美

期間，余如有機密事項欲奉達於閣下者亦特託其詳陳，我中國

此時需要孔博士留在國內，事實上彼實不能遠離，故彼此時之

前赴貴國訪謁閣下其使命至為重要，對於增強我中美兩國以及

余與閣下間之友誼合作，深信必有重大之成就。孔博士實為余

最堪信任之代表，請閣下予以最大之信任而與之開誠商討，孔

博士對我中國政府之政策最有深切之暸解，余特授權於彼負責

代表商決一切，敬祈台察為幸。」 

 

 274 電華盛頓毛副主任邦初曰：「寒電欣悉，望與美軍部切實聯繫，

增厚公私情感，孔副院長來美，關於美月增撥運輸機專運物品

來華，以維持經濟之計劃，亦希研究協助進行為要。」 

 

6/18 286 迪化盛督辦世才巧電陳：「華萊士副總統已於本（巧）日十時零

五分安抵迪化，謹電奉聞。」 

華萊士訪華 

6/20 295 下午四時美副總統華萊士由迪化乘專機抵渝，公偕夫人等躬蒞

白市驛機場歡迎同乘禮車至林園官邸休憩並款以茶點後辭出。 

 

6/21 300 上午，詳審與華萊士談話要點及安排歡宴席次，頗費心力。  

 303- 

304 

下午自六時至七時半與美副總統華萊士談話，華萊士直告：

「（甲）中共問題羅斯福總統決不偏袒共黨，但願有一解決之

道；（乙）中俄關係據史大林曾對美駐俄大使面談，彼願以美國

為媒介改善中俄關係，但並非請美作仲裁也；（丙）此次考察俄

國，結果認為俄國為科學最進步之國家，其國基鞏固與軍隊及

社會之強盛無比，美決不能輕棄俄國之關係也。」 

 

 305- 

315 

晚八時歡宴美副總統華萊士及其隨行人員范宣德、拉鐵摩爾及

哈薩德並邀我黨政軍長官、國民參政員及外交使團等九十餘人

作陪，席間公致歡迎詞。 ……除了義應歸還於我們的領土，當

然要求歸還之外，絕沒有領土的企圖，……我們中國渴望將本

國發展為農業、工業平衡發達的國家。……我們是農業國家，

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們政府將特別注重於增

進農民的生活，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為了發展我們

的工業和開發我們廣大的資源，我們歡迎國外的投資和國外技

術專家的協助。…… 

 

 315- 

325 

華萊士致答詞：……中國陸軍與游擊隊均仍繼續﹝戰﹞鬥，以

空間爭取時間，……為維持和平計，日本之解除武裝實有必要，

同時日人究竟應如何而始能有重秩序、守法律之自治，則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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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自決，吾人與中國關係在目前及在戰後，可視為吾人在東

亞國際關係之基石，吾人不欲與中國成立任何排他性之協

定，……若欲各民族之幸福，實以教育理工方面之專門訓練及

民治主義之自治為最善之法，……日本以武力奪取之中國領土

將歸還於中國，朝鮮之獨立業經吾人許諾，吾人主張泰國之主

權應行恢復，在亞洲方面尚有其他之政治及種族集團，現仍處

於殖民地之地位，勝利來臨之後，彼等企盼自治之心情，應獲

得迅速與積極之注意。……將來對中國境內少數宗族問題，覓

求合理解決之保證，……余對於維持東亞及太平洋和平之三大

要素業已說明，即日本必須解除武裝，太平洋各國間必須諒解

與合作，及亞洲各民族必須獲得自治是也。…… 

6/22 326 上午在林園林泉間靜坐後，遂與華萊士共進早餐畢考慮與華萊

士談話要旨。 

下午五時至七時與華萊士談共黨問題。 

 

 326- 

331 

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備忘錄請加強中印空運以應中國戰事實際

之需要。 ……希望有更多作戰所需要之裝備，且望能獲得各種

物資，以適應吾人經濟上之需要，……加強中印間之空運，在

目前之情況下，實為最重之事項，期使運華之噸位能有所增加

也。……(一)為增撥租借法案之運輸機歸中航公司，作為輸送由

印運華物資之用，……擬請在租借法案中，增撥該公司 C-47運

輸機一百架，……盼望此數之運輸機能於六個月之內抵達中

國，……(二)希以定疆至宜賓之空運線，作為中印間物資運輸

線，……建議以後所有租借案物資，應就可能直接由美運至加

爾各答，而不往喀拉蚩，此可節省轉運之時間，…… 

 

6/23 334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再與華萊士談中共及美軍派救護組往共區

問題，公以其對中共情形似比昨日了解多矣。 

下午五時至六時半與華萊士談經濟合作委員會與中美聯軍克復

地區之行政權等問題。 

 

 338- 

342 

晚邀華萊士在林園進餐後閒談。 

抄送華萊士副總統關於中央政府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方案如

下：根據王世杰及張治中在西安與中共代表林祖涵商討之基

礎，中央政府考慮政治解決中共問題，必須實行如下之條件：(一)

關於中共軍隊者(1)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分佈各省之一切部隊，改

編為四個軍，包括十個師，其番號由中央政府以命令定之。(2)

第十八集團軍應服從軍事委員會之命令。(3)第十八集團軍之員

額，應按照中央軍隊規定之編制(軍政部頒發)，加以固定不得有

額外之縱隊、支隊，或其他混雜之單位，其以前所有者，應在

中央政府核定之期限內，予以取消。(4)第十八集團軍之人事，

准予按照軍政部之人事法規呈保請委。(5)第十八集團軍之軍

費，由中央政府按照國軍一般給與規定發給，並須按照經理法

規辦理。(6)第十八集團軍之教育，應按照一般規定實施，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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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中央政府之校閱，該集團軍可選派參謀軍官在昆明及桂林之

軍官訓練班受訓。(7)第十八集團軍應在限期內集中於指定地

區，為有效之使用，在集中以前其散佈於各省之部隊，應歸所

在地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或予以改編。(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政府

者：(1)該邊區定名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構定名為陝北行政

公署。(2)陝北行政區之區域，以其現有地區為範圍，但須經中

央政府之代表與陝北行政區之代表會同勘定。(3)陝北行政區應

直屬行政院。(4)陝北行政區須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情形特

殊而需要之法令，應呈報中央政府批准後施行。(5)陝北行政區

之主席應由中央政府任免，其專員、縣長可由主席提請中央委

派。(6)陝北行政公署之組織及規程，應呈請中央政府核准。(7)

陝北行政區之年度預算，應呈請中央政府核定。(8)陝北行政區

及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駐在地區，概不得發行鈔票，其以前

發行之不法鈔票，應與財政部妥商辦法處理。(9)其他各地區所

有中共自行設立之行政機構，應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三)

關於共黨者：(1)在抗戰期內，依照抗戰建國綱領關於各黨派處

置之規定辦理，在戰爭結束後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

憲政，中國共產黨當與其他一切政黨遵守國家法律，享受同等

待遇。(2)中國共產黨應重申忠實履行其於 1927年所提出共赴國

難之四項諾言。 

  華萊士副總統來渝，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之范宣德隨行，遂又

重提前議，並以 B29 轟炸日本，亟欲取得華北軍情為辭，要求

即准派調查團前往「中共」地區，時國「共」正進行商談，公

答以宜俟商談有結果後再議，但范宣德力請即時同意，卒勉允

其請。1
 

美軍於 7 月

22日和 8月

7 日派出兩

批觀察組到

延安 

6/24 343 上午朝課畢與華萊士談經濟問題，同進朝餐後，繼談中俄問題。

公請其轉告華府方面人士，如能從中促成中俄或中俄美會議固

所願也。 

本日華萊士離渝，公擬親送至機場，十時由林園出發，在車中

公對華萊士說明與羅斯福總統之私人友誼及其對共黨調解之利

害關係，皆剖析無遺，公謂得此一小時之談話，或更能增進其

了解乎。 

 

 344- 

349 

十一時到白市驛機場，對新聞界發表書面談話如下：華萊士副

總統留渝期間，曾與蔣主席及中國政府其他人員在非正式與坦

白友好之空氣中，討論共同注意及關懷之問題，彼等於交換意

見後，彼此間互有獲益，且對於基本之原則及目標均完全同

意。……太平洋上之長期和平其所賴者為：(一)以有效之方法永

久解除日本之武裝。(二)太平洋區域內四主要強國──中國、蘇

聯、美國、英國，彼此間以及所有願負戰後國際秩序責任的聯

 

                                                       
1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三年六月〉，1944年 6月 2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入藏登錄號：002000000669A，

典藏號：002-060100-0018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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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家，相互間之諒解、友誼與合作。(三)承認目前亞洲各屬領

人民取得自治之基本權利，且須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早日

採取步驟，使此等屬領人民準備於確定而可能之時限內實行自

治，中國在亞洲所佔之基石之地位，及中國在任何太平洋和平

機構中之重要性，在此次討論中均曾注意及之，且參加討論者

均認為一定不易之理者，即此種和平機構之成立，必須具有下

列之基本要素，中美兩國關係百餘年來所表現之傳統友誼必須

繼續，中國與壤地最近之偉大鄰邦蘇聯之關係，必須維持於互

相諒解之基礎之上，即中國與其他鄰邦之關係，亦復如是。……

華萊士副總統因對農業發展問題生平極饒興趣故對中國農業問

題有特殊之了解並能與蔣主席討論實際之解決方法。…… 

6/24 349- 

352 

華萊士在渝五日與蔣介石晤談多次之要旨如下歸納如下：甲、

中美英軍在克復地區及佔領地區內之行政協定，其行政權應由

盟軍立即交由其主權國行使。乙、經濟問題希望美國增加空運

物資噸位，戰後美國在華投資應視為一種政治投資。丙、國際

安全組織之下，成立太平洋或遠東區域組織及空軍國際化。丁、

中國共產黨問題：(一)共黨完全聽命中央，在一個軍令之下抗

戰。(二)共黨所佔區域應執行中央法令，取消其獨立形式。……

(五)共黨所宣傳之要點：(1)中央排斥共黨不願與之合作並歧視共

黨軍隊，此適與事實相反，無論何國政府，未有不願與其國民

合作及國內團結以集中力量之理，中共實不願就範，受國法之

拘束，故到處非法亂行，使中央無法收拾。(2)中央軍隊攻擊共

軍，此為共軍到處攻擊國軍之掩護。(3)中央不民主，此因共軍

不肯就範守法，若任情放縱，必致陷於無政府狀態，而使抗戰

無法維持。(六)共黨之陰謀與方略：(1)乘抗戰未勝之前奪取政

權。(2)抗戰失敗就是共黨成功。(3)破壞國民政府信用，使中國

孤立，以達其俄國獨佔之目的。(4)使美國政府與輿論壓迫中央，

對共黨屈服，以滿足其要求。(七)中央對共黨之方針：(1)中共軍

隊接受政府指揮，歸政府統轄，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軍隊。(2)

中共陝北區域實行中央法令，不擅設違背中央之別種制度，應

於其區域內商民營業及教士傳教不加阻碍，只要實行以上二

項，則中央保障共黨之地位，保障其受編之軍隊，與其他軍隊

同樣待遇，而且將來亦可同其他中國軍隊，派遣美國軍官之訓

練與指揮。(3)只要共黨無獨立之軍隊，無割據之區域，此等軍

隊與區域歸還中央，以後則中央可提前實行憲政，不必待至戰

後一年之內。 

 

 352- 

354 

華萊士意見要點：(一)中俄改善國交，俄願美國從疏解，但不願

其居仲裁地位。(二)美國政府對俄表明，中美邦交為其遠東政策

之基石，而且援助蔣委員長所領導之惟一政府到底。(三) 俄國

對美駐俄大使說明大略：(1)對我國民政府表示不滿之意。(2)對

中共明言無理論之立場，並非真正共產主義者，且與俄無甚關

 



11 

係。(3)俄希望中國內部團結抗戰，其意即指我政府應收容共黨

力量共同抗戰。(四)華萊士勸我對中共問題，應有一從速解決方

法。(五)華萊士轉述羅斯福之意稱：(1)美國對中國共黨絕不願偏

袒。(2)如中國允其從中調解，彼當不惜一試，惟彼以公正態度

出之，對中國各方皆無所謂好惡。(六)公總答如下：(1)中國人民

之心理視共黨為國際化之第五縱隊，而非真正本國之軍民。(2)

中共無信義，惟欺人以達其目的，對羅斯福調解之利害關係，

皆剖釋無遺。(3)政府必委曲求全，對中共達成政治解決之方針。

(4)甚願美國不為共黨之宣傳所迷惑，借美國輿論及政府力量，

以壓迫我政府對共黨遷就或屈服之陰謀。(5)我政府對中俄關係

之調整，甚願美國從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會議，自

所希望。(七)華萊士對此表示滿意而別。 

6/24  華萊士首先表示美、蘇對我國之態度，謂：「（一）美國駐莫斯

科大使自史達林處獲知：蘇聯對國民政府不滿，希望國民政府

容納共黨力量共同抗戰。……（三）關於共產黨問題，羅斯福

總統決無偏袒之意；如果國民政府同意，彼當不惜一試──以公

正態度進行國共間之調解。」 

公乃坦承告以「中共」不重信義，惟知訛詐以達到目的。我政

府自必委曲求全，對「中共」達成政治解決之方針。2
 

另版稿本 

 356- 

359 

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敬電陳，到美後與毛財長及赫爾晤談情

形。……現在美國朝野均注全力於選舉，諸事進行不免較為遲

緩，……提出今後和平義務、中美合作、國際合作各問題，伊

態度親切誠懇，對我國事極為關切，尤其七年來在鈞座英明領

導之下，艱苦奮鬥深為贊揚。……對於中蘇問題及我國內部問

題亦頗關懷，雖有小部份中美人士不免互有誤會，惟伊認為，

中美並無誤會，遇機均為解釋。熙當致謝而別，稍假時日當可

希望日漸轉變。公批復曰：「漾敬電悉，安抵華府甚慰，此次華

萊士君來訪結果良好特聞。」 

 

 359- 

360 

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四日止，與華萊士共談話五次，約計十餘

小時談話，結果尚稱圓滿。 

 

6/26 368 公曰：「華萊士此來，使余感激勵而有助益者為贊佩俄國科學之

發達及澈底實行之二事，故余反省體察覺我黨政軍皆散漫而不

能有積極之表現者，其殆無科學組織為最大之病源乎，今後應

以組織第一為抗戰建國之道也。」 

 

6/27 369 修正夫人致羅斯福總統函，表示感謝派遣華萊士副總統來華訪

問之意。 

維繫與羅斯

福的交情 

 372- 

374 

華萊士副總統自成都函陳，待返抵華府後，當即與羅斯福總統

商討尊示建議事項。其譯文如下：「別後對於吾儕在尊邸之列次

談話，以及余在訪問重慶、昆明與桂林時所見中國現狀等，曾

 

                                                       
2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三年六月〉，1944年 6月 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入藏登錄號：002000000669A，

典藏號：002-060100-0018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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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鄭重之考慮。中美二國現所遭遇之境況雖俱極嚴重，設能即

行採取迅速積極之行動，以實現新力量與新精神，則此固非即

為絕望也。余信此一行動須對中美合作之問題予以重新澈底之

檢討，余所思考者非僅軍事之合作，同時亦為政治方面，對吾

人所擁有軍事上潛在能力，協同決定其使用之方法，以及共同

合作將新精神貫澈於中國抵抗日本之戰爭中，蓋緊急之情況，

誠須有緊急之處置也。余信任中國以及其在閣下領導下之中國

人民，倘明示其途徑以及激勵其求取作戰之價值，則信其定有

抗戰到底之決心。余返抵華府後當立即與羅斯福總統商討閣下

之建議事項，即羅斯福總統應派遣一私人代表來渝，使能與閣

下共同工作並設計，以實施上述之有力之合作。余以為倘閣下

能即派遣一可信賴而授有全權之大員往駐華府，有與總統商討

問題，並代表閣下同意所有決定之權力，如此可使羅斯福總統

便於取決，並能於情況需要時儘速作必要之初步處置，對此閣

下將能回憶余在渝時，曾在會談中提及，倘閣下能迅即派宋子

文博士作長（有充分之期間）離渝訪問華盛頓，則可能獲得此

種結果也。余當此離華之前夕，認為上述意見至為急要，特此

奉告諸請閣下予以鄭重之攷慮為感。」 

 374- 

380 

華盛頓孔祥熙感電陳，與羅斯福總統晤談我國戰局及戰後朝

鮮、越南等國處理問題稱：「今午晤羅斯福總統，談話歷五十分，

除代致候寒暄外，談話要點如下：(一)美總統對於湘戰甚憂慮，

並詢日軍對於雲南方面是否將有動作，甚為關心。……有攻滇

之虞。(二)伊詢關於外蒙近情如何，當答近日無事，惟外蒙與蘇

俄戰事牽連，該處係中國領土為蘇俄所承認，載明中蘇條約，

我政府意見，將來可與外蒙相當自治權，以為解決方式。伊認

為甚妥，並謂前在德黑蘭與史大林所談遠東問題，史大林態度

轉好，殊出意料之外，蘇俄對外蒙無野心，戰後朝鮮應經短期

國際協同治理再予獨立，伊亦表同意，大連設自由港，表示滿

意，故美總統覺就史大林當日情形而言，蘇俄與遠東似無可特

予顧慮之處，但伊未與莫洛托夫談此，不知其意見如何，即有

亦屬大同小異。伊謂在開羅時，曾告鈞座對共產黨不妨寬待較

好，弟當謂吾人對共所難生之困難，亦許因過寬所致，伊復謂

如中共為一種農民黨，則尚無甚問題，如為舊共產黨則甚難，

弟答甚願其為農民黨，但其問題因其為舊式共產黨，另立政府，

另成軍隊，破壞統一，伊謂蘇俄已逐漸改變中共，應由新思想

者訓導。(三)表示此來承伊屬望，現除參加幣制會議外，如有其

他備詢之處，尚無不竭盡所能，中國準備百分之百與美合作，

希望於解決懸案後，並願對於今後國際問題及和平問題聆教。

伊謂與財政有關事項已告毛財長與弟商談，伊在開羅曾以個人

見解奉告鈞座矣，但此間與伊意見均不同，其感困難。 ……(四)

伊謂法戴高樂將來美，並用法臨時政府總統名義，不知法人究

竟需要戴高樂與否？此人態度頗難相商，倘伊談及越南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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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戰後必由國際委託機構治理，此事已與鈞座談過，史大林

亦謂不應再屬法國，祇英恐將牽涉緬甸問題，成為大不列顛瓦

解之起點，不予贊成。…… 

6/29 388 美副總華萊士屬宋子文轉達下列之意：（一）對俄外交應積極進

行，以免戰後更難。（二）中美軍事合作須積極改正。（三）現

有國內抗戰情勢，應速為改善。 

 

6/30 390 接見宋子文，聽取其陪同華萊士訪問昆明、桂林與成都各地之

總報告畢，公謂華萊士對華之觀感不佳，因彼所接見美國在華

之軍民，皆深受共黨與反動派宣傳之影響，故其所見所聞無不

悲觀，而實則彼猶未知中國抗戰之實情也。 

 

 391 蘭州朱長官紹良陷電陳：「華萊士副總統於本（陷）日十二時十

五分平安抵蘭，駐節省府澄清閣，下午三時參觀河北中正山造

林及砂田，預定明日到興隆山參觀農林。 

 

 395 本月反省錄：（三）與美副總統華萊士先後會談五次之多，據其

在各地觀察及所得之報告，認為中國行將絕望。其悲觀心理一

至於此，此乃受共黨反動宣傳之影響，而我軍事之失敗，更是

增加其失望也。 

 

7/2 408- 

410 

蘭州朱長官紹良冬電陳：「華萊士副總於本（二）日上午七時二

十五分，由蘭飛庫倫。謹聞。」 

華萊士於離蘭州前，就其訪華之觀感，向中央社記者發表書面

談話如下：「余在訪華之兩星期，所觀察者極多，學習之心得亦

多。余素知中國農民，實為民族之柱石，哲佛遜總統認為凡耕

者有其田，而後有教育之農民，乃支持代議政府之要素，余深

信民主政治之中國，改進農業設施以後，對哲佛遜總統之名言，

必將認為真切。中國雖有經濟及軍事之困難，然其抗日精神，

就余所知，仍極堅強。余獲視我美軍官佐士卒，悉抱美國最好

的傳統戰鬥精神，余在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部及其前哨站，並在

第二十轟炸機隊司令部，獲視我國空軍人員對於打擊日寇，使

日寇日益焦慮之能力，均有自信。余獲悉中美兩軍之關係，完

全基於自然之諒解，與合作精神之上，尤為深慰。余於離華之

俄頃，對中美友人不惜其寶貴之光陰，陪同參觀殷勤招待，謹

表謝意。蔣主席日理萬幾，不惜抽暇向余敘其為中國所作之貢

獻，蔣夫人以抱病之軀，仍為其祖國作親切之說明，余尤欲向

其衷心致謝。」 

 

7/7 441- 

443 

與胡宗南談話畢，費立士晋謁，面陳美總統羅斯福來電，請自

緬召回史迪威，授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之權，以挽危局。譯

文如下：「自日軍進攻華中以來，形成極嚴重之局勢，不僅使貴

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國在華基礎同受影響，倘欲挽救危局，

余意應責任一人，授以調節盟國在華實力之全權，並包括共產

軍在內。余深知閣下對於史迪威將軍之感念，但余以為彼對優

越之判斷，以及其組織與訓練之能力等，業已有所表現，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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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作戰方面，此尤為明顯，余正將史迪威晉升上將，並建議閣

下將彼自緬召回，置彼於閣下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

軍，並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用以抵抗敵

人之進佔，此應請閣下速予考慮者也。余覺中國已瀕於危境，

倘不立即實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共同目的，勢將受到危

險之挫折。余深閣下不致以余率直之陳說，因而見怪，同時余

願向閣下保証，余絕無干預中國政事之意念，亞洲之未來正在

奠基，而美國對此項工作，正提供極大努力，余因此遂對於此

事，有深遠之興趣。閣下若同意余此次所擬之任務給予史迪威，

則余願建議以薩爾頓將軍接充在緬甸中美聯軍司令，而置於史

迪威指揮之下，彼為人幹練，現任史迪威之副總指揮。」 

 446- 

447 

對美總統羅斯福來電，憤然曰：「本日為『七七』抗戰七週年紀

念，美羅斯福總統，雖仍來電祝賀，又料其又突來一電，即以

中國戰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屬之下，指揮中國全部軍隊，

並以一切租借物資，置於史支配之下，言明共黨軍隊，亦在其

內，且明言其在歐亞提供極大力量，以奠立未來之基礎，是其

必欲統制亞洲，干涉中國之心，昭然若揭矣。余於此不外拒絕

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乃決心以緩和出之，

局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與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惟

有奮鬥圖強，方能挽救也。」 

 

7/8 449 晨課後，手擬復羅斯福總統來電，決以緩和處之，至此公覺胸

次灑然矣，又電孔祥熙指示應付要領後，修正講稿。 

 

 449- 

451 

電復羅斯福總統（由孔副院長祥熙轉），告以尊示使史迪威指揮

華軍及美軍一節，須有一準備時期，方可實施。……閣下所提

史迪威將軍在余直屬之下，以指揮華軍與美軍之建議，其原則

余甚贊成，但中國軍隊與政治之內容，不如其他國家之簡單，

更非如在北緬作戰，少數華華軍之容易指揮者可比。故此事倉

促付諸實施，不惟不能補益中國之現在戰局，乃必速致中國軍

事之不利。……余以為必須有一準備時期，可使中國軍隊對史

將軍能絕對指揮而毫無阻碍，而後乃不辜負閣下之所期待也。

余甚望閣下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權代表，且能有

遠大之政治目光與能力者，得以隨時與余合作，並可調整余與

史將軍二人間之關係，俾得增進中美合作之效率。…… 

 

 451- 

454 

電復華萊士副總統（由魏大使道明轉），同意實現中美兩國之新

力量與新精神，並告以中國情勢之嚴重，未有如閣下所得報告

之危險與絕望。……甚望閣下返華府後，能商承羅斯福總統擬

能兩國合作具體實施之方案，並能由羅斯福總統派遣一私人完

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權代表來華，得以隨時與余工作，並設計關

於軍事、政治與經濟各重要業務之處理，以實現吾人所期望如

上述有力而澈底之合作，……關於余派遣全權代表常駐華【美】

一節，自所心願，惟宋子文博士一時未能來美，在宋博士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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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之前，余決派孔祥熙博氏充任此職，以孔博士實為余最信

任之同僚，必能完全代表余個人，一切勝任裕如也，並請以此

意代達羅斯福總統，予孔博士以澈底之信任與合作為荷。 

 454- 

456 

電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指示送交復羅斯福總統關於史迪威指

揮華軍電文後之應付策略。……(二)弟以此事關係重大，尤其第

一項租借物資，皆為史一人支配，且包括共軍在內，更難忽視，

故特復其如另電，但兄面提時，除照電意陳述外，不必分辯，

惟弟意有意提議派美國軍官來華，在余直接指揮之下，以指揮

中國軍隊，但必須訂有具體之規約，使彼此職權與義務明白規

定。…… 

 

 457- 

458 

布里敦孔副院長祥熙庚電陳與羅斯福總統及安諾德談運輸機

事……安諾德尚有猶豫，且曾駐我國之白索爾將軍，為安諾德

親信，對我感情不良，建議尚須轉電史迪威徵詢意見。……公

批復曰：「庚電悉，兄見甚對，此切不可與運軍械混為一談，故

運輸飛﹝機﹞與噸位數量，必須由羅斯福總統親自主持，特別

准許方可，否則如要求史迪威之贊成，必成畫餅也。」 

 

7/8 460- 

461 

本星期反省錄：（四）「七七」紀念日，接羅斯福總統來電，建

議以史迪威為中國戰區總司令，尤以租借物資亦受其支配，且

包括共匪軍隊在內，是於憂患所得最惡劣之消息，然而此事收

放之權，尚操諸在我，只要余自主不撼，則不難化險為夷也。 

 

7/10 469- 

472 

電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指示答復羅斯福總統詢問前電五點要

旨。電曰：「前電述關於羅斯福總統來電五點大旨，其中數點，

如其提出詢問時，請兄注意及之。（一）中國軍隊性質，多為革

命軍，而與其他國家軍隊組織規律已有健全之基礎者不同，故

中國軍隊，除法令與組織之外，而以個人之信仰感情與革命之

歷史，為主要因素，中國軍隊，抗戰七年之所以能維持不頹者，

全由於此等個人精神之貫注，而決非如其他國家軍隊，可由一

紙命令與紀律，或僅憑能力與學問，所能指揮也。至於中國現

在緬北作戰軍隊之數量，僅為全國軍隊總數中百分之二弱，而

且其性質單純，完全可以貫澈政府之意旨，故交史迪威指揮，

決無阻碍或生意外之事，而在國內之軍隊，性質複雜，決非任

何外國軍官所能了解，如一旦貿然交其指揮，不僅不能指揮如

意，而難免發生意外，則弟之責任所在，更無以副友邦之期望

也。……（三）惟其電中以物資支配權，完全集中於史迪威個

人，而我政府不能預聞，以及包括共產軍在內二點，關係於合

作前途，最為重要，若不改正其觀念，則必引起全國軍民不良

之反响，更使史迪威將來不能與中國軍隊之合作。……」 

 

 476- 

477 

外交部轉呈華盛頓魏大使道明十日電陳：「本日美外長面告，關

於戰後和平組織事，昨已接蘇俄答復，願與美、英開始討論，

惟因日本關係，堅不欲此時與中國會商，赫爾經再三設法促成

四強會議，但蘇聯態度堅決，故祇得分別談判，英國徇美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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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與中、美會談，現美、英、蘇三國，定八月三日在華府

開始談判，美政府希望中、美談判，亦能於此時間中分別進行

云，赫爾詢我政府意見，乞核示。」公批示：「應可贊成。」 

7/11 478- 

480 

電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指示直告羅斯福總統中國戰場之成

敗，必負責到底。電曰：「關於戰局現在之情勢，在外人視之自

不能不視為嚴重，但以七年以來，在中國當局者視之，實不足

為奇。……並可直告羅斯福總統，關於中國戰區之成敗，弟必

始終負責到底，決不致失敗，而且目前戰局，根本決無危

險，……。」 

 

 480- 

481 

又電孔副院長祥熙，指示注意華萊士副總統來華時，所得不利

我政府之報告。電曰：「聞華萊士副總統此次在昆明、桂林，接

其軍官與教士等報告，皆稱中國軍隊走私營商不能作戰，而且

桂林必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失守，美國在昆明軍械，不能再交中

國軍隊，甚至軍民皆對我政府全失信仰，軍民之間，亦不能合

作如往日者，豫西失敗時，農民即沿途繳奪軍隊槍械等各種報

告。請兄注意，此種事實，在某一地、某一時，或所不免，然

此決非全國普遍之現象。余信中國國內，除反動派有意造謠，

動搖社會心理，破壞抗戰企圖，喪失我政府對國際之信譽以外，

其他全國軍民對我政府抗戰之決心與信仰，固如昔也。惟戰時

經濟，至今益加困難，一般心理，不免對戰事之煩悶，則實有

之，但抗戰到底之精神，無論軍民，始終一致，毫無動搖也。

惟此意不必急於說明，否則以為政府有意強辯掩飾，是否虛實，

往後自能有事實之証明也。」 

 

 482- 

486 

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真電陳，晉謁羅斯福總統洽談情形。「今午

晉謁羅斯福總統，首賀其接受候選，伊始以見客過多，稍有倦

容，且似內心有事，但態度和順，詢弟前電有無回答，弟答經

已轉達，兄極感羅氏關切，甚願與羅合作，如會議有須兄參加

必要，而國內事務可能抽身，必願前來為助。伊謂將來中蘇關

係極堪注意，史大林願與伊晤面，在相當時期，或可在阿拉斯

加會晤後，或至西伯利亞等相當地點，希望拉史大林約兄良敘。

副總統華萊士歸國，對華印象頗佳，惟憂軍事危急，美總統參

謀團對此亦甚憂慮，認恐影響整個大戰。……美海軍原擬佔台

灣為進攻基地，嗣因地位遼闊難守，現擬擇較小而近者登陸，

可以轟炸而易守。……弟又謂副總統此次赴華，我方極為歡迎，

兄託其轉達各節，想已達到。我方甚願羅斯福夫人亦能來華一

行，更願羅斯福總統前往，伊謂終身所希望者，抽暇極願一行。

對兄復電，弟察其情緒不佳，且須再為研究，……今日談話時，

羅斯福總統曾謂，因我國軍對太多，化錢甚鉅，致不能精良，

似宜減少數，練成勁旅。弟告我國軍隊沿革情形複雜，年來兄

加整頓，早主精兵主義，因目下戰線過長，敵人隨時進攻，人

數因此稍多，管理不免較難，對於史迪威之指揮我軍，暗示恐

增多困難，附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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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公曰：「對美國外交，自當力圖補救，然若至無法挽救時，亦惟

有遵循天理與長道，奮勉自強，以圖自立。凡事必求諸己，乃

能有成，豈有仰人鼻息，而得立國者乎。華萊士此次來華訪問，

受我國一般反動派及美在華之官民所煽動，對余人之性格決未

有清楚之認識，此乃美國民族之特性，余毫不芥蒂，然而國家

現階段所受之損失，則甚大也，余實以此為憂耳。」 

 

7/12 487 上午，朝課畢，游覽庭園，批閱公文。繼閱報告，為美副總統

華萊士與羅斯福總統在白宮會談辭出後，特對記者作中國軍事

危急之強調聲明，公謂以後羅斯福與華萊士之強余繳出指揮權

事，必更加緊也，又接俄國不願我國參加四國協商戰後和平組

織會議之消息，公嘆曰：「外交形勢至此惡劣已極，余惟強自忍

性」，照常處理公文，看學案類鈔，並閱荒漠甘泉。 

 

7/12 490- 

493 

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文電復陳，晋謁羅斯福總統面遞鈞電及談

話情形稱：「蒸真電敬悉，羅斯福總統本晚離此，約弟下午面談，

當將鈞電面交，並陳委。伊啟封細閱，頻頻點首，認為鈞意甚

是。即謂，『當時發電，即顧慮事實困難，對於派遣駐渝代表一

節，伊覺人選困難。』弟謂：『此事關係兩國合作，確極重大，

盼甚從長考慮，免人選不當，反生妨碍。』……中美合作，不

但軍事，尤重政治、單從軍事不能解決整個問題，軍略家未必

皆有政治頭腦與經驗，為免日後誤會，寧可慎重於始，盼其從

我苦衷。伊謂：『極是，當時建議，即慎重考慮，故先電商鈞座，

對鈞意伊亦明瞭事實確有困難。』繼談代表人選，伊提：『（1）

麥克阿瑟，但其目的在回菲島。（2）霍浦金斯，因病難於遠行。

（3）華萊士有時不明實情，處事冒失，且其性情亦有關係。』

繼謂：『明瞭華情，略暗中文之武官亦有，惟地位太小。』弟謂：

『僅略知中文，是否足以應付，亦成問題，且僅知軍事，不懂

政治，亦不合宜，盼其慎選，再行預商，稍緩數日無碍。』羅

斯福總統態度良好，諒解鈞座苦衷，對史迪威任此重任，不甚

相宜，伊亦覺得此次談話，因先略為布置，且得霍普金斯幫忙，

對於我戰局情況，因時間關係，已略為聲明。」 

 

 493- 

495 

考慮對美蘇外交曰：「接美通告，俄國拒絕我參加協商戰後和平

組織會議，其藉口以彼未參加對倭作戰也。國家前途多難，尤

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幾，在我者

惟有以天理與常道為準則，遵此而行，至於成敗存亡，非所逆

睹，對我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此次美國對我態度之

惡化，以及國內人心之動盪，與軍事之失利，余皆視為與我有

益，而不以為有害耳。即使美國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運﹝用﹞

得法，亦未始於我無意也，然而用心之苦，負辱之重，亦云極

矣。」 又約：「美國政策在統制東亞，其對我態度，昔則懷柔，

今則強制，如果余對之一意順從，則彼之態度，當不致有如此

之惡劣，而我國上下，更以彼為可侍，養成依賴之心，則民族

 



18 

前途，將益危險，今則除自立自強，自力更生以外，再無其他

道路可循，吾不以此為懼，而反以此為喜也，只要余能屹立不

搖，自強不息，苦撐到底，則彼亦無奈我何，且深信上帝不使

我長受此恥辱也。」 

7/13 497 閱華萊士廣播訪問中蘇觀感詞，嘆曰：「華萊士回美後之廣播，

對中並無一句好話，只說中國必須內部統一，與中俄無爭執，

方能在戰後得美國之協助云，其用意已可於言外得之矣。」 

 

7/14 500- 

502 

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寒電報告白宮送閱致鈞座電稿，措詞與面

談者頗有出入，特將管見縷陳：「昨晚，因應毛財長之約赴會接

白宮送來函一件，並附致兄電電稿，據云：『電已逕發。』查電

內措詞語氣，與弟面談者頗有出入，是否談後與主管者商議而

有所變更不得而知。弟查最近戰局演變，因國內戰事不佳，在

美宣傳反我者毀我，而副總統訪華徒增惡化，羅所提報告於我

不利，因適值衡桂吃緊，準備撤退，人心恐慌。美人告伊，我

軍不能作戰，且將惹起內鬨，故更促進總統之焦慮，馬歇爾等，

對史之地位，與艾森豪平行，擬促成其事，兄復電雖云尚須準

備，但羅氏原則上已有允意，伊等藉局勢緊急，認為有即付實

行之必要，且謂我租借軍械不用於對日作戰，備內戰之用，此

次提議交史支配，不無受此影響。倘照此實行，則對日作戰之

結果，將由史代羅負責，萬一失當，美方責任頗重，而我切身

受害，亦非淺鮮，弟擬喚起羅氏注意，現在羅已西行，正擬設

法運用，尚祈熟慮賜教，對中國戰區實情，及兄完全負責之意，

昨已遵照來電轉羅氏，惟西諺謂：『事實勝於雄辯。』如能進一

步有戰事好轉表現，其力量當勝過一切也，如何請電示。」 

 

7/14 503- 

504 

研究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美國對華之影響曰：「太平洋戰爭未發

生以前，我國單獨抗戰，性質簡單，國內雖有共匪之叛變，外

交雖受俄國之壓迫，夏季雖晝夜忍受敵寇之轟炸，然而心神自

若並不覺有今日之苦悶也。惟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國獲

得美國之接濟，及借款美金五億元，為實惠以外，其他無論軍

事、經濟，乃至於今日政治，皆受其宣傳與利用之影響，是為

三年以前單獨抗戰時代所未料及者也。美國政府現在盡量宣傳

我軍事之嚴重與不利，以圖奪取我指揮權，而使敵寇更恣其進

攻，與不肯放棄湖南之野心，徒增我軍民痛苦，此為美國之害

之一端也。可痛！」 

 

7/15 510- 

511 

記費立斯態度之無理曰：「費立斯持羅斯福總統來電，要求面

遞，余約其於下星期一再來，否則可交林主任轉遞，彼必欲本

日面遞，如交林轉則須有余親筆收條，其態度強橫無禮，不可

理喻，並言如不能從其要求，則將電羅，請示處置之法，余置

之不理，仍令其下星期一面遞也。」 

 

 512 本星期反省錄：（五）羅斯福對余復電，其已能諒解乎。（六）

美國軍部及其與論與華萊士之態度，對余壓迫已極，余惟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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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 

7/16 513 下午，接孔祥熙電，乃知羅斯福總統之復電，要求立即發表史

迪威為中國戰區之統帥，公以此等大事，決不能有所遷就也。 

 

 513- 

514 

記美之脅迫曰：「敵軍之深入，無足為慮，而盟軍友邦之壓迫，

實難忍受。抗戰局勢，至今受美國如此之威脅，實為夢想所不

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猶豫之時間，必欲強派史迪威為中國戰區

之統帥，以統制我國，如余不從其意，則將斷絕我之接濟，或

撤退其空軍與駐華之總部，不惟使我孤立，而誘敵深入，以致

中國之速亡，其計甚毒，然而余自信可以獨立自主，中國必不

為其所屈服也。」 

 

7/17 515- 

517 

十一時，接見費立斯，面陳美總統羅斯福復電，其中有「對日

戰爭，如不能努力，則將失中美合作之機」一語。公謂，余雖

不注重此語，但不能不有一最後獨立作戰之打算也。附羅斯福

總統十五日復電，「……余正在物色一有遠大政治眼光，並有與

閣下合作能力之私人代表，今日危機之所在，首為軍事，是以

余以為立即將華中軍隊及作戰之全部直接指揮權授予一人，此

實為急要者也。閣下從較為長期之政治情形着眼而提出之意

見，余亦領會，且正予以極慎重之思考，余確信此一職位，已

選得適當之人員，而此事所遭遇之許多困難，須吾人予以充分

之考慮也，同時余再度要求閣下，採取各種準備，俾史迪威担

任指揮，能於最早可能之時機實現。」 

 

 518 記受美之脅迫並自勉曰：「戰況急極之憂慮，乃因美國政治、外

交之威脅而消除，盟邦內部之糾紛，甚於任何敵寇之進逼。天

父有靈，其必能迅速觧除今日所受美國無理之威脅，使我中華

民國得以轉危為安，一切榮耀皆歸諸天父之靈也，在我者惟有

自強與忍耐而已，勉旃。」 

 

7/18 521- 

522 

對美總統來電誌感曰：「羅斯福今日來電，其意必欲我政府與共

產黨在華北協定作戰計劃，以便其促成中俄代表會議云，此乃

美國人之空洞理想，而不切近事實之建議，且多與事實相反者，

察其用意：（一）使我政府承認共黨在華北之地位，將中國分為

南北兩部。（二）彼避免在華有排擠俄勢之嫌，故其必欲強制我

與中共妥協，以保存中共之勢力，其用意祇為彼美自身計，而

絕未為中國計也。羅斯福此種政策，將來必陷美國於絕境，終

有噬臍莫及之一日耳。」 

 

7/22 542 上午，批閱情報，甚嘆美國駐華各種情報機關幾乎全為共產黨

所包圍與利用。又接我駐美大使魏道明電，美政府以對俄竭力

遷就，故其對我方針亦不惜遷就中共。公閱後，深為痛憤。 

 

 542- 

543 

研究美國對外關係曰：「今後美俄爭霸之樞紐，當在北冰洋，而

太平洋乃為其次要之區域。故美國此時對俄之政策，在中國方

面，急於避免俄國之忌嫉，而以保存中共之勢力為禮示，但其

對中國政府牽制之作用，亦甚大也。此時國際形勢之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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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壓迫已甚，而我之孤苦奮鬥，亦未有如今日甚者，然而此

乃天賦余以自強獨立之最後良機，我能自立，彼雖多方脅迫，

於我何予也。」 

7/23 550- 

555 

電紐約孔副院長祥熙，指示對羅斯福總統答復之正式意見。電

曰：「……彼提議以史迪威將軍在余直屬下以指揮中國軍隊一

節，余在原則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躊躇，但在實行之程序上，

余自應按照實際之情形，加以充分之考慮。……余認為實行此

事之前提：（一）應顧及中國之政治環境。（二）應顧及中國軍

隊與人民之心理。（三）應使史迪威將軍在余命令之下，指揮軍

事，能圓滿順利，確實有俾於共同作戰之進行。余覺此事，仍

應照余實地考察之意見，須有一相當之時期，否則若軍隊與人

民之心理，皆無相當了解，而急切行之，將使中國軍民疑慮而

惶惑，以致中國之政治與軍事，俱發生極不利之結果。……為

使余與史迪威將軍實行任務之前，應將下列各項，即（1）彼之

職權。（2）彼之名稱。（3）彼與余之間之關係等詳細議定，此

項請與羅斯福總統先行交換意見，再作具体之決定。第四，支

配中國在租借法案下一切軍需物品之權，應照租借法之精神，

完全歸於中國政府或最高統帥，但余可授權於美籍軍官，監督

考核其用途，除以上四點外，余將設法使全國軍民心理，對此

事有明白了解，同時余至少應征得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同意。（丁）

最後余欲特為申述者，即希望羅斯福總統能派遣一完全可信任

之私人代表，早日來華，此人到中國後，應能使余與商談，一

如與羅斯福總統當面晤談者相同，不僅可助余商決一切關於增

進中美合作，及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密切聯繫等問題，且更

望此人就其政治見觧得以明瞭我國之實際情形，而使中美兩國

軍事與政治之合作，更能密切無間也。 

 

 559- 

563 

電紐約孔副院長祥熙，只是對羅斯福總統口頭補充說明各

點。……余對於將指揮中國軍隊之權，交付於外國籍之軍官一

事，實不能無充分之考慮與準備，否則如中國軍民，將謂余對

國家對軍民不負責任，而敵人與反對派，更必將信口雌黃，振

振有詞，彼等製造一兩句口號，即可以破壞中美合作，妨害共

同作戰而有餘。中國軍隊中各級官長，對史迪威將軍頗多誤會，

故此事如未經準備成熟，而操切行之，不僅不能有補於目前軍

事之局勢，且或招致意外之挫折也。……備忘錄中所謂其指揮

華軍全部，應指在前線參加作戰之軍隊而言，此語即謂未曾列

入戰鬥序列，未奉作戰之部隊，不在其內，至共產黨軍隊，更

當另作計議。……余在開羅會議時，即已面告羅斯福總統，如

滇緬路今年春季不開通，則中國經濟惡化，官兵給養，大受影

響，即有失敗或崩潰之可能。 

 

7/25 578 研究美對中蘇之外交曰：「西洋哲學，濟富而凌貧，決不如我國

之憐其貧弱而濟助之，此即今日美國對華對俄之實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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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582- 

583 

考慮國際形勢誌感曰：「國際形勢，決不能永久不變，余意未來

之形勢，少則三月，多則一年，其間列強之利害與政策，必有

衝突之可能，而以美英與俄為甚也。……只要我能自立不撼則

隨時皆有運用之機會，何必以人之愛憎好惡為轉移也。…… 

 

7/29 597- 

598 

電華盛頓孔副院長祥熙曰：「關於商談國際和平組織事，茲囑外

交部轉電，並令抄航寄有關文件，分達如下：(一)我方基本態度

及對重要問題之立場，為我代表赴會議討論應付之根據，但如

美方草案提出後，續有應追加或修改之處，當再電告。(二)抄寄

國際問題討論會及參事室與外交部所擬戰後世界和平機構方案

各一件，此項涉及國際聯合之具體組﹝織﹞，在此次會議時或

未必討論及之，祇供兄參閱並交我代表作參考之材料。(三)抄寄

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應接受遵辦之條款草案一件備用，此件我方

不可自動提出，須俟英美提出此案時，乃可由我國照此擬議，

提供磋商為妥，以上三點，請兄察酌，於收到後指示胡次長為

要。」 

 

 598 附錄、我方基本態度與對重要問題之立場  

 603 附錄、我政府關於國際安全和組織問題之主張  

 608 附錄、附錄、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所應接受遵辦之條款草案 

琉球群島比諸台灣及澎湖列島情形稍異，如英美堅持異議時，

我方可考慮下列兩種辦法。（甲）將琉球劃歸國際管理。（乙）

劃琉球為非武裝區域。 

 

7/31 635- 

637 

本月反省錄：（一）反省對美外交之失勢，每由於自我輕舉失言

之所致。（1）去秋既決絕不用史迪威，而復為浮言所動，乃再

留用，此對外最失威信之第一事，目前美國軍方之壓迫形勢，

皆由此而來也。（2）今春既對美國明告，如其不能確定滙率，

則我國即停止美軍之一切供應費用，及屆期後，仍繼續照常供

應，此亦為美國藐視與輕侮之一因也。（3）對羅斯福去腊不能

踐履行通滇緬路約言之復電不慎，自亂其對美外交之一貫方

針，此當為今日失利之總因也，得此重大教訓，今後對外交言

行，更應審慎周詳以出之，故不言則已，如已言矣，則必實行，

再不可妄自暴棄，以蹈今日艱危之覆轍也。……（四）羅斯福

強余接受其史迪威統率華軍之要求，不知史為余平時受辱最甚

刺激最烈之人，而余如竟忍受之，其將何以立國耶，又欲強余

對共匪妥協，且欲將租借法案中之武器接濟共匪，以要譽於俄

國，此更令人難堪，余將何以自處乎。 

 

 

三、對蘇關係、新疆與外蒙問題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20 

294 電史大林委員長，祝賀其抗德三週年紀念。  

6/25 362 下午，約戴季陶商談俄共各項問題，並預料將來俄國如與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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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共問題必更嚴重也。 

6/26 367 正午，約五院院長，研討對俄、對共之方針。  

6/28 385 蘭州萬力行儉酉電呈，甘新公路安猩段，發現大批哈薩克匪擾

亂情形。…… 

 

7/3 412 俄總顧問晉謁辭行，公謂：「彼雖一軍人，而其態度與談吐，實

如一高尚之外交家，俄國軍人之學養俱深，可佩也！」 

 

7/10 476 下午，手擬整軍會議案目，繼約戴季陶同往聽江亭閒眺，並談

新疆與俄國問題。 

 

7/15 512 本星期反省錄：（三）俄國拒絕我參加四國會議。  

7/22 547 本星期反省錄：（一）我國在北方蒙古，不能組訓蒙古兵，在西

北新疆不組訓回教兵，在西方康藏不能組訓藏兵，則國防終難

鞏固矣，然而此非使蒙，回，藏同胞受有充份之教育，與培育

其濃厚之國家觀念不可，故其實現時期，當在二三十年以後耳，

但及今準備，猶未為晚也。 

 

7/24 570 接駐俄大使傅秉常來電，知俄又以新疆地方有殺死俄人並擲屍

河中之舉，而為其侵華之口實。公謂此與倭寇侵華之技倆如出

一轍也。以今日美、俄政府對我之態度而論，我國誠已進入黑

暗時期，然而上帝如能佑華，則彼雖狡詐兇橫，亦將無奈何我

也。 

 

7/30 630- 

631 

下午，校閱事略，吳澤湘晉謁，請示有關新省局勢，涉及對蘇

外交事。 

 

7/31 637 （六）俄軍向西急進，勢如破竹，世界形勢，又將有一大變矣。  

 

四、其他對外關係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8 

285- 

286 

孔副院長祥熙呈報：「查中英財政協助協定與租借協定，前經遵

照鈞旨，電飭駐英大使顧維鈞於五月二日與英國政府分別簽訂

在案，茲接英國大使薛穆函送該二項協定之抄本二份，及顧大

使與英國艾登外相之換文抄本二份，謹分別迻譯隨簽呈請鑒

核。」 

 

6/21 305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來函……去年開羅會議特蒙閣下首倡保

證戰後韓國之獨立，敝邦人士聞之莫不感奮。…… 

 

7/3 415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函請我方先予承認韓國臨時政府。  

7/15 512 本星期反省錄：（七）英國輿論與態度，最近對余反多同情，並

表示好意也。 

 

 

五、共黨問題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7 

279- 

280 

陝北共匪果乘我潼關危急之際，於十四日聯合國紀念日宣布保

衛西安，其欲擅越封鎖線以襲擊我軍之側背與敵成夾擊之勢，

陰謀毒計顯而易見，幸十三日敵寇已由閿鄉潰退，其企圖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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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逞，此非命而何？ 

6/18 285 正午主持軍事會報，決定准美國派員駐延安，專為辦理美國空

軍人員被迫降落共匪區域內時救濟事宜，而非為軍事代表團也。 

 

7/3 413- 

415 

技術研究室呈截獲董必武於二十六日致毛澤東電稱：「宋慶齡氏

曾於二十六日招見本人，宋稱蔣氏與華萊氏會談三次，宋氏參

加一次，蔣對於國共調停之基本條件之意見，已不持過去之固

執態度，故前途甚樂觀云。毛氏於同日回電稱，延安方面毛氏

曾於本日召集高級領袖會議，討論華萊士之來華及國共合作等

重要問題，全體一致通過國共合作之先決條件，為（一）國民

政府承認八路軍及新四軍，參加東南區（包括湖南）之保衛戰。

（二）即時撤退陜甘寧邊區之全部包圍軍，而恢復二十七年時

之狀態。如重慶方面對此二點，依然缺乏明白之表示，則國共

問題之根本解決，前途實甚遼遠也。」 

宋慶齡 

7/4 419- 

420 

與王世杰、張治中等商談對共方針，公謂：自美副總統華萊士

來華訪問以後，對中共迄無表示，而其於離華之前所發表之書

面談話，則對余及夫人為詳加說明表示感謝之意，是無異暗示

中共之往日虛偽宣傳之無效也。故林祖涵昨日又分訪雪艇、文

白，詢其態度，並請張、王赴延安一訪，張答以此事必須在重

慶商談解決後，始可赴延安一行，並對中共最近在延安解放日

報上對中央攻訐之言論表示不滿，張之態度固應如此也。 

 

7/15 512 本星期反省錄：（四）中共態度，在拖延與觀望局勢之中。  

7/26 579 正午，與王世杰、張治中談中共問題。公謂，此時共匪之氣燄

囂張極矣。 

 

 

六、國內政經社會局勢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6 

269 正午約熊式輝來談時局，彼直告近來最不好之現象即對領袖妄

肆批評，傅斯年且明言國家將亡，彼即欲回李莊，不問世事云。

公謂此可知今日社會與政治之動盪，能不戰兢戒懼，自反而縮

乎哉。 

 

6/30 394- 

395 

記本月反省錄：（一）文人之面譽背毀、口是心非有如傅某者，

其依賴外力侮辱政府不以為羞，又以黨國某高級幹部誣蔑領

袖、詆毀本黨不以為恥，此乃廉耻道喪，志節掃地之表現，國

家之危莫危於此，革命之悲亦莫悲於此，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是也，如何改革此風，振作人心，力挽狂瀾，應特加研究而

奮勉也。（二）每一念及過去三年之中，如德俄宣戰後，尤以太

平洋開戰後之兩年，實為我國黃金時代，乃不乘此良機整頓內

政，改革軍政與經濟，而以顧慮多端，因循貽誤，致蹈今日險

阨之境，誠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 

7/5 422- 

423 

上午，國家總動員會舉行常，公親臨主持，對於管制物價及維

護生產，有剴切指示，並決定今後應切實遵照加強管制物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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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此次十二中全會決議之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緊急措施案之

規定，嚴格執行，凡限價物品及政府國營及公用事業之價格，

必須力求穩定，其他議價物品，自應相互配合，不准調整加

價。…… 

7/6 427 上午，主持四聯總處會議後，會客，解決改組豫鄂兩省政府與

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人選等各項問題，再修正抗戰七週年紀念告

全國軍民書。 

 

7/10 465 與鄧錫侯等十人談話，公嘆謂，軍隊之腐敗於今為甚，而學校

及社會之風氣亦何獨不然，想念國家前途，悲痛無已，但此後

之成敗利鈍，尚難逆料，惟有盡其在我而已。 

 

7/11 481 正午，約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聚餐，並聆聽各大學現狀報告。  

7/13 498 記近日感想曰：「近日所見所聞者，皆現衰靡之象，不惟軍隊如

此，而以教育之腐敗，與人心之頹喪為尤甚，但雨暘時若，物

價穩定，中共即無施其煽動之伎倆，上帝賜我中華之厚如斯，

能不更自奮勉乎。」 

 

7/15 512 本星期反省錄：（二）氣候適宜，糧價下降，社會安定，此為上

天佑助之佳兆，實憂患中之一樂事也。 

 

7/18 519 上午，主持行政院會議，決議改組豫、鄂兩省政府。  

7/19 523- 

524 

手諭中央黨部吳秘書長鐵城，張書記長治中曰：「此次河南作

戰，因軍民不能合作，實為招致戰事失利之主因，該省黨部團

部及軍隊政工人員，平時聯絡不確，戰時又不能共同合作，均

應予以處分，希擬處分辦法，及今後改進之計劃，報核為要。」 

 

 526 手諭王秘書長寵惠、張秘書長厲﹝生﹞曰：「淪陷省份，其省政

府及省黨部之組織，應以因地制宜為原則，凡不急要之各廳處，

不必普設，希照此研擬具體辦法，報核為要。」 

 

 531 手諭行政院張秘書長厲生曰：「公教人員發給實物之具體辦法，

希即研擬報核為要。」 

 

 532 手諭教育部陳部長立夫曰：「中央大學軍事訓練總教官及教官

等，對於該校學生軍訓毫無改進，自下學期起，各大學軍事訓

練似均可停辦，以後高級及初級中學畢業生，欲升入大學或專

科學校者，須先入伍六個月。……」 

軍訓課程、

大專集訓 

 533 手諭糧食部徐部長堪曰：「田賦征實，應以當地農產為標準，不

產穀麥地區，可改征豆類及高糧等雜糧，希即照此妥擬辦法，

實施具報為要。」 

 

7/20 535 電西安祝主席紹周曰：「今後陝省施政，對於耕者有其田，及平

均地權之土地政策，以及土地貸款等，應特別注重，希商承陳

長官意旨，研擬具體方案呈報為要。」 

耕者有其田 

7/24 572 研究國內人心散漫之原因曰：「地方黨政組織，毫無基礎，遂使

敵寇利用漢奸及少數便衣隊，在各地造謠作亂，以渙散軍心，

此為最大原因之一，而軍隊營商圖利，藉副食費不足之名，剝

削地方，以致軍紀蕩然，民心離散，此為第二原因也，應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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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原因中，求得一解決之道也。」 

7/31 634 公曰：「近日一班投機份子，皆以政府外交形勢不利，而對共黨

與俄美之趨附益顯，此乃彼輩輕內重外，自賤自棄之所致，故

其對政治經濟軍事之動向，皆視外國情形為依歸，而毫無自強

自信之精神，如果國際形勢稍一失利，即對政府加以侮蔑，甚

或立起叛變之心理，至少亦必現悲觀與消極態度，此種劣根性，

若不澈底剷除，則民族誠無可救葯矣。」 

 

 636- 

637 

本月反省錄：（三）三年以來，無論對俄、對美之外交，與對共、

對內之政治，皆可為我澈底解決之黃金時期，而余乃不能利用

此時間與空間，坐待貽誤，甚至當斷不斷，既斷復悔，而不敢

執行，此諺所謂，「打蛇不死」與「養廱貽患」者是也，余之愚

昧極矣，昔之自負為決心與果行者，今將變為猶豫誤國之罪人

矣，其將何以覺悟澈改而自處之。 

 

 

七、蔣介石的閱讀、心境與夢境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17 

272 本日在林園批閱公文，審察戰局，指導作戰，心神比昨日寬適

多矣。 

 

6/20 294 晨三時後即起床，審察戰局及決定長沙失陷後之處置，旋默禱

得舊約以賽亞第六十章第九節之預示。 

 

 297 晚批閱公文，修正歡迎美副總統華萊士詞稿，晚課照常，公並

謂長沙雖已失陷，而心神則澹定如恒也。 

 

6/26 367 下午清理積案，五時巡視中央大學後回林園，公覺心神愉逸，

為近來難得之景象。 

 

6/28 386 公曰：「當此匪倭猖狂，內外疑滂之際，惟有寧靜堅忍，事事以

逆來順受處之也。」 

 

6/29 387 下午，在林泉前觀魚，則見玉鰭銀鱗上下游泳，頗得濠梁之樂，

旋考慮「七七」週年紀念告書大意。 

 

 388- 

389 

公曰：「今日若以徇人之毀譽好惡而更切於余之喜怒哀樂之心

情，如此豈復有自信自主之革命精神耶，此時惟有盡其在我，

無愧無怍而已。」 

 

6/30 398 本月反省錄：（九）仇敵正洶洶，頗感行路難，求主加指導引我

入平坦，……曷視彼梟獍對我長抨擊，妄誕且咒詛無所不用極，

所幸未絕望乃得自支撐，深信在人世重得見春光，以上為舊約

詩經中之詞句，特錄之以自勉。 

 

7/1 403- 

404 

記本星期反省錄：（一）本週心神，仍多憂鬱，然對外交之前途，

似不如過去之絕望，故略覺寬慰，而華萊士對我國戰局之悲觀，

及其所貢獻之意見，實使余自反有益也。……（三）「七七」告

全國軍民書，以今年最難措詞，故研討亦切，值此種橫逆與敗

戰之際，惟有用「忍」字訣與「硬」字訣以應之，至成敗存亡，

聽之天命而已，深信上帝有靈，必不使余長受困阨，而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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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憫也。 

7/11 482 下午，批閱公文，校正明儒學案類鈔。  

7/12 488 下午，清理積案，研究整軍方案，看荒漠甘泉，得益非尠。  

7/13 496 本日，處理戰務，指導增援衡陽計劃，閱明儒學案類鈔，校閱

二十一年事略，並誌感曰：「本日看二十一年一月事略，乃感當

時國家情勢之危急，與個人處境之拂逆，決非今日所能比擬者，

故今日之艱艱【難】，實不足以為慮也。」 

 

7/14 500 下午，校閱二十一年事略後，指導作戰，又約見宋子文、王世

杰，囑對戰後國際和平機構組織之研究。 

 

7/15 511- 

512 

記本星期反省錄：（一）本週自妻別後，獨居寡歡，而軍事，政

治，外交，教育，以及敵情與國內皆不利之形勢，惟此心隨時

克已自制，而勿怠勿荒。 

 

7/19 534 本日，公除看二十一年事略外，終日指導作戰與考慮對美外交，

惟下午心神則較昨日寬舒多矣。 

 

7/21 540 公禱曰：「天父乎，余今已突入陷井之中，四面黑暗，遍體鱗傷，

若不速加矜憫施救，恐不能實現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其將

永受羞恥。」 

 

7/22 544 看明儒學案類鈔與校閱二十一年事略。六時後，約戴季陶同車

往廣陽壩渡口，晚晴甚佳，夕照中，風帆上下，如入畫圖，不

禁意興飈發矣。 

 

 547 本星期反省錄：（二）戰事與外交最為可憂，故近日內心之痛苦，

前途之黑暗，以及恥辱之遭受，為抗戰以來所未有，比之受敵

寇武力侵略之患，不啻加重十倍，殊難忍受也。 

 

7/23 565- 

566 

本日心神略覺寬慰，但衡陽戰況，除第六十三師在望城坳以北

陣地穩定，及空軍出擊勝利以外，仍未見有好轉也。 

 

7/24 570 下午，校閱二十一年事略，公謂，當時軍紀之頹廢亦一如今日

也，要在余能決心整頓，仍能挽救也。 

 

7/25 574 子刻，默禱上帝，賜我衡陽戰事勝利，並許於公六十生辰時，

再南嶽之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下午，批閱公文，校閱二十一年事略，公甚覺有益。 

 

 578 傍晚，對軍事外交之憂慮甚切。  

7/26 579 下午，校閱二十一年事略，約見袁守謙，對軍事主管當局之麻

木不仁，相與慨嘆不已。 

 

7/27 585 本日，朝晚課如常，公然察敵情我軍實無獲勝之望，並謂，此

種成敗存亡之道，惟有盡我心力，默禱上帝，俾我中國能轉危

為安也。 

 

 586 公曰：「昨晚夢於黯淡坎坷之階梯中，登至最高層，故此時惟有

以此自勵，忍辱負重，臥薪嘗膽，以圖挽救危機，而力求自強

耳。」 

 

7/28 596 記夢曰：「昨夜夢見光天化日者二次，此為年來所難有之佳兆，

以年來之夢，非孤危，即顛墜，惟昨夜之夢，實為半年來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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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危恥辱好轉之預兆也，前昨兩夜之夢，殆上帝垂示我以黑暗

中之光明，屈辱中之榮耀乎，余信仰上帝，必不使余久蒙恥辱

如今日也。」 

7/30 631- 

632 

公曰：「近日自反，甚以此次所遭受之艱危與恥辱，引為最大之

幸事，否則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等之不振作，以及各種

內在之危機，皆將潛伏益深，而後患之大，更將不可救藥矣。

此時外交雖極不利，而我國獨立自由之機運，當在於此，若不

遇此一著，則依賴徼幸【僥倖】之心理，無從根絕，而為禍之

烈，更不知伊於胡底矣。」 

 

7/31 633 下午，校閱事略，未刻後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天地為之昏黑，

約二小時又雨過天晴矣。 

 

 634 錄荒漠甘泉中語云：「求主不要讓明天的憂慮來摸著我，而要看

主今日像我所要施行的救恩。」 

 

 636 本月反省錄：（二）本月處境之艱困，惟有舊約詩經第三十一首

中所謂，「鬱悒腸欲斷，憂苦目已昏，愁煎生意枯，悲嘆歲月

新，……蒙辱因敵眾，無顏見比鄰，相知競迴避，有如眼中

釘，……所聞惟讒謗，恐怖充塵氛，群奸相聚議，欲害吾孑身，

伶仃惟恃主，惟主是吾神」諸句，可以彷彿其萬一也。 

 

 

九、蔣介石與親友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註 

1944 

6/29 

388 晚八時，公暨夫人在官邸，歡宴巴西大使游闌略、土耳其大使

杜凱，並邀孫夫人、孔夫人、宋部長及外交部高級職員作陪，

至十時許，賓主始盡歡而散。 

 

7/2 410- 

411 

公曰：「今日子刻與寅刻，余妻以即欲飛往巴西養疴，而發生悲

觀心情，盖彼甚以最近之國家情勢為念，以致精神與夢寐之間

時有不利之徵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復見為慮，故彼語余云，君

須切記，世界上有如我之愛汝時刻不忘者之一人，汝亦可以自

慰矣。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託，而下有汝妻之竭誠愛護，即

此足可自豪也。余聞之離情別緒，感觸萬千，竟不知作何語以

慰之，惟有祝禱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賦予吾人之使

命，使余妻能早日痊癒，榮歸團聚而已。」 

 

7/3 415 下午，審閱俄國軍隊改革之論文，記事，處理戰務，偕夫人車

行至青木關，欣賞沿途風景，即折回，車中所談者，皆出國後

應注意之事項。 

致電巴西總

統 

 416- 

417 

記共匪造謠有感曰：「妻甚以共匪散播謠諑，污蔑我之人格，損

毀我之道德為慮，認為此謠不息，可使軍民對余之信仰動搖，

則國家亦不可救藥矣，余以為惟有自反自信，其他則不足介懷

也。」 

 

7/4 420 下午，回林園，與夫人商談闢謠事，決定邀約幹部與友好，公

開說明共黨陰謀，對余個人人格之毀損原無足惜，其如國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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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之心理動搖何。 

7/5 423- 

424 

下午，回林園，批閱公文。五時，約集各院院長及各部會高級

幹部與歐美友好，計共六十人，舉行茶會，為夫人餞行，並坦

白說明外間之流言蜚語與敵黨陰謀之所在，繼夫人亦起而說明

對公人格之信仰，措辭均極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長，

亦各先後發言，僉謂公之為人，厚重謹嚴，久為眾所敬服也。 

對外闢謠 

7/6 431- 

432 

考慮共黨與其他友邦人士惡意中傷誌感曰：「妻近接匿名信甚

多，其中皆為對余個人謠諑與毀謗之言，而惟有函察其語句文

字，似為英美人士之手筆，此函不僅詆毀余個人，而乃涉及經、

緯兩兒之品格，可知此次蜚語，不僅發動於共黨，而且尚有英、

美人士為之相助，其用心非僅欲毀滅我個人之信譽，直欲根本

毀滅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篤，不為其陰謀所動，對余信仰益

堅，使敵奸無所施其離間挑撥之伎倆，可知身修而後家齊之道，

乃為不變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嗚呼！二十年來共匪與俄

國合作以謀我，已不勝其痛苦，而今英、美復與共匪沆瀣一氣，

是世界帝國主義，皆向余一人圍攻矣。」 

 

7/7 443- 

444 

正午，回林園，以羅斯福總統來電示夫人，並曰：「何上帝處罰

吾人一至於此耶。」下午，手擬復羅斯福總統電稿。 

 

7/8 458- 

459 

傍晚，偕夫人車游重慶西郊，公以其出國在即，甚覺依依難捨

也。 

公曰：「據妻近日所言，其接獲中外人士之匿名信，各種捏造是

非，與無中生有之誣詞，甚於往日，始知此次反動者之造謠作

用，第一挑撥我夫妻感情，使之家庭不和，然後再毀滅我之人

格，惟妻對余之篤信不疑，已在餞別茶會演詞中表達無遺，足

以粉碎反動者之一切陰謀也。」 

 

 460 反省錄：（三）約集各高級主管，以茶會為妻餞別，並以闢謠，

而余妻表示對余篤信不惑，使共匪陰謀粉碎無遺，實足自慰。 

 

7/9 462 以夫人即將起程出國，悲感交集。  

 462- 

463 

下午三時，送夫人至機場，飛往巴西養疴，臨行黯然魂消，待

飛機起飛，沒入雲層後，回林園，獨坐寡歡，倍覺淒涼，而懷

念不置，惟有默禱上帝保佑其旅途平安，早日痊瘉，速歸團聚

而已。 

蔣夫人飛赴

巴西 

7/15 507 又看二十一年二月事略稿完，公子緯國歸省。  

7/23 564 下午，與戴季陶談話，據告彼昔年在日時，東京警視總督監曾

對其言，以特工人員所報者十之八九皆為偽造，但如將其偽造

者一一根究懲處，則以後即有一二之真實性者，亦不可復得，

此言為上者不可以察察為明也。公聆後，甚有所感也。 

 

7/31 638 本月反省錄：（九）妻於本月九日飛往巴西養疴，彼於出國以前，

特約集高級文武主管，為余闢謠，是乃革命過程中之一重要史

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