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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山報告稿，2016.1.23. 

《事略稿本》70，民國三十六年六月至八月 

（臺北：國史館，2012 年 10 月，初版一刷） 
 
事件 日期 內     容 頁數 

魏德邁訪華 

0716 
0717 

召見張群，商談魏德邁來華準備事宜。 
p.372 
p.374 
p.389 

0718 
0719 
0721 

召見翁文灝、俞大維，研討魏德邁來華注意事項。 

p.390 
p.392 
p.401 

0722 

考慮以下各事：一、對魏德邁談話要點與方針；二、急

需補充之空軍；三、顧問團之襄助我監察與管理；四、

新軍訓練計畫；五、中美感情至今尚能保持，而不為俄

共所間者，何在？ 
杜魯門總統特使魏德邁抵京，由文官長吳鼎昌迎之於機

場。魏發表來華聲明。 

p.411 
 
 
 

p.412 
p.413 

0723 

接見魏德邁，以魏氏此來，並未帶有杜魯門之介紹函，

頗以美國政府不重視外交禮節為異。【否則其不以中國為

國乎？】 
晚宴魏德邁。【以妻忽病，故宴罷即散。】 

p.417 
 
 

p.423 

0724 

蔣致慨於美國政府對華態度之冷酷，與其輿論之龐雜，

歎曰：「凡我政府所有措施，彼等皆認為是迎合美國意

向，所以訛詐美國援助，因謂我毫無誠意，與自主自立

之精神。尤可痛者，不僅以中國與【已亡之】韓國相提

並論，而且其對待中國之態度，尚遠不如對待其仇敵之

日本。顧今日我國所以尚未為俄共所誘惑者，乃我政府

政策堅定，而由余一人為之主持所致。美人昏昧，誠不

知何日醒悟也」。 

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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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5 
0726 

檢討美國對華態度：「美國政府與民間之態度，幾乎皆為

共產國際心理作戰之宣傳所控制，而尤以其新聞記者及

商人，對我政府與國家無禮更甚。彼等只想其曾經以少

數之軍經援助為恩德，而不想我國為條約義務與人類正

義，所受之犧牲與損害，實過於其千百倍也。而且雅爾

達會議對東北問題之密約，無異出賣中國。今且認其仇

敵日本為友，而視我則反較日本之不若，是可忍，孰不

可忍？」「為對外政策與世界全局，不能不持志養氣，切

勿以小不忍而亂大謀也」。 
自記一週反省錄：「美派魏德邁來華研究中國情勢，竟稱

『視察』，但有加重我恥辱而已」。 
是日，魏德邁自京赴滬上考察。 

p.432 
p.433 
p.437 

 
 
 
 
 
 

p.439 
 

p.440 

0728 魏德邁自滬返京。 p.450 

0729 
0730 

召見張群等，研討答覆魏德邁備忘錄之內容。 

p.452 
p.458 
p.466 

0731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魏德邁來華，人以為美國對華政

策轉變之朕兆，但此心只知恥辱，而並無所企求也【俄

國外交，對俄態勢，以我不之理，則反平靜矣】。」 
p.480 

0801 魏德邁赴北平考察。 p.491 

0802 魏德邁訪問北平軍政首長。 p.494 

0804 魏德邁抵天津訪問。 p.506 

0805 魏德邁抵瀋陽訪問。 p.514 

0808 魏德邁由青島返京。 p.527 

0810 接見魏德邁，長談逾兩小時，並共進午餐。 p.539 

0811 魏德邁抵臺灣訪問。 p.545 

0812 
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呈報：已向魏德邁說明美對臺灣之誤

解，及臺灣之法律地位。 
p.547 

0816 
自記一週反省錄：「對復魏德邁備忘錄一文已修正完成，

此乃一重要文獻也」。 
p.627 

0823 

自記一週反省錄：「【魏德邁使團所加於我國者為驕橫、

為侮辱；美國記者對我政府之詆毀、對我民族之賤視，

幾乎以我為其殖民地猶不如也，不堪再忍矣。美國之欺

弱侮寡，毫無正義與公理之心，殊為美國恥、更為人類

憂】惟對美國忽視正義公理，殊引為人類之憂。而於其

朝野所加於我國者，實有難於忍受之感。惟以小事大、

以弱事強，乃畏天者當然之事。故應視當前之恥辱，為

p.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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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後自反自責、自力更生之樞機，不可不勉也」。 

0830 

自記一週反省錄：「本周為美國【侮華之】對華政策之所

刺激，切思自力更生之道。特訂定十項目，以自勉勉人。

此次所受魏氏公開侮華，雖有甚於史迪威與馬歇爾之所

加者，但此心泰然，迄無憂懼。蓋以今日國勢雖亂，我

仍有自立自強之道在。【切戒國人，勿再稍存依賴任何友

邦之心，依賴則成為奴隸，成為附庸矣】」 

p.713 
 

告洋狀 

0724 
披閱關於民主同盟對魏德邁來華，擬出而領導「民間」

勢力之報告。 
p.425 

0729 
民主同盟份子羅隆基等，晤魏德邁，竟表示反對政府戡

亂。 
p.457 

0804 
據報：民主同盟份子羅隆基，竟告美方人員，謂如美停

止援華，則可導致國內之和平云。 
p.505 

0806 民主同盟向魏德邁提供阻撓援華意見，為匪張目。 p.517 

0811 

所謂「全國學生聯合會南京分會」竟對魏德邁發表聲明，

主張停止徵兵、徵糧、徵稅，並取消總動員令。蔣以其

口吻大似共黨所為，飭查明報核。 
p.541 

外蒙入聯 0727 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反對外蒙進入聯合國。 p.445 

動員戡亂 

0718 

主持第七次國務會議，通過（一）撤銷共產黨國民大會

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參政員名額；（二）《動員戡

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 
p.384 

0719 
0720 

自記一週反省錄：「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已由國

務會議通過公佈矣」。 
p.396 
p.400 

0731 

南京市市民代表馬俊等，代表南京市百萬市民，為擁護

政府戡亂國策，詣國民政府獻旗致敬。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令，實為對

共匪重大之打擊，不僅軍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糧政會議如期召開；征糧、徵兵

計畫得以實行；【各大學不良之教授解聘，以及非法學生

之清除】此蓋總動員令之效果也」。 

p.481 
 

p.479 
 

p.480 
 
 

動員與役政 

0718 

（一）地方徵稅可明白增加，但不許勒索；（二）徵訓壯

丁，應嚴杜弊竇，並飭勤加考察檢舉；（三）研擬優待軍

屬與察訪官長眷屬疾苦辦法；（四）加強軍政組織之方

案。 

p.390 

0804 

朝課後，對全國兵役會議訓示，關於地方自衛武力、壯

丁訓練及兵役工作之要旨。【對兵役會議訓話一小時，猶

未盡言。故下午七時閉會時，再召集行政院長、各部長

參加，又訓示一次，明告中央與地方政制改革及今後之

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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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 

0809 

自記一週反省錄：「糧政會議如期完成，兵役會議致訓二

次，對於中央與地方政策，與整個制度，於將來或有較

佳影響也」。 
p.532 

0810 
召見聯勤總司令郭懺，及國防部兵役局長徐思平，斥其

對新兵待遇不負責任也。 
p.540 

軍紀敗壞 0728 

旋又據報，上海市憲兵與警察，昨在金都戲院，因購買

戲券，引起衝突，以致開槍互擊，警察與人民死傷十餘

人，而警察相率罷崗。蔣以此令軍紀、國體喪失無遺，

悲憤之極，遂致赫然震怒。事後蔣自檢點，認為失態傷

神，應自記大過一次云。 

p.448 

陸鏗案 

0801 

召見《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就其誤刊「孚中」、「揚

子」二公司私購外匯數字一案，垂詢甚詳。【近日為宋家

「孚中」、孔家「揚子」等公司，子文違章舞弊、私批外

匯案，余本令行政院澈查，尚未呈覆。而《中央日報》

副編輯乃探得經濟部所查報之內容，先行登載發表；並

誤記數目，以一百八十萬美金誤記為一億八千萬美金，

因之中外震驚。余嚴督財部公佈內容真相，稍息群疑。

子文自私誤國，殊為可痛，應嚴究懲治，以整紀綱。朝

課後，為查究「孚中」等公司案，令財部與《中央日報》

公佈改正，必須根究澈查，水落石出，方安於心。下午，

批閱公文，清理積案。召見陸鏗，即在《中央日報》登

載「孚中」公司案者，面慰之，以彼甚懼我懲處其違法

登載政府未發佈之消息也。】 
【上星期反省錄：「對孚中與揚子各公司違法外匯，子文

私心自用如此。昔以其荒唐誤國，猶以其愚頑，而尚未

舞弊之事諒之。今則發現此弊，實不能再恕，決不能以

私害公，故依法行之，以整紀律」。】 

p.489 

0816 

自記一週反省錄：「本周為孔（祥熙）出國事，多受社會

詬病【人雖不敢當面責難】，然此心不安異甚。實為近年

來自反不縮之第一事，【親屬卑污而情法兩難，徇私不

公，何以自全】應自記大過一次」。 

p.627 

黨團合併 

0716 召集黨團高級幹部，討論黨團合併方針。 p.371 

0720 召見吳鐵城秘書長、陳立夫部長，研討黨團合併手續。 p.400 

0722 下午，決定黨團統一組織委員，與同指導委員名單。 p.410 

0724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設立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 p.430 

0725 
下午，審閱黨團合併文告稿【甚空洞，應重新手擬，研

究甚切】。 
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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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考慮黨團合併文告內容，並召見起草幹部，面示要旨。 p.438 

0731 

陳果夫函呈黨團合併意見。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黨與團統一組織決定後，【對黨、

對團發表訓示，明告余之決心；對國大選舉亦示以由黨

統制之原則，以後內部糾紛乃漸熄滅，此實革命轉敗為

勝之樞機乎？】自此內部糾紛或可稍減乎？」 

p.468 
p.480 

 

0805 審閱黨團合併文告稿，未能稱意。 
p.507 
p.512 

0811 
審閱對黨團文告稿，指示修正與充實各點。近日因專事

剿務，故對統一組織工作，多所延擱，未能詳討為念。 
p.541 

陳誠赴東北 

0719 

自記一週反省錄：「研究戰術、指導剿務，審核新疆攻守

方針，與對日和會日期等外交政策，以及魏德邁來華交

涉之準備，與東北、華北人事之調遷諸問題，萃集一身，

故忙碌更甚」。【7 月 20 日，晚餐後見傅宜生，商談北平

行轅主任由其接替事。】 

p.396 

0723 

白崇禧呈報：東北行轅主任一職，自揣難於勝任，請另

簡賢能，願從旁協助。 
召見陳誠，研商東北與西北人事問題。 

p.418 
p.422 

0724 
0731 

朝課後，以北平與東北兩行轅人事，未能順利調整，因

歎曰：「彼輩只知爭權利，而不肯略盡責任，畏難避重，

但增予憂辱而已」。 
晚課後，召見張垣綏署主任傅作義，研究華北軍事，並

飭彼擔負全責。 

p.424 
 
 

p.429 
p.467 

0802 

朝課後，召見陳誠，並決心囑其前往東北，負責指揮軍

政。【東北人事與機構皆不健全，若不從速決定改正，則

匪之野心更張。雖無力來攻，亦不能不來擾亂矣。故急

令辭修速往負責，以資鎮攝。如我一方主將，能使敵匪

畏懾，則匪雖欲來犯，亦必不敢輕動也。】 

p.492 

0804 
0805 

電瀋陽熊式輝主任，飭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其業

務歸併於東北行轅，以一事權。 
p.500 
p.510 

0806 召見陳誠，指示黨政軍方針，因其午後即將飛赴瀋陽也。 p.515 

0810 

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奉准調為東北行轅第二兵團司

令官，並發表劉安祺為軍長。陳對該軍仍有戀棧之意，

自四平街呈請仍兼軍長。蔣頗厭之，批曰：「應絕對遵奉

命令，不得有違」。 

p.538 

山東 

全般戰局 
0731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自上月杪，東北四平街解圍，魯

中地區如期收復匪之南麻老巢以後，本月中，魯西與魯

南之費縣、鄆城被陷；滕縣、鄒縣、濟寧、汶上、羊山

p.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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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被圍甚急，情勢突告緊張。但皆蒙上天保佑，除羊山

集以外，其他各城皆能轉危為安，而且均使匪受重創。

其間最足慰意者，為臨朐與南麻之兩次決戰，使匪半年

來所獲得我軍之炮彈、槍彈皆已消耗殆盡。彼匪自詡為

八月以後，將開始作大規模攻城戰、陣地戰之鬼計，至

此殆已完全打破」。 

羊山集 

0717 

滕縣楊幹才部、羊山集宋瑞珂部既被匪圍攻甚急；而濟

寧、汶上、鄒縣我軍又復先後被圍。「幸陝、豫各部已能

如計集中魯西；回剿部隊亦多能行動，再過五日，其可

渡過難局乎」。 

p.373 

0718 
接羊山集 66D 自昨夜到今午，與匪鏖戰，將突入集內之

匪萬餘人全部殲滅，而我軍亦傷亡過半。為憫念者久之。 
p.390 

0719 

晚，得羊山集又被匪圍攻之報。蔣以為此乃必然之勢，

蓋王敬久部不能乘昨日勝利之機會，由金鄉全力出擊故

也。 
自記一週反省錄：「本周內，始以魯西六營集突圍部隊，

終日不見蹤跡，引以為慮。繼復獲羊山集、鄧縣、濟寧、

汶上等地皆被圍攻之報，益感憂戚。然卒能轉危為安，

尤以泰安收復為慰。而我圍剿各部，雖多被洪水延誤時

間，然皆能奮勇向前，未誤戎機，故苦中亦樂也」。 

p.394 
 
 

p.396 

0720 

羊山集西關亦被匪再度衝破，負隅未退，我守軍四團已

傷亡三分之二以上，無力驅逐突入之匪部。而金鄉增援

部隊仍在中途，蔣甚以其未能猛進為恨。 
p.397 

0723 
0725 

檢討戰況，原以為魯中之匪第一、第四縱隊，被我包圍

於梁邱山區，可望一網打盡。不料金鄉方面將領指揮無

方，反又損失第六十六師之一旅兵力，為之悵恨不已。 

p.423 
p.432 

0728 

朝課後，研究戰局，知王仲廉兵團集中魯西苒固集三日

不進，任令羊山集第六十六師宋瑞珂部被匪圍攻。及午，

宋部電信斷絕，料其或已全部殉難，故對顧祝同、王仲

廉之怯弱，震怒不已，在電話中曾予顧斥責，蓋不得已

也。【痛憤不堪，在電話中對顧痛憤斥責，黃埔師生將成

亡國之罪人乎？】 
今日山東方面氣候惡劣，空軍終日不能活動，以致各處

戰況與各部隊行動，皆欠明瞭。羊山集宋瑞珂部自午間

消息斷絕後，至夜未通，認為業已絕望，歎曰：「顧（祝

同）、王（仲廉）之無能，致陷忠勇將士於死地，其罪無

可恕矣」。 

p.446 
 
 
 
 
 

p.448 



 7 

0730 
0731 

研究戰局，知臨朐確已解圍。惟羊山集失陷後，宋瑞珂

師長尚無下落，念之彌切，曰：「瑞珂實為我軍優秀傑出

之將領，甚望上帝佑其生還也」。 

p.464 
p.467 

0801 

晡，以第二兵團司令官王仲廉怯弱無能，致羊山集安而

復陷、師長宋瑞珂被俘，因令將王撤職解京，交軍法審

判。 
p.490 

0802 
0804 
0806 

自記一週反省錄：「魯西剿務，為王仲廉無能不力所誤，

使羊山集安而復陷，宋瑞珂被俘，不勝憤激，乃將王仲

廉撤職解審，以懲怯弱而振士氣。」 

p.493 
p.504 
p.516 

南麻戰役 

0719 

又據報：南麻西側之永興莊高地，被匪攻陷。進駐之第

十一師（胡璉）又陷於孤危。蔣曰：「此乃余受作戰參謀

影響，對南麻兵力與地形未加切思之過。如果當時知其

地形開曠、兵力不足，即令東里店之第二十五師增防南

麻；或令第十一師在南麻附近，選擇一能控制南麻之地，

縮小陣地範圍、鞏固防線，不為匪所攻陷。則放棄南麻，

亦無不可。乃未及指示，又陷孤危，惟有努力增援，設

法補救而已」。 

p.395 

0720 

上午，連接南麻第十一師胡璉師長告急之電，乃嚴督空

軍，冒層雲大霧赴援。 
研究戰局，近日無時不以南麻危急為念。頃見天氣放睛，

喜曰：「空軍協助效果，當甚大也」。 

p.397 
 

p.400 

0721 

朝課後，研究戰局，對南麻情況緊急，決令沂水第九師

（王凌雲）與濰縣第八師（李彌）分向南麻挺進增援，

曰：「此乃險著，然亦要著也」。 
得南麻守軍胡璉師長電，知其工事嚴固，決心死守。聞

之甚慰，因督促速以糧彈空投接濟。 

p.401 
p.403 

0722 

朝課後，得南麻共匪已於昨夜潰退之報，頗以是役峰迴

路轉、如蹶而復趨也。【無異黑暗中忽見光明，如釋萬鈞

重負。得此勝利，南麻果能確保不失，此誠天父佑華，

允余可剿匪成功之明證。】 

p.409 

0726 

自記一週反省錄：「魯中南麻，與魯西羊山集兩戰役，皆

能固守勿失，且能轉敗為勝，此實剿匪成敗最大之關鍵。

然一念及將士之辛勞與犧牲，又為之黯然矣。」 
p.439 

臨朐戰役 

0725 
聞臨朐第八師李彌部被圍，乃令第九、第六十四師向臨

朐增援。 
p.431 

0726 

午接臨朐第八師即將撤退之報，乃急令赴援之第九師就

地停止待命。【忽接臨朐部隊未退，且將其城東部隊集中

城內云，此心略慰。】 
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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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9 

今日魯省天氣放晴，除一面督飭空軍，搜索匪之第一、

第四縱隊於南陽湖東北岸，予以致命打擊外，一面並電

促赴援臨朐之第九師王凌雲部急進應援。蓋該師因日來

天雨路難，又糧彈不濟，進展頗形遲緩也。 

p.451 

0730 
0731 
0801 

朝課後，研究戰局，以魯中援臨朐各軍進展遲緩，致臨

朐之圍不能解除為慮。因即督促空運糧食，並處理圍剿

運河與南陽湖以東殘匪。旋聞戰地天氣開霽，空軍活動

無礙，此心始安也。 
下午，得臨朐解圍之報，聞之驚喜交集，曰：「悲乎！天

果不負其忠貞之子民也」。 

p.458 
p.466 
p.475 
p.489 

0804 
0820 

電第九師王凌雲師長，查詢該師接獲空投糧食，有無不

分予友軍之事。電第六十四師黃國樑師長，告以應與友

軍同艱苦、共患難，發揮親愛團結精神。 

p.502 
p.503 
p.648 

榆林戰役 

0805 共匪犯榆林。 p.514 

0809 

自記一週反省錄：「榆林被匪圍攻，親飛延安，指導處理

一切。對陝北整個掃蕩計畫，亦有全盤決定。此行自覺

於剿匪全局，實有決定性之作用也。」 
p.531 

0811 

據報：進犯榆林匪軍，連日以主力向南關、東關、西關

猛烈攻擊。今日並突破西關，城內有匪埋伏之便衣隊接

應，幸被我軍消滅，乃得轉危為安。 
p.543 

劉鄧南下 

0731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雖其第一、第四、第八各縱隊之

殘部，仍能漏網西竄，但最後卒為我包圍於南陽、微山

湖濱，陷入泥淖，無法逃竄，此實天網恢恢，奸匪萬惡

之報應。若我各軍將領果能努力奮鬥，不失戰機，則此

理想之殲滅戰，必予我以偉大之光榮也」。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本月雨量特多，尤以山東為甚，

戰地山洪暴發，交通阻塞，因之軍事行動阻滯，本已造

成國軍不利之形勢。而共匪正亦因此，到處陷於泥淖，

恰予我以殲滅之良機，益信天之賞善懲惡，決非如人類

之欺善怕惡也」。 

p.479 
 
 
 
 

p.480 

0725 

朝課後，研究戰局，指導剿務。魯中匪第八、第十各縱

隊向袁口以西逃竄，與魯西劉匪伯誠合流。乃命第五師

邱清泉部向汶河南北地區進剿，暫緩淄川、博山進剿。 
p.431 

0726 

自記一週反省錄：「近日山東各地氣候多雨，山洪暴發，

魯南之匪第一、第四、第五各縱隊，皆阻滯於梁邱山區。

其第三、第八、第十縱隊以汶河暴漲，不及向北逃竄，

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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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過袁口，竄入魯西。此乃天賜我滅匪良機，戰略上所

預定之先分散、後圍剿，使之各個就殲之企圖，完全形

成。惜乎所部不力，亦為氣候與地形所限，不能窮追密

圍、一網打盡，不勝遺憾焉。」 

0727 

電梁邱第五軍邱清泉軍長，飭督率所部，向魯西急進。

如匪渡運河西竄，亦應不顧一切，跟蹤緊追。 
晡，研究戰局，忽報陳匪毅第一、第四縱隊由梁邱向津

浦鐵路西進，我空軍在微山湖發現匪船五百餘艘。此必

魯西劉匪伯誠接應陳匪毅所準備者。此以曾嚴督空軍，

時刻搜索，故得及時發覺也。 

p.441 
 

p.443 

0731 

研究戰局，據報匪第一、第四縱隊仍阻於郭里集（鄒縣

西南）附近。惟有一股已浮渡泗水，向北與其第八縱隊

在濟甯南貫集附近會合。匪軍浮渡之時，為我空軍發現，

立予掃射，斃傷匪軍數千人【屍漂水中，隨流浮沉，不

知其數】。聞之悲戚不已，曰：「死者固皆中國之人民也。

共匪罪孽上通於天矣」。 

p.477 

0803 

魯匪主力第一、第四、第八各縱隊，在汶上、寧陽、濟

寧、兗州之間，已被我軍包圍。而寧陽且已為我第五師

收復矣。 
p.495 

0804 
據報：汶上匪第一、第八縱隊有向魯西逃竄模樣，命第

五師邱清泉追擊之。 
p.506 

0805 

據報：袁口以東地區，尚有匪部後衛抵抗，以阻撓我第

五師追擊也。益都已為我第九師收復。余意急欲收復高

密，打通膠濟路東段也。 
p.513 

0806 

反覆不能成寐，甚念魯西匪主力約六萬人以上，雖黃河

伏汛時期，不易渡河；然如任其分竄隴海鐵路以南，則

為患大矣。既明，乃與徐州顧祝同通話，指示其加緊隴

海路部署。 

p.515 

0807 

朝課後，召見國防部次長劉斐等研究戰局。劉等多以為

魯西劉伯誠匪主力，必已西渡黃河，決不能再南竄隴海

鐵路。【余頗為不安，但彼等堅決判斷如此，余之心理亦

幾乎為環境所轉移】然對隴海路之佈防，仍囑遵昨令辦

理。 

p.522 

0809 

自記一週反省錄：「陳匪毅殘部逃竄魯西，劉匪伯誠主力

不能逃回河北，乃皆陷於魯西一隅。如所部得力，實不

難一網打盡。今以追擊不力、指揮無方，恐被匪向南逃

竄，又須多增一番心力矣。」 

p.531 

0811 朝課後，得隴海鐵路電話已斷、鐵路不通之報，甚慮匪 p.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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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已越路而南。及至正午，電話修復，全路已通，除楊

集橋樑被炸外，餘皆完整，知匪之主力仍在路北，懸念

為之稍釋。 

0812 
0813 
0814 
0816 
0817 
0818 
0822 
0823 

自記一週反省錄：「膠濟路已如期打通，惟陝北剿務猶未

能告一段落。豫東進剿雖已合圍，然各部作戰與指揮仍

多疏忽懈怠，恐匪將漏網散竄。晉南陳賡匪股今晨向狂

口、會興鎮、孟津分渡南竄，可知劉匪（伯誠）主力必

向西竄也」。 

p.546 
p.548 
p.549 
p.556 
p.603 
p.629 
p.632 
p.658 
p.673 
p.677 

0824 
0825 
0830 

自記一週反省錄：「劉伯誠匪部已竄抵豫南，而不能在淮

河以北地區聚而殲之，所部不力，致失良機，遺憾不已」。 

p.687 
p.688 
p.713 

剿共指示 0717 

下午審定剿匪四大守則（積極攻勢、行動秘密、構成火

網、獎勵夜戰），六項要目（搜索、警戒、聯絡、掩護、

近戰、工事）之密令稿，並即飭頒行。 
p.375 

巡視延安 

0807 

十時半，由京起飛，經西安換機，午後四時到達延安上

空，見山腹窰洞排列如蜂窩，【且頗整齊為快】。下機後，

駐節清涼花園，稍事休息後，研討陝北戰局，最後裁定

由寧夏方面主動向榆林進擊。 
晚，召見胡宗南。胡稱：榆林守軍、鄧寶珊左右，多不

正之徒，臨危之際，恐鄧將為其所搖撼，因榆林城內平

時即有匪探，未加清除也。蔣遂決定手書致鄧，令其先

行切實肅清內部，一面並密令駐榆林之旅長徐保注意。 

p.524 
 
 
 

p.525 
 

0808 

今日延安朝霧深嚴，與關內天氣迥殊。寫致鄧寶珊函凡

十餘紙。十時，召見營長以上軍官訓話，旋至舊城址視

察。舊城面臨延水，背負墩兒山，左有清涼山，右有寶

塔山，互為犄角。惜地勢狹窄，山形斷絕，略無可取。

惟於嘉嶺見石刻雄偉，傳為范仲淹手筆，徘徊流連者良

久。 

p.526 

0809 

自記一週反省錄：「親到延安，視察社會與地形之實際內

容。共匪有此堅強老巢，尚不能死守勿失，於此更可信

其必將整個崩潰與消滅也」。 
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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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自記延安之行之感想，以為延安地形深奧險狹，防守必

可自保。共匪如真有魄力、內部真能團結，何致被我胡

宗南軍一擊即敗。而其所宣傳「難攻不落」、「死守到底」

之惟一巢穴，以我軍行動未及一周，即告克復，當為唯

物主義否定精神者之報應矣！並書「滌腥蕩穢，掃羶除

污，不有涵濡恢宏【含羞納垢】之量，何能達成忍辱雪

恥之志」數語以見志。 

p.533 

經濟處置 

0727 全國糧政會議開幕典禮。蔣出席訓話。 p.441 

0729 

晡，召見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研究發行銀圓、維持幣

信事宜。蔣以為不能等待對美國借款成功以後，方行整

理幣制，而貽誤時日也【切勿再望美國借款，方整幣制，

貽誤國事】。 

p.456 

0731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經濟物價有減無漲，年收有望，

此又天賜中國戡亂建國、自立求存之佳兆也。」 
p.480 

0801 
主持國民政府第八次國務會議，通過開放對日貿易，並

決定三項原則。 
p.488 

0816 

自記一週反省錄：「國務會議通過文武俸給平等，節約規

程，及改定外匯管理辦法諸案。此在今後政治上，當有

裨益。」 
p.627 

北塔山事件 

0722  p.411 

0728 
蘇俄、外蒙夥同進犯北塔山，我第十五師郭可仁部全體

殉職成仁。 
p.450 

0806 
0823 

蒙古人民共和國照會我國，妄稱白塔山應屬於蒙古境

內；並誣我軍向其攻擊。 
p.518 
p.674 

孫科 0810 

立法院長孫科來談，蔣知其昨日所遞辭呈，表面為銀行

法之故，而實係意別有在，故甚歎操持晚節之難也。【孫

科來談，彼昨遞辭呈，名為銀行法之故，而實則要錢，

並為其姘婦發還其包庇漢奸之財物。其卑劣至此，殊為

痛心，不知如何持後與光前矣，甚望吾之後人，以此為

戒也】。 
下午，召見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與鐵城談話，以政

府名義，贈孫生母壽禮十萬港幣以慰之。】 

p.539 
 
 
 
 
 

p.540 

戴傳賢 0724 下午，戴傳賢函呈國是意見四項。 p.427 

雜記 
0718 

「所記事之重要者，不過十分之一；甚嫌篇幅太少，而

又無暇詳記為憾也。可知古人記事，有不能記載與不便

記載之處，其用心更苦矣」。 
p.391 

0723 召見交通大學校長吳保豐，飭其加強學生管理，以該校 p.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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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潮迭起也。【訓斥交大校長吳保豐之失職負黨。】 

0726 

自記一週反省錄：「盛暑從公，憂勞備至，然亦不覺疲乏。

然晚間浴罷對鏡，乃知形容之憔悴，一至於此，無怪夫

人之憂慮不置也」。 
p.440 

0731 
自記七月份反省錄曰：「本月炎熱酷暑，勤勞獨多。但身

苦而神安，工作效能之大，決非平時可比也，當益勉之」。 
p.480 

0802 

自記一週反省錄：「近來恥辱交乘，憂憤過甚，【又以所

部不力與無志，更增惱怒與燥急】可知修養工夫並無進

步。惟信道益篤、信心更堅，靜默禱告，能晝夜無間，

稍引為慰耳。」 

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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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略稿本  70 冊導讀（一） 
 
 
 

陳佑慎 
 

2016/01/23 

 

 

 

◎全局概觀 

6 月 6 日，記曰：「過去軍事雖亦屢有失敗，甚至危急之時，而因經濟、人心兩

臻穩定，加之個人精神嚴毅，故終能勉力維持。茲則軍事稍有逆轉，而

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均告動搖。」（40） 
 
◎學潮問題 

6 月 1 日，武漢大學學潮，軍警與學生衝突，學生死 3 人。蔣認為，行轅主任程

潛「不知輕重利害以致發生此不測之變，恐將引起全國學潮，無任憂

慮」。（7）嗣後又謂：「旬日來為維護法紀，整飭學風，乃不得不做斷然

處置。因而教授中言行橫決者，已趨緩和，學生中搗亂把持之奸黨份子，

經逮捕後亦漸懾服。此後或有平息可能乎。」（10）「奸黨原定六月二日

全國大暴動之陰謀，無由得逞，頗以為慰。」（25） 
按：事件即所謂「六一慘案」。 
6 月 7 日，召見教務部次長杭立武聽取武漢大學學潮事，認為「此一事件固由於

奸黨煽惑，而亦由於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稽查處長胡孝揚等事前防範不

週，臨事又挫置失當之所致」。令撤彭、胡等人之職，並從優撫恤被難

學生。（45-46） 
6 月 8 日，記曰：「本周因上月嚴厲震懾之決心，不顧用一切用快刀斬亂麻手段

予以平服。然中外輿論皆表不滿，亦惟有聽之而已。」（6 月 8 日日記） 
6 月 9 日，主持國父紀念週，闡明政府處置學潮方針（52-57）「由此次學潮平息

觀之，可知社會基礎亦未完全搖撼，而當前最重要者厥為軍事。只要軍

心穩定，鬥志堅強，則大事仍有可為，無所用其過慮也。」（59） 
6 月 21 日，馬鴻逵建議以「快刀斬亂麻」方式抑制學潮。（141-142） 
 
◎軍事 

5 月孟良崮戰役對蔣介石的刺激，在本冊多篇講稿中可以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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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記曰：「東北與山東軍事，能照預定計畫集中整理，未為敵逞，今後

或可轉入主動地位。惟危險尚依然存在也。」（50） 
6 月 20 日，邀宴國府委員在京者，說明共黨擴大叛亂經過以及蘇俄問題。

（138-139）翌日記曰：「最後余言，如不改變現行平時政制為全體動員

制，則軍事上三個月後全國現有各大都市之據點決難保守，政治與社會

必將崩潰。」（日記） 
6 月 30 日自記「上月反省錄」謂：東北、華北軍事情勢吃緊，全國驚惶無措，

政府亦幾乎動搖，乃有實施總動員及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重要

決策。四平解圍後，大局漸有轉機。（200） 
7 月 17 日，審定並頒行「剿匪四大守則」，略云：ㄧ、積極攻勢；二、行動秘密；

三、構成火網；四、獎勵夜戰。（375-383） 
 
◎軍事：內戰東北戰場 

6 月 15 日，記曰：「四平街連日被匪圍攻，陳明仁指揮無方殊為可慮。然尚能能

保持未為所陷，亦云幸已。」（91-92）電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等，獎勉

空軍於四平街戰役之功。（90-91、99） 
6 月 20 日，召見孫立人等研究戰局，決定仍固守長春，保衛瀋陽。「則東北情勢，

仍可為我所控制」（136）又記曰：「吉林與長春各部如果移動南撤，則

不易保全。若固守現地，反有持久困守之可能。」（日記） 
6 月 21 日，國民政府顧問蕭萱建議抽調東北國軍入關，先解決華北戰場。

（143-144） 
6 月 22 日上週反省錄：「東北與華北戰局緊張，人心動盪特甚，黨內同志多失信

心，頓呈憂惶之象，且有主張放棄東北、撤守關內者。余則主張應先決

定明令『討共』問題，一面全體動員改革內政與幣制，以一民志，一面

仍進行憲政，如期召開國民大會。至對東北問題，則仍應固守長春與瀋

陽。」（148-149） 
6 月 26 日，以四平被圍而援軍遲滯，懸心不已。（174-175；189） 
6 月 30 日，四平完全解圍，曰：「此時實為我撤守吉、長，退據瀋陽，確保平漢

鐵路，轉變戰略之重大時機。應深思熟慮、果斷力行也。」（189） 
7 月 1 日，電勉陳明仁等四平守軍將士之功，惟認空軍英勇不可磨滅。（207-210） 
 
◎軍事：內戰華北、山東戰場 

6 月 13 日，思考「對魯中奸黨老巢中心之南麻悅莊盆地，究揮兵進擊，抑採圍

困之法？迄未決定。以士氣不振，不敢冒險，故不能不審慎考慮也。」

（74）又記曰「然此時兵力進取攻勢並非不足，而且有空軍掩護，協助

我以堂堂之陣進勦，處置周到、部署完妥，則自可達成目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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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得報滄州失陷，喟然曰：「平津赤禍，從此猖獗矣。」（109） 
6 月 18 日，「滄州陷落，同志間怨懟焦急意沮者，頗不乏人。」（111）復指示北

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保定綏署主任孫連仲等部署兵力，防備聶榮臻等部

共軍威脅津、沽企圖。（118-120、239-241） 
6 月 21 日，以共軍正向北寧路竄擾，亦有切斷平津線企圖，頗為憂慮。復認為

北方將領各不相謀，難期和諧，有意親飛北平指導。（140） 
6 月 29 日，得報國軍克復魯中共軍根據地南麻，極為欣喜。（200） 
7 月 3 日，接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報告魯中共軍動向，擬後撤部隊。「對高級指揮

官之無定力、定識，略為敵戲弄，即生疑懼，深致不滿。而原擬赴北平

巡視計畫，亦因魯省戰局之牽制而中止也。」（231） 
7 月 6 日，認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未依魯中作戰。方針，任意轉移部隊，懼共畏戰，

欺上罔民，故至為憤惋。惟自解曰：「在今日將領中，求一如墨三能遵

令奮鬥，始終如一者，亦不可多得也。」（261-262） 
7 月 8 日，得報國軍失守山東鄆城、泰安，至為失望。惟同日國軍續克兗州、東

里店等地。（313、315） 
7 月 10，獲報山東費縣陷共，對陸軍徐州總部恐慌情形至為不滿。（319） 
7 月 13 日，電第二兵團司令官王敬久稱：魯西各部倘早採取積極攻勢，不致如

今日之被動。今既取守勢，唯有固守陣地，嗣後乘機反擊，萬不可作突

圍苟免之計。而守勢戰術，尤應妥布陣地，構成火網，對付共軍所謂七

級波浪式衝鋒。（347-350）又記反省錄稱，國軍如期佔領魯中共軍根據

地東里店、沂水等地，已足抵償泰安、鄆城等地之失；並認為華北局勢

已趨穩定。（356） 
 
◎軍事：穩定滇軍 

6 月 1 日，復電慰勉第六十軍曾澤生部陳開文師守備梅河口激戰突圍經過。（5-6） 
6 月 9 日，復電慰勉第六十軍曾澤生部曾邦本團梅河口浴血苦戰經過。（57-58） 
6 月 11 日，警告龍雲勿煽動滇軍舊部投共。（66） 
7 月 4 日，批准撫慰第六十軍曾澤生部陳開文師眷屬生活。（237-238） 
 
◎軍事：其他 

6 月 2 日，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建議，組織「三民主義力行會」。（12-16） 
6 月 5 日，章嘉活佛建議，役齡僧侶以救護傷患，代替常備兵役。（28-30） 
6 月 19 日，指示參謀總長陳誠現役軍官職位與官位應同時併敘，升遷亦應以戰

功為主。（127-128） 
6 月 25 日，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報告分配殘餘日艦事宜。（170-171） 
7 月 2 日，指示參謀總長陳誠、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應注意士兵生活，並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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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經理監察會。（218-219） 
7 月 8 日，命名英國贈華巡洋艦為「重慶」，驅逐艦為「靈甫」。（312-313） 
7 月 8 日，指示參謀總長陳誠關於軍事消息應由國防部統一發佈。（314） 
7 月 11 日，指示參謀總長陳誠慎選地方自衛團隊政工人員。（325-326） 
 
◎動員戡亂時期 

6 月 27 日，認為魯中軍務如能告一段落，應即實施總動員。（180） 
7 月 2 日，約張君勱討論總動員及明令討共事，謂「張氏對明令討共雖持異議，

然對實施總動員則尚支持也。」（225） 
7 月 4 日，主持國務會議，通過「實施全國總動員、戡平匪亂、拯救人民」案。

（233-237） 
7 月 11 日，指示行政院長張羣宣傳總動員方案，實施應特別注重兵役、糧政、

經濟管制與節約消費等。（324-325） 
 
◎黨團問題 

6 月 8 日，研究青年團改為秘密組織。（49） 
6 月 25 日，謂「本黨內部之腐化與青年團之失效，實為根本癥結所在。」（173） 
6 月 26 日，研究黨團合併辦法。（176） 
6 月 30 日，主持國民黨中政會與中常會聯席會議，決定：一、集中黨與團的力

量；二、加強軍事部署；三、依照憲政實施準備程序辦法選舉等要案。

（193-197） 
7 月 9 日，出席三青團九週年紀念會，訓示說明黨、團合併之重要性。同日，國

民黨中常會通過「為統一革命陣線、加強黨團力量、齊一步驟、戡平匪

亂，決定黨與團統一組織」案。（317-318） 
7 月 14 日，手擬告黨員文稿，說明黨、團合併意義，以及國民黨進行「改造」

之原則。（361-362） 
 
◎外交：中蘇關係 

6 月 5 日起，北塔山事件爆發。（37、44、62-64、149、151-152、331-333） 
6 月 12 日，召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指示其赴新疆處理事件之方針。惟嗣後直接

由中蘇首都辦理交涉，白部長乃中止新疆之行。（68） 
6 月 12 日，旅大視察團團長董彥平報告（69-72、241-257） 
6 月 13 日，指示對蘇、蒙採取嚴正外交態度，對烏斯滿部予以援助，並應保持

北塔山駐地。（74-75） 
6 月 14 日，綜合各方情報研判，認事件係邊界糾紛，而發端在烏斯滿部反對蘇

俄與伊寧當局之故，對方必欲根本消滅之。事態或不致擴大。（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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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22 日，國府副主席孫科發表談話，謂中國東北已成為國際問題，中共在

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俄支持。 
6 月 25 日，外交部發表公報，說明向蘇俄交涉旅、大，屢遭阻饒經過。 
6 月 29 日，自記「上周反省錄」，謂孫科公開指斥蘇俄破壞中蘇友好協定、外交

部亦發表旅大視察團報告書後，對俄外交「已無迴旋餘地」。（187） 
 

◎外交：中美關係 

6 月 28 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電陳，美國願繼續考慮進出口銀行貸款案，軍用品

亦不再禁止。記曰「中美關係其或未至如過去想像之惡劣乎。」（182） 
6 月 29 日自記「上周反省錄」，謂中美關係雖有好轉趨向，仍痛心「國人皆以美

國態度之好惡為我政治前途之測候器。」（188） 
6 月 30 日自記「本月反省錄」，謂美國援助希臘、土耳其反共，而將遠東排除在

外之「歐洲第一」偏見，終有後悔莫及之日。（198） 
7 月 2 日，認美國銀行界對貸款案仍多刁難，憤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226） 
7 月上旬，準備魏德邁訪華事宜。（334-336、339、343-345、358-359、362-363） 
7 月 15 日，駐美武官皮宗敢呈報美政府及馬歇爾對華實採漠視態度。（365-367） 
 
◎外交：其他 

6 月 5 日，電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查明日本所提和約之希望。（32-36） 
6 月 3 日，駐印大使羅家倫呈報與甘地、尼赫魯談話情形。（20-22） 
7 月 11 日，駐印大使羅家倫呈報在印加強對巴基斯坦聯絡情形。（327-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