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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略稿本 72 冊》──民國 38 年 1月 1日至 2月 17 日 

報告人：黃克武教授、李鎧光先生 

 

日期：2016 年 4 月 30 日 

一、軍事 

(一)勘亂與建國並行 

日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1 5-9 我們今年度的剿匪工作，為根本肅清

匪患，還是要政治重於軍事，在軍事

方面，首先要消滅匪軍的有形力量，

纔能肅清蔓延各地的散匪。……為達

此目的，必須使國軍能足衣足食，足

械足兵，此實有賴於全國同胞與政府
同心一德各盡職責，以繼續八年抗戰
的精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
以戡亂為己任，以建國為目標，尤其

針對共匪全面竄擾，造成窮苦貧困窒

息民生的毒計，必須消滅其各處潛滋

暗伏的匪探，徹底清除其所謂『地下

組織』，這是防匪止亂，澄本清源的唯

一要務，全在我各地社會人士劍及履

及，一致奮起，共同負責，組織民衆

武力，健全地方團隊，人人自衞，處

處設防，使意圖流竄的殘匪，無隙可

乘。 

發揮抗戰精神，是否

有意將內戰視為抗

日戰爭的延續？ 

 

 

地下黨的研究受限

於中共史料未開

放，僅有少數回憶

錄，難以展開。 

1/3 32-36 「查剿匪軍事迄至今日已進入一新階

段，因國軍至去秋進勦以來，關內匪

部主力，以被我軍分別擊潰，而重要

匪巢亦大部被次第摧毀，其在山東半

島之唯一交通路線與海口，且已被我

軍截斷，此乃國軍剿匪已達成第一階

段，即第一期之任務。今後匪之彈藥
只有消耗，無由補充。其它軍需之補

剿匪進入新階段，蔣

此時真的相信共軍

已進入衰退。 



  2

給，亦當逐次消耗陷於絕境。而其最
大之弱點，則為匪軍舊有老幹部，在
此經過一年半之進勦內，多已傷亡殆
盡。故其兵員補充雖快，但其精神與
實力遠不如前。須知現在匪軍各縱隊

之編組多為過去之殘破部隊，及其無

端被迫之民眾，官無信心，民乏鬥志，

無不切思乘機逃亡，脫其羈絆為快，

此乃異口同聲之俘供。可知其力量之

脆弱，匪心渙散，崩潰當在不遠。 

2/18  (一)今日國家民族之憂患，惟在於共匪

之叛亂，而戡平共匪之急務，莫過於
消弭共匪之政治陰謀，共匪最險毒之
陰謀，即在以窮凶惡極之鬥爭，製造
我各階層同胞循環無已之仇恨，期使

理智汩沒，道德淪亡，文化之根源斵

喪，民族之精神消失，以遂其分裂領

土，破壞主權，賣國求榮之大欲。我

全國同胞必須徹悟今日之剿匪戡亂，

實為我國家存亡民族榮辱之關鍵，亦

即為民主憲攻對暴民專政成敗利鈍

後之決戰，務各發揚其純潔之理智，

堅定其民族之自信，人人為救國而奮

鬥，為剿匪而動員 

新生活運動周年紀

念講話 

(二)整體方針的思考 

日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3  指示行政院長張羣曰：「國軍主食五百

萬人中，五十萬人之貸金，至今尚未

配發，務望即令財政部照案撥發勿

延。又本年度軍服材料，由院核准之

一百五十八萬匹，至今只發二十萬

匹，如此延款必延誤本年春夏季之服

裝，務令經濟部、中紡公司，應限本

月上旬即發一百萬匹，下月分如數發

部隊基層的研究 

 

內戰時期國軍薪

水、後勤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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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為至要，又服裝經費六千五百

餘億元，亦務於本月內發清，此件重

要，務盼提前辦理為荷。 

1/10  記曰：「一、剿匪綏靖區制度。甲、軍

政黨一元化。乙、壯丁征訓。丙、糧

秣囤積。丁、情報網之加強。二、快

速縱隊之行動與戰術。甲、行進列車

之編組。乙、距離之規定，以六十華

里為準。丙、分途並進。丁、注重迂

迴避免敵之預伏。戊、搜索隊廣正面

之分佈。己、通信之加強。庚、秘密

其駐地。辛、車隊之掩護。三、通信

與情報組織之擴充與健全，及其訓練

與待遇之提高。」 

綏靖區研究 

1945-1945 先後存在

16 個綏靖區。 

1/12 134 先生昨日下午由瀋陽飛抵南京，記

曰：「近日內部因政治與人事關係，一

般心理與精神皆為權利觀念而起要脅

與背離之態勢，余雖不以為意，但終

不能忘憂，於是心神有紛煩不專之

象，加之東北軍事嚴重，與辭修病態，

更覺處理困難，但對前途並不悲觀，

深信天父必能保佑中華完成其所賦予

我之使命也。今日對東北人事之處置

與慰勉各級將領之工作，多已解決

矣。事煩心重，惟尚能了理無疑也。」

東北行轅的人事問

題 

 

用衛立煌接替陳誠

是否得當 

1/20 292-294 「一、近日共匪猖獗，自石家莊、運

城各據點失陷以後，東北新五軍陳林

達等四十三師劉光天在公主屯之役被

俘，與華北卅二師李銘鼎及魯應麐軍

長自戕以後，士氣民心皆為之動搖，

幾乎有風聲鶴唳、朝不保夕之狀態。

尤以外僑與使領館人員更聽信共匪之

宣傳，以為中國政府三個月內必崩

潰。而東北與華北為匪完全佔領僅為

人心動謠，外僑撤退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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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不能超出三個月以上。故

上海一般所謂實業界與智識分子如胡

霖等輩，一面求得共匪之諒解，一面

對美國告洋狀，急使推倒中央政府，

以為其自保之地步，甚至文武官吏心

神亦全為此種空氣所籠罩威脅，而現

悲觀癱瘓之象。余告以共匪並不足

畏，而且必有把握保證其必可平定匪

亂，則不之信，殊為可痛。」 

1/21 295 記曰：「過去剿匪之所以失敗者，其原

因多半為：一、疏忽大意，不明匪情。

二、急舉輕進，被匪所算。今後剿匪

要領，要以偵察研究周到準備、謀定

後動，尤以不輕進、不輕退，多置第

二線兵團與預備隊為要領。蓋匪之實

力不大，而且已到其 大限度，只要

我國軍不為其所敗，而反予之補充養

大，則各種條件我皆優勝於匪，只要

假以時日不難就殲，何必求速也。」

二線部隊在抗戰時

期多屬胡宗南部內

戰時期是否還是如

此，前一年 36 年 4

月打下延安候胡宗

南部至此時尚有預

備隊嗎 

1/23 325 我軍作戰凡派遣赴援之部份隊，其力

量必須超過預計可能阻襲之兵令為標

準，同時並應抽調其一部兵力在匪主

力所在方向，佯動牽制之，及以我之

主力迂迴繞出匪主力所在之反方向，

以避免其中途之阻襲，即使遭遇匪之

主力，亦能迅速擊破，達成赴援之任

務，此為攻擊奸匪圍點打援戰術之一

法，希即擬定令稿呈核，此前方部隊

能照此原則布署實施為要,。 

手令受令者是劉斐 

 

要辨別共軍主力對

偵防與夜間移動較

弱的國軍，是否造成

困難。 

1/23 328 今後剿匪部隊組織之要旨：(一)每一部

隊，無論兩師以上之兵團，或一旅以

下之獨立部，必須分成兩個以上單

位，俾其作戰時可以彼此掩護策應及

更番替代休頓，勿使整個部隊久拖疲

部隊要區分行動與

修整兩部，應是基本

要訣，為什麼要特別

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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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以至不能維持戰力，尤以夜間行

動及日間服務部隊，不能無勞逸平均

之處置，希照此意擬定做戰指揮要領

通令實施。(二)每一部隊須有明卻目

標，指定其隊某一匪部、或某一縱隊、

某一地區負責剿除不論進剿、清剿，

如此或易使前方指揮官負責，達成其

任務。 

1/27 359 記曰：「剿匪勝負關係：一、匪要拖延

時間。二、匪在消極尋隙。三、匪要

擴大擾亂範圍。四、匪要困我據點。

五、匪要斷我交通。六、匪要保持其

各區聯絡路線。七、匪要前方補充。

八、匪要就地給養。九、匪要裹挾壯

丁。十、匪要我經濟崩潰。十一、匪

要踞有山地。十二、匪要坐大盤踞。

十三、匪要鞏固其佔領新地。十四、

匪無進攻大據點實力。」次日復記曰：

「今後剿匪要領：一、不可求速。二、

不可輕敵。三、不可疏忽。四、不可

輕進。五、不可滯疑（應進即進，應

退即退）。六、不可怕敵。七、不可突

圍（輕退）。八、要集中主力。九、要

慎重。十、要研究。十一、要決斷。

十二、要志氣。十三、要振作。十四、

要訓練。十五、要專精。十六、要秘

密。十七、要確實。十八、要準備。

十九、要夜間行動。二十、要主動。

廿一、要獨斷（不可請示失機）。廿二、

要負責。廿三、要機動。廿四、要輪

流進剿。」 

蔣反覆記載國軍輕

敵為共軍所偷襲，是

不是真的在偵防上

出現大漏洞？ 

1/29 385 指示參謀總長陳誠曰：「聞前線軍對糧

秣現皆發代金，任部隊就地採購，因

之民心怨恨、官兵饑凍，馬匹瘦弱疲

部隊基層研究，現在

可以作到什麼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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斃，不一而足，此必須切實負責、積

極改正，無論如何前線必須發給實物

現品，即必就地徵發糧秣，亦必須由

補給區派員徵發，寧使行營以統購限

價徵發，萬不宜由部隊強買搶購，若

規定經費不足，則應儘量增加，准先

發後報，但必須發給實物。此件不僅

對戰局勝負攸關，而且對吾地政治軍

事上信譽及對所部之信心與今後事業

之成敗皆有重大關係，務希澈底督察

改正，否則國軍不敗於共匪而將敗於

補給人員之不能盡其職守，貪懶洩

責，不知部下苦痛與自敗軍紀也。此

事必須於弟未離瀋回京以前切實改

正，必認為此為目前唯一急務，嚴督

實施務稍延誤。 

2/8  指示國防部次長林蔚、國防部新聞局

長鄧文儀曰：「對於各隊經理委員會有

否成，其他士兵福利事業有否切實施

行，應即令新聞局迅速詳報。今後各

部隊除作戰以外，各種業務需應公開

辦理，俾能取信於士兵，上下團結一

致，振作士氣，造成部隊之新精神為

要。」 

國防部新聞局出版

品 

2/8 515-516 指示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中訓團

受訓之被俘遣回軍官，應令將其被俘

之後所受共匪虐待、污辱、強迫、受

苦役、嚴刑烤打等各種慘無人道，非

我革命軍人能忍受之痛苦，儘量擴大

宣傳報告，交新聞局整理印成專本，

分發各部隊供官兵參閱，俾將共匪虛

偽宣傳之各種優待俘虜之辦法予以澈

底揭破，並暴露其殘忍欺騙之真面

目，加強我官兵之敵慨心，希即照此

俘虜問題，共軍越打

越多？軍事類補充

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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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會同辦理為要。」 

2/8  指示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軍隊政

治工作任務綦重，應設督導機構，派

遣督導員，經常分赴各部隊督查政治

工作之實施，以為以後改進之依據，

希即照此點辦理具報。」 

 

2/11 552 記曰：「今後剿匪，應以多（集中兵

力）、快（加強車輛）、精（訓練研究）

實四字為行動之要領。本日對匪擴大

竄擾地區，我軍兵力不足防不勝防，

彼剿此竄頗難為計，乃以暫取守勢，

沉機觀變之法，加以深慮，所得結論

應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

被動來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後再加

以反擊清剿，當易為力也。決照此意

斷行，即先以戰略取攻勢，而後再以

戰術取攻勝，積小勝為大勝之道出

之。」復記曰：「共匪戰略；甲、已經

盤踞之老巢，匪區雖被國軍攻破，亦

決不放棄，利用其殘部與地方組織牽

制我國軍兵力，或旋磨打圈，利用其

行動快速，集中兵力，以大吃小，以

消耗我國軍。乙、凡地下組織尚無根

基之地區，則其大股決不敢全力或主

力向之流竄，我軍應以此為依據。研

究今後剿匪之方略，甲、第一擊破其

主力；乙、棋盤式分區期連環追堵，

不使其停留喘息；丙、加強運輸工具

與通信網；丁、築碉並村，堅壁清野。

其二、對陝北晉南之匪不久將向關中

或隴東分竄之防範與準備。其三、此

時對匪暫不進剿，一面對各區之匪監

視，一面作三個月之整頓與補訓，以

重完整個進剿之方法，何如。其四、

多、快、精、實，參

見軍事類補充第七

點，國軍移動速度確

實不如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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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督訓後方部隊，完成新生力軍之

計畫。其五、訓練地方行政基層幹部，

澈底建立政治基礎，消滅匪禍為根本

之圖。」12 日復記曰：「一、匪不敢

進攻重要據點之後果如何。二、匪以

消極戰略使我困疲，拖長時間，待我

束手自斃之後果如何，應加以研究。

以空間換時間之戰略能否用之剿匪。」

2/16 577 記曰：「一、確定匪朱毛為共黨稱號。

二、電詢華北各將領李文等之近況。

三、軍官畢業學生之分發，及調職人

員到期誤期之處罰與告誡。四、地方

黨政應歸當地軍事當局之指揮，而各

綏靖區司令應責成其區內之帶兵高級

官負責督導其當地之黨政。五、軍隊

黨團之積極推進。六、被匪說降之高

樹勳、續範亭與郝鵬舉等等之結果應

加宣傳。七、共匪所謂優待俘虜，就

是要騙你先放武器，再作戰犯，受其

審判。俘虜即戰犯，如國軍失敗，則

每一個被匪之官兵，決無倖免之理。

須知其寬容仇敵，即殘殺同志口號之

意義。」 

中共自承用國軍俘

虜，補充兵源，俘虜

至少不是全部被

虐？ 

高樹勳為來是馮玉祥

部，曾任第 11 戰區司

令長官，1945 年 10 月

抵轉投中共，1945 年

11 月 10 日，高樹勛部

改編成的民主建國軍

成立，高樹勛被任命為

民主建國軍總司令，。

1947 年 6 月 15 日，高

樹勛因民主建國軍「陰

謀暴動」而被逮捕審

查，民主建國軍番號被

撤銷。審查一年後，未

發現證據，高樹勛旋即

被任命為華北軍區副

司令員。 

2/20  記曰：「時局嚴重，軍費拮据，以四百

五十萬人之糧餉而欲維持五百十萬人

之供應，其何能堪。其他經費支出未

列預算者，亦需臨時撥發，更不堪設

想。尤其國防部負責無人，要務皆須

親決，內政、外交苦痛無從訴說，恥

軍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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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忍受不已。」 

(三)對各地指揮 

1/2 27-28 指示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對弟部

一般批評，多以為裝備太重，行動

遲緩，往往錯過戰機，故只能自衛

則可，而不能發生進勦決戰作用

也。中意不論如何重武器，如一時

不易留後，亦需編配在一個旅之

中，而將其他兩旅完全成為輕裝備

之機動部隊，方能適合目前戰役之

要求，希勉強實施之何如。第三師

人選重要，黃翔是否重要，其能力

品性希詳報，另有其它更好人選

否，速復。」 

蔣與部隊長可能都知道

部隊速度太慢問題 

1/5  指示山東省主席王耀武：「膠東之

匪其主力不久必向津浦線實施其

擾亂破壞政策，我軍如能從速完成

準備，則可乘機將其來犯之匪予以

澈底打擊。故弟需作戰重心與主力
部隊，應由膠濟路移向津浦路，尤
以泰安至兗州一段，更應嚴密預
防。除直接掩護鐵路之辦法，以由

國防部製成鋼筋水泥之活動堡

壘，不日起運。及派員來濟洽商具

體實施外，務希在此二旬之內準備

在萊蕪與博山間以及肥城與泰安

間二地區，各集中兩個整編師以上

兵力，隨時可向泰兗間出擊。特別

注重設伏與預想匪將經過各道路

與要口及其宿營地，多埋設地雷，

一面布置情報網與秘密無線電

臺。凡自萊蕪、新泰、蒙陰各據點

向津浦路前進各道路要口切實布

置。並注重夜襲戰術，務以期匪之

參照共軍的所稱的鐵路

破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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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能能隨時瞭如指掌為要。 

1/8 95-96 指示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曰：

「瀋陽戰局自七日起甚吃緊，望兄

能即飛瀋，與能總長面商一切為

要。」1另電參謀總長陳誠曰：「已

電宜生兄飛瀋面商一切，如有必須

要，中亦可來瀋，貴恙如何，甚念。」

記曰：「接叔銘電稱昨日瀋陽前方

失利，情勢危急，余得此始終以為

不至如此危急，及得辭修電，乃知

公主屯附近兩師已被匪消滅，情勢

果甚危迫也，不勝焦慮，但亦惟有

默禱天父之保佑而已。」 

東北此時僅剩少數據點 

1/12 124 1.指示第九兵團司令長官廖耀湘

曰：「匆促話別，未克詳談，為念。

惟望吾弟益加振奮自勉，為各軍之

模範，須知東北國軍乃以弟部為骨

幹，故弟應以恢復革命精神，實行

主義為己任，尤以澈底執行命令，

誓死達成任務二語為倡導，任勞任

怨，有難先當，有急必援，先人後

己，埋頭苦幹，養成寬厚胸襟，磨

鍊偉大人格，有厚望焉。」 

2.指示第二零七師師長羅友倫

曰：「每接弟部奮勇日進之報，無

任快慰。此次在瀋相晤，以時間匆

促，仍未能面詢詳情，為念。尚望

益自奮勉，雪恥滅匪，依照昨日會

中指示，努力發揚革命精神，時時

以澈底執行命令，誓死達成任務二

語，為各軍之倡導，共勉為革命之

信徒也。」 

離開東北電各將領 

                                                       
1  「蔣中正致傅作義電」（民國37年1月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5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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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211 指示浙江省主席沈鴻烈曰：「務望

在一個月，即二月十五日以前，征

調補充兵一萬人，或再各保安團中

抽調亦可，屆期在杭集中候調為

要，盼復。」另電江西省主席王陵

基曰：「務望在一個月內，即下月

十五日以前徵調一萬五千補充

兵，或在現有保安團內先行抽調亦

可，即盼如期集中南昌與九江候調

為要，盼復。」另電湖南省主席王

東原曰：「務望在一個月內即下月

十五日以前，在湘征調一萬五千補

充兵，或在現有保安團對抽調亦

可，切盼如期集中長沙、衡陽附近

候調為要，并盼復。」 

內戰兵源問題 

1 月 26 日(頁 354-355)兵

役局徐思平呈稱：江蘇省

兵役會議在 1 月 15 日已

前往指導，江蘇、湖北、

安徽臨時緊急徵兵

32500 人，已令撥補金

壇、九江等各候調旅，限

舊曆年底前完成，浙江、

湖南、江西三省奉鈞座

令，緊急徵兵 4 萬人，山

東、河南緊急徵兵 2 萬

人，擬於二月內親往督

徵，其餘徵額較多各省擬

於 3 月內親往督徵。 

1/18 251-252 指示第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曰：

「 近各地徵募延遲，不能如期足

額，望吾弟就魯西、魯中地區，為

我特別徵募一萬名，能於一個月內

送交徐州總司令部接收為要，其經

費准予實報實銷，由中負責批發勿

念。」 

1948 年 9 月 19 日吳化

文投共 

1/18 246 記曰：「審閱戰報，召衛俊如來地

圖室，指示東北剿匪基本方鍼，又

召張希世面示其對鄭州與開封內

部之匪探及城市內之潛匪首先設

法肅清，而以劉汝明部 為複雜，

其師長劉汝珍之妾(王興洲)且有

共黨之嫌，至少必與匪通消息。其

炮兵營長又為馮玉祥之子(馮洪

國)，殊為可慮。此種腐化之軍情

與狡詐之奸匪，如果能不為匪所消

滅，豈非上帝佑華之神恩乎，思之

寒心。」 

1月 7日馮玉祥被開除黨

籍(頁 92) 

 

 

此事可見「顧祝同致蔣中

正函」（民國 37 年 1 月

25 日）， 《蔣中正總統

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54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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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359-360 第六師固守新立屯已長達月餘，

先生電參謀總長陳誠曰：「新立屯

情況如何，甚念。瀋陽城防工事，

諒已完成，我軍應照預定計畫，

全力出擊，切勿再事猶豫滯疑，

免誤戰機。」陳誠覆電曰：自 20

日以來，共軍第二、七八縱隊，

全力迫近，守軍陣地逐漸縮小，

糧彈投送不易，勢難持久 26 日已

令該部相機向新立屯以北轉移。」

新立屯。 

1/29 386-388 指示參謀總長陳誠曰：「錦州城防

工事與機場工事，無論如何應派專

人負責督構，限半月 遲一個月內

完成，此事 急，切勿延緩，所需

經費應先由就地中央銀行支借。聞

前方官兵無菜、無米、無煤，全以

鹽湯與雜糧充饑，確否，務須切實

注意，只時此要使官兵能飽能暖，

應不惜經費與民間輿論也。」 

錦州 

1/30 937-398 指示參謀總長陳誠曰：「錦州必須

固守，萬不可失陷，我在瀋陽主力

必須不固一切對匪全力出擊。否則

應盡空運力量，凡可增加錦州守備

之兵種與有力部隊應速運錦州增

強防務為要。」 

錦州 

2/2 444-445 指示第八十八師代師長馬師恭

曰：「第八十八師與第三快速縱隊

近日訓練程度如何，紀律與士氣是

否比以往進步，各級官長精神團結

否，弟對各級官長有否切實考察，

能卻實掌握否，皆望詳報。又快速

部隊平時駐地應極端秘密，其行動

應特別迅速，故平時不可常用，只

能又之於重要戰場之決戰，或追擊

88 師 

 

馬師恭為黃埔一期，後當

選國大代表，來台於民國

62 年病逝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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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之出敵不意或攻敵不備以速

戰速決為要旨，希切實研究為要。」

2馬師恭於 3 月 3 日回報，除一一

八旅尚未歸建外其餘連長以上經

過個別考核，均係軍校出身能力甚

佳，第三快速縱隊各兵種仍待加強

整訓。 

2/3 458-459 電第五軍軍長李彌曰：「各地部隊

近日補訓有否進步，各將領生活與

精神有否革新，各部隊風紀以何部

隊為 好，望嚴察查報，使之能相

互競賽，日起有功。今後國軍必須

各級主將以身作率，以志節督勉，

以廉恥律己，使所部官兵人人能消

滅共匪，完成革命為己任。煙台市

內經濟情形如何， 近煤料有否增

進，機場構築程度如何，能否降

機。龍口已解凍否，務希儘量徵集

膠東壯丁，多組地方自衛團隊與強

購糧食不為共匪所用，所需經費准

實報實銷，如有便船望來京面報，

俾得詳談一切，務期積極整訓籌備

一切為要。」 

李彌在煙台 

2/4 462-463 電參謀總長陳誠轉第六十軍軍長

曾澤生、吉林省主席梁華盛、新七

軍軍長李鴻曰：「弟等在瀋陽集會

諒已完畢，務希速返防地，積極整

訓所部鞏固邊防，吉、長、瀋陽，

務須確保，當此陸上交通斷絕之

時，軍民心理必受孤懸無援之影

響，寄望弟等愷切轉達以下之意：

中必為我軍將士負責盡職，期在

東北總攻 

 

 

                                                       
2  「蔣中正致馬師恭電」（民國37年2月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32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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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間內恢復陸上交通，一面準備

空運力量，總使我軍品接濟可源源

不絕也。盼弟等以身作率，激勵軍

民團結一致，保衛國土，誓滅共

匪，完成職守，以表現我民族百折

不回之人格與革命再接再厲之精

神，達成神聖之使命，庶不愧為總

理革命之信徒，是為至要。近日吉

長匪情與軍民精神如何，盼詳復。」

2/5 475-476 指示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曰：

「近日各部準備如何，甚念，錦州

附近戰況究竟如何，如工事強固守

備如虞，則我在瀋陽出擊各軍，總

須充分準備謀定後動。一面積極整

訓鼓勵士氣，一面專習陸空軍作戰

聯合動作，務其計出萬全，使能一

股殲匪也。瀋陽軍民糧食可維持幾

時，遼西解凍時期尚有幾日，各軍

將領精神如何，皆盼用書面飛報。」

 

2/12 556-557 指示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曰：

「據報 8 日瀋陽南莫子山一帶，我

首軍被少數匪軍竄擾，文師長禮

（第七十九師）未奉命擅自攜帶電

話機逃避瀋陽，以致其部隊混亂撤

退，而其本人至佳未始在瀋出現

云，如果屬實應即將該師長文禮交

軍法審判後，立即槍決，以昭炯

戒。」 

 

2/13  指示第三十一軍軍長廖慷曰：「近

日訓練情形及官兵精神如何，湯副

總司令與美顧問團已來臺檢閱情

形，劉師長事已查有頭緒，惟全部

案情未明以前，暫勿對外宣露為

要。」 

廖慷出身黃埔三期 

廖慷 6 月 15 日回函，本

軍機槍及迫砲軍為 33 年

東所發，多已不堪射擊，

每連完整精確之步槍只

有五至十支，機槍及迫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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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損廢，通信器材騾馬

多未發給。 

2/13 564 指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蔣經

國曰：「據報前二○五師師長劉樹

勳其離臺時攜去國幣 37 億元，另

由銀行匯滬 35 億元等情，除密飭

保密局會同四聯總處派員赴申密

查此匯款銀行與該款存放行莊，聞

劉尚在滬，希即赴滬會同宣司令鐵

吾，設法將劉緝捕為要。」 

36 年 12 月 10 日蔣經國

電劉樹勳：「據報二○五

師福利委員會在香港廣

州上海一帶經營商業公

私不分等情殊易養成軍

官不良習慣希即查辦並

復」檔號：

002-080200-00637-071 

(四)東北剿匪總司令部 

1/15  指示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曰：「東北

決在行轅指導之下，設立東北剿匪總

司令，內定以衛俊如（立煌）兄任斯

職，但未發表以前勿洩，供陳總長以

專心養病，以期速痊。望兄能與俊如

密切合作，協同一致，迅奏膚功也。

新三十二師收容情形如何，李師長（銘

鼎）遺屍有否下落，甚念。」 

彭傑如說張羣、顧祝

同力薦衛立煌任此

職，譚祥登門請託，

但衛立煌固守瀋陽，

大陸學者認是拖住國

軍數十萬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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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 

日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4 53 京滬每石米價已漲至一百十五萬元以

上，能不警惕。 
上星期反省錄 

1/4 63-64 在京蒙、藏及邊疆各地來京青年學

生，多因家庭接濟困難，生活極苦，

應予設法救濟。 

 

1/9 104-106 下午舉行第十九次國務會議，先生親

自主持，會中通過文武職人員俸給計

算辦法，對公務員計薪方式有重大變

更。記曰：「到國防會議，總預算案暨

文武職人員俸給案皆通過。惟省縣市

自治通則案，以季陶發表意見；此案

關乎國家治亂強弱，甚至生死存亡所

關之根本問題，以中國各省縣之人口

財富與教育文化水準之不平，如輕率

決定通則，必貽後患，故慎重其事，

再付審查也。」 

公務員計薪之新公

式 
俸點 31 點以上打 1
折 
 
37 年 1-3 月薪水 
簡任 2 級 直轄市局

長 
640 俸點，打折後 91
俸點 
91×
85000=7,735,000 元 
委任 16 級 55 俸點，

打折後 32.5 俸點 
32.5×
85000=2,762,500 元 

1/12 127 指示上海市長吳國楨、上海市警察局

長宣鐵吾曰：「前令封閉所有共黨在上

海開設之書店，已否遵辦，希即具辦。」

不發證比查封書店

來得多 

1/12  指示南京市長沈怡、首都衛戍司令張

鎮：「首都自衛隊之組織，目前辦理情

形如何，京市黨政軍各機關內，及齡

員工亦應參加自衛組織，其組織辦法

希會同各有關機關，洽商辦理為要。」

在上海保衛團由來

已久，例如閘北的金

九林，保衛團似乎仍

帶有個人或幫會色

彩 

1/22 311 1 月 21 日至 23 日為行憲後首屆立法

委員投票日，先生偕同夫人於下午赴

南京第一區大行宮小學投票所進行投

票，並與南京市長沈怡有短暫交談。

記曰：「往投立法委員選舉票（劉蘅

靜）」 

劉蘅靜為北京女子

師範大學，歷任上海

江西等黨部委員，後

為參政員，第一屆立

委選舉當選南京市

市，順利當選，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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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於民國 68 年 8
月 8 日過世。 

1/22 323 綏靖區域內之行政應採用黨、政、軍

一元化制度，以當地 高行政長官做

為行政之領導，舉凡區內壯丁之徵用

治訓，以及糧秣登記管理，屯儲或分

藏等辦法，均應由其主持調度，以利

剿務，但應嚴防負責之人藉權舞弊，

當地補給機關負責執行，而由當地高

級司令部新聞處，調遣人民服務隊員

實施調查登記與監督之，希即照此研

擬具體方案呈核。   

綏靖區研究 
綏靖區土地問題研

究，要求綏靖區的土

地若是非法取得，由

政府收回，發給農民

但執行成效不能確

知。 

1/26 353 手諭文官長吳鼎昌曰：「新民報不斷捏

造匪情，謊報戰況，甚至毫無影響，

絕無匪情之區域，而該報特假造專

電，偽報戰事，即如今日該報標題『宜

昌之危即解除』之報導，實為共匪有

意捏造事實，動搖人心之慣技。該報

屢次捏造此種報導，屢次警告仍不改

正，應查照新聞取締法，即令停刊，

以免共匪利用為要。希即照此次稿交

內政部，一面辦理手續，一面令警察

廳先行執行可也。」 

新民報查封 
 
新民報為陈铭德邓季

惺夫婦所辦，據傅國湧

研究，新民報，至 37

年 6月因報導國軍空軍

炸死開封平民之後，始

被查封而停刊。 

1/31 425 黨政軍各種舞弊貪婪、怯懦悲觀等之

弱點，逐漸暴露，而且層出不窮，而

其一般失敗亡國之心理亦日漸表現，

殊堪駭異，尤其東北將領之精神一片

絕望悲歎之消息，更足戒懼。然另一

方面觀之，此種弱點破綻之暴露與發

現，乃於我有益。只要其能發見危險，

而能及時補救，努力不懈，則未始非

轉危為安之機也。 

上月反省錄 
 
人心浮動之象 

 426 政治與經濟。本年度上半年之總預

算，出入相抵雖差百分之四十，然已

難得矣。公教人員生活費之調整，雖

有增加，然物價上漲，石米已逾一百

六十萬元之價，與去年此時相比已增

上月反省錄 
注意 1-3 月薪水有 3
個月未調整造成購

買力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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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倍以上，憂悶愁鬱。軍事以外，

以經濟更足傷人腦筋，茫茫前途，不

知所止。 

 427 本月環境愈惡，時局愈危，內部各種

破綻與弱點亦愈顯露，尤其是舊日政

敵與降將皆表現其背叛離異之言行。

余則一以勤慎自持，以信道自修，故

對軍事之督導與國防部務之整理，勘

建班與視察組、軍訓團之督訓組織不

遺餘力，亦可說本月實為 苦 忙之

一月。嚴督痛責，心神交瘁，人以為

余急躁不耐，而余惟知盡其在我而已。

上月反省錄 

2/1  民國 36 年 12 月首都警察廳長韓文煥

被控剋扣警校學警及各警局警員薪

餉，及涉及警員制服舞弊案等。3先生

是日指示軍法局：「前警察廳韓廳長查

辦案，未何至今尚未呈報，希即催報，

限十日內呈覆。」 

警官與警士薪水差

異甚大，警察是否也

如軍隊一般出現主

管剋扣薪水及裝備

問題 

2/1 438-439 記曰：「卅七年匆匆已過一月，光陰如

箭，事業日艱，經濟困窘，社會不安，

一般幹部心理已完全動搖，信心喪失

已盡，對領袖之輕藐雖未形於外，實

已動搖於中，一生事業皆以幹部無組

織、無定力，所以不能完成也。惟今

日之險狀，余以為不如十五、六年及

二十、廿一年之甚，更不能比卅三年

七、八月間絕望之時也，惟竭盡人事，

聽之於天父之使命而已。」 

幹部信心已失？ 

2/6 484-485 記曰：「心理作用之影響，比之於物質

之作用更大，近來一般文人公教職

員，對共匪心理害怕，幾乎有風聲鶴

唳、草木皆兵之象。二十年來人心之

動搖、社會之恐慌未有如今日甚者。

可怪者，並無其共匪蹤跡之地，而

曰匪徒潛伏已久，尤其如宜昌、沙市

要埠，殘匪在數百里以外竄擾，而曰

公務員只關心調薪

與否不關心戰局 

                                                       
3  「俞濟時呈蔣中正」（民國36年11月25日）， 《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3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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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已被匪徒包圍，乃知謠諑宣傳之

效用，幾乎超過軍事制勝者不止倍

屣，共匪竟挾此伎倆以威脅一切，應

切實研究對策以制之。」 

2/8 526-527 先生是日與行政院長張羣討論各項要

政後記曰：「岳軍(張羣)來談，其對於

大局注重各點：甲、行憲前對行憲後

制度之牽制不通，行政與立法院之關

係，以及本黨派別之複雜不能統制。

乙、目前本黨副總統競選之激烈。丙、

國大是否修改憲法問題。丁、軍事、

經濟之前途與人心之動搖。戊、彼決

不再任行政院長。余明告以：一、軍

事絕對有把握。二經濟奇窘，決不能

使我政府崩潰，余已作 後之準備。

三、本黨派別平時不必過於統制，若

到 後，則可使必歸一致無疑。四、

須知吾人始終立於革命地位，中華民

國今日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之有否

實力，而全在於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

何，只要余能生存一日，則必能保障

國家之生存。至於憲法與行憲問題，

亦只有應因時宜，以革命手段斷然處

置。對經濟問題亦復如是。一到 後

關頭，只有以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行

之，不必為將來與目前之現狀深慮

也。」 

張羣對行政院長一

職態度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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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軍事方面的補充 
 

一、整體的局勢 

(一)整體兵力之概況： 

   1948 年 1 月，解放軍 223 萬人，野戰軍 40 個縱隊，106 萬人，

全軍有長短槍 64 萬支，機槍 6.4 萬挺，火炮 9338 門。1948 年 2 月，

國軍總兵力 365 萬人，其中正規軍 104 個整編師，279 個旅，181 萬

人，比去年雖增加了番號與人數，但整體戰鬥力並未增強，29 個旅

番號是空的，其餘 250 個旅，有 132 個旅被解放軍殲滅過，或者是

由新兵或地方部隊升級而成的。但是國民黨軍隊在武器裝備方面，

尤其是火炮坦克及空軍，海軍方面仍占明顯優勢。劉統，《中國的

1948 年》，頁 82。 

 

(二)《觀察》雜誌的描述：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6 月，國軍所獲得的的面積，到 1947 年

底，除了少數幾個大據點，差不多又完全被共軍拿回去了，到現在

沂蒙山區還有共軍，膠濟線依然不通，延安雖還在國軍控制下，但

中共中央並沒有離開陝北。至於東北共軍在一年的七次攻勢中，使

得鐵路中斷，工商破產，除了幾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大據點外，不但

是面沒有了，線也沒有了，國軍在東北所控制的面積，僅占正個東

北的百分之 6-7。〈從戰局看政局〉，《觀察》，卷 4 期 1。 

 

二、解放軍的方針 

我軍作戰方針，仍如過去所確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包括

一次打幾個旅的大規模殲滅性戰役在內，例如今年二月萊蕪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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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魯西南戰役），後打集中強大之敵。先取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

後取大城市。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和奪取地

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地方是殲敵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反

復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

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

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以求達到殲

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

擊他部敵軍。一方面，必須注意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

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上有勝利之把握。──

毛澤東，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1947 年 9 月 1 日) 

 

三、東北部分 

(一)東北剿總 

1948 年 1 月 17 日，國民政府特派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

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簡稱「東北剿總」）總司令。駐瀋陽，受國防部

及東北行轅指導。5 月 19 日，國民政府撤銷各地行轅。東北行轅之

職權與業務歸並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改稱東北

剿匪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 

 

1.  公主屯戰鬥 1 月 3 日到 7 日東北人民解放軍全殲新編第五軍 2

萬餘人，俘虜陳琳以下 13000 餘人，各式火砲 252 門。(頁 475) 

2. 新立屯 1 月 22 日到 26 日，新立屯位於阜新至瀋陽和彰武至大虎

山鐵路交界點上，是瀋陽以西重要據點，守軍為第 49 軍第 26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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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9000 餘人，已被第八縱隊圍困月餘，25 日第 1 第 8 縱對發動

總攻，僅 500 餘人捯逃至阜新。 

3. 彰武(1947 年 12 月 28 日由共軍攻陷)、公主屯、新立屯打開瀋陽

門戶，三地失守，瀋陽即陷危局。 

4.  遼陽位於瀋陽南部中長鐵線上，2 月 4 日共軍第 4、6 兩縱隊已

占領遼陽外圍據點，逼進城垣。2 月 6 日對城內發動攻擊，至同

日下午 3 時 30 分共軍全殲守軍萬餘人，師長謝代蒸副師長曹濟

民等 8000 餘人被俘。 

四、山東部分 

    1947 年 9 月 13 日萊陽被攻佔，守軍 5000 人僅 17 人逃出，共

軍傷亡 7000 餘人，12 月 6 日起范漢傑調整編 54 師、與第 6、8 師

等部共 8 個旅，企圖收復萊陽城，共軍第 9、第 13 縱隊正面迎擊，

第 7 縱隊由夏甸突擊國軍側翼，26 日整編 54 師傷亡 4000 餘人後撤

退至靈山，重占萊陽計畫失敗。萊陽戰役國軍損失 1.7 萬餘人，被

俘 7000 餘人。12 月 11 日整編 54 師北調葫蘆島，國府在在山東僅

控制青島、煙台、威海、蓬萊、龍口等孤立的據點。 

 

五、華北部分 

    1947 年 12 月 26 日蔣介石飛抵北平，12 月 6 日華北剿匪總司令

部成立，轄冀、晉、熱；察、綏五省，相對應的共軍的冀察晉軍區

於 1947 年年底亦有擴編，有 4 個縱隊、2 個地方縱隊，1 個砲兵旅，

共 12.9 萬人，另有地方軍 4.4 萬人， 

1947 年 12 月 27 日第 1-4 縱隊聯合地方縱隊，分別對平漢鐵路保定

到涿線，北寧路黃村到魏善莊，津浦鐵路靜海到唐官屯，平漢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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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到青龍橋，至 29 日共破壞鐵路 400 餘公里，攻克沿線城市，

使得北平東、西、南面鐵路完成癱瘓。 

(一)淶水戰役 

1 月 12 日傅作義派第 35 軍軍長魯英麟由保定乘汽車直奔淶水，

新編第 32 師被共軍第 3 縱隊圍於莊町村內，另一部 101 師為共軍第

1 縱隊阻擋於涿線以南地區，共軍之楊得志、羅瑞卿決定集中主力

將來援的第 35 軍主力包圍在莊町村，12 月 15 日第 35 軍向溫辛莊

撤退時，遭共軍第 1 縱隊第 1 旅伏擊，35 軍少將參謀長田世舉等 200

餘人被擊斃，共軍截獲滿載彈藥汽車 80 餘輛，美式榴彈砲 3 門。 

鐵路破擊和圍攻淶水從 1947 年 12 月 17 日到 1948 年 1 月 21

日結束，國軍共損失 1.4 萬餘人，大清河以北地區已在共軍控制之

下，重創傅作義起家的第 35 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

史》第 3 卷，(北市：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頁 216) 

 

六、中原地區 

大別山位於豫鄂皖交界 

三軍協力 

1.劉伯承、鄧小平 

2.粟裕、陳士榘 

3.陳賡、謝富治 

(一)  粟、陳兩軍在 2 月開始新的作戰，2、3、4 月內可舉行 3 次到

4 次大戰役，大規模殲滅敵人，即考有力的幫助劉、鄧。(二)劉、鄧

兩三個月內分遣堅持，多休息打小仗，待 3 萬新兵到手充實部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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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打中等規模之仗為有利。(三)3 個月內粟、陳兩軍的作戰原則是，

調動敵人打中等規模之殲滅戰，其機動範圍是鄭、洛、潼方向，南

陽、襄樊方向，信陽廣水方向，淮陽開封方向。(四)西北野戰區從 2

月 8 日以前從清澗以北開始向南前進。(五)山東兵團第 7、9 縱隊休

整完畢後，由膠濟線向蘇北出發。今後蘇北、蘇中可形成一重要戰

場威脅京滬。 

(二)  上述三軍聯合作戰與佈署，一是為了確保大別山根據地的確立

與鞏固，中原三軍實施聯合作戰，仍保持 1947 年 11 月間確立的格

局，內外線配合，二是劉、鄧大軍在大別山打內線，先分散打小仗，

根據敵情變化，逐漸集中兵力打中等規模之戰，三是粟裕、陳賡兩

軍在外線，密切協同配合劉、鄧大軍為作戰第一任務，其機動範圍

包括長江以北平漢路以西，秦嶺以南，仍打中等規模之戰。四是開

闢兩個新戰場，一是山東兵團以兩個縱隊下蘇北，同在那裡的 2 個

縱隊會合，形成蘇北戰場，一是西北野戰軍南下渭北，開闢渭河以

北，洛河以東戰場從兩翼配合中原戰場。毛澤東預計實施上述計畫，

可以將大別山的國軍調動一部向西、向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

解放戰爭史》第 3 卷，(北市：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頁 353) 

 

中共方面對大別山戰役的評價：1947年 8 月千里挺進大別山在解放

軍軍史上的評價很高；主要有幾方面：一，是解放戰爭轉守為攻的

起點；二，將戰火燒到了國統區；三，挺進大別山等於把刺刀插進

了敵人的心臟，可直接威懾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和長江重鎮武漢，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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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國民黨的大量軍隊。 

 

七、國軍步行移動速度不如解放軍 

現在匪的裝備雖遠不如國軍，但是他行動迅速，一天或一晚之

內，能步行一百到一百二十華里，而國軍則每天只能步行四十里，

兩天所走的距離還趕不上他一天。——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日

在 徐州快速縱隊檢討會議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2。 

 

八、國軍戰俘問題 

1946 年 7 月至 1948 年 7 月兩年內，由於解放區徹底完成土地

改革，大約 160 餘萬分得土地的農民參加了解放軍，他們是人民解

放軍的骨幹。長期戰爭的消耗，使得解放區擴兵接進或達到飽和點。

因此補充俘虜兵成為解放軍兵力的主要來源，戰爭頭兩年大約 80 萬

的國民黨俘虜兵，變成解放軍戰士，調轉鎗口打國民黨。(《中國人

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 3 卷，(北市：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

頁 612)。整個國共內戰時期，戰俘多達 485 萬 6 千餘人，王克勤運

動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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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文武職人員生活補助費分區支給表 

(1948 年 1 月至 3月適用) 
搭配事略稿本 1 月月 9 日 

本表亦見《申報》，民國 37 年 1 月 14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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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略稿本 72 冊》──民國 38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7 日 
黃克武 

4/30/20106 
（一） 勘亂下的外交與困境：對美外交，美援；香港九龍城紛爭下的中英關係；

緬甸獨立、北韓獨立 
（二） 行憲與第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 
（三） 家事、國事 
 

 

一、外交 

(一)緬甸獨立 

日

期 
頁碼 內容 日記 

1/4 44-45  本月 3 日，緬甸獨立。本日，先生致電緬

甸蕭恢塔(Sao Shwe Thaik)總統，慶賀緬甸

獨立，並表示中緬兩國境壤邇接，邦交素

睦，希望繼續合作，共為人類福利而戮力。
1記曰：「英國歸還緬甸政權，是固中國抗戰

之影響也。」 

本月英國歸還政權於緬甸，此

乃中國抗戰結果所得之影響

也。 

2/3 457 電賀錫蘭獨立。  

2/7 498 緬甸駐華大使宗敏登呈遞到任國書。公

曰：「緬甸獨立乃余生平之志願之一也。」

上午舉行緬甸大使呈遞國書

典禮，無任欣快，此為平生志

願之一，即緬甸獨立也。 
修牙後，召見美大使。晚課後

約宴黨政幹部，指導時局，說

明今年剿匪必勝之道。 

(二)北韓獨立 

日

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 〈蔣主席電賀緬獨立〉，《中央日報》(南京)，民國37年1月4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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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579 是日，北韓宣布成立「政府」。漢城美國

軍事當局認為顯係烷反莫斯科會議中美

蘇合作產生獨立韓國之協議。  

 

 

(三)關於美援及中美關係 

日

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1 20 記曰：「接美電，其國務部得允給我國武

器壹萬噸中，其步槍彈僅二千餘萬顆，以

我所需 急者，而彼給我 少，彼是仍扼

我之吭始終不改也，甚感美國之難以相

予，而又不能不佩英國駕馭美國技術之高

明莫測也。」 

十一時在國府團拜後與岳軍、雪

艇談對美外交，決派俞大維赴美

接洽借款等事。 

1/5 57-58 本月 1 日與行政院長張羣、外交部長王世

杰研討對美外交，曾有派交通部長俞大

維、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赴美接洽美援之

意。本日先生召見俞大維部長後記曰：「聽

取其與美國公使銜克拉克（Lewis Clarke）

談話經過，表示俞（大維）此次赴美只能

與其遠東司長(Walton W. Butterworth)為
對手談話，而馬歇爾不能接待之意。 可

駭異者為其提開闢南京與漢口為商埠，作

為此次援華借款之條件。其要求俞對其政

府提議須有確實答復之準備云。聞此痛憤

無已，何我受恥蒙辱、為美壓迫竟至於

此。」 
01 決定俞大維終止赴美。約見美國大使

司徒雷登 

召見俞大維部長，聽取其與美國

公使御克拉談話經過，表示俞此

次赴美只能與其遠東司長為對

手談話，而馬歇爾不能接待之

意。 可駭異者為其提開闢南京

與漢口為商埠，作為此次援華借

款之條件。其要求俞對其政府提

議須有確實答覆之準備云。聞此

痛憤無已，何我受恥蒙辱為美壓

迫靜止於此！ 

1/6 65-70 朝課後約見俞大維、王世杰部長研究對美

外交方針。 
鈞（顧維鈞）詢以該法案已准，而未撥之

餘款七千五百萬，雖未明白分配，但全案

言明為援助奧、華、法、義能否再提請議

院再酌播若干援華，彼答論理即可辦理，

但彼易常期援歐案已提出，不久長期援華

亦將提出，議院均欲研究該兩案，未必在

問 近通過之過渡援助案。(以援助款中加

撥專款助我改革幣制)需俟預算收支平衡

方能設法，我國情形遠不如歐，預算收支

相差甚鋸，無從穩定幣制，如能改革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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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物價高漲轉滯，使改革稅制增加稅

收，稍能收效。 

1/9 109 美國馬歇爾國務卿對蘇聯主張由“四

強”草擬對日和約，及對日和約中“四

強”影否決權，表示不能接受。 

 

1/16 228 晚宴美軍之西南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

（Charles M. Cooke, Jr.，1886-1970），及美

軍顧問團團長莫雷。 

為美艦隊司令柯克上將餞別。

1/22 309-310 
 
 
312-313 

華盛頓美援技術團貝祖詒呈報與美國務

院積極交涉美援情形。 

 
據報美國務院發表所謂「納粹文件」，其

中記載 1941（民國三十）年日本外相松岡

在柏林之談話，有「彼與蔣委員長取得聯

絡」之語。美國務院之用意甚明，以此加

公以「納粹」罪名也。公初據報，以為不

值置辯，繼思，美既正式發表此文，如不

否認，則世人將以為默認矣。公乃對外發

表聲明曰：「自民國十六年（1927 年）國

民政府成立起來，並未與松岡晤見，且自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 抗戰以來，並

未接見任何日人。可知松岡之此種談話純

係卑劣之謊言」。公並誌感曰：「人心險惡

已極，美國國務院完全為共党所操縱，必

欲置余于死地，非使中國赤化與受美俄所

統制而不甘心。彼在用盡百般陰謀無計可

施之後，發表此文件，余在此只覺心神安

定，毫不為動，亦未有憤恨之意，此或為

養氣功夫之進步呼」。   

得 報 美 國 務 院 發 表 松 岡 洋 右

1941 年在柏林談話錄，稱「彼

與蔣委員長取得聯絡」云，余即

否認此事。 

1/23   雪恥：人心險惡已極，美國國務

部完全為其共黨所操縱，必將置

余於死地，非使中國赤化與受美

俄所統制而不甘心。彼在用盡其

百般陰謀無計可施之後，竟發表

其所謂納粹秘密檔，1941 年日

本外相松岡談話錄中“彼與蔣

委員長取得聯絡”一語，欲假我

以納粹之罪名，余始見此乃置之

一笑，以為必不值置辯。繼乃思

美既正式發表此文，如不否認則

將以余為默認。乃即聲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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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七 年 國 民 政 府 成 立 以

來，並未與松岡唔見，且自一九

三七年抗戰以後並未和任何日

人相見，可知此種談話實為一卑

劣之謊話也。」余對此只覺心神

安定，毫不為動，亦未有憤恨之

意。此或養氣之工夫進步乎。昨

晚約宴國防部高級將領，並指示

工作與業務，落後腐敗之程度至

此殊所不料，期其所自覺痛改

也。 

1/26 357 記曰：「外國恨我、侮我、毀我、反我，

尤其是美國馬派之帝國主義者，必欲害

我、倒我，非得而甘心不可之勢燄，雖使

我事業益艱，處境日蹙，但此心益安，此

志彌堅，深信此乃我人格品德高深之反

影。如我能屹立自強，不忮不求，則彼將

如我何耶。」 

雪恥：外國恨我、侮我、毀我、

反我，尤其是美國馬派之帝國主

義者必欲害我、倒我，非得而甘

心不可之勢焰，雖使我事業益

艱，處境日蹙，但此心益安，此

志彌堅，深信此乃我人格品德高

深之反影。如我能屹立自強，不

忮不求，則彼將如我何耶？ 

1/27 362 皮宗敢呈稱：美國國務院似不願給予代表

團團長巴大維將軍以明確有效助我之指

令，故巴氏來華後似不能發生何種作用，

巴氏 22 日起程飛華，此間各事甚難推動，

好由俞大維部長來美一行，主持軍事、

經濟談判，先電馬氏，請其指定專人與俞

(大維)商洽，囑其務必呈報，並盼其能實

現。 

 

1/28 373 我方提出詳細備忘錄，申述我對援助之希

望，根據前提四年計畫，現所認為急要者

計(一) 近三月臨時救濟 6000 萬元，嗣後

十五個月援助，計國際收支差額，4 億 6900
萬元，交通器材 1 億 900 萬元工礦器材

8500 萬元。貨幣平衡基金援助 2 億 5000
萬元，，我勉湊同數，美專家允研究，餘

無表示，據哈佛立克言，援華案大綱，國

務院已送經濟顧問委員會，但馬卿訓令不

准對外發表，故我約雖屢次催詢，無法見

告。 

 

1/30 396-397 
415 

午約見張群院長、翁文灝委員長、俞大維

部長，研究美援借款用途及增產計劃。 公

曰：「美政府以我計劃不詳相責難，此實

下午約岳軍、詠霓、大維等商談

借款詳細用途及增產計畫。其實

美政府故意刁難，乃以我計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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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則毫無誠意，亦由於我軍事挫折，故無

意助我建設耳」。  
晚宴美軍顧問團長巴大維中將。 

詳相責難。其實則彼無誠意也，

但亦由我軍事挫折，故彼美無意

助我建設耳。 

1/31 426 美國外交侮辱逼迫日甚一日，而以本月拒

絕我代表俞大維赴美之舉 為可惡。對我

軍事經濟，其真袖手不顧，且加嗤笑漫

駡，實難能忍受。但其議會與社會正人亦

不少予我以同情，與為我竭力設法援助

也。俄國再三試探調解共匪問題，以余置

之不理，彼乃惱羞成怒，一面在東北挾匪

以自重，一面要求我受其範圍以反美，而

美誠昧不自覺，總有一日自食其報乎。 

上月反省錄 

美 國 外 交 侮 辱 逼 迫 日 甚 一

日，而以本月拒絕我代表俞大

維赴美之舉 為可惡。對我軍

事經濟，其真袖手不顧，且加

嗤笑謾駡，實難能忍受。但其

議會與社會正人亦不少，予我

以同情，為我竭力設法援助

也。俄國再三試探調解共匪問

題，以余置之不理，彼乃惱羞

成怒，一面在東北挾匪以自

重，一面要求我受其範圍以反

美，而美誠昧不自覺，總有一

日自食其報乎。 

2/7 508 約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上星期反省錄 
美國援華已定五億七千萬美金

之數字，此心未有所動也。 

2/9 531-532 華盛頓皮宗敢丑佳電呈報：魏德邁對援華

款項主張已力始達五百億美元。該款項之

管理似可先表示聘用美顧問以免美方提

出時，引起國際間發生美國干政之誤解。

美軍方援華數字，本祇擬提二、三億元，

後魏氏堅決向馬歇爾建議，至少需十億

元。結果折中提出五億數字，魏後遂謂彼

之援華主張遭遇阻礙已與美政府有關各

部及議會方面，均須疏通，希望此次貸款

成為事實，及我國能事為妥善計劃，善加

利用，切實收到成果。不然則徒加反對者

之口實，彼即欲協助，亦無以自圓其說，

爾後難再啟齒。又美方管理貸款用途事，

我方似可先向美政府表示，我建議聘任美

籍顧問，以免美方提出時國際批評干涉我

國國權。 

 

2/10 535 顧維鈞呈報：美國駐菲大使麥克拉鐵，下

月來滬視察援華，麥君在美國政治社會，

頗負聲望，屆時如主席在京似可約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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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538 美國援華已宣布五億七千美元之數字，此

心未有所動矣。 

已出現在 2/7 日記「上星期反省

錄」 

2/13 562-563 顧維鈞呈報：紐約州長杜威表示，在遠東

方面，美政府與史達林與訂力有損中國之

秘密協定，使蘇聯能獨占東北華北，美現

行政策應予推翻，美國現行政策已將中歐

二千萬人擲於蘇聯鐵幕之下，且將中國四

萬萬人送入同一掌握。參議員達夫脫謂吾

人咸知蔣委員長為遠東 偉大之愛國志

士，亦係美國 好之友人，現美國親共份

子對蔣委員長百般指責，但蔣委員長實系

阻止共產主義蔓延之唯一希望，……但吾

人決可仿希臘之先例，予中國政府以軍械

及彈藥，閉可在東北抵抗共軍，以美國和

平而論遠東較歐洲尤為重要，吾人若於歐

洲耗費數千億元，希以抵禦共產，而同時

諾許共黨掌握太平洋西岸，則一切努力均

將虛擲。 

 

2/14 566-567 華盛頓美援技術團貝祖詒 26 號電呈報：

美專家華克稱美六千萬臨時援助計劃，如

提交國會，討論程序與此費時間，不較援

華案為少。……援華案授權法通過及在預

算未經確定以後應先由 RFC 墊援若干款

項之規定。此僅乃華克飛正式意見，能否

成功，尚無把握，但既稱極有價值，擬即

照此意進行。如何請電示。 

 

2/17 580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美援技術團貝祖詒呈

報：美國經濟援我五億七千萬美元案，日

內即可向國人提出。一俟通過，即先由美

國復興銀公司墊付一億五千萬美元以應

急需。 

 

(三)九龍城事件與中英關係 

日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5 058 是日，香港警察拆除九龍城民居，並逮捕居民

代表二人。 
英國外交部拒絕蘇聯主張由四國外長單獨對

日和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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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99 外交部為九龍城港警拆屋逮捕事向英國大使

館提出書面抗議，並要求釋放被逮捕居民代表

及安置受損居民。 

 

1/15 206 是日，南京政治大學等大、中學校等單位，為

抗議港警暴行，發動護？運動，組織師生請願

團赴外交部及行政院請願。滬、津多大學學生

亦組會，請外交當局採取強硬手段。 

雪恥：二、政治大學為

九龍事件有少數學生竟

擅自遊行請願，不遵校

令，本党幹部之無能失

職殊為痛苦。 

1/16 227-
228 

本日，先生記曰：「廣州群眾為九龍案遊

行，燒毀英國領館與商店，此乃共匪使中

國回復到庚子年拳匪之亂，使國家重陷於

萬劫不復之陰謀。茫茫前途未知如何能消

除此殷憂，惟有盡其人事聽之於天而已。」

上午 11 時，粵穗各界對九龍城事件外交後

援會，假中山紀念堂舉行大會，舉行示威

遊行。當隊伍到英領館時，高呼口號，繼

而派代表欲入內面見英領事，英領事早以

碧往他處，故未能獲晤，不知如何領館內

竟引起衝突，候在外面之隊伍更為洶湧，

為民眾一擁而入，將館內搗亂後情形開始

混亂，憲警當時以人少關係，情勢發展已

無法制止，遂集中人員，將館內英人保護

至沙面警察分局，門外之民眾一見英人，

四面喊打，……有若干歹人，乘情勢混亂

入內，旋領事館及其隔鄰英新聞處發生火

警，適遇大風火勢迅速蔓延，拘獲乘機縱

火之歹人五十餘人，身上攜有短槍者頗

多，現尚在嚴訊中。 

補充資料：梁炳華，

〈中英就九龍城寨治

權之交涉〉，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

博士論文，1993。 
 
參見附錄二 

1/17 241 口授陳布雷委買廣州英領館被焚事件，告

民眾書之大意。 
本日為廣州暴動案，

口授布雷擬告誡民眾

書大要，而布雷不敢

著筆。上海亦有學生

包圍英國領館示威運

動。本黨組織無力，

領導無方，反為共党

反動所利用，痛心盍

極。 
1/18 248 公自記一週反省錄：四、桂系攜貳，九龍問

題擴大，皆足顧慮。然其並不能危害國家

也。 

 

1/28 374- 英國政府仍認為此種討論在進行中，並希 英國政府認為拆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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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望於期間能以其觀感轉達中國政府，中國

政府對南京英使之建議，亦通知港督，藉

使港督以此種建議為懷。英政府對香港政

府，對有危大眾居民而下令拆屋一事，有

其理由並認為，對遷移棚戶之辦法，亦甚

體貼與維持法律及秩序及善良行政相符。

英政府認為如果香港政府，因管轄權問題

而不在九龍城採取此種有利大眾居民之行

政措置，乃一大錯事，英政府早指出此屬

必要，爭議中之管理權一事，應分別討論，

如貴使能將上述事實轉告貴國政府，並請

將此種事實公諸中國人民之前，則本人深

信必能發現一個圓滿解決辦法。 

戶是治安與衛生問題

與管轄權無關。 

 

二、正副總統選舉——李宗仁競選 
日期 頁碼 內容 日記 

1/8 098 是日，北平行轅李宗仁主任宣布競選副總

統。 
 

1/15 206 公今日記事曰：「李宗仁自動競選副總

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余因此引為

無上佳音。只要能有人能負責接替重任，

余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國人皆能安心

服務，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變則幸矣。」

雪恥：李宗仁自動競選副

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

統，其用心可知，但余反

因此而自慰，引為無上之

佳音，只要能有人願負責

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協助

其成功。勿使我人民與部

下皆能安心服務，而不為

共 匪 乘 機 擴 大 叛 亂 則 幸

矣。 

2/2   注意：一、對李德鄰競選

副 總 統 事 之 開 誠 說 明 意

見。 

 

2/4 454 考慮：一、對李德鄰競選副總統之開誠

明。 

 

2/8 528 先生自南京至於廬山牯嶺，行前接見國防

部長白崇禧，研究軍事、政治問題。記曰：

「會見健生（白崇禧）部長，討論軍事與

政治問題，屬其轉告德鄰勿再對競選副總

統作宣傳，勿予共匪以可乘之隙，自削其

岳軍來談對於大局注重各

點：乙、目前本党副總統

競選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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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共之形勢與力量也。」 
 

三、蔣個人心情與生活記述及人際往絡【刪紅線是其刪去文字；刪藍線

是不錄的日記原文，而紅字是添加、修改之文字】 
 
日期 頁碼 內容 日記 

1/1 020  晚課後公觀賞影片。 上月反省錄 

黨政軍各種舞弊貪婪怯懦悲觀

等之弱點逐漸暴露，而且層出

不窮，而其一般失敗亡國之心

理亦日漸表現，殊堪駭異，尤

其東北將領之精神一片絕望悲

歎之消息，更足戒懼。然另一

方面觀之，此種弱點破綻之暴

露與發現，乃于我有益。只要

其能發現危險而能及時補救，

努力不懈，則未始非轉危為安

之機也。 

 

雪恥：本日天朗氣清、惠風和

暢，心神亦較舒適平淡，此乃

本年勝利成功之預兆也。 

昨夜十二時就寢後，今晨一時

三刻又起床，夫妻並向天父禱

告後再睡。七時前起床朝課。

十時謁陵。九時在國防部團拜

致詞。十二時與妻車游蔣山北

麓，經麒麟門、仙鶴門、太平

門回寓午餐。下午記昨日事

畢，與妻車游湯山至孟塘而

回。……晚課畢用餐後觀影

片。美國電影之進步誠惟妙惟

肖矣。二十三時記事。接美電

其國務部得允給我國武器一萬

噸中，其步槍彈僅二千余萬

顆，此我所需 急者，而彼給

我 少，彼馬仍扼我之吭，始

終不改也。甚感美國之難以相

予而又不能不佩英國駕馭美國

技術之高明莫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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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30 晡，與妻車游下關，以市容有進步為慰。 又閱美國各報輿論消息，侮華

污辱，殊難忍受，可痛之至。

晡與妻車游下關，視察市容，

日有進步，晚課後用餐。 

1/3 043 晚課後召見台灣省魏道明主席，詢及台灣

財政、經濟問題。 

上星期反省錄 

五、元旦告書對共匪之罪惡

與陰謀揭露認為 重要之文

字，非此不能使國民警覺匪患

之深重也。 

六、京滬每石米價已漲至

一百十五萬元以上，能不警

惕。 

七、美國對我之侮辱，其

國防部受共匪與史迪威之遺

毒，至今非特未減而且有加無

已，實為終身難忘之恥辱。 

八、信心益堅，自修不

懈，所恃無恐者惟此而已。 

1/4 044 夫人謂公曰「今日為星期日，君應可多休

息一時，稍節勞力，君尚不自知鬢髮盡白

乎？長此操勞，精力何以為繼。」 

 

朝課後審閱戰局。 

雪恥：以科學方法以力行哲學

即革命精神保衛國家獨立，解

除人民痛苦，保障民族固有文

化與倫理，發揚中華光榮傳統

歷史與傳統德性為訓練之宗

旨。 

六時半起床，妻言星期日應可

多眠一時，稍節勞力，你尚不

知自鬚已全白乎，長此操勞，

精力何以為繼。余聞之只有彼

此憐惜，互道「但願上帝保

佑」，另亦無他言可慰也。 

今晨初醒即對此事研究，不敢

安眠也。召見公權談借款與整

理幣制計畫後，與妻車游湯

山。回寓審閱戰報。 

上星期反省錄 

 

1/5 054 於中央黨部主持總理紀念週。指示黨務成

就為一完成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另一為

完成黨團統一。 

今年需完成黨員總燈記。力求健全，並主

張「新」、「訴」、「實」精神。 

援華借款之條件……沉痛挹鬱

中出外散步，兼閱地圖消遣，

勿使悶損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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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59、076 研究作戰 

主持會報 

宴于斌主教 

接見囬教朝聖團 

子丑禱告時請求天父指示，對

美可否決絕表示，連叩三次

者，皆示為不可。照常理決策，

以為對頑固不靈之政敵，有詞

可藉，有機可乘，非予以當頭

一棒，使之有所覺悟不可，而

神則再三示為不可。過後半日

乃發現余自主觀太強，思慮錯

誤處之發現，始信知幾惟神，

非人所能想及，自後諸事益不

敢自是，皆應以神之指示為決

定矣。 

1/7 092 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以馮玉

祥在美發表荒謬言論、詆毀政府，違反黨

紀，通過開除馮玉祥黨籍。 

晚課後與妻對弈二局，及聽取

保密局貪污案報告，其誠駭人

聽聞，可痛。 

1/8 098 研究東北戰局，策完方案。 得辭修電乃知公主屯附近兩師

已被匪消滅，情勢果甚危迫

也，不勝焦慮，但亦惟有默禱

天父之保佑而已。十時到勘建

班訓話點名，回寓醫牙。 

晚餐後與妻游陵園即回，晚課

後記事，今日甚覺疲乏也。 

1/9 108 瀋陽之危未解，公決意赴瀋陽督導焉。 下午到軍官團第五期畢業禮，

訓話一小時半，頗覺疲勞，回

寓休息。批閱。晚課。審閱戰

報，補召訓練會議人員到勵志

社宴會。後與妻車逰下關。回

寓入浴後接閱辭修電，乃知瀋

陽之圍尚未解除，準備困守，

其氣似餒，故決心明日飛瀋視

察。 

1/10 116 公自記一週反省錄 

一、政治事只有利害而無是非，更無道

義。如為政敵尤其是叛徒降服後及予以寬

大收容，在我勢強力大、政局穩定健全

時，則服從無事，萬一動盪，其態度與行

動立變為對敵。攜貳離叛之心，決不因道

義寬大而為之徹底感召也。觀乎 近馮

（玉祥）、李（濟琛）之遺臭毀謗國外，

與桂系之擅自行動，更可證明，此乃畢生

之大教訓也。 

上星期反省錄 

三、政治事只有利害而無是

非，更無道義。如為政敵尤其

是叛徒降服後予以寬大收容，

在我勢強力大、政局穩定健全

時，則皆服從無事，萬一動盪

則其態度與行動立變為對敵。

其攜貳離叛之心，決不能因道

義寬大而為之徹底感召也。觀

乎 近馮李之遺臭國外，與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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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務院表示對我政府所派代表俞

大維之拒絕，可知馬歇爾對前參加三人小

組會議與其不睦者之仇恨，永不能解。其

量之狹小誠不出余妻之所料，而其對我政

府之侮辱更甚，殊堪痛心。 

東北公主屯陳林達軍又被匪消滅兩個

師，情勢更覺嚴重，乃于週末飛瀋陽實地

視察，當地軍政與組織情形與辭修之病態

殊堪憂慮。此行心神雖倍增悲戚，但獲益

亦多，若因此而能加以改善，未始非轉敗

為勝之道也。 

系之擅自行動，更可證明，此

乃畢生之大教訓也。 

四、美國務院表示對我政府所

派代表俞大維之拒絕，可知馬

歇爾對前參加三人小組會議與

其不睦者之仇恨，永不能解。

其量之狹小誠不出余妻之所

料，而其對我政府之侮辱更

甚，殊堪痛心。 

巡視瀋陽感想：行心神雖倍增

悲戚，但獲益亦多，若因此而

能加以改善，未始非轉敗為勝

之道也。 

1/11 119 今日東北氣候嚴寒而公子丑兩時禱告，均

如常舉行。 

雪恥：昨夜氣候雖寒，但子丑

禱告仍如常起床舉行，未敢或

息。 

十八時回京，妻迎之回家，倍

覺自慰。 

1/12 136 審閱戰報。 

公誌感曰：「近日因政治與人事關係，一

般心理與精神，皆為權利觀念而發生要脅

與背離現象。余雖不以為意，但終不能忘

憂，於是心神煩擾不安不專之象。加之東

北軍事緊急，與辭修又病態，更覺處理困

難。但對前途並不悲觀，深信上帝必能保

佑中華完成其所賦予我之使命也。」 

雪恥：近日內部因政治與人事

關係，一般心理與精神皆為權

利觀念而起要脅與背離之態

勢。余雖不以為意，但終不能

忘憂於是，心神有紛擾不專之

象。加之東北軍事嚴重，與辭

修病態，更覺處理困難，但對

前途並不悲觀，深信天父必能

保佑中華完成其所賦予我之使

命也。 

第三師長李楚瀛2來見，此人無

能失敗，甚悔用人之不加考察

而各主官不負責濫薦也。 

                                                       
2  李楚瀛（1905-1950）中將。名就，字自勖，廣東連縣人，黃埔軍校第1期、陸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2

期畢業。1948年任淞滬警備司令部副司令，1949年5月任廣東省第2區行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令，9月
任新編第9軍軍長，12月18日在廣東連縣被俘。1950年11月14日在廣東韶關被解放軍處決。「李楚

瀛」 ，《百度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69339.htm。（2016/04/26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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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41-143 竺培風為先生胞妹蔣瑞蓮與竺芝珊之

子，時任空軍中尉，12 日午間執行自西

安運送石油至徐州任務，途中機械故障，

墜機身亡。先生記曰：「竺甥培風昨日在

中牟上空，以發動機發生故障機墜死亡，

殊為悲慟。該甥性行皆非短命之象，不料

其如此慘死也。妻聞此驚惶不知所措，面

色慘白來告噩耗，余始不信以為真。及經

兒來言其屍已覓獲，乃知已證實無望矣。

此甥先慈鍾愛之如經兒，蓮妹惟出此一

子，如其尚在不知如何悲傷矣。」 

「得培甥噩耗，甚感人生之無常也。乃派

經兒前往上海經理喪事，安慰其家人焉。」

 

小字：竺君曾留學英國，在英幗箭橋大學

研習建築（見 1948 年 3 月 2 日《中央日

報》蔣緯國先生追述），得學士學位。抗

戰軍興，復赴匪徐習空軍轟炸。學成歸

國，任我空軍著功於轟炸武漢、黃河鐵橋

諸役，此次飛機發生故障，竺君原可棄機

跳傘，惟因圖使飛機迫降。乃不幸於距地

面二、三百公尺時，突告失火爆炸，竺君

竟以身殉。 

 
竺培風像 

 

 

雪恥：竺甥培風昨日在中牟上

空以發動機發生故障機墜死

亡，殊為悲慟。該甥性行皆非

短命之象，不料其如此慘死

也。妻聞此驚惶不知所措，面

色慘白來告噩耗。余始不信以

為真。及經兒來言其屍已覓

獲，乃知已證實無望矣。此甥

先慈鍾愛如經兒，蓮妹惟出此

一子，如其尚在不知如何悲傷

矣。 

1/14 190-191 李濟琛等偽「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代表

名單為：宋慶齡（1893-1981）、馮玉祥

（1882-1948）、李濟琛（1885-1959）、何

香凝（1878-1972）、譚平山（1886-1956）、

蔡 廷 鍇 （ 1892-1968 ）、 郭 春 濤

（1898-1950）、陳劭先（1886-1967）、李

章達（1890-1953）、朱學範（1905-1996）、

李 德 荃 〔 全 〕（ 1896-1972 ）、 陳 此 生

（1900-1981）、李民欣（1890-1955）、黃

精 一 、 何 公 敢 （ 1888-1977）、 朱 蘊 山

（1887-1981）、柳亞子（1887-1958）、鄧

初民（1898-1981）、張文（1887-1960）、

梅 龔 彬 （ 1900-1975 ）、 王 葆 真

（ 1880-1977 ）、 胡 宗 愚 、 曹 天 鐸

（1912-1970）、易禮容（1898-1997）、尹

時 中 、 桂 崇 清 、 馮 祝 義 、 鄭 坤 廉

（ 1909-1951 ， 張 炎 夫 人 ）、 吳 惟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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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72）、林翼民等一三一人。【生

卒年乃報告人補上】  

公曰：「多數將領均堪造就，故此心甚

安，而不覺其倦也」。 

 

 

 

 

 

餐後各別召見高級將領二十餘

人。自廿時起，廿三時後方完。

多數將領皆有可為，故此心甚

安而不覺其倦也。 

1/16 228 公誌感曰：「重慶高級機關與主管人員之

貪污索詐，不道德無廉恥之腐敗情形，聞

之色變，不勝悲痛之至。」  

重慶高級機關與主管官之貪污

索詐，不道德無廉恥之腐敗情

形，聞之色變，不知革命前途

究將如何結果，不勝悲痛之

至。 

1/17 241 公曰：「本黨組織無力，領導無方，反為

共匪反動與利用，痛心曷極」。  

上星期反省錄 

一、訓練會議如計召集，

完成人事，亦已確定，此乃根

本問題，如能切實進行，則剿

匪可轉敗為勝也。 

   三、近日心理多為讓賢選能

之準備， 好國民黨在國民大

會時交出政權，本人不加入競

選而提出推選國中無黨派之名

流為大總統。若果如願以償，

則余為國家、為軍事，必使軍

民不致因余退職而恐慌與動

搖，願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

任者。一俟軍民安定不致新舊

交接時間為匪所乘，則幸矣。

五、竺甥培風死亡乃為不測之

變，亦憂害中之悲劇也。 

1/18 246、248 

 

 

 

 

 

 

 

252 

朝課後長公子經國、次公子緯國自滬囬稟

為竺培風君治喪之經過，並報告上灣「党」

「囯」意見仍不能一致。   

唁國民政府張繼委員之喪。 

 

公自記一週反省錄：五、竺甥培風死亡，

乃為不測之變，亦憂患中之悲劇也。 

下午與夫人遊燕子磯。 

朝課後經緯兩兒自上海經紀培

甥喪事回報，不忍詳問其經過

情形，惟知其遺體原箱未曾

開，即將原箱置入棺內而已。

此種腐化之軍情與狡詐之奸匪

如果能不為匪所消滅，豈非上

帝佑華之神恩乎？思之寒心。

記事與上周反省錄。下午與妻

郊遊燕子磯與陵園。僅閱布雷

擬稿與審閱戰況，其他並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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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也。晚課後九時半即就寢。

1/19 270 

 

 

 

 

284-285 

公記事曰：「一、任匪繳械為無〔吾〕 人

大之恥辱；二、身有死，鎗不丟；三、

棄械為無〔吾〕人 大罪惡」。  

 

據報大公報胡霖對美大使司徒雷登表

示，上海各界領袖二十餘人主張由美國政

府主動使蔣主席下野，而由張群負責當

政，以期打開政局云。公曰：「胡本陰險

之政客，萬不料其卑劣無恥至此，是誠媚

外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然一般知識份子

與所謂名流，大都均以洋人為神聖，國事

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民族自信心之喪失

至此，若不積極奮鬥圖強，何以保種與立

國也，對於此種陰謀，惟有置之不理」。 

雪恥：一、提槍交匪為軍人

大之恥辱。二、身不死槍不丟。

三、棄械為軍人 大之罪惡。

 

感懷：一、大公報胡霖對美國

大使司徒雷登稱上海各界領袖

六十余人主張由美國政府主動

使蔣主席下野，由張群負責當

政，以期打開政局。胡本陰謀

之政客，萬不料卑劣無恥至

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

為何物。然一般智識分子與明

【名】流大部均以洋人為神

聖，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

移，民族自信心之喪失如此，

若不積極奮鬥圖強，何以保種

與立國也。對於此種陰謀惟有

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視之。

以余之責任及信心所在，不必

與之計較也。 

1/20 286 公昨晚記，人心卑劣陷溺，與時局艱難，

內外多故，變遷無常，有誰想像無能及

此，是以未能安眠，然今日仍治事為恆。

昨晚以人心卑劣陷溺與時局艱

難，內外多故變遷無常，乃有

非想像所能及者，故未得安

眠。但今日辦事精神如常。 

六時到美國軍醫院鑲制假牙。

1/21 305-306 入睡後頻以東北無將領之心理與態度不

能和洽與忠勇為慮。 

是日全國選舉立法委員。 

與妻車逰市區一匝。 

1/22 307 與張群院長研究本年度施政方針及党費

問題。 

國防部會議自覺過嚴，責備太

厲，以致部員畏懼，此非所宜。

前因部務鬆弛，舊習泄遝，諸

事多推諉腐敗，故以嚴制之，

此後乃可寬裕處之，使之能知

畏而自勉，不敢怠擴【慢】職

責可也。 

昨夜以東北各將領心理與態度

不能和洽與忠勇為慮，乃至未

能安眠。朝課後記事，十時到

戡亂建國訓練班訓話，點名考

察六七人。回寓與岳軍談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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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方針及黨費問題。下午修

正令稿二十通畢。往投之立法

委員選舉票（劉蘅靜）後回寓，

會客，鑲牙。 

1/24 341 下午，丁治磐司令呈報對付匪地方行政及

武裝組織之策。公謂其頗有見地，並曰：

「現在與匪鬥爭，乃在於制度、組織與研

究謀略，而決非單獨之軍事.力量也」。 

雪恥：昨日（廿三）朝課後記

事。到國務會議通過財政經濟

改革十條與救濟捐款辦法。對

九龍案決從速了結為主。對馬

來亞聯邦憲法，令華僑不必反

對，並參加競選其議員。以將

來華僑在該邦土生日加孳繁，

馬來語自無問題，決不能以此

限制華僑入籍也。下午清理積

案數十件，召見三人。再鑲假

牙。 

上星期反省錄 

一、近來軍事政治與外交經濟

環境之複雜艱難日甚一日，而

各種弊竇亦發現益多，誠有百

孔千瘡之感。但此心反而安

定，不如過去之焦慮。朝夕二

課默禱之終，時以“無聲無

臭、不憂不懼”二語自勵，以

一切成敗皆願以顯上帝旨意成

就為主也。 

憂患日深，恥辱更重，只有深

討匪部之內容及其優點所在而

一一分析之，以定我平亂之對

策，而其 重要者，厥為制度、

組織與研究之精神。今後應于

此三者作為剿匪 急之要務，

為我研究之物件。 

1/25 343 今日傲雪。氣候殊寒，入冬以來，公恆以

貧民之凍俄與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與

匪苦鬥惡戰，耐凍忍痛流血犧牲之慘狀為

念。並曰：「予若不努力精進，雪恥國強

以報答受受難為國為民之軍民，何以慰先

烈在天之靈，而無忝此生耶」。 

雪恥：入冬以來，每念窮民之

凍餓與前方官兵在冰地天雪中

之苦鬥惡戰，耐凍忍痛，流血

犧牲之慘狀，殊為之寢食不

安，若不努力精進，以期雪恥

圖強，以報答受苦受難為國為

我之軍民，其將何以見慰先烈

在天之靈而無忝所生耶。 

注意：一、如何防止將士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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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之決心戰死以求榮歸也。

記上周反省錄。批發親友年節

金。正午與妻車逰陵園觀雪

景，……本日工作寬緩心神亦

較恬淡，不如過去之緊張也。

以日來自覺太緊迫，故使之弛

松也。 

1/26 353、357 指示吳鼎昌文官長陳方政局長，《新民報》

不斷捏造匪情，而為共匪張目。履加警告

仍不改正，應照「新聞取締法」即日以停

刊。 

 晚公誌感曰：「外國帝國主義者之恨我、

侮我、毀我、反我、害我、倒我，雖使我

事業益艱，處境日蹙，但此心益安，此志

彌堅，深信此乃我人格品德高深之反影。

如我能屹立自強，不忮不求，則彼將如我

何耶。」  

考慮重編曾文正公家書目錄，分期別事俾

查考容易。以近來印本之分類摘要，反使

整個精神與全書體系割裂也。 

雪恥：外國恨我、侮我、毀我、

反我，尤其是美國馬派之帝國

主義者必欲害我、倒我，非得

而甘心不可之勢焰，雖使我事

業益艱，處境日蹙，但此心益

安，此志彌堅，深信此乃我人

格品德高深之反影。如我能屹

立自強，不忮不求，則彼將如

我何耶？ 

與妻車逰郊外。晡對羅澤闓等

指示剿匪戰術要旨。晚餐後與

妻對弈兩局。晚課畢記事。本

日重思編訂曾文正公家書目

錄，分期別事，使查考較易，

而近來各印本類摘要，反使整

個精神與全書體系割裂， 無

意義也。 

1/27 363-364 研究勦匪戰術。 

公以東北將領不睦驕傲怯懦自棄，而陳誠

兼主任亦處置乏術，彌以為憂。 

雪恥：剿匪勝負關係：一、匪

要拖延時間。二、匪在消極尋

隙。三、匪要擴大擾亂範圍。

四、匪要困我據點。五、匪要

斷我交通。六、匪要保持其各

區聯絡路線。七、匪要前方補

充。八、匪要就地給養。九、

匪要裹挾壯丁。十、匪要我經

濟崩潰。十一、匪要踞有山地。

十二、匪要坐大盤踞。十三、

匪要鞏固其佔領新地。十四、

匪無進攻大據點實力。【請注意

每條皆是匪，連 14 個匪】 

晡與妻車逰郊外。為軍紀廢

弛，尤以東北將領不睦，驕傲

與怯懦自棄，辭修處置無方，

更為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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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370 毛人鳳局長呈報美報論我軍在東北之後

撤，為蘇聯培育共匪兵力，及美國停止對

華軍援之結果，並呼籲馬歇爾應即對美國

會提出適當之對華軍事經濟援助計劃。 

朝課後，記事畢。遊覽庭園，

審閱戰報。 

晚課後約宴仿魯夫婦。與妻車

逰下關。回寓默禱後，十時半

就寢。 

1/29 394-395 聞前線官兵無菜、米、煤，僅以塩湯雜療

充饑。確否，希切實注意要使官兵能飽能

暖，不應顧惜經費。 

 

晡，至美國醫院鑲牙。公曰：「政府在財

經狀況窘迫之下，對美顧問招待之優，耗

費之大已竭盡此能。政府究能獲益幾何，

誠難言之矣」。 

 

 

 

六時到美國醫院鑲牙。我國對

美顧問招待之優，耗費之大，

在此財政經濟狀況之下，美國

不惟財政毫不援助，而其顧問

並無重要工作亦無補益，但又

不能拒絕，痛悔盍極。 

1/30 415 據報印度甘地被刺隕命。公曰：「甚望此

消息之不確也」。 

是日，共匪利用上海同濟大學學潮毆傷上

海市長吳國楨，上海市參議會、市商會電

請政府整頓學風。  

禱告畢與妻逰湯山，甚為東北

局勢重憂也。審閱戰報，處置

畢晚課後，為美國顧問餞別與

歡迎，用心甚苦也。餐後得印

度甘地被刺殞命之報，甚望此

消不確也。 

1/31 416、

425-428 

朝課後審閱戰報。 

電印度總理唁甘地之喪。 

公自記一月反省錄： 

上月反省錄 

一、黨政軍多種舞弊、貪婪、怯懦、悲觀

等弱點逐漸暴露，而且層出不窮，而其一

般失敗亡國之心理亦日漸表現，殊堪駭

異。尤其東北方面，將領之精神一片絕

望、悲歎之消息，更足戒懼。然另一方面

觀之，此種弱點、破綻之暴露與發現，乃

于我未嘗無益。只要能發現危險而能及時

補救，努力不懈，則未始非轉危為安之機

也。 

二、東北自公主屯失陷，陳林達軍長被俘

以後，一般將領怯懦怨懟，萎靡散漫表現

殆盡。主將帶病處置不當，一著失敗，全

局動搖。此為近日惟一險象，其敗局幾有

不可收拾之憂慮。衛立煌到任之後，未知

能否為之挽救也。惟有盡我人事而已。大

別山區進剿已有進步，為之略慰。華北戰

局，自魯英麐、李銘鼎二將殉職以後，雖

注意：經兒稱劉為章言，主席

今日無師傅、無朋友、亦無部

下，只有學生，所以幹部不

夠，革命事業不能有成，此言

應深切反省。為何部下而實無

干部無組織之謂也。可不戒慎

勉乎哉。 

上星期反省錄上海同濟大學學

生打吳國楨市長，共匪必欲借

學潮之名，以造成慘案。次日

上海舞女以反對禁舞令糾合千

人以上搗毀市政府之社會局，

法紀蕩然。此又共匪特使政府

喪失威信，貽笑中外之陰謀，

而我內部黨部與團部不睦，且

以為此為我內部之糾紛，甚至

有人信以為真，殊可怪也。 

上月反省錄 

黨政軍各種舞弊、貪婪、怯懦、

悲觀等之弱點逐漸暴露，而且

層出無窮，而其一般失敗亡國



19 

漸穩定無大影響，然人事顧慮尚多，人心

莫測，駕馭不易，又多我一番經驗矣。 

三、政治與經濟。本年度上半年之財政預

算雖極力撐持，出入雖差仍有百分之四

十，然已難得矣。公教人員生活費雖有增

加，然物價上漲，石米已逾一百六十萬元

之價，與去年此時相比已增至十倍以上，

憂悶愁鬱。軍事以外，以經濟 足傷人腦

筋，茫茫前途，不知所止。 

四、美國外交侮辱逼迫日甚一日，而以本

月拒絕我代表俞大維赴美之舉 為可

惡。對我軍事經濟，其真袖手不顧，且加

嗤笑謾駡，實難能忍受。但其議會與社會

人士亦仍予我不少，予我以同情，及為我

竭力設法援助也。俄國則再三試探調解共

匪問題，以余置之不理，彼乃惱羞成怒，

一面在東北挾匪以自重，一面脅制我受其

範圍以反美，並在外敵放敵謠言，謂俄國

正往中調解國共問題，以雖離間中美關

係，阻礙美國國會通過援華案，而美仍昧

不自覺耳，總有一日自食其報乎。 

五、本月環境愈壞，時局益危，內部各種

破綻與弱點亦愈顯露，尤其是舊日政敵與

降將皆表現其背叛離異之言行。余則一以

勤慎自持，以通道自修，對軍事之督導與

國防部務之整理，對勘建班與視察組軍訓

團之督訓組織，不遺餘力，亦可說本月實

為 苦 忙之一月。嚴督痛責，心神交

瘁，人以為余急躁不耐，而余惟知盡其在

我而已 

之心理亦日漸表現，殊堪駭

異。尤其東北將領之精神一片

絕望、悲歎之消息，更足戒懼。

然另一方面觀之，此種弱點破

綻之暴露與發現，乃于我有

益，只要其能發現危險而能及

時補救，努力不懈，則未始非

轉危為安之機也。 

2/1 434 朝課後與長公子經國談家事。 

 

 

晡，遊覽庭園。 

 

 

晚課後，公誌感曰：「三十七年匆匆已過

一月，光陰為箭，事業日艱，經濟困窘，

社會不安，一般幹部心理已完全動搖，信

心喪失。對領袖之輕藐，雖未形于外，實

已動搖中。一生事業皆以幹部無組織、無

雪恥：卅七年匆匆已過一月，

光陰如箭，事業日艱，經濟困

窘，社會不安，一般幹部心理

已完全動搖，信心喪失已盡，

對領袖之輕藐雖未形於外，實

已動搖於中。一生事業皆以幹

部無組織無定力，所以不能完

成也。惟今日之險狀，余以為

不如十五六年及二十、廿一年

之甚，更不能比卅三年七八月

間絕望之時也，惟竭盡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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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所以不能完成也。惟，今日之險狀，

余以為不為民國十五、六年及二十、二十

一」年之甚，及不能比民國三十三年七八

月間絕望之時也。惟有竭盡人事，聽之于

天父之使命而已」。  

聽之于天父之使命而已。 

 

2/2 454 囬寓與夫人在爐前閑談。公曰：「終日辛

勞，惟此畧得自慰也」。  

回寓休息，在爐前與妻偶談，

一樂也。終日辛苦，惟此半小

時略得自慰也。晚課後餐畢，

與天翼談話、觀劇，十一時回，

就寢。 

2/3 456 公誌感曰：「近日軍民心理動搖已極，無

人無地不表現其悲觀主義之情緒；可說其

對勦匪戡亂信心，以及對革命與國家之責

任心完全喪失，尤其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

存在。此種精神之影響，比之於共匪之暴

動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

重傷市長，舞女結隊搗毀市社會局，以及

申新紗之暴動，皆為共匪在我經濟中心搗

亂擾害社會，顛覆政府作有計劃之暴動，

雖情勢愈急，險象萬狀，惟余之信心，絕

未為共匪虛聲暴行所動搖自信，盡我人

事，不憂不懼，必能打破此一 大 後

之難關，而獲得 後之勝利與成功也。 

日記： 近軍心民心動搖已

極，無人無地無不表現其失敗

主義之情緒，可說其對剿匪戡

亂之信心以及對其革命與國家

之責任心，完全喪失，尤其對

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種

精神之影響比之於共匪之暴動

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學生

擊傷市長，舞女結隊搗毀社會

局以及新申紗廠之暴動，皆為

共匪在我經濟中心區搗亂，擾

害社會，顛覆政府有計劃之暴

動。情勢愈急，險象萬狀。惟

余之信心絕未為共匪虛聲暴行

所動搖，自信其在上帝保佑之

下盡我人事，不憂不懼，必能

打破此一 大、 後之難點，

而獲得 後之勝利與成功也。

2/4 470 審閱戰報 

 

 

 

 

晚宴顧孟餘 

 

 

公自謂本日忙碌異常畧覺疲乏。 

本（四）日朝課後遊覽庭園一

匝。審閱戰報，批閱公文。 

 

 

晚課後見顧孟餘約談半小時。

緯兒來見，辭出後入浴就寢。

對戰犯逃逸軍法局瞞不早報，

不勝憤怒。近日心急情躁，應

切戒之。七時鑲牙完畢。 

2/5 478 對匪俘管理幹部訓練團點名。 

 

與夫人遊燕子磯。途中檢討抗戰期間與勝

利後，外交、經濟失敗之原因與責任，不

 

 

下午審閱上周日記後，與妻車

逰燕子磯，途中對抗戰期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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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抑鬱。公曰：「只怪未能把握其大者，

今後恐再無此種良機矣」。  

勝利後外交與經濟之失敗原因

與貽誤之責任不勝抑鬱苦痛，

只怪本身不能把握其大者也。

今後恐再無此種良機矣。 

2/6 484-485 公論國人心理恐懼與匪方謠諑宣傳曰：

「心理作用之影響，比之於物質作用更

大。近來一般文人、公教職員，對共匪心

理之恐懼幾乎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

象。二十年來，人心之動搖，社會之恐慌，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其 可怪者，並無共

匪蹤跡之地，而曰匪徒潛伏已久，尤其如

殘匪在宜昌、沙市要埠數百里以外竄擾，

而曰其地已被匪包圍。乃知謠諑宣傳之效

用，幾乎超過軍事制勝者，不止倍徙。共

匪竟挾此技倆以威脅一切，應切實研究對

策以制止之」。 

 

東京駐日本代表團長商震丑魚電呈：汪逆

兆銘贈日白玉玩，即可向盟總接洽收回，

可否運京陳列？公批曰：「送京後再處

置」。（其後有小字補充：偽組織時期汪兆

銘逆私人曾以翠屏風一架、綠玉瓶一對、

白玉壺一個，贈送日本天皇。現經本團查

明向盟軍總部接洽，即可收回。可否運京

置主席官邸陳列，以作戰勝紀念，乞示。）

雪恥條 

 

 

 

 

 

 

 

 

 

 

 

 

 

 

補充3： 

一九四一年汪精衛訪日時，曾

將這座大屏風獻贈給日本天

皇，另還贈送日本皇后一對

《翡翠雕花鳥瓶》。這屏風與

這對花鳥瓶過去深藏故宮庫

房。2011 年故宮的「敬天格

物—中國歷代玉器」，展出四○

八件各式玉器。這屏風在 1990

正名為「碧玉屏風」。 

（188-268 公分）   

2/7 507-508 接見西藏商務代表團。 

公於垂詢西藏近情之外，並書「精誠團結」

四字為贈。  

 

                                                       
3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編印，《在日辦理賠償歸還工作綜述》，收入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

刊續編第碁十一輯》（台北：文海出版社，1980），頁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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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公論把握機運曰：「近日時以機會易

失而難得為憾。二十年來多少良機皆為疏

忽寬縱而逝，致有今日之危急與困阨，而

恥辱交艱忍受矣。未知亡羊補牢尚為微晚

乎。凡革命興軍與政治，于得機扼勢之

際，必須不可有一日之放縱，更不可托之

於將來仍有次一更大機會之念頭。余其次

誤事皆為希望次一機會，而不知其唯一之

良機稍縱即逝，尚何再有次一之良機

也」。 

2/7 509 晚約宴孫科、于右任、張群、居正、戴傳

賢、白崇禧、王世杰、陳誠、張治中與黨

政高級幹部。公表示根據過去之經驗，吾

人已可認清共匪之詭計，同時亦可進一步

發現國軍之優點。今後積極發揚國軍之優

點，必能粉碎共匪之迷夢。加之憲政已告

實施，故無論軍事、政治均較去年為佳

云。 

上星期反省錄 

本周乃為舊曆年關 後之末

周，亦為工作 忙 繁與憂患

重 切之一周，而以追悔與

愧怍為 甚。對於前途之艱難

雖甚戒懼，然而信賴天父完成

使命之信心彌堅，而並未有絲

毫之動搖，以天父決不使中華

民國滅亡，則余亦決無失敗之

理。美馬雖冷酷，俄史雖陰狠，

其如天之未滅斯文何。然而經

濟窘迫，人心動搖，軍事失利，

環境險惡已極矣。 

2/8 514、 

 

516、

527-529 

公今日赴牯嶺度農曆春節，及作數日之休

養。 

 

聘顧孟餘為國民政府顧問。 

 

接見行政院張群院長。 

公嘗告以，（一）軍事有絕對之把握。（二）

經濟雖窘，但決不能使我政府崩潰。（三）

党內之派別平時不必過于統制，到 後必

可歸於一致。（四）吾人始終立於革命地

位。今日中華民國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

有否實力，而在於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只

要余能生存一日，則必能保障國家生存。

十一時半由南京起飛赴九江。 

下午三時到達牯嶺。公對是間環境幽雅，

雪山銀樹之美，彌覺欣然，以為誠休沐勝

地也。 

岳軍來談對於大局注重各點：

甲、行憲前對行憲後制度之牽

制不通。行政與立法院之關係

以及本黨派別之複雜不能統

制。乙、目前本党副總統競選

之激烈。丙、國大是否修改憲

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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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課後與夫人對奕。 

2/9 530、533 今日為農曆除夕。 

朝課後在雪地散步。日光雪色，相映皎潔

而松柏愈顯其青青挺秀之姿，公認為此景

彌殊難得可貴。 

 

與夫人至圖書室遊覽。 

晚與侍從人員聚餐。觀放花炮。 

公回憶弱冠時考入保定軍校，未能回家度

歲，因之太夫人與毛夫人於晚餐時對泣不

能成餐，乃不食而眠。公曰：「想見當時

家中孤苦與慈愛之狀，每念及此，誠不勝

其憾，然已無及矣」。 

 

  

本日為舊曆大除夕，曾憶

二十一歲考入保定軍校，未能

回家度年，因之家中先慈與前

妻皆在此夕晚餐時，對泣不能

成音，乃竟不食而眠。想見多

時家中孤苦與慈愛之情形，每

念及此，不勝其不肖忤逆之

悔，然已無及矣。 

十一時乘飛機由京到潯，十五

時半到達牯嶺，空氣清冷，環

境幽雅，雪山銀樹，堪歎觀止，

誠休養之地也。除補記昨事

外，皆在寓悠遊自得。妻則整

頓房舍，佈置鋪陳甚忙耳。晚

課畢與妻對弈後入浴，廿二時

後就寢。本（九）日朝課後出

外，在雪地散步，日光與雪色

皎潔明澈，益見雪中松柏愈

青，秀挺之難得而可貴矣。 

下午批閱公文，與妻攜手同行

至圖書館遊覽。雪地同逰，益

覺心身之康樂而難得矣。晚課

後宴侍從人員度歲。 

2/10 534、536 今為農曆元旦日。 

朝課後天氣放晴，日暖風靜。公散步庭園

彌覺心神怡愉。 

 

 

下午與夫人遊訪仙亭。又至觀妙亭眺望雪

景。觀妙亭之東為訪仙亭，此見層岩疊

翠；西為御碑亭，而與大天池寶塔對峙。

公曰：「盧山美景此其一也」。 

晚餐後與夫人對奕。 公謂今日有雅邑之

趣。  

昨日默禱五次，每次皆在十分

時以上。讀舊約四章，耶利米

記第四十二至四十五各章，自

覺對天父仰賴益切，信心彌

篤，本年必蒙更大之恩典與救

法，消滅全國共匪統一中國事

業，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並

無疑問，故未曾占卜也。及至

午夜一時與妻共同禱告後乃

寢。大除夕宴會後放花筒與高

升鞭炮，勉效少年度歲之樂，

妻更歡悅也。 

本日元旦七時後起床，朝課默

禱如常。朝餐畢天氣放晴，日

暖風靜，心神怡愉，庭園散步

後外出與羅澤闓廳長等研究匪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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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537-538、 

553-554 

公自記上週反省錄曰：「一、本週為舊曆

年間 後之一週，亦為工作 □ 繁與憂

患 切、 重之一週。而以進德與愧怍為

甚。對於前途之艱難，呈甚戒懼，然而

仰賴上帝完成使命之信心彌堅，而絕未有

絲毫之動搖，以上帝決不使中華民國滅

亡」。 

 

 

 

四時偕夫人遊蘆林橋。茶點後徒步囬牯

嶺。 公謂今日陽光明朗，晚景更覺美麗。

 

晚餐後感覺累受風寒早睡。  

朝起旭日初升，天朗氣清，心

神怡愉勝常。朝課畢，餐後再

到羅廳長處審閱戰報，指導要

領頗詳。回寓記上周反省錄。

處理要務。下午研究剿匪方略

甚切。記雜錄數則。四時後與

妻逰蘆林橋，即在橋畔茶點

畢，仍徒步回牯嶺。 

終日陽光明朗，晚景更覺美

麗，惟略感冒。入浴。晚課後

用餐對弈。 

2/12   昨日傷風，故子丑禱告未敢舉

行，今晨起床後補行之。朝課

後記事。 

餐後對弈，廿二時半就寢。 

2/13 559 晨起，公寒疾加重，痰咳尤劇。 本日傷風加重，咳嗽尤劇，直

至傍晚竟有熱度，但只卅八度

零。朝課晚課與默禱如常，惟

子丑禱告則改為臨睡以前預

行，以深夜起臥，恐病加重也。

2/14 565、568 今日，公因病未作晨操。 

朝課及熱度雖退，惟咳嗽未已。 

 

浴後，夫人盡心為公擦身敷藥期公疾之早

瘳也。 

 

晚課後讀校閱新勦匪手本稿。 

晨起，熱度全退，惟咳嗽未息，

痰結如球狀，據醫稱此乃將愈

之象。上午核定三個月內華中

剿匪方案及手擬令稿三通，皆

甚長，思慮甚切。下午審閱戰

報後審閱天翼所擬新剿匪手本

稿未畢。晡妻在旁，為我縫衣

補鈕，針線女工之精巧，比之

文字思想更為難能而可貴。以

現代之女子求其文字高深者

尚易，而求其能針線與文字全

能者實未見也。夫妻在爐前對

話談心，其樂無窮，病體亦忘

其疲困矣。入浴後妻為我擦身

敷藥，盡心竭力，以求我病之

速痊也。 

 

上星期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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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特來廬山作舊曆度歲之休

假，本擬耶誕節登廬，乃以總

預算案及其他要務，臨時中

止。是後一月半之間，忙碌更

甚，不克抽身休養，直至舊曆

除夕，始偷閒撥冗，以償前願。

初三日，雪滿日暖，逰覽考

慮，意態甚樂，身心皆泰，夫

妻伴游，更覺快慰。去歲夏秋

間之特殊辛勞，七個月來未有

如此之欣快也。惟星期三日下

午忽受感冒，而且初發甚劇，

甚歎人生良辰美景之不易多

得，亦不能完滿無缺耳。 

2/15 570-571

、573 

公記上週反省錄曰：「一、本週來盧山，

作舊曆度歲之休養。本擬耶誕節登山，乃

以總預算及其他要務頓時中止，是後一月

之間，忙碌更甚不克抽身，其已舊曆除

夕，偷閒撥冗始償所願。 初三日，遊覽

靜憲意態甚樂，夫妻伴遊，更覺快慰。自

去歲憂秋間之特殊辛勞以來，未有如斯三

日之欣慰也。星齊三下午，忽纓感冒，而

且初發甚劇，甚嘆人生良塵美景之不可及

得，及不能完滿無缺云。……此後可專心

修訂新勦匪手本。惟近來修稿著思，即覺

腦痛筆鈍，不如平日之犀銳矣」。 

 

 

考慮新勦匪手本之序跋。惟以傷風未癒，

身體疲乏，未能著筆。 

雪恥：共匪為共產國際在中國

所組織之第五縱隊受共產國際

之驅使，阻礙我民族之獨立，

破壞我國家之建設，窒息我人

民之生機，不僅為中華民國之

漢奸，且為世界人類之公敵，

國民革命之叛逆。故共匪不

滅，不僅革命不能成功，而且

世界亦無和平之日，世代子孫

永為其共產國際（所謂階級專

政）之奴隸牛馬，萬劫不復矣，

豈復有個人立足之地，更無安

樂可享了。對於一般將領「有

匪有我，無匪無我」之心理，

須予以徹底消除之。 

下午重核新手本，開始對於緒

言與跋文之條理與涵義研究考

慮甚切。以傷風未痊，精神不

佳，身體亦覺疲乏無力，故未

能著筆也。晚課後八時即就

寢。 

2/16 577-579 公論共匪即謂「優待俘虜」曰：「共匪所

謂優待俘虜，就是要騙你先放下武器再作

戰犯，受其審判。俘虜即戰犯，如國軍市

敗，則其一被俘，官兵決無倖免之理。須

知其所謂寬容仇敵，即殘殺我同志之意

也」。 

確定匪朱毛為共黨稱號。 

六、被匪說降之高樹勳、續范

亭與郝鵬舉等等之結果應加宣

傳。七、共匪所謂優待俘虜就

是要騙你先放武器，再作戰

犯，受其審判。俘虜即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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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修正新勦匪手稿本。忽感頭部作痛，

為前所未有。公傷風未痊体力尚弱也。 

晚課後，公感疲憊，夫人為公敷擦藥膏。

如國軍失敗，則每一個被匪之

官兵，決無倖免之理。須知其

寬容仇敵即殘殺同志口號之意

義。 

朝課後召見胡璉談話約半小

時，然後召見楊幹才、吳紹周、

楊彬等各師長與胡素玉、動修

等視察組長及龍洪濤營長。吳

紹周乃有為之將才也。正午召

宴各將領訓示。下午修正新手

本第一章首頁。腦筋作痛，為

從前所少有，乃知體力漸弱，

傷風未痊也。晚課後入浴，妻

復為余擦藥抹膏甚倦也。 

2/17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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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新勦匪手本稿。 

 

下午修訂新生活運動十四週年紀念文

稿。公曰：「布雷（布陳雷）未老先衰，

近來對文件亦不能負責處理，且其筆意遠

不如前，此余所以更苦也」。  

本日氣候惡劣，心神悲憤，而

以下午為甚。以新生活運動紀

念節通電稿仍要余親自修改且

費時至三小時以上，無異于手

擬全文。對於軍事政治與外交

經濟之實際問題，須由余親自

主持，尚不為苦，而此稿文件

稿件非須親自批改不可，則不

能不怪幹部之無人矣。布雷未

老先衰，近來對檔亦不能負責

處理，其文氣筆意且遠不如

前，此余所以更苦也。至於吳

達銓則更不知其職責所在，因

之痛苦而又憤怒不置。晡刻回

憶子文之自私誤國，敗乃公

事，更使此心甚覺追悔莫及之

痛，因之晝夜為之煩悶沉鬱，

無時或舒也。上午修正新手本

草稿，下午修改新運紀念通電

稿至二十時方畢。心身皆倦

矣。 

 

四、蔣夫人之活動 
日期 頁碼 內容 附記 
1/6 76-77 蔣夫人任聯合國國際兒童救濟勸募運

動中國委員會主席，時稱聯合國兒童

蔣宋美齡與聯合國兒童

救濟勸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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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勸募運動，較一般救濟運動，更

具深長的意義，世界兒童的幸福乃人

人所關切，我們藉此運動足以表示我

們對其真理有深切的認識，我們勿該

再說我們的孩子或你們的孩子，而應

該說我們的孩子，世界每一個國家的

小孩子都是我們大家的，將來世界和

平的希望多半寄託在今天的孩子們身

上，我們要有身體健康、德智健全的

下一代，才能擔當他們今後所應負的

責任，聯合國兒童救濟勸募運動，就

就給我們大家這個同等的機會，來參

與此項偉大工作。 

 
 
重慶圖書館有聯合國國

際兒童救濟勸募運動中

國委員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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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九龍城寨4事件之補充 
 

出處：梁炳華，〈中英就九龍城寨治權之交涉〉，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3。 

 

一、地點 

 
香港九龍東正道、東頭村道、聯合道、賈平達道所為成的一塊地，面積 2.5

萬平方米=7562.5 坪，1980 年代約有 33,000 人住在此地，為當時人口密度 高的

地點 
 

二、城內的強勢店主 

城中居民較富有的可算是那些經營織布廠的東主， 他們幾乎全部都是退役

軍官，籍霄俱是東江各縣，尤以興寧人 多。他們憑著一點復員費經營識布工場。

由於他們將所有金錢都放在這些工場裡面，故此在港府宣佈清拆城寨時， 他們

的反應 激烈，表示若工場被拆，他們便無以维生，只好以生命去保衛領土。(頁
218) 
 

三、事件大要 

1947 年 11 月 27 日港府工務局發出布告：該局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七指

稱城内「地段乃屬官地， . .凡未領有工務司或理民府所發現時有效之執照，. . 即

於十四日內遷出， 倘不遵照辦理， 政府不再通告即行代拆。」(頁 219) 由於居

民不肯遷出，港府曾傳召戶主到法庭受審，居民沒有出席應訊，法庭頒下了督拆

令。港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及十二月二十九日兩度向居民發出拆屋通告，港府於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派人清拆城寨拆屋，1 月 12 日有另一波拆除行動，此次拆

除事後有一名叫許倫的城寨居民為報章報導因吸人健淚氣體中毒致死， 但餐方

已要求該報澄清其致死原因為貧血及心礙衰弱。一月十三日，有另一件事情對已

極端憤慨的民情敗成更大的剌激， 就是被捕的兩名城寨居民朱沛唐及劉毅夫被

法庭審訊，控以「媚動居民反抗， 阻止香港警方執行職務」罪，被判處徒刑三

                                                       
4   九龍寨城（或稱九龍砦城，俗稱九龍城寨或者九龍城砦；英語：Kowloon Walled City，1847

年－1993年），是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位於現今九龍城內的一座由居民獨立自治的圍城。1987
年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清拆城寨的協議，1987年和1989年首季分兩期進行調遷，1993
年被拆除，1995年8月於城寨遺址建成九龍寨城公園。「九龍城寨」，《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BE%8D%E5%AF%A8%E5%9F%8E 。

（4/19/2016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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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頁 231-232) 王世杰立即電令駐英大使鄭天錫向英國政府抗議，表示在中

英進行九龍城寨治權交涉未獲结果前，港府判罰城寨居民代表三個月苦役將使局

勢更趨惡化。要求英國政府迅運訓令香港當局立卽釋放該兩名代表。廣東省政府

主席宋子文在這次事件中也表現了支持城寨居民的態度。特撥出國幣五億元予以

救濟， 並派出省府委員蕭次允攜款前往辦理及慰問， 同時又安排省府新聞處派

遣專員李運通（1906-）及採訪主任侯本珍隨行。(頁 238) 
 

四、1 月 16 日遊行 

一月十六日出現大規模示威遊行。這次行動由「廣東省參議會」及國民黨官

員所統籌， 並議定由省參議會主席林翼中（1887-1984）擔任主席及示威巡行的

總領隊；「省市政府社會處」局長陶林英（1900-1948）、朱瑞元（1903-1997），「國

民黨省市黨部」主委余雄賢、高信及市參議會主席陸幼剛等均有協同相議。不枓

在巡行至豐寧路西瓜圍散隊時，突然有學生一千多人脫離巡行路線，前往沙面並

包圍英國領事館。有些青年站出來向群眾演說。本已雜去的群眾不少也趕過來，

漸结集了數千人之多。群眾之不滿情緒達至顛峰， 繼而將旗桿推倒，並破門而

入，將總領事館内嫁具文件搬出， 然後縱火焚燒。據說有大批身穿「三民主義

青年團」制服的青年在路上阻止滅火車前往沙面救火。領事館的四座洋房及所有

物件皆附諸一炬。鄰近的「英國新聞處」、「太古洋行」、「渣甸洋行」、「渣打銀行」

等機構都被焚燬。匯豐銀行的玻璃大部份都被打碎。 
 

五、上海學生遊行 

一月十五日，上海著名的「. 國立交通大學」已發動罷課兩天，舉行反對九

龍拆屋之巡行。力促全中國的學生一起缀應。一月十六日晚上，時在廣州英國領

事館及英商樓宇被焚趟之後， 有六千名學生在「交通大學」廣場中開會。午夜

後，學生在西區街市一帶巡行，手持火炬，唱歌及高呼口號，内容為「打倒英國

人」等。一個名為「上海學生救國抗議九龍事件委員畲」的組織， 呼籲上海各

校於一月十七日舉行總罷課，進行示威活動，並發出對英國大使館的抗議。十七

日學生由外灘公園出發遊行隊伍於二時抵達英國領事館門前， 呼喊口號，如「打

倒帝國主義」、「反對奴才外交」、「收回港九」等， 並高唱「趕走外國兵」、「中

華民國萬歳」等歌曲。五時十分左右， 部份群眾轉注附近之上海市政府門前示

威。六時許，遊行隊伍再度出發。經由南京路前進，沿途唱歌、高呼口號、散發

溥單，及為九龍城寨居民募捐。群衆聚集於南京路和西藏路口之間召開大會，市

民絡譯而至， 庁足而觀者至少達五萬人。七時許， 群眾始漸漸散去。(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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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分區拆除圖  

歷史學家兼文化人類學者可兒弘明（かにひろあき）為首的研究團

隊 ，  1997 年 出 版 了 「 大 圖 解 九 龍 城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1997） 當 中

就 有 一 幅 超 級 精 細 「 九 龍 寨 城 剖 面 圖 」， 將 整 個 九 龍 寨 城 的 每 一 戶 、 每

一家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按比例紀錄。 (請見下圖 ) 

 

 
 
 


	事略稿本72冊導讀(李鎧光).pdf
	《事略稿本72冊》──民國38年1月1日至2月17日-4-30-20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