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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耶鲁大学图书馆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与蒋介石有
关的馆藏

英文为主
档案馆
神学院

蒲立特文献 (William C. Bullitt     
Papers)



耶鲁大学图书馆





耶鲁大学图书馆是全球最大的研究型图书馆之
一

现有馆藏超过一千五百万册

全馆每年经费超过一亿美金，其中馆藏采购经
费超过四千万美金

目前职工人数约450人，约40%为专业馆员

除了以收藏人文学科为主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外，共有15个分馆，其中贝耐克善本与手稿图
书馆为世界最大的特藏图书馆

另有神学院图书馆、医学院图书馆、手稿与档
案馆、贝斯本科图书馆、科学与社会科学信息
中心、艺术图书馆、音乐图书馆、法律图书馆
等



 于1849年8月入藏美籍传教士卫三畏
在广州代购的六种中文典籍，成为北
美最早收藏中文书籍的主要图书馆

 耶鲁1854级本科校友容闳于1878和
1911年先后捐赠了大批中文古籍，奠

定中文馆藏的基础

 随着1961年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的成立，中文购书与人事经费得以大
量增加，馆藏得以快速扩充

 现有中文藏书近600,000册；微缩胶
卷约60,000件

 主要中文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
共80,000余种

 中文善本收藏超过500种，古籍超过
2,500种

 馆藏重点: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宗
教、考古、艺术、社会科学等

1849-2019:
170年历史的
中文馆藏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与

蒋介石有关的馆藏



神学院图书馆
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档案

传教士文献

手稿与档案馆
耶鲁校友文献

美国外交官文献

雅礼协会文献

民国时期官员文献

郑庭锋日记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教会大学档案

1941年1月
南京大学

1935年
四川华西协合大学



耶鲁图书馆手稿与档案馆
郑庭锋将军日记

郑庭锋 (1905-1961)，广
东[今海南]省文昌县人

黄埔军校第四期

其兄郑介民、其堂弟郑
庭笈均为黄埔军校毕业
、国府高级将领

 16册日记，记载起自
1942年2月11日至1961年
4月19日，但缺1944至
1946年和1948至1950年
的部分



蒲立特文献
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Papers



 2003-2005年入藏耶鲁图书馆的手稿
与档案馆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数量：143.35 linear feet (307 boxes)
 时间：1813-1998 
主要时期：1909-1967

 内容分为七类

往来信函, 1882-1967
外交与公共文件 1813-1956
著作, 1888-1984
相片, 1891-1964
电影与录音, 1933-1952
个人与家庭文件, 1840-1998
各类印刷品, 1882-1965
另于2008、2009和2014年三度入藏
补充文献



 蒲立特（1891-1967）出生于美
国宾州费城的一个富裕家庭

 耶魯本科1912級，但因罹患疾
病，延遲至1913年才畢業

 在校时为书卷和钥匙会(Scroll 
and Key Society)成员

 1918年加入国务院，担任国务
卿特别助理，主管中欧信息局

 1919年赴俄从事秘密任务调研
当地局势；后因反对一战后威
尔逊总统的和平计划和美国签
署凡尔赛条约，愤而请辞国务
院职务

 1933年小罗斯福出任总统后，
重回国务院，再度担任国务卿
特别助理，并负责美国外交承
认苏联的谈判，该年11月出任
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



 蒲立特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除
建立使馆，还培养了第一批美
国的“苏联通”，其中有提倡
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的乔
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1904-2005)

 1936-1940年间任美国驻法国
大使

 1941-1942年间任无任所大使

 1943年辞去美国政府官职后，
曾代表民主党竞选费城市长

 败选后，成为记者和作家，为
《生活》 (Life) 和《时代》
(Time)等杂志撰稿有关台湾、
香港、南韩、印度、越南、菲
律宾等地的报道 《生活》1947年10月13日



蒲立特于1934年第一次与蒋
介石会面，由宋美龄担任翻
译，他对蒋有关中日战争的
看法特别印象深刻

其后与蒋氏夫妻维持密切交
往，上世纪五〇年代初还曾
在高雄居住

蒲立特与蔣介石、宋美龄往
来信件收藏：1934-1956

 1948年援华报告有关材料

其他：邀请函、小册、新闻
稿、电报、照片等
 1948年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副总
统就职典礼邀请函与观礼证

蒲立特文献中的蒋介石



1934年12月14日与蒋介石初次会面的报告

蒲立特于1934年11月21
日与蒋在孔祥熙寓所的
第一次见面

 22和23日在蒋的寓所两
度见面长谈

蒋希望透过蒲氏了解苏联
领袖对他的看法、美国对
中国的支持和援助、苏联
与新疆问题、经由以物易
物的中美经济合作

蒲希望得知蒋对中苏军事
合作抗日、在江西的中国
共产党力量、广东政府、
日本如果入侵内蒙古时中
国是否正式对日宣战的看
法



1934年11月25日
宋美龄复函
（南京）

蒲立特与蒋介石和宋美龄间的往来信函



1937年2月11日
西安事件后
宋美龄复函
（上海）



1941年6月6日
宋美龄函在美普氏
之援华联合会广播

（重庆）



1942年12月10日
孔令伟代宋美龄复函

（美国华盛顿）



1945年8月14日蒲致蔣介石與宋子文函[草稿?]



1947年7月28日宋美龄函（南京）



1947年12月15日
蒲立特函蔣介石
在美爭取援助



1954年间
宋美龄函（台

北）



1955年12月31日宋美龄函（台北士林）



1956年1月21日
蒲立特致蔣介石函
言及台驻美人员的

遴选（台北）



1948年蒲立特援华报告

蒲氏以顾问的身份在1948年12月24日，向美国国会的
外国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提出一份
有关美国对中国援助和美国经济合作署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在中国应扮演角色的特别
报告

档案中留有大批准备报告期间国民政府所提供或美国
政府所搜集的研究材料：
军事（共军部署、苏联介入、国府空军等）
经济财政（基础建设、食物、医疗器材、石油等）
香港
地图（例如：东北华北军事设施部队分布图、中国油田

分布与生产提炼中心图、煤藏和煤矿分布图、铁矿铁铲
分布图、主要铁路分布图、东北交通图）









申報
1947年10月12日

第1-2頁
申報

1948年5月4日
第1頁

大公報
1948年11月18日

第2頁

大公報
1948年11月16日

第2頁





蒲立特文献内其他收藏





 陈之迈 [Chen Chih-mai, 1948-1954]
 蒋经国 [Chiang Ching-kuo, 1955-1956, 1965]
 顾维钧 [Koo, V. K. Wellington, 1938-1940, 1947-1954]
 孔祥熙 [Kung, H. H., 1947-1956]
 貝祖貽 [Pei, Tsuyee, 1947-1957]
 沈 锜 [Shen, Sampson C., 1947-1956, undated]
 宋子文 [Soong, T. V., 1937-1947]
 孙立人 [Sun Li-jen, 1952-1954, undated]
 董显光 [Tong, Hollington "Holly", 1954-1958]
 王世杰 [Wang Shih-chieh, 1947-1959, undated]
 吴国桢 [Wu, K. C., 1950-1954, undated]
 杨文达 [Yang Wen Tah, 1953-1966]
 叶公超 [Yeh, George Kungchao, 1952-1962]
 颜惠庆 [Yen, W. W., 1933-1939]
 晏阳初 [Yen, Y. C. James, 1948]

蒲立特档案内其他国民政府有关人士文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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