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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依作者姓名筆劃、字母以及專書、論文序。）

一、實際
（一）原始資料（合併專書與論文）
a.

張學良（加以文集、年譜）

張學良（著）
、張之宇（校註）
，
《雜憶隨感漫錄 －張學良自傳體遺著－》
，台北：歷史智庫，2002。
張學良，
〈
《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
，
《明報月刊》
，3 卷 9 期=總 33 期（香港，1968.09）
，pp.50-53。
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
《蔣經國總統檔案》第 0904 號。台北：國史館所藏。
張學良，
〈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
，1958。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楊天石氏提供。
張學良，〈張學良日記〉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楊天石氏提供。
張學良，
「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
，之宇（張之宇）
，
〈張學良一份未公開的資料――「恭讀《蘇
俄在中國》書後記」
〉
，
《歷史月刊》，178 期（台北，2002.11），pp.88-94。

Chang Hsueh-liang, “A Brief Statement of My Experience with Japan’s Positive Policy”, (Peiping, 1932),
西村成雄，
〈1932 年 4 月リットン調査團を北京飯店に迎えた張學良のスピーチ原稿〉
，
《近
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會 NEWS LETTER》，8 號（東京：1996.12），pp.79-90。
ＸＸＸ，〈序〉
，蕭鐵笛（編著）
，
《孤島野火：中日戰爭秘錄》，東京：在真堂，1950.03 初版，05
再版，pp.1-4。
NHK 取材班、臼井勝美，
《張學良の昭和史最後の證言》，東京：角川文庫，1995。
行政院新聞局公共電視，
〈世紀行過〉
，台北：大好傳播有限公司，2000。張學良的口述歷史紀錄。
張學良，
〈我信奉基督教的經過〉
，
《明報月刊》
，36 卷 11 期=總 431 期（香港：2001.11）
，pp.35-36。

周毅、張友坤、張忠發（主編）
，
《張學良文集》（上、下），香港：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
張友坤、錢進（主編）
，
《張學良年譜－張學良暨東北軍史系列叢書－》
（上、下）
，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1996。
畢萬聞（主編）
，
《金鳳玉露－張學良、趙一荻合集－》
（全 6 冊）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蘇墱基，《張學良生平年表－東北少帥榮枯浮沉實錄－》，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b.

中華民國官方歷史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
《民國四十六年教育部審定高級中學標準教科書改編本 歷史
第二冊》
（台北：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57 年 12 月改編本初版）。國立編譯館所藏。
吉拉斯（原著）
，中央日報（編譯）
，
《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
，台北：中央日報，1957，初版。
原著，Djilas, Milovan,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London: An Atlantic
Press book published by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日譯，ミロ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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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ジラス（著）
、原子林二郎（譯），
《新しい階級：共產主義制度の分析》，東京：時事通
信社，1957。
時事問題研究社（編印）
，
《西安事變史料》，南京，1937.01。影印本（？）。
蔣中正，〈和平共存？〉
〔1956 年 11 月草稿〕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和平共存？〉是《蘇俄在
中國》的原題。
蔣中正，
《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再版。日譯，
蔣介石（著）
、毎日新聞外信部（譯），
《中國のなかのソ連：蔣介石回顧錄》，東京：毎日新
聞社，1957。
蔣中正、蔣宋美齡，
《西安半月記》
、
《西安事變囘憶錄》
，南京：正中書局，1937。附錄：宋美齡筆
記〈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

（二）研究成果
《中央日報》
（台北）
。
《中國時報》
（台北）
。
《希望》雜誌（台北）
，1 卷：1 期（1964.）。－調查中
《聯合報》
（台北）
。
サンケイ新聞社，
《蔣介石祕錄》
（全 15 冊），東京：サンケイ出版，1975-1977。
江南，《蔣經國傳》
，台北：漢湘文化，2001。日譯，丁依（著）、鈴木博（譯）
，
《蔣經國：中國革
命の悲劇》
，東京：批評社，1981。
人民日報新聞信息中心、東北大學瀋陽校友會、東北工學院（編）
，
《張學良將軍資料索引》
，瀋陽：
東北工學院出版社，1992。
大風（編）
，
《張學良的東北歲月：少帥傳奇生涯紀實》，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張學良將軍資料選》
（第 18 輯）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北京：檔
案出版社，1986。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
，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19 輯）
，台北縣新店市：中華民國
史料研究中心，1997。
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
（全 2 冊），香港：明鏡，2002。
王朝柱，《說不盡的張學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司馬桑敦〔王光逖〕
（等著）
、傳記文學出版社（編輯），《張老帥與張少帥》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
社，1984。
司馬桑敦〔王光逖〕
，
《張學良評傳》
，香港：星輝圖書公司，1986。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台灣史研究部會（編）
，
《台灣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03。
外交問題研究會，
《九一八事變》
，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外交問題研究會，
《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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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問題研究會，
《日本製造偽組織與國聯的制裁侵略》，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外交問題研究會，
《日軍侵犯上海與進攻華北》，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外交問題研究會，
《抗戰時期封鎖與禁運事件》，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外交問題研究會，
《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外交關係》，台北：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
伊藤潔，《台灣：四百年の歷史と展望》
，東京：中公文庫，1993。
朱文原（主編）
，
《西安事變史料》
（全 4 冊），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3-97。
西村成雄，
《張學良－日中の霸權と「滿洲」－》，東京：岩波書店，1996。中譯，曾淑卿（譯）
，
《張
學良－「滿州」與日中之霸權》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何虎生（主編）
，
《張學良趙四小姐在台灣的日子》，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0。
何應欽，《西安事變的處理與善後》
，台北：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1984。
吳福章（編）
，
《西安事變親歷記》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李敖（編撰）
，
《張學良研究》
，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
李敖（編撰）
，
《張學良研究續集》
，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
李雲峰、杜小平（主編）
，
《西安事變實證研究》，西安：陜西人民，2001。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台北：三民書局，1996。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台北：三民書局，1996。
岸田五郎，
《張學良はなぜ西安事變に走ったか－東アジアを揺るがした二週間》，東京：中央公論
社，1995。
松本充豐，《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の研究》，東京：アジア政經學會，2002。
長野広生，
《西安事變－中國現代史の轉回點》，東京：三一書房，1975。
姚立夫（等編著）
，
《西安事變珍史》
，台北：躍昇出版，1988。
若林正丈，
《台灣

分裂國家と民主化》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秦孝儀（主編）
，
《革命文獻－西安事變史料－》（第 94、95 輯）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1983。
袁紹棠，《張學良 于鳳至 趙媞在溪口》，北京：團結，2000。
張之宇，《口述歷史之外：張學良是怎樣一個人》，台北：歷史智庫，2002。
張永濱，《張學良大傳》
，北京：團結，2001。
張魁堂，《張學良在台灣》
，北京：新華，1990。
張魁堂，《張學良傳》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梁肅戎（口述）
、劉鳳翰、何智霖（訪問）
、何智霖（整理）
，
《梁肅戎先生訪談錄》
，台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1995。
畢萬聞，《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歷史解密》，北京：中文史出版社，2002。
郭冠英，《張學良側寫》
，台北：傳記文學，1992。
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波（譯）
，
《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劇》
，瀋陽：遼寧大學
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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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虹霖，《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9。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1995。
趙高山（編）
，
《張學良軼聞趣事》
，台北：天工書局，1995。
趙傑，《張學良去台後》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9。
劉心皇（輯註）
、王鐵漢（校訂）
，
《張學良進關秘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
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曉蕭（編）
，
《張學良與台灣：五十年幽禁生活紀實》，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
盧兆麟（等口述）
、林世煜（等著）
，
《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台北：國家人
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遼寧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遼寧文史資料》
（第十輯）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遼寧省檔案館（編）
，
《奉系軍閥密信》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遼寧省檔案館（編）
，
《奉系軍閥密電》
（全 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7。
遼寧省檔案館（編）
，
《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
（全 6 冊）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薛化元（等著）
，
《戰後台灣人權史》
，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
，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蘇墱基，《張學良、共產黨、西安事變》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
Bertram, James M., Crisis in China: The Sotry of the Sian Mutiny. London: Macmillan, 1937. 日譯，J.バ
ートラム（著）
、岡田丈夫, 香內三郎, 竹內實（譯），
《西安事件：抗日民族統一運動の轉機》
，
東京：太平出版社，1973。中譯，貝特蘭，
《中國的危機：西安事變真相》
，台北：一橋出版
社，2001。
Selle, Earl Albert,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c1948. 中譯，端納〔Donald, W.H.〕（口述）、
澤勒〔Selle〕
（記錄）
，
《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
，台北：周知文化，1994。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蔣總統事略稿（本）
〉
（1936.12.11-26），《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所藏。
山崎直也，
〈九年國民教育政策の研究－戰後台灣教育の二面性の起源に關する考察－〉，
《日本台
灣學會報》
，3 號（東京，2001.05），pp 50-69。
之宇〔張之宇〕
，
〈張學良一份未公開的資料――「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
，
《歷史月刊》
，178
期（台北，2002.11）
，pp. 86-96。
之宇〔張之宇〕
，
〈關於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回憶錄〉
，
《歷史月刊》
，132 期（台北，1999.12）
，pp.67-69。
王克文，
〈西安事變的神話與歷史〉
，
《明報月刊》
，32 卷 7 期=總 379 期（香港，1997.07）
，pp.89-95。
余英時，
〈是歷史的推動者還是弄潮兒？〉
，
《明報月刊》
，36 卷 12 期=總 432 期（香港，2001.12），
pp.27-34。
吳乃徳（著）
、渡邊剛（譯）
，
〈近代性を求めて：台灣研究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
，《日本台灣學會
報》，4 號（東京，2002.07）
，pp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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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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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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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康博，
〈台灣の大陸政策（1950-58 年）－「大陸反攻」の態勢と作戰－〉，
《日本台灣學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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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辛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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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松大祐，
〈1957 年張學良對蔣中正的挑戰－張在〈雜憶隨感漫錄〉中對自己過去的解釋〉
，
《第四
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4（出版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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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松大祐，
〈西安事變期間日本輿論界爆發的『中國再認識論』－日本主要雜誌的報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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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的排列，根據本文的問題以及對其解決的方法而確定。同時由於內容
的性質而分為「實際」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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