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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本有關蔣介石時間跨度最長的傳記，從蔣的早年一直寫到身

後；其中臺灣部分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全書正文共587頁，臺灣部分佔178
頁），篇幅之長超出目前已出版的中英文蔣的傳記。本書也是繼艾愷（Guy S. 

Alitto）的研究二十多年之後，英語著作中另一本對蔣的一生褒多於貶的作

品。 由於作者在1960年代，曾任美國駐臺大使館二等秘書等外交職務，全書

 2010年1月28日收稿，2010年5月3日修訂完成，2010年5月6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Yu Miin-l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1 本書中文版《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雖然已於今年春天問世（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本篇書評的論點和頁碼仍以英文本為據，不涉及中文譯本。

  2 艾愷（Guy S. Alitto）著，彭思衍譯，〈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中正先生〉，《蔣中正先生與現

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7），第1冊，頁592-676。Jonathan Fenby

於2003年出版的蔣介石傳，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London: 

Simon & Schuster, Inc., 2003)，寫到1949年為止，只在結語部分略微提到蔣在臺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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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外交，輕內政；作者對於抗戰和國共內戰時期軍事外交的闡析，特別是描

述蔣與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83-1946）、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 
之間的關係和衝突，是全書最精采之處。

在作者陶涵（Jay Taylor）的筆下，蔣介石不再是一個正反分明的刻板政

治人物，而是個充滿高度矛盾、立體的血肉之軀。他是宋明儒學的信徒和強

烈的民族主義者，痛恨西方帶給中國的屈辱；但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蔣

的個性拘謹古板，脾氣暴躁，好指揮人，沒有幽默感，沒有個人魅力，同儕

多不喜歡他；但他的決心、誠實、勇氣、不貪腐，使他有時也廣受歡迎。蔣

經常自我反省，也經常自以為是。他在面對國家存亡之秋，或個人統治受到

威脅時，通常能夠冷靜地分析，也會為自己殘暴的行為辯護；但他也能務實

地妥協，為了策略上的需要，會對軍閥、日本、共黨、美國屈服和讓步。

全書分四部分，共有十三章。第一部分談蔣的早年到抗戰前的生涯，敘

述他如何從一個只有一年軍事訓練、心胸狹窄的軍官，轉變成以中國現代化

為願景（vision）的全國領袖。儒家思想，特別是宋明理學，以及因中國主權

喪失而生的民族主義，是形塑蔣世界觀的兩個重要來源；留日經驗則使蔣擁

有強烈的軍事紀律感及對領袖的忠誠。作者指出1930年代的中共，透過蘇聯
的武器和金錢等援助逐漸壯大；反觀蔣及國民黨，不但沒有任何外援，尚須

支付德國武器和訓練費用。在這樣的情況下，還須應付日本和中共，誠屬不

易。正當蔣的統一中國策略似乎開始奏效之際，卻發生了西安事變；作者認

為事變本身並沒有改變歷史，是蔣的決心影響了後來事件的發展。 

第二部分談抗戰時期，特別關注蔣的抗日決心與毅力，並嚴厲批評美國

對華政策。作者指出二戰期間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讓中國承受巨大損失；

美國對華援助遠少於原先承諾。中國和蔣的國際地位雖因開羅會議而提高，

十四個月後簽訂的雅爾達協議，卻又出賣中國主權；特別是英美對執行協議

所持的態度，令蔣氣憤不已。然而，蔣介石考慮到戰後仍須仰賴美國支助，

並須和蘇聯維持友好關係以對付中共，不得不接受這屈辱的協議。

第三部分談國共內戰。接收東北是內戰時期國共勢力消長的主要關鍵。

Fenby對蔣的評價與過去西方的看法沒有太大出入：蔣是個神經質和權力飢渴的獨裁者，等

著美國來抗日。



427余敏玲／評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最初馬歇爾提議派員到東北調查共軍攻擊政府軍事件，蔣因擔心調查會限制

其在東北的行動而拒絕；中共雖違反停火協議卻爽快答應。等後來情勢發展

對政府軍不利，中共在東北漸佔上風，蔣方才願意接受調查，可惜為時已

晚。作者認為1949年美國發表的白皮書指控蔣須對東北的決策失誤負全責，
有失公允。蔣介石誠然須為誤判東北形勢及其錯誤的政策負責，但是美國也

需要承擔相當責任。例如，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和馬歇爾
最初原本強力支持蔣接收東北，並答應給予所需的援助，然而馬歇爾輕信中

共的承諾，以致到1946年秋，美國幾乎中止了對國府的一切直接援助。蔣自
認對內戰已盡全力，歸咎其敗北的原因是：中國正處於過渡時期，舊制度已

廢，新制度尚未建立；黨和軍隊沒有紀律，使他未能建立一個現代化和有效

率的組織。

第四部分是臺灣時期。蔣介石來臺後即有改組國民黨的打算，但仍走列

寧主義路線，而非採行西方民主的制度。來臺初期為了鞏固政權，蔣讓兒子

蔣經國掌管情治系統，對外密集準備抵抗共軍來襲，對內試圖穩定貨幣。作

者認為蔣在臺的二十五年是獨裁統治，在大陸則不是。3因為大陸幅員廣大，

蔣的政權在實際上無法通行全國；臺灣地小，則可以有效控制。蔣的政策使

得國民黨得以在臺灣存活下來，卻也使得臺灣一度成為警察國家。此外，蔣

堅持一個中國的信念始終不變，為此他甚至輾轉和周恩來接觸，冀圖聯合制

止美國和日本提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選項。然而，正是蔣的堅

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臺灣因此退出聯合國。

本書在資料上的特點是大量引用蔣的日記，以及訪問到一般人不易採訪

到的人物，如蔣家成員和近親、多位蔣生前的秘書和幕僚、宋美齡的親信、

曾經駐臺的美國中情局或外交官員等。書中所強調蔣介石的堅持抗日，對臺

灣學界早已是耳熟之事，大陸學界到了1990年代也開始承認蔣是抗日的民族
主義者。就這個層面而言，本書為兩岸學界提供的新意不是太多。不過，對

於兩岸的一般讀者而言，本書提供了蔣對時局的看法及個人生活習慣等十分

豐富的細節。如他晚年曾因心臟病發，昏迷長達半年之久，又奇蹟般地恢復

  3 作者在書中頁589用的名詞，不是他於2009年4月11日來臺北演講用的威權統治者（authoritarian 

ruler），而是獨裁者（dictator）。該演講紀錄，見廖文碩整理，〈「走過經國歲月：陶涵（Jay 

Taylor）與錢復對談」紀實〉，《國史館館訊》2(2009.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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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等等。這些都是一本好的傳記不可或缺的元素。

事實上，本書設定的主要對象是西方和中國大陸的一般讀者，特別是前

者。作者有意為蔣介石平反，洗刷對蔣的醜化和不實的指控。例如，過去英

語媒體受到西方左派或親共人士論述的影響，將蔣描述為一個權力慾極強的

法西斯主義者；只知剿共、不知抗日，光等著美國去對付日本人。作者則相

信蔣是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從1928年的濟南慘案開始，即有抗日的決心
（頁79）。蔣所領導的軍隊，即使吃了許多敗仗，仍然積極抗日。作者並且用
數字證明，抗戰時期被殺或受傷的中國士兵至少300萬人，其中有90%以上
被殺士兵隸屬於蔣的部隊，而「不是共產黨的部隊」（頁7）。作者以此數據
暗示真正沒有積極抗日的是中共。其次，過去由於受到史迪威日記，以及塔

克曼（Barbara W. Tuchman） 獲普立茲獎的《史迪威在中國》的影響，西方讀

者多認為蔣是個無能無行、只有權力慾的人。4作者用了將近兩章的篇幅，鉅

細靡遺地敘述蔣和史迪威的緊張關係，更重要的是以同理心設想蔣當時的處

境。舉例而言，蔣介石將最好的軍隊託付給一個從來沒有實際戰場指揮經驗

的人，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領袖都是很難接受的；史迪威又過度自信，言語

刻薄，來華兩週後，便不斷挑戰蔣的判斷，並時時強加自己的意見於蔣。作

者堅信緬甸戰役的失敗主要責任在史迪威，他嚴重低估敵軍的力量，使得中

國損失了兩萬五千名訓練最好的士兵。就這些方面來看，本書最重要的貢獻

乃是有力地為蔣介石在英語世界翻案。

另一方面，許多大陸讀者對蔣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蔣是法西斯獨裁者、中

國資本家利益的代表者等種種標籤。作者亟欲扭轉這樣的形象，極力撇清蔣

和資本家、地主仕紳的關係，說明蔣並非資本家的保護者，上海資本家很少

能夠直接左右蔣的決策。再者，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說明蔣不是法西斯主義

者：因為他並不支持像法西斯或共產黨對領袖那樣的個人崇拜，也從未施行

種族滅絕；藍衣社和希特勒的褐衫社在本質上並不相同。作者強調，中共為

了殲滅內部敵人的手法，比國民黨更為兇殘。

作者為了平衡敘述，也指出蔣介石曾經犯了許多錯誤。例如，抗戰時期

  4 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London: Macdonald, 1949); Barbara W. Tuchman, 

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London: 

Macmilla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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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以阻止日軍西進，造成百姓傷亡慘重，表現了他殘

酷的一面；又如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是蔣介石失德的表現。不過，作者相

信蔣介石在本質上不是一個殘暴的人。

陶涵在結語中寫道，蔣介石會為毛死後的中國大陸拋棄了階級鬥爭和世

界革命、重新尊崇儒家思想而感到高興；中國終於走向他所冀望的現代化道

路，以此證明蔣也是有願景的人（本書即以「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為

副標題），並用以反駁過去西方史家認為只有毛有治國願景，蔣介石只專注

於鞏固個人權力，沒有具體的治國願景。筆者認為這樣的論點或有討論的空

間。第一，毛澤東和蔣介石希望中國富強的想法一致，但取徑有異。毛澤東

的社會主義路線亦可視為一種現代化的選項。第二，蔣介石希望中國成為一

個現代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瓜分，這樣的看法是晚清以來眾多中國

知識份子的共同願望，是否可以稱之為治國願景，有待商榷。無論毛澤東實

際上的作為及其評價如何，他在理念上有其烏托邦的追求，希望藉由社會革

命來解決中國所有弊病，帶給中國百姓清廉和幸福的新社會。誠然，以後見

之明來看，毛的願景和社會革命帶給中國人民更多的災難。不過，我們也必

須承認歷史的發展有其階段性。如果以1949年來論斷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歷史
地位，自然是毛在蔣之上。這並非全然是成王敗寇之評，中共延安時期對外

宣傳民主和清廉，確實吸引許多知識份子；政權成立之初，施行的新民主主

義，也一度令眾多百姓以為「新中國」果然比「舊中國」好，沒有貪腐及專

制。弔詭的是，毛澤東在1950年代以後的作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反而讓蔣的歷史地位有翻身的機會。這並不是因為蔣介石在臺灣的政績有多

好，而是相比之下毛澤東的文革破壞更大。

實際上，蔣的治國政策和作為仍侷限在傳統中國的視野，無法有效回應

當時社會的挑戰。蔣的更大錯誤在於將毛澤東視為另一個軍閥，沒有意識到

毛擁有比傳統軍閥更有力量的武器─被列寧轉化的馬克思主義，黨組織有

效的運作以及中共特強的動員能力，這些遠遠超過北伐時期被他征服或歸順

於他的軍閥。國民黨因此最後為中共所敗，實不足為奇。這也可看出，1920
年代國民黨的改組，雖在組織名稱上多有學習蘇聯之處，但實際上和蘇聯、

中國共產黨所實踐的列寧主義，差異極大。無論蔣介石在大陸或臺灣所領

導的國民黨，其實質與陶涵所謂的走列寧主義路線相去甚遠。同樣的以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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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樣的主張革命，為什麼蔣介石及國民黨高層骨幹無法理解、參透列寧

所謂「給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就能將俄國翻轉過來」的爆發力，甚至進而

提出因應之道，乃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議題。

全書談論蔣的內政和軍事外交的比例失衡，是一缺憾。雖然作者提及

1930年代蔣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仍試圖在江西推行政治和經濟的新政，並
將軍隊的文盲由70%降低為30%，實行法幣等。可惜的是，全書關於這樣的
內政論述，近乎點綴。正因為過度輕忽內政，便無法有力地解釋蔣在軍事和

外交上一連串的挫敗。為何國民黨在內戰時期，兵敗如山倒，不到四年時間

失去大陸江山？這是研究蔣介石者很難規避的問題。

作者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引述了蔣來臺後檢討自己失掉大陸的原

因是：1.缺乏有效的政治和人事監督制度，特別在軍中內奸很多；2.不知如

何分辨幹才和蠢才（頁422） 。蔣介石無知人之明，確實是他的致命傷。不
過，蔣還有許多本書未曾提及的重大限制。例如，賞罰不明，也是導致他手

下無人的另一主因。蔣的戰將張靈甫（1903-1947）曾寫信給蔣介石，悲痛
地陳述國民黨的將領和軍事文化的腐敗及沒有希望。蔣介石只命令將這封信

在高級將領中傳閱，卻沒有拿出任何對策來有效遏止貪腐。而公開傳閱張的

信函，非但無濟於事，更是陷張於不義，徒然加深國民黨將領之間的嫌隙而

已。又如蔣介石過度相信軍事與外交，以為只有軍事才可能解決共產黨的問

題；只要有美國的資助，就可以維持政權。他忽略了嚴重的貪腐問題對其統

治造成的巨大威脅；即使在臺期間，蔣對其高級將領的貪腐仍猶豫是否採取

行動。

同時，蔣對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又太過自信，實際的結果讓人不得不同

意馬歇爾暗諷蔣（及其將領）只有軍校高中生的程度（頁359）。對於蔣的軍
事領導能力，本書只有點到為止的批評。即便如此，陶涵也不禁要問：在遼

瀋戰役危急之時，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數次不聽命於蔣，為什麼蔣介石從

未考慮將其解職？筆者更為不解的是，蔣在東北戰況激烈之際，不思如何支

援東北戰事，反而突然抽調山東戰場上半數以上的高階軍官到南京出席特別

講習班，希望他們好好自我反省，彷彿只要如此就能打勝仗，實在令人匪夷

所思。蔣治軍治國的另一致命傷是，要求部下對他個人的忠誠重於一切。倘

若犯了大錯的將領，仍被留用，如何成事？例如，1938年11月，其時日軍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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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長沙尚遠，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驚慌失措、完全未告知百姓的情況下，下

令燒城，造成傷亡無數。張治中是蔣的嫡系將領，蔣偏袒張的過失，而將燒

城的責任全部推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三人，並處決他們；張治中本人雖因

此被調離湖南，後來的官運並未受到影響。又如，同屬嫡系的雲南警備司令

霍揆彰，在未告知或徵得蔣的同意之下，私自下令殺害聞一多。這件案子重

創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形象，蔣後來雖然將霍揆彰撤職，隨後卻又任命他為湘

西綏靖公署主任，等於是沒有處罰。只重忠誠，不辨是非，令蔣最後付出昂

貴的代價。

此外，陶涵不能直接閱讀中文資料，而是依賴翻譯和二手的英文研究，

沒有參考重要的中文史料出版品與研究成果，也造成了一些侷限。例如，楊

奎松的《西安事變新探》提及張學良加入中共問題，5本書沒有任何討論，難

免是個遺憾。張學良曾經請求加入共產黨，那麼蔣在西安事變之後，對張的

處置並不為過。作者說張學良是位愛國者，引用的卻是張學良本人受訪時所

說的話（頁83，註137），也欠缺說服力。本書更令人不安的是，書中許多論
點很難從作者在注釋中引用的資料得到支撐。例如，作者談及1927年3月武
漢政府決議發出密令要逮捕蔣，也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蔣決心清共（頁64，
註74）。資料來源是張國燾英文版回憶錄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是讀遍張國燾書中關於清黨前後的章節，均無法得到這樣的結論。
又如，1927年4月6日，上海清黨委員會成立，陶涵引述陳立夫的回憶錄說，
當時最重要的是不讓青幫與中國共產黨結盟。但是細讀陳立夫的英文回憶

錄，他的原意是國民黨欲借助青幫剷除共產黨在社會底層的影響力，青幫當

時是反共的。6類此之例不少。這些或許是作者匆促錯讀或誤植的結果，基本

上不影響作者的大論述，卻會造成讀者對小論點難以放心，影響其可信度。

鑑於本書時間跨度大，需要處理的議題又多，出現一些小的錯誤或疏

漏，在所難免。例如，蔣經國在莫斯科就讀的是孫逸仙大學（或稱莫斯科中

山大學），而非書中所寫的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頁53）。又如，1943年
11月27日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的行程，按照他的事略稿本及日記，7均是當

  5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4、6。
  6 Sidney H. Chang & Ramon H. Myers, ed. & comp.,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 63.

  7 感謝呂芳上教授提供日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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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上他先會見英美將領，回程又見史迪威，正午與美駐埃及公使聚餐，下

午兩點遊覽。本書則是早上去玩，下午見史迪威（頁252），行程剛好相反。
其他中文人名的拼音錯誤頗多，如1927年支持清共的重要人物張人傑（靜
江）拼成Chang Jieru （頁66），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拼成Zhang Xuezhi （頁

315），在內戰四川一役中未發一槍的宋希濂拼成Song Xiliang （頁418）等
等，這些錯誤或許再版時能夠得到更正。

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的是

非功過尚有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陶涵對於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困局，能夠

用同理心，詳述身為執政黨領袖的蔣介石如何面對國內外的各式挑戰，並且

如此大規模、持平地縱論蔣的一生，對其努力給予應有的正面評價，本書無

疑是個好的開始。特別是他指出蔣在艱困的環境下，仍能堅持抗日到底，有

力地澄清過去西方左派指控蔣只知剿共、不知抗日的說法，誠為本書最大的

貢獻。再者，作者文筆流暢，相信將會吸引更多讀者。然而，也正因為蔣介

石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涉及的面向十分廣泛、複雜與多重，我們期待未來會

有更多全面、詳實研究蔣介石的著作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