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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略稿本 第 69冊》讀書報告 

            民國 36年 4月 15日~ 5月 31日    報告人：李南海 

 

一、演講、訓話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5 296  主持軍官訓練團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國

軍必勝的原因與我在戰術上應有的改進」。 

 

4/17 313  對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學員，講對「共」戰

爭中精神的影響與心理戰的重要。 

 

4/20 367  朝課後，主持中央訓練團紀念週，訓勉全

體學員「應篤學力行、負責盡職、從速掃

除革命障礙，解決人民痛苦，完成建國之

工作」。 

 繼復召集中央訓練團綏靖區縣政幹部訓

練班學員點名訓話謂：「綏靖區決定實施新

縣制，各學員派往各縣服務，應求如何貫

徹法令並應認識綏靖區現況之艱難，努力

發展生產，俾求迅速恢復元氣，……」。 

 

4/24 389  朝課後，對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學員講「軍

官訓練團訓練之目的與方法」。 

 

4/27 400  主持軍官訓練團第一期暨綏靖區幹部訓

練班結業典禮，講「對共軍事之意義與重

要原理之綜述」。 

 

4/28 405  召見中央黨政軍各機關 35 年度考績特保

最優人員，點名訓話。 

 

4/30   下午，批閱，對青年軍將領訓話。  

5/4 436  對濟南黨政軍幹部訓話，並分別接見駐地

將領。 

 

5/6 446  主持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典禮，訓勉各生應 

以新的精神執行新的任務。 

 

5/12 481  出席中樞紀念週後，復往主持軍訓團第二

期學員開學典禮，講「對共軍事必勝的事

實」。 

 

5/14 496 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學員，點名訓話。  

5/15 498  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學員講「敵情之分析

與對共作戰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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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530  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學員講「對於共軍戰

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 

 

5/22 544 朝課後,對軍官訓練團訓話，並處理團務。  

 

二、臺灣省政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5 299  白崇禧部長具呈台灣省政改進意見。 

公批，飭本黨中央暨政府各院會切實參 

照辦理。 

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即

可改組為省

政府。 

4/16 309  下午研究時局，考慮國府委員暨台灣省政

府人選。 

 

4/17 315-316  白崇禧部長簽陳：現任台灣警備總部參謀

長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台

灣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

悛改，應請撤職，藉平民忿。公批示：「應

先調回候審」。 

 

4/22 374  朝課後，主持行政院院會，通過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撤消，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 

制，並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召見魏道明氏，研究台灣省政府組織及人 

事，並另令飭知陳儀長官，略謂:「台省主 

席人選，已決定為魏道明，原有各廳處長 

務望連任，不多變動，請代慰留，軍事人 

選擬待省府改組完成後再定，關於正副廳

長人選意見，請速電告俾便考慮發表

也」。 

 

5/6 447  召見魏道明主席、徐道麟秘書長，對台省

今後施政方針指示甚詳，蓋魏等將即日赴

台履新也。 

 

5/15 309  台灣魏道明主席電呈就職視事暨現行措

施情形。 

 

5/27 573  吳鼎昌文官長簽呈，為清除台灣藏伏日軍

及武器一案，事關敵人投降後地下活動之

陰謀，似應與東京盟軍總部密切聯絡辦

理。公復許之，並飭即電魏道明主席切實

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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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美貸款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8 348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電陳：關於我向美國進

出口銀行貸款五億美元一案，迭據探詢美

國當局暨國會要員意見，均謂我國政府改

組後如有表現，當可設法，唯須美總統向

國會提出有力法案云。 

 

4/27 402  召見司徒雷登大使，研商接濟空軍彈藥及

借款辦法，並囑其轉告馬歇爾國務卿。 

 

4/28 404-405  約見王世杰部長俞鴻鈞部長，研究向美借

款辦法。 

 晚課後，司徒雷登大使率白脫華公使晉

謁。以接濟我空軍彈藥事來告時， 公以白

對商談主題既避重就輕且意存挑剔，其態

度亦惡劣不堪。故退而自省曰：「此或其政

府之授意乎，不然何至輕慢若此」。 

 

4/29 412  晚課後，司徒雷登大使轉陳馬歇爾來電，

答覆目前經由司徒轉商各事，意尚誠懇，

公自笑曰：「若白脫華公使見此，得毋悔，

其昨日之輕慢失態乎」。 

 

5/8 455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電陳：為我國向美貸款

一案，經與馬歇爾晤談，彼對我所提借款

數額未言可否，唯囑先將借款性質用途等

具體計畫，致彼一非正式說帖，俾便參考。 

 

5/9 462  下午，召見駐美物資供應委員會王守敬主

任委員，研究向美借款事宜， 公曰：「彼

似未瞭解國際銀行規章也」。 

 

5/10 469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電陳：往晤馬歇爾國務

卿，洽商美國軍經援助，馬氏仍囑先送借

款說明書，俾得研究，再從長商討。 

 

5/11 478  上週反省錄曰： 

 二、美國援助希土二國案，已在眾議院通

過，此乃國際光明之象徵，美國對我借款

如何處理，雖未可知，只要吾人能自立自

強，奮鬥不懈，則自助人助，勢所必至也。 

 

5/13 488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電呈，我對美借款所具

說帖內容對保障借款用途如何有效一節， 

請在既免美方有監督財政之嫌又可獲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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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信任之原則下，妥擬一折衷辦法。 

5/21 542                                                                                                                                    

是日，美國對華政策協會執行委員考柏格

主席，上書杜魯門總統，請照三月十二日

宣言，「協助自由人民以抗拒少數武裝及外

力之壓迫」之旨意，諭飭國務院予中國以

同樣之協助。 

考柏格上書

杜魯門，請給

予中國七千

五百萬美元

購買軍火及

軍械。 

5/25 560-561  華盛頓顧維鈞大使電呈，美國會最近通過

援助希土及歐華救濟經費兩案後，擬不再

通過任何借款法案，我原擬十億借款案或

不得不先在進出口銀行已劃定之五億元內

設法商得緊急救濟辦法，至其他五億元，

欲求美方即向國會另提專案，恐有困難。 

 

5/31 600     本月反省錄曰： 

 一、本月經濟危急，物價激漲，石米將近

五十萬元，法幣已發至八萬億元，金融至

此殊為焦慮，此乃於勝利時，余改革幣制

之主張不行，而子文專待美國借款方可改

革之妄想所誤，直至去年底，外匯乃為子

文消耗過半，銀行枯竭，不易改革，……。 

 

 

四、學潮問題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21 372  據報中央政治學校師生藉口，拒絕蔣經國

氏到校供職。蓋中央政治學校段錫朋教育

長因病請假，教育部令派蔣經國氏代理。

此原一起衰振弊之舉，乃中央政治學校師

生竟有此荒謬行動，公以學校如此，殊出

意外，因嚴令陳立夫部長負責處理。 

 

4/26 398  陳立夫部長、陳布雷副祕書長來報，中央

政治學校全體師生已深切悔悟，要求公仍

俯兼校長，並請蔣經國教育長即到校供

職，蓋 公日前以痛憤政校世風惡劣，斷然

引退，公以引退之意乃在克己復禮，反躬

自責，故仍峻拒政校師生要求，良以不可

以市道而遽曲從之也。 

 

5/4 438  是日，為「五四」紀念日，奸黨原擬煽動

各大專學生，以要求加薪，反對內戰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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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事端，因政府事前防制得宜，故未獲 

逞。 

5/11 476  是日，京滬各地大專學校學生，受奸黨煽

惑，竟發動所謂「吃光運動」與「反飢餓

運動」。 

 

5/14 496  約見張群院長，陳布雷委員等，商談處理

學潮問題，決定先頒令勸告，並嚴申紀律，

為根本之圖。 

 

5/15 501  約見陳布雷委員、陳立夫部長，研商處理

學潮辦法。 

 

5/18 518  下午，公為整飭學風，維護法紀，特就「維

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發表書面談話。 

共產黨以供

利用之工具

者，首為我各

學校之學生。 

5/20 535  下午，獲報首都中央、金陵兩大學學生藉

口「挽救教育危機」發動遊行請願，餘波

仍未截止。公以學風敗壞至此，為之扼腕

不已。 

 

5/26 567  據報平津各校，雖已逐漸復課，但實預為 

六月二日之三罷(罷課、罷市、罷工)運動 

從事準備。平津當局對「維持社會秩序臨 

時辦法」無切實執行決心，請即飭注意， 

並作有效處置云。公因急令北平行轅李宗 

仁主任，飭就平津各校近情詳實查明電告。 

 

5/27 571  電令開封劉茂恩主席，飭注意河南省學潮

之防制與處理。 

 

574  召見蔣經國處長，指示對學潮處理方針。 

又會談研究各大學清「共」辦法，咸認此

時如操之過急，恐招致誤會，將反使事態

擴大，故仍決定採取緩和辦法，至各校必

須懲辦而絕難寬恕之奸黨份子，則將其名

單交付各該校校長妥善處理。公嘆曰：「此

種苟且偷安之計，適以自誤誤國而已，寧

足以言革命行動耶」。 

5/28 576  約見教育界參政員，商談學潮問題，多數

皆主張從寬處理，並有聲言懲罰軍警與取

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者。公以教

育界之姑息養奸與不負責任如此，可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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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息也。 

5/29 584  指示教育部朱家驊部長，飭對奸黨製造暴

亂之各大學應妥籌整頓或解散辦法。 

 

5/30 592-593  是日，南京學生發起「愛國護學」運動，

反對罷課遊行，中央大學無黨派學生亦紛

起呼籲復課，並揭發「中共」策動罷課之

陰謀，又上海市政府暨淞滬警備司令部經

逮捕各大學中搗亂之奸黨份子二十餘人，

並搜獲「民盟上海支部」策動學潮證件甚

夥。 

 

5/31 599 下午四時半抵京，即召見高級黨政幹部，

指示處置學潮方針，又決定取消南京戒嚴

計劃。 

 

5/31 601-602   本月反省錄曰： 

 二、五月間為社會多事之月，奸黨發動罷

學罷工罷市之陰謀，多方煽動，無所不用

其極，加之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困迫，

部份教授被其利用，大學學生且多為奸黨

宣傳與組織所脅制。罷課示威之舉，幾及

於全國各大學，演成無政府狀態，經於參

政會開會以前，頒發「維持社會秩序令」

勉強制止，學潮始漸趨平息。不幸武漢大

學以警備司令彭善處置不善，傷斃學生三

人，又予奸黨以煽動之機會。幹部幼稚無

能，致釀慘案，余雖變更方針，竭力撫慰，

而尚無結果，惟滔滔學潮，倖未蔓延耳。

至工潮則以處置防範得宜，奸黨陰謀終未

得逞。 

 

 

五、黨團衝突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6 309  吳鐵城秘書長報告:擬具糾正地方黨團磨

擦現象，及改進地方政治辦法，公批復許

之。 

 

4/18 347-348  據報，湖南省黨團之間，由磨擦衝突已至

演成仇殺，公獲悉後，至為震怒，因手令

陳立夫部長陳誠書記長會同徹查具報並飭

其黨團負責人李樹森、周天賢來京面見。 

湘省青年團

自去年廬山

全會開幕

後，自支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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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至縣區幹

部均已脫黨

組黨為號

召，攻擊 本

黨各級負責

同志，挑撥離

間，肆意中

傷，……各縣

情形相同，為

計劃行動，近

已由磨擦而

衝突，演成仇

殺黨部負責

同志之悲慘

事實。 

 

六、國際問題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6 310-311 是日，我外交部王世杰部長代表政府函復

美國務卿馬歇爾，表示我對韓國問題之態

度。蓋本月四日馬歇爾曾致函蘇外長莫洛

托夫，敦促美蘇恢復談判，以協助韓國早

日統一，美國經以副本送達我國也。 

 

4/19 365      上週反省錄曰： 

 四、國際形勢，馬歇爾雖與史達林晤談，

但對德和會問題暨四國外長會之僵局，仍

未好轉，而我接收旅大交涉，則尚待俄國

之復文反響如何也。 

 

4/26   399      上週反省錄曰： 

 三、莫斯科外長會議，迄無結果而散，此

後國際形勢與美蘇矛盾必日勝一日，預想

第三次世界大戰又將逼近一步，其起點宛

為遠東抑為近東，我應有所惕勵也。 

 

4/30 414-415       公 自記本月反省錄曰： 

 五、莫斯科外長會議，俄共原欲藉故干涉

中國內政之企圖，卒因美英積極反對，而

歸於幻滅，即對德奧和約之協商亦毫無結

果，美俄矛盾自將益趨尖銳化，國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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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逼近一步矣。 

 六、俄對我交還旅順大連之交涉，其意在

對美國作態，今莫斯科會議已過，其將置

之不理乎，抑將延宕不決，而仍虛與我委

蛇乎，至其絕無誠意交還，則可斷言也。 

七、俄對韓國，始終反對美國建立韓國統

一政府之主張，而堅持託管，並拒絕愛國

獨立黨派如金九、李承晚等參加政府，其

用心不問可知，自我國發表中美英俄共同

協商組織韓國統一政府之主張，除俄共

外，各國無不贊同也。 

5/11 478  是日， 公自記上週反省錄曰： 

二、美國援助希土兩國案，已在眾議院通

過，此一乃國際光明之象徵，美國對我借

款如何處理，雖未可知，只要吾人能自立

自強，奮鬥不懈，則自助人助，勢所必至

也。 

 

 

七、國府問題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6 310  晚課後，約集民青兩黨領袖，簽署共同

施政方針，並接受兩黨出任國民政府委

員名單，又正式提名張群為政府改組後

之行政院長。 

 

4/17 317-318、

321 

 主持中央常務委員會與國防最高委員

會聯席會議，選任孫科居正于右任……

為國民政府委員，又選孫科為國民政府

副主席，張群為行政院長，孫科為立法

院長，……。 

 

 是日，國民政府明令公佈經已修正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4/18 342  朝課後，主持慶祝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二

十週年紀念，亦即席致訓詞。 

 

343-346  繼於國民政府禮堂招待新聞記者，就國

民政府委員會宣佈改組事發表書面談話

如下：「今日國民政府委員會之改組，乃

我國自訓政進入憲政之重要驟，……。

我國之政府權力，以往屬於國民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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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此次改組以後，將由國民黨、民社

黨、青年黨及社會賢達所共同行使，……

抗戰勝利以後，我國之政局可劃分為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乃藉著美國之調解以

勸導『中共』參加政府，而將其軍隊編

入國家之軍隊。第二階段，始於國民大

會之召開，民社黨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之

參加國民大會，共同制定憲法，足徵全

國人士對於政府實施憲政之努力，無不

熱心贊助」。 

352-355  是日，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告，政府改組

後之施政方針。此項施政方針將為改組

後國民政府所共同遵守，其內容如下： 

1. 改組後之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網領

為施政之準繩。 

2. 以「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

之原則為各黨派合作之基礎。 

3. 為促進世界和平，擁護聯合國憲章起

見，中國外交政策應對各友邦一律平

等親善，無所偏倚。 

4. 「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

針。 

5. 根據憲法規定之精神，提前試行行政

院負責制。 

6. 行憲以前，行政院長人選，國民政府

主席在提出任用時，應先徵求各黨之

同意。 

7. 對於各省行政，應本軍民分治與因地

制宜之原則，在法制上與人事上均作

徹底之檢討與改革，使各省政府能充

分發揮其效能。 

8. 凡因訓政需要而頒設之法制與機

關，在國民政府改組後，應予廢止或

裁撤。 

9. 徹底整理稅制及財政。 

10. 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

由、集會結社自由。 

11. 今後所舉辦之外債，應指定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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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並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

用。 

12. 各省市縣之參議會或臨時參議會，儘

量使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參加。 

4/19 364-365    上週反省錄曰： 

 一、各黨派府委名單提出，本黨府委與

國府副主席、五院院長，半年來考慮未

決之重要問題，亦已照所提名單通過，

國防會之取消，政治會之成立，以及國

府顧問名單之發表，政治又進入一新階

段矣。 

 

4/23 376  朝課後，主持國防最高委員會與中央常

務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本黨參加行政

院各部會首長人選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改制各案。會畢，國防最高委員會宣

布結束。 

    旋主持由各黨派及社會賢達組成之

國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 公即席致

詞，強調此次政府改組為劃時代之舉，

並就今後國民政府施政方針，有所闡明

詞已，進行討論，通過「國民政府施政

方針」、「修正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規

程」，暨「行政院院長提議行政院政務委

員及各部會首長人選」各案。 

 公退而自省曰：「余之致力政府改組已

一年有半，經過無數阻礙糾紛，竟能於

今日達成目的，「共黨」與「民盟」從此

棄絕於政府之外，其顛覆政府陰謀詭

計，既粉碎無遺，而本黨由此乃得償結

束一黨政治，還政於民之素願，為中國

民主前途奠定初步基礎矣」。 

 

4/25 395  是日，泰晤士報著論，盛讚我國政府改

組，為一開明而具有建設意義之措施。 

 

4/26 399      上週反省錄曰： 

 一、國民政府暨行政院之改組，均分別

完成，此乃劃時代之一大事也。 

 

4/30 414-416       公自記本月反省錄曰： 

 三、各黨派參加政府，此不僅為國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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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改組完成幸，而奸黨顛覆政府之企圖

完全失敗，實為國家轉危為安幸也。 

四、物價自月初以來，又起波動，此為

經濟緊急措施後之惡耗，乃人謀不臧所

致，言念前途，何以卒歲。 

 是日，中央宣傳部改組，以有關政府宣

傳業務，劃歸行政院新聞局，黨史史料

會則改組為開國文獻館。 

 

5/4 438     是日，公自記上週反省錄曰： 

 一、美國輿論界對我改組政府措施，認

為係受馬歇爾之逼迫而然，甚或有加以

意外之推測與指謫，謂我今後若非仰承

美國旨意，決不再予我以援助者，此種

無知讕言，殊覺可哂，唯美國官方類多

幼稚而天真，其出語有口無心，殆成習

慣，久亦不以為意，決非英俄政要心理

之詭譎莫測者所可同日而語。故亦唯有

忍耐以待其認識與省悟而已。 

 二、物價高漲，米值每石竟至二十萬元

以上，經濟措施方案，一經生隙，則物

價上揚，如野馬脫僵，幾難控制矣。 

 

5/11 477-478     是日，公自記上週反省錄曰： 

 一、本月向為多事之月，而「五一」、「五

四」又為朱毛所利用之紀念日，因我事

前防範得力，彼雖百計煽動，而卒歸失

敗，惟以物價激增，…… 觀於近來各地

搶米風潮之迭起，中央、英士各大學員

生之無理取鬧，上海電車電信工人之藉

故要挾，殆皆受策動與煽惑而然者，時

局艱難，經濟困迫，雖已至嚴重關頭，

但我能於人事、組織、政治、經濟諸端

嚴加整飭，力圖挽救，則其陰謀仍難得

逞也，顧可不踔厲奮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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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俄關係、東北問題與旅大之接收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5 298 核定對俄國關於接收旅大問題復文。公

曰：我接收旅大時，應派遣正規陸軍二

旅先行進駐，如行政感受威脅，自當增

加兵力，以示不受任何拘束也。 

 

4/19 361  核閱東北政經措施失策情報，並批示：

「交熊式輝主任查明實情，檢討得失，

切實改善，毋得因循粉飾，至貽後患，

至不肖官吏利用職權，從中圖利各節，

由應徹查，據時報核」。 

 

4/22 375 是日，蘇俄公然要求在旅順附近駐兵。  

4/29 411  電令瀋陽杜聿明長官，飭查報孫立人已

否交代軍長職務，何時到瀋陽就任新

職，蓋孫已於日前奉調杜部副長官職務

也。 

 

5/1 420  電北平龔學遂，告誡對大連有關問題，

不得擅自發表個人主張。 

 原電曰：「據合眾社電稱：兄在北平主

張大連問題提交聯合國解決云，此等重

要外交問題，不應由個人主張，況兄為

大連市長，尤不應對任何記者說及大連

有關之事，為何如此輕露鋒芒，望以後

切戒」。 

 按龔學遂由平抵瀋後，政府以其「大言

無識，不宜令長大連」經電熊式輝主任

「飭令回京矣」。 

 

5/5 440-441  王世杰部長來報，俄彼得羅夫轉告俄政

府答覆我所提接收旅大辦法，謂在對日

和約未成立以前，仍為戰時狀態，彼對

我要求派兵進駐旅大事，決難同意云。

公曰：「我對旅大若無軍隊與行政人員同

時進駐，則寧可暫不接收」，故面飭王氏

仍應再予駁復之。 

 

5/7 475-476  晚課後，召見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孫立

人副長官，聽取新一軍在東北作戰經過

報告。蓋孫原為該軍軍長，昨自瀋來京

述職也。 

 



13 
 

5/11 475-476  公研究俄國阻我軍隊進入旅大之對策

曰： 

 一、如此時先接收旅大為有利，則一面

堅持我軍隊有自由進駐之權，一面先派

警察接收旅大，以俄既打消其自由港不

許駐軍之謬說，則對日和約簽訂以後，

彼當無詞拒絕，何況我對隨時進駐軍隊

不受任何限制之主張，聲明在前乎。 

 二、如堅持軍隊與行政人員必須同時進

駐，方允接收之主張，則既勢將演成彼

此僵持之局，而俄亦將於此際對朱毛加

強援助，殆為必然之事，如此則於我收

復北滿不將更增困難乎。 

 

5/18 525  莫斯科傅秉常大使電呈，與蘇俄外次長

瑪利克商談派軍接收旅大問題，仍無結

果。 

 

529       公自記上週反省錄曰： 

 一、東北「共軍」對長吉之再度發動攻

勢，乃受俄共指使而然，蓋我為接收旅

大事，仍堅持軍隊必須與接收人員同時

進駐之主張，此為俄共所反對，故「共

軍」此次之受命來犯，即在使我無法接

收旅大也，俄共誠陰毒矣。 

 

5/20 536  接見東北行轅熊式輝主任，時熊氏以長

春情況緊急，特來京請見。公以其就近

即可集中赴援兵力，平時漫不加意，臨

事則倉惶失措，遠道求援，太息痛恨者

久之，因一面研究增援計劃，一面即指

示瀋陽杜聿明長官，飭將南滿各地正規

部隊速即集中備用。 

 

5/20 538 又電長春新一軍潘裕昆軍長，飭對長春

及其核心地區，應集中兵力固守勿失。 

 

5/21 539  朝課後，熊式輝主任謁辭，公就東北軍

事處置方針，指示甚詳，並試以「身處

危急之際，凡事須盡其在已，而尤須以

顧全大局為第一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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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541   公以東北、陝北、魯中，以及豫北、

晉、冀各地對「共」軍事皆入於膠着狀

態。東北長春又被「共軍」圍困，情勢

嚴重，而前方高級將領疏忽怠棄，與畏

避自全之矛盾心理，幾成膏肓之疾，難

以挽救，故不覺百憂之薰心也。 

 

5/22 544-546  下午，審閱戰報，獲悉東北方面公主嶺

失陷，長吉外圍告急，四平街北戴河遭

受攻擊，而我第 88 與 91兩師，且在公

主嶺全軍覆沒矣，因急電熊式輝主任，

即飭尋覓敵主力所在地，予以嚴重打

擊，並對長春外圍或公主嶺附近之敵，

先行毀滅性之轟炸，以開反攻之路。 

鄭介民廳長呈報，蘇軍控制下之東北日

俘現況。 

蘇軍東北司

令官史丹愷

維基稱： 1.

日俘五十萬

自東北運往

遠東，大部分

用於各項建

設，以強化遠

東各軍事基

地。 2.馬歇

爾稱東北尚

有七十萬日

俘，分佈於外

蒙及東北各

地，秘密編練

部隊，以聲援

奸黨之叛

亂。3.少數遣

送返國之日

俘，多經共產

思想訓練，未

來赤化日本

工作中，該批

日俘顯佔重

要地位。 

5/24 558 是日，奸黨主力大舉來犯四平街。  

5/25 564-565        上週反省錄曰： 

 一、第 88與 91兩師，又繼整編第 74

師之後，為奸黨覆沒，東北形勢更危，

而奸黨毒燄益熾矣。加以入心陷溺，社

會動盪，學潮遍及全國，且有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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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勢，此誠危急存亡之秋，若不用快刀

斬亂麻手段，何以挽救危機，成敗毀譽

當不復顧矣。 

5/26 566  朝課後，據報，進犯四平、海龍等地之

敵，昨因我空軍強力壓制，其攻勢已告

頓挫云。 

 電瀋陽熊式輝主任，指示對四平長春附

近奸黨主力，如已擊潰，應即揮軍北進。 

據熊式輝電

復，「敵正積

極圍攻我梅

河口，在四平

方面之敵，尚

未被擊潰，其

企圖不明，提

前北進之

事，似不宜即

辦」。 

5/29 584  據報，東北之敵，以其數倍於我兵力，

襲擊隆化，勢甚危急，因即指示瀋陽熊

式輝主任，飭轉空軍王叔銘副總司令，

就近先派空軍一隊，加強敵軍監視，以

利作戰。 

 

5/30 591  朝課後，瀋陽熊式輝主任來電，請派白

崇禧部長立飛東北，指導戰局。 公曰：

「此非余親往東北解決，恐將貽誤全

局」。正午，處理要務已，乃即由京飛瀋。

下午五時，飛抵瀋陽，小息後，聽取熊

式輝主任關於東北軍政經濟情況之報

告，並與之研究戰局，決定作戰計劃。

晚課後，再召熊式輝主任，研究東北人

事協調與事權統一諸問題。 公自謂曰：

「瀋陽內部複雜，工作腐敗，天翼威信

已失，光亭(杜聿名字)臥病在床，軍國

大事，推諉延宕，幾誤全局，余此行之

當機立斷，或當有裨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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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591 朝課後，召見鄭洞國副長官，趙家驤參

謀長，廖耀湘軍長等，聽取南滿敵情及

東北作戰報告。 

廖耀湘建議，「南滿各地民眾組訓已有基

礎，只須少數部隊為民眾自衛之中堅力

量，奸黨即不敢輕於竄擾，故南滿已不

完全放棄為宜」。 公諱其言，因決定安

東省政府仍固守原地，暫不他移。 

 

598 解決東北部隊補給與財務問題。 

面諭熊式輝主任，對東北軍政事宜，應

全權處理，不得貽誤大局。 

599 往視杜聿明長官疾，並告以東北軍事已

飭熊式輝負責，囑安心靜攝。 

 

 

九、魯中戰役、國共鬥爭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9 365     上週反省錄曰：  

二、軍事上，石家莊形勢漸穩，而豫北又

遭挫折，經濟情勢亦在波動中，此均應特

加注意者也。 

 

4/20 369  是日，「中共」竟在大連附近破壞鐵路，

並組織僞關東州公署，熱河境內亦成立偽

蒙聯盟自治政府。 

 

4/23 381  指示徐州顧祝同總司令，嚴飭今後對山地

作戰，非奉 公命令，不得使用重砲兵。 

 

4/25 392  朝課後，考慮戰局，電徐州顧祝同總司

令，指示魯中會戰要旨。 

電延安胡宗南主任，飭剋期擊潰陜北「共

軍」主力，並應以兩個師待命調援。 

 

4/26 396  朝課後，審察戰局，……共軍主力轉移至

大汶口間，猶未逃逸，我軍如能在萊蕪以

西地區將陳毅一股聚殲，勿使其再有退竄

沂蒙山地之機會，則魯戰當可望早日結束

也。因即以急電指示徐州顧祝同總司令，

關於沂蒙地區之作戰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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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上週反省錄曰： 

 二、蒙陰新泰未能如期克復，而泰安陷， 

晉南永濟又復情況不明，各方軍事進展如 

此，殊足憂慮也。 

4/28 405 是日，共軍攻陷肥城。  

4/29 406  朝課後，公考慮戰局曰：「此次泰安區域

戰局，關係整個存亡之道，不能不嚴督諸

軍悉力以赴，以期擊潰陳毅一股主力求得

完全勝利也。因先後令徐州陳誠總長、顧

祝同總司令，指示作戰要旨」。 

 

4/30 413-414  朝課後，研究戰局，決定緩攻坦埠，抽調

第 74師控置(制)於蒙陰附近，而令第 25

師增加於泰安萊蕪間，公曰：「自信此一處

置可以補正全局之弱點也」。 

    公 自記本月反省錄曰： 

 一、山東與陜北軍務，本月份未能達成預

定目標，而豫北且失利，晉南則陷於孤立，

風陵渡與永濟縣亦為敵所陷，軍事形勢如

此，應積極策劃補救之方也。 

 二、東北、華北軍事，雖不甚緊急，然防

廣兵單，亦殊可慮，惟石家莊形勢漸穩，

華北或不致動搖乎。 

 

5/1 420  朝課後，研究戰局，據報我在青駝寺與蒙 

陰附近之部隊，突被 「共軍」猛襲，以致 

前方部隊不能不抽回兜擊。公謂：「此乃我 

軍事配備上之疏忽，今後應飭切實注意於 

三線部署也」。 

 

421 整編第五師邱清泉師長，自魯中前線函呈

對「共軍」作戰意見三項。公復勉曰：「函

悉，所見皆得我心，毋任欣慰，今後調整

序列時，當使發揮吾弟素志，以償生平之

願也」。 

 

5/2 425  朝課後，指導戰局，蓋日來魯中「共軍」

突以主力轉向青駝寺與蒙陰附近，對我軍

分別襲擊，來勢陰狠，幸我制敵機先，除

青駝寺外，其他並未獲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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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33-435  上午十一時，由京飛徐州巡視，顧祝同總

司令報告魯省軍事，知前方將領大都神靡

氣衰，懼敵畏戰，而以虛與委蛇，各圖自

保為能事，以致屢失戰機，處處被動，使

全線進展延緩，形成呆滯狀態。 公聞之憂

憤不已， 因即嚴令重申賞罰，並着整編第

83 師師長李天霞革職留任，以為其餘玩忽

功令者戒。 

 與前方高級將領分別通話，查詢戰況，並

指示作戰要旨。 

 下午三時，由徐州飛濟南，駐節郵政總局

官舍，召見王耀武主席。 

晚，召見第 72師將領，慰勉其保衛泰安一

役之忠勇耳。 

 

5/4 436 朝課後，手書付邱清泉師長，指示為將用

兵之道。 

午正，抵滋陽。與前方將領歐震、邱清泉

等分別通話，指示機宜，旋轉赴吳化文部

巡視。  

 

436-437 與前方將領歐震、邱清泉等分別通話，指

示機宜，旋轉赴吳文化部巡視，吳原為韓

復渠舊屬，抗戰後期降敵，勝利時乃來歸 

者，公以其戢亂守土有功，故特予慰勉之。 

 

5/6 442-444 白崇禧部長簽呈對前方應否使用重砲，請 

准由指揮官權宜決定。公批示曰：「重砲不 

應隨師部行動，故不宜配屬於師部，但可 

在戰區與兵團部控制，但如有攻堅必要， 

准由其前方軍部以上之指揮官臨時配置使 

用於主攻方面可也」。  

…… 職認為

我軍裝備為

求機動，自應

採 用 輕 裝

備，然與「共

軍」作正式戰

或 攻 擊 城

鎮，則需使用

重裝備，……

國軍之戰車

重砲，迭被敵

俘獲，其過在

指揮官之低

能，不應歸咎

於 重 裝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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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且使用火

砲，係戰術戰

鬥。似應由戰

場指揮官活

用，不應限

制，免誤戰

機。 

5/6 444 整編第 74師張靈甫師長自魯中前線痛呈

我軍將領勇怯各殊，意見不一，同床異夢，

難以定亂，應請亟謀改善。公甚韙其言，

特手示嘉勉，並飭以此電抄送陳誠總長、

顧祝同總司令與各司令官、軍師長閱讀反

省，陳述感想與改善辦法。 

 

446 下午，審查戰局，獲悉魯中「共軍」，又由

羊流集南下，向卡橋與太平邑竄擾，其主

力且竄抵沂水，有進襲隴海東段企圖。 

5/7 449 午，研究戰局，公謂：「對魯中軍事行動，

實有制勝把握，故心神未有如昨日之悒鬱

也」。 

 

5/8 454 陳誠總長簽呈，為迅速肅清陜北「共軍」

主力，擬令西北行轅加緊縮小包圍圈，並

令海固、隴東各兵團配合馬鴻逵部併力行

動，而另飭西安綏署以有力部隊策應作戰。 

 

458-459  公就魯中戰局，研究「共軍」之優點與我

軍之態勢及對策，曰： 共軍之優點： 

 一、急行軍   二、夜行軍   三、蹈虛抵

隙   四、得內線作戰之利   五、在我後

方作廣正面游擊，牽制我兵力。 

  我軍今日之態勢與對策： 

 一、 在魯中已形成優勢   二、已形成三

個重點—臨沂、蒙陰、泰安   三、先封鎖

其公路與山口，勿使其主力向外發展，自

由往來   四、向各主要目標分期更番挺進   

五、多備運輸車輛，使各主力部隊能協同

互助，隨時形成優勢兵力，以打擊其主力   

六、專對「共軍」之主力進擊，不為其後

方游擊隊所牽制   七、盡力利用外線作戰

 



20 
 

之利   八、最後主力則分進合擊，而對其

游擊散股則個別擊滅之。 

5/9 462-463 接晉南運城被圍，羅廣文師長告急之報，

懸慮不已，良以其守城之兩個團，皆為青

年軍 206 師，如萬一失陷，非唯我五千子

弟之生命失其保障，且影響於今後青年軍

之士氣軍心甚大也，因一面嚴督陸空軍積

極增援，一面復令勉羅師長，飭淬勵所部，

堅守陣地。 

 

5/10 464  朝課後，與西安盛岳參謀長通話，督導對

運城部隊全力援助，時運城因空軍掩護協

助，故仍能固守之。 

陳誠總長簽陳，為遵令對豫北採取積極攻

勢，除以一部守備要點外，其餘似可徹底

集中，於劉伯誠股主力圍攻安陽之際，乘

虛向北猛攻，以解安陽之圍，如蒙核准，

當飭擬具詳細部署報核， 公復許之。 

 

470 下午據報，我整編第五師邱清泉部，已於

今午規復萊蕪，公聞之大慰。 

 

5/11 472  朝課後，研究戰局。 

電徐州顧祝同總司令，指示加強濟南方面

兵力，剋期收復莒縣、 沂水、南麻、博山、

淄川、周村等要點，迫使退集淄博地區之

陳毅股主力，出而決戰。 

 

 

478       上週反省錄曰 ：  

 三、濟南與徐州之行，軍事之效已見，萊

蕪已如期收復，而敵竟倉皇向北潰退，彼

殆以余到濟，必致督導我軍向膠濟路挺進

之故乎，默察敵情，固已呈舉棋不定惶惑

無主之象矣，唯運城被圍攻甚急，主將心

理不堅，殊為之憂慮不已也。 

5/12 479  朝課後，電運城羅廣文師長，飭勉督所

屬，堅守待援，力保名城。 

運城出擊部

隊與空軍協

同一致，奪回

碉堡數座。 

 484-485 晚課後，得吐絲口收復之報，引以為慰。

主持軍事會報，研究戰局，獲知今日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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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來犯之敵，已告擊退，公心雖為之稍

舒，但又以敵在東北發動攻勢，睊然憂之。

蓋「共軍」久以疲勞戰術困擾我軍，以抵

隙蹈，聲東擊西為能事也。 

5/13 486  研究戰略，決定進攻淄博計劃，並電徐州

顧祝同總司令，指示計劃要點。 

國軍以包圍

殲滅淄博山

地共軍，以湯

恩伯、歐震、

邱清泉、王敬

久、王耀武等

兵團攻之。 

5/14 495-496 晨起，得魯中我進攻坦埠之整編第 74師被

圍之報，公謂：「此乃顧祝同總司令愚拙無

能，指導錯誤之所致，因其不攻沂水而先

攻莒縣使該師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地，而功

敗垂成也」。 

朝課後，研究戰局，決定以第 75與第 85

兩師先攻錦陽關，與濟南部隊會師後，再

攻博山，因電示袞州王敬久司令官，萊蕪

邱清泉副司令官曰：此時敵既注全力在我

右翼蒙陰以南地區，則我左翼主力自應乘

機急起，先規復錦陽關與濟南部隊切實聯

繫，打通濟南與吐絲口直達之交通線，此

項任務務於 13 日前完成。至博山方面，仍

應積極爭取，已截斷其北退之主要路線。 

 

5/15 498 朝課後，獲報魯中之敵已傾巢出犯，企圖

先消滅我進攻坦埠之整編第 74師，該師已

於昨日撤退，在孟良崮佈置陣地云。 

 

501 督導戰務，電令安陽第 40師李振清師長，

固守待援。 

 

5/16 508-509  下午，據空軍報告，整編第 74師現僅守 

孟良崮之一個山地， 其地面積狹小，空投 

糧彈均感困難，且敵冒用我陸空聯絡符 

號，真偽莫辨，極難監視。公聞之焦慮無 

已。 

 深夜，得整編第 74 師全軍覆沒之報，思 

不能合睫。公謂：「悲痛之情，睊睊心目， 

為近來所未嘗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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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511  朝課後，續得孟良崮我軍失利確息，乃即

決定嚴令前方各部，仍向孟良崮積極進

攻，並令陳誠總長即赴徐州指揮。 

 

511-513 徐州顧祝同總司令電呈，陳毅股主力連日

與我激戰，傷亡慘重，我決乘勢猛攻，圍

殲其主力於汶河之畔，謹擬具兵力部署報

請備核。 

永吉第 60軍曾澤生軍長電陳於前(十五)

日馳援永吉後，即協同友軍致力於永吉外

圍之作戰，苦鬥竟兩晝夜，迄未小休，現

敵勢頓歛，永吉治安，已無顧慮。 

 

5/18 529         上週反省錄曰： 

 三 、魯中軍務因顧墨三之無知妄作，致

余之意圖與計畫遭受挫敗，且使 74師陷於

覆沒，思之殊憤恨無已也。 

 

5/19 530-532  朝課後，研究「共軍戰鬥手冊」歷兩小時

未已，公曰：「得此，則可知敵我雙方優劣

我在，且悟我過去對敵判斷與估計上之錯

誤。因有徹底檢討改進之必要也」。因即決

定會中我軍對敵停攻，暫駐蒙陰新泰一

線，整訓所部後，重行部署。 

下午，飛徐州，接見顧祝同總司令以次將

領，檢討魯中軍事經決定各部暫駐原防，

作攻勢防禦，並全面實施整訓，改正官兵

戰術，期與敵作最後決勝準備，旋即由徐

反京。歸途中，公念魯中戰局念轉直下，

接由顧祝同總司令指揮失誤所致，深致慨

於得人之難也。 

 

5/22 544  手書付徐州顧祝同總司令，以孟良崮之 

役，招致重大措失，接由其愚而自用，指 

揮無方有以使然，故特予誥誡。 

 公曰：「此實為彼一亟應深自咎責之事，

未之後此其知所警惕否耶」。 

 

5/24 553-554 晨起，公檢討近日局勢曰：「時局逆轉，人

心動盪，軍政經社均瀕臨危殆，奸黨為遂

行其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之意圖，其在前方

則廣泛展開武力鬥爭，攻城掠地，着着進

逼，而在後方各大都市則鼓動風潮，擾亂

 



23 
 

社會，更無所不用其極」。 

電北平行轅李宗仁主任，飭對平津兩市奸

黨搗亂，應準備採取行動。 

5/25 565       上週反省錄曰： 

 二、局勢雖極危急，但對制「共」之道與

研究「共軍」戰略、戰術及對策，尚於心

有得，而訓練軍官亦未敢或懈，此則差堪

自慰者也。 

 

5/26 566 召見西安綏署胡宗南主任，指示陜北軍事

方針。 

 

5/27 571-574 朝課後，再召胡宗南主任，研討陜北與晉

南戰局。 

令飭後方，勤務總司令部，犒賞安陽守軍，

時我第 40師奉令固守安陽，自五月八日

起，至是已踰兼旬，官兵奮勇抵禦，且不

斷出擊，故 公特令犒勞之也。 

下午，研究對「共」戰術。 

 

5/28 576 朝課後，召見吳國楨市長，研究上海市清

「共」辦法，及處理物價與糧食問題方針。 

 

5/29 584 朝課後，召見范漢傑司令官，查詢豫北軍

事並指示之。 

下午，研究「共軍」戰術。 

 

585  發佈追念張靈甫師長及 74 師全體官兵通

令，並飭遍發各部隊作為加強軍事幹部 

精神教育之重要文件，研讀躬行雪恥報國。 

 

590 晚課後，公身省曰：「時局嚴重至此，一切 

唯有盡其在我，至於成敗存亡，則聽之於

天而已」。 

 

5/31 599-600 晚課後，據報，魯中「共軍」近日大部向

膠濟路集中云，因即電濟南王耀武司令

官，飭令各部嚴密防範，並指示，「明水部

隊是否過於突出或被敵所算，務希注意，

但龍山陣地必須固守，如其來犯，應積極

準備與之決戰也」。 

 

 602     本月反省錄曰： 

二、月初二度飛徐，月底一度飛瀋，親 

自處理戰務，山東與東北之戰局猶能支

持，未致崩潰，實為萬幸，以奸黨軍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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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詐及其毒辣險惡之程度，若與我高級將

領過去疏忽散漫之行為相較，其不為彼一

網打盡與整個崩潰者，殆無此理，故決心

停止進擊，整頓陣容，另定方案，以為重

起爐灶之計，……。 

 

 

 

十、其他 

日期 頁數 內  容 備  註 

4/16 306 批准陳誠總長遵令擬呈之「三十六年度征

兵實施辦法」。 

 

4/19 357 指示白崇禧部長、陳誠總長，飭對退役軍

官應妥籌轉業及安置辦法。 

 

363 召見陳誠書記長，指示對青年團各級幹部

競選國大代表一事，應誥誡制止，青年幹

部應以服務為目的，不應著眼於名位之爭

奪也。 

364     上週反省錄曰: 

 (五)近日身心強健，修養日有進步，對於 

慎獨誠意中和，立極主敬，窮理各端，尚 

時能體認。 

4/22 372-373 晡，與夫人車遊湯山，途中念及人民之疾

苦未除，與幹部之奉職無狀，不禁感慨系

之。 

 

4/23 387 是曰，夫人受任世界婦女公民協會名譽主

席。 

 

4/28 402 晡，與夫人自中央門，經下關至平民住宅

區巡視，公以沿途街道清潔，顯較往日進

步，為之色喜。 

 

5/2 431 與夫人車遊京畿，雨後，耒黍葱綠滿眼，

公自謂:「有霖雨蒼生之感」云。 

 

5/3 433 今為「五三」國恥紀念日，公撫時感事，

喟然曰:「此余十九年前所身受者，今果已

湔雪乎」。 

 

5/5 441 研究「共軍」電台位置與番號，至深夜方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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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447 是曰，公錄「荒漠甘泉」。  

5/8 459 是曰，為長公子經國三十八歲誕辰，晚課

後，公為設飯，並放映影片，謂「此亦天

倫樂事也」。 

 

5/15 501 審核快速縱隊作戰綱目。  

5/16 508-509 於湯山西珠山頭，續校快速縱隊野外演

習，歸途中，夫人往迎。公曰：「夫婦親睦，

乃憂勞中唯一快慰事也」。 

 

5/17 513 下午研閱「戰鬥手冊」及「目前的戰役問

題」，蓋皆鹵獲之「共軍」文件也。 

 

5/21 541 下午，指示劉斐次長就對「共軍戰鬥手冊」

內容手定之對策，與批劄作成具體條文，

印發各將領遵照實施。 

 

5/25 559 朝課後獲報，上海米價每石竟漲至五十萬

元，公喟然曰:「經濟不安，社會動盪，糧

食更為一般民眾不可一日或缺者，今市價

高漲至此，益予奸黨以煽惑暴亂之口實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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