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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與靈寶
戰役─
以《胡宗南先生
日記》為中心的
探究
蘇聖雄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一、前言

2222年 2月 2日，第八戰區副司令長
官胡宗南謁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蔣

官邸。蔣在會談中，對胡表示失望，他說：

「這六年多的訓練，我以為你的部隊一定很

好了，但在靈寶一仗打下來，才知這種部

隊，不僅不能打日本，而且不能剿匪。」蔣

並具體指出胡的缺失：

各級指揮官之不行，尤其軍師長之作

戰指揮，幼稚無能，如李延年將預備

隊，用到竄入夫婦峪之敵，因此正面突

破時，無兵可用。李吉甫（延年）實可

殺也。軍隊紀律廢弛，九十七師未奉命

令，隨便撤退，而這個師長，不即槍

決，可謂無賞罰，無紀律也。你對用

人，如用團長，不經軍師長考察，而濫

用自己所拔擢者，我們既用了人，為何

不信任人。又如用兵之時，使用某一

師，而使軍長不參加戰場，想你一個人

來掌握，這是要不得的。又如第九軍臨

陣易將，以致官兵離心離德，不能打好

仗，即此故也。又你對部屬接近時甚

少，部屬對你不肯講實話，大家怕你，

怕你者不肯接近你也，如此作法，絕不

妥當。（註2） 

蔣最後總結：「這次靈寶作戰，將我軍

弱點暴露無遺，僥悻得很，日軍未進，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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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西進，潼關必丟，西安必丟，關中失

守，重慶動搖，中國有滅亡之慮矣！」「你

看現在大家誰還看重你，假使上半年為剿赤

匪，你一定失敗，那時影響之大，不知如何

也！」蔣於談話中，聲色忽厲忽和、忽頓挫

忽激昂。胡靜靜聆聽，汗透浹背。結束謁見

後，胡感到意志頹唐，十分無奈。（註2） 
上面這段對話，出自《胡宗南先生日

記》，胡所記蔣中正感到不滿的，是 2222
年 2月初的靈寶戰役。弔詭的是，靈寶戰役
在日後，被視為一大勝利。曾任胡宗南參謀

長的羅澤闓回憶指出，日軍 2222年的大規
模攻勢，擊潰第一戰區在河南的部隊，占領

洛陽；其後，日軍以兩個山地師進逼潼關，

窺伺關中。胡宗南出動三個軍，在潼關以東

靈寶地區與日軍展開激烈遭遇戰，並親至華

陰指揮，經十餘日激戰，終將日軍擊退，確

保潼關，穩定關中，粉碎日軍進占中國大西

北之迷夢。是役關係國軍後期抗戰局勢，並

影響整個太平洋戰爭，至深且鉅。蓋是時美

國在太平洋陷入苦戰，日軍若進占關中，中

國軍事抵抗力量，可能趨於瓦解，日軍便可

在中國戰場抽調大量部隊，轉用於太平洋方

面，對抗美軍攻擊，如是則整個太平洋戰

局，將為之改觀，日本無條件投降，也將遙

遙無期。（註2） 
若羅澤闓的回憶無誤，則靈寶戰役是屬

一大勝仗；那麼，何以蔣中正反而嚴厲指責

胡宗南？究竟這場戰役，始末為何？胡宗南

在其中，扮演甚麼角色？本文以《胡宗南先

生日記》為中心，探討上述課題。（註2） 

二、戰役背景

靈寶戰役，是日軍一號作戰的一環。日

軍發動一號作戰，目的為殲滅國軍空軍基

地、打通縱貫中國大陸的鐵路交通沿線，並

且粉碎國民政府續戰企圖。日軍投入兵力達

22萬人（22個師團），戰線縱貫 2,222公
里，為日本陸軍史上，投入作戰兵力規模最

大的一次作戰。

日軍將一號作戰，分為兩個階段，前一

階段稱京漢作戰，主作戰自 2222年 2月中
旬至 2月下旬，國軍稱豫中會戰。後一階段
稱湘桂作戰，自 2222年 2 月下旬至 22月
下旬，國軍依戰場區分為長衡會戰及桂柳

會戰。（註2）靈寶戰役發生於 2222年 2月
初，為京漢作戰（豫中會戰）尾聲發生的一

場戰事。

2222年 2月 22日，日軍發動攻勢，豫
中會戰爆發。國軍對日軍的大規模攻勢，部

署失當，遭受空前慘敗。2月 22日，日軍
攻占洛陽重鎮。國軍第一戰區主力湯恩伯

部，雖未遭圍殲，但損失達三分之一。（註

2） 
日軍攻占洛陽之後，續向西進，進攻陝

縣、靈寶等地，日軍稱靈寶會戰，國軍稱靈

寶戰役或陝州戰役。靈寶位古函谷關附近，

為國軍第八戰區在關中的部隊進出要點，地

勢險要。關中東界，最早即函谷關，其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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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潼關為界，由此，復可見該地位置之重

要。靈寶以東陝縣，古稱陝州，今屬三門

峽，北臨黃河，控制太陽、茅津兩渡口，為

隴海鐵路上豫、晉交通要點。（註2） 
先是，北支那方面軍第一軍負責策應京

漢作戰的主力第十二軍，第一軍另一重要

任務，為阻止國軍第八戰區部隊自西方增

援，並伺機予以打擊。開戰後，方面軍鑒於

作戰順利，有意增加第一軍兵力，從事潼關

作戰，作為日後西安作戰之基礎，惟最後因

兵力不足而作罷，轉而計畫攻取陝縣附近要

地，作為橋頭堡，以備爾後之潼關作戰。

（註2） 
2月 2日夜，第一軍在垣曲附近渡過黃

河，策應第十二軍，一部向陝縣攻擊。22
日，攻占陝縣、大營。第一軍鑒於國軍第一

戰區的部隊集結及第八戰區的增援，有反攻

陝縣等地之情勢，認為有必要予以打擊，制

敵機先；待獲致成果後，迅速撤回，保持

原先態勢，確保陝縣附近之橋頭堡。北支那

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獲悉第一軍的

作戰意見後，立即率參謀往赴第一軍戰鬥指

揮所，聽取第一軍司令官吉本貞一中將的報

告，隨即認可實施攻勢作戰，並下令調遣第

十二軍部分軍隊（含戰車部隊）配屬第一

軍。（註2） 
國軍方面，時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

南，統領龐大中央部隊駐陝。日軍發動豫中

會戰之後，以戰機分批襲陝，胡宗南開始感

到戰事之緊張。他奉蔣中正電諭，調遣部隊

支援第一戰區，並加強西安防務。第一戰區

正、副司令長官蔣鼎文、湯恩伯，並接連向

胡請援。（註22）2月 2日，日軍攻陷許昌，
胡宗南下令於潼關設立難民傷兵收容所，並

收編散兵游勇，復禁止前方部隊擅自入關。

（註22）2日，胡令第八師附戰防砲一連、工
兵一營，並配屬在陝州、靈寶間重砲一營，

即占領靈寶至虢略以東陣地，並置重點於靈

寶附近。又令第一六七師派兵一團，裝甲第

二團派戰車一連，開赴潼關，歸第一師師長

杲春湧指揮。22日，胡與蔣鼎文通電話，
得知日軍昨日又於垣曲渡過黃河，大舉南

下，情勢危急。湯恩伯則電話告胡，日軍專

打中央軍，今日局勢，一軍一師，不能挽回

局面，胡部陸續東調，「此取敗之道也」。

湯並反省此次最大吃虧之處，為到處固守，

兵力分散，因之一臨大敵，手中無兵。如能

以兩軍守洛陽，其他各點皆不必守，掌握各

軍，與敵周旋，應戰而不決戰，則士氣必

佳，而勝利有望。因此，湯建議胡，除西

安、潼關、寶雞必須死守外，餘皆不必，如

是掌握有力部隊，則能機動、能攻擊。（註

22） 

22日，胡宗南與諸將開會，決定在靈
寶、虢略鎮之線布防，以陜州為前進據點。

是日，第八師、第一六七師等部，占領靈、

虢之線。同時，胡積極部署關中防禦。（註

22）蔣中正也令胡宗南切實準備，防備日軍

襲擊西安。（註22）惟陝州仍於 22日失陷。
（註22）22日，胡宗南將靈寶前線部隊，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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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左、右翼兵團，兩兵團由第三十四集

團軍總司令李延年統一指揮。胡宗南的戰

略，為以左翼兵團指揮官第四十軍軍長馬法

五率第四十軍（守衛靈寶至閿底鎮之黃河河

防）、第一軍（守衛周家山、虢略鎮至靈寶

城）及砲兵部隊，保持重點於虢略鎮附近，

先以火力摧毀敵人，爾後轉移攻勢，壓迫敵

人於秦嶺支脈崤山山地或黃河南岸殲滅之。

右翼兵團指揮官第二十七軍軍長周士冕，任

務為掩護第一戰區部隊的轉進與整理，未參

與爾後的靈寶戰役。時第八戰區出關部隊，

均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註

22）惟胡宗南仍直接掌控所部的調動，有時

越過集團軍總司令李延年，指揮軍以下的部

署，甚且指示一個營的陣地位置。（註22） 
22日，胡親往視察靈寶、虢略鎮陣

地，指示靈寶縣城不可輕易放棄，速築半永

久工事八個於森林高地。又批評當前工事，

無前進陣地或太近，使陣地無彈性，少數之

敵，即可使全線受到威脅，此取敗之道。又

以為守衛陣地兵力太少，虢略鎮四周應有工

事。視察後，胡駐節華陰。22日，李延年
往赴第一線指揮。（註22） 
此時，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自西

安電話華陰，提醒胡宗南潼關重於閿鄉，閿

鄉重於靈寶，敵人在大營構築工事，並非消

極，因大營有小路可通虢略以南之高原，此

高原有小路可通閿鄉；向來守潼關者，吃虧

皆在此路。日軍如攻靈寶，吸引國軍兵力於

正面，再抄襲閿鄉；如攻潼關，吸收兵力於

正面，由右翼渡黃河，攻朝邑、平民。此戰

史實例，不能不知。22、22日，朱紹良赴
華陰，對日軍動態及國軍部署，有所指示。

（註22）這些指示，皆為胡宗南所參酌，為部

署的重要基礎。（註22） 
陝州失陷之後，蔣中正下令反攻，其目

的，為解救洛陽。2月 22日，蔣考慮「令
胡宗南統率三個師由靈寶出擊，向洛陽增

援，以第一戰區疲敗之餘，欲其即時出擊反

攻洛陽決不可能也」，（註22）即令軍事委員

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電胡宗南，調派

第四十軍進攻陝州。22日晚，蔣聞洛陽失
陷，下令暫緩進攻陝州。（註22）22日，林
蔚又問胡攻陝州情形，並轉告蔣指示，「陝

州攻取頗有可能，可令第八師先攻大營，大

營下後，看情形再決進止」。胡當令李延

年照辦，預定 2月 2日展開攻擊。（註22）於

是，就在日軍計畫向靈寶進攻的同時，國軍

也將向陝州發動反攻。

三、戰役經過

2月 2日，日軍各部開始行動，靈寶戰
役爆發。日軍戰略，以主力由山地向閿鄉附

近突進，迅速突穿，再反轉捕捉國軍第八戰

區胡宗南部。發動進攻之後，出乎日軍預

料，國軍同時發動總反攻，日軍雖抵住國軍

的攻勢，傷亡卻十分重大。日軍鑒於敵情嚴

重，改變作戰目標，決定迅速對弘農河右岸

屬第一戰區的國軍發起攻擊並擊滅之，同時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期

2
2
2

以戰車部隊渡邊支隊向西水頭突進。2日，
日軍重新發起總攻。（註22） 
戰役過程，胡宗南親自指揮，並不時向

蔣中正等中央指揮機構報告軍情，蔣也不

斷直接以電話指示前線部署。（註22）2月
2日，胡宗南同蔣鼎文赴虢略鎮，與前線將
領李延年、劉戡、馬法五等會面並晚餐。次

日，胡復與劉戡、李延年研討軍事。是時，

陝州外圍的掃蕩戰，漸趨不利。2日，胡自
記：「掃蕩之戰變成對峙之局，主動形勢又

變成被動之態。」又接林蔚電話「陝州外圍

掃蕩戰，恐成對峙之局，再掃蕩一次，看情

況而定」。（註22）當晚，胡與蔣中正通電話

之後，蔣以「進攻陝州部隊並無進展，甚以

其所訓練部隊之戰鬥力為慮也」。（註22）2
日，蔣復與胡通電話，得知第八師在大營西

方遭日軍戰車突擊，死傷頗重，「此心又加

添愁悶。如不能擊破此股敵軍，甚覺靈寶部

隊進退為難矣」，乃命王叔銘空軍全力協助

之。（註22）2日，胡以攻擊不利，決定停止
攻擊，下令全軍撤回本陣地。（註22） 
日軍第一軍鑒於敵情演變，於 2日下令

一面擊滅弘農河右岸國軍，一面準備對第八

戰區東進部隊主力實施攻擊。2日，復下令
對國軍第八戰區東進部隊實施決戰，以所部

突破弘農河左岸國軍，向閔鄉東側地區突

進。惟命令已下，日軍攻勢仍未若預期，進

展遲緩，損失慘重。步兵第十四大隊，大

隊長陣亡，代理大隊長受傷後送。軍司令部

人員時與各部喪失聯繫，不明狀況，頗感焦

慮。軍司令官吉本貞一見戰況如此，對其參

謀說：「所謂作戰，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如你

所願。」時日軍雖預定 2日前後實施決戰，
但因受到出乎意料的堅強抵抗，尤其弘農河

左岸高地，攻堅困難，因而日軍迄 2日，
仍未能與弘農河左岸的國軍展開決戰。由

於 22日第十二軍支援的部隊就要歸建，否
則將影響方面軍整體部署，軍部因此十分憂

慮，開始調動在南村（垣曲對岸）的預備兵

力。（註22） 
胡宗南在 2日下令停止攻擊之後，積

極部署防禦。（註22）2日，蔣中正兩次電話
胡，告以現時宜速將殘破部隊編併充實，騰

出番號經費，另行成立為第九軍，編成一個

師，第八師、預八師編成一個師等等，並謂

此為最重要之事。2日，全線激戰，胡令李
延年固守陣地，擅退者准由總司令先行槍

決。當晚，日軍突破第一○九師第三二五團

團長劉明的陣地，深入秦嶺夫婦峪，此為國

軍後方，胡宗南即令預三師派兵擊滅。（註

22）2日，蔣中正以「此戰為胡宗南部榮辱
成敗最大之關鍵，實亦為黨國盛衰之所繫，

故憂心忡忡不已」，乃以電話詳細指示胡宗

南前線部署，（註22）並要求虢略、靈寶陣地

決不撤退，應死守到底。（註22） 
22日是日軍戰車師團等必須歸建的日

子，日軍已到了不得不反轉的時候，但若在

戰情膠著的狀況下反轉，等同撤退，這是

日軍無法接受的，軍部參謀也只能坐待國

軍崩潰，吉本貞一並親赴前線視察。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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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人，失蹤 22人；士兵陣亡 2,222人，
負傷 2,222人，失蹤 2,222人。傷亡失蹤共
計 2,222人。（註22）與歷次重要戰役相比，

國軍在此役所受傷亡並不甚多，日軍並未達

到其擊潰國軍之作戰目標。惟國軍反攻陝州

失利，陣地復遭突破，也未達原訂之作戰目

標。

四、戰後檢討

日軍撤退後，李延年及第一六七師副師

長李朝弼，立即向胡宗南報告戰役經過。

（註22）胡宗南獲悉前方戰役情形之後，於 2
月 22日密令第十六軍軍長李正先逮捕第一
○九師師長戴慕真及第三二五團團長劉明。

其後，第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第一六七

師第四九九團團長賀一持、第一六七師第五

○一團團長胡學炳及戴慕真、劉明等陸續

押解西安。（註22）22日，胡擬此次戰役各
軍、師、團長獎懲辦法，呈蔣中正核定。22
日，蔣批示將傅維藩依連坐法就地槍決。

（註22）22日，傅維藩遭槍決。（註22） 
2月 22日，胡宗南於華山北麓胡公祠

本部指揮所，召開靈寶戰役檢討會議，會議

從上午 2時一直到下午 2時，第三十四集團
軍正、副總司令李延年、馬法五等參與作戰

人員皆與會。會議上，馬法五認為此役就整

個而論，是勝利的。李延年則表示自己督導

無方，沒有達成任務，實覺慚愧，已請上級

給予嚴重處分。（註22） 

方面，是日上午，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團

長賀一持守衛的虢略鎮以南陣地遭突破。傍

晚，第九十七師傅維藩部奉第五十七軍軍長

劉安祺的命令後撤。整個靈寶戰場情勢十分

危急。（註22）李延年以前線情形困難，向胡

宗南要求全面撤退。胡報告蔣，蔣令支持到

晚再定。晚 2時許，蔣嚴令不許撤退。胡
宗南即轉諭前線「無論何人，不得向西撤

退，應確保靈寶、虢略各要點，在陣地內

與敵決戰，以保國軍榮譽」。（註22）雖有嚴

令，部分國軍禁不住日軍攻擊，紛紛未奉命

而撤，同時國軍後方又遭到夫婦峪之敵的

威脅。（註22）晚 22時，胡再報告蔣情況嚴
重。蔣諭一切由胡全權負責。胡乃令撤轉。

（註22）此時不少部隊已在撤退途中，由於數

萬人同時經相同路線撤退，造成人群擁擠、

踐踏，混亂不堪，許多輜重遭到拋棄。（註

22） 
日軍於 22日發動追擊，戰車師團從虢

略鎮方面開始突進。同時，日軍以擊破第八

戰區東進部隊的作戰目地已經達到，下令於

22日反轉，迅速恢復原先態勢。（註22） 
22日，胡宗南見當面之敵退即，即令

部隊向靈寶、虢略鎮追擊前進。（註22）惟追

擊部隊戰力不足，日軍順利撤回預定陣地。

22日，原第十二軍配屬各部歸建。第一軍
司令部亦撤回山西，日軍留部分兵力駐守會

興鎮及南村附近橋頭堡，（註22）戰事至此結

束。

此次戰役，國軍官佐陣亡 222人，負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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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胡宗南自陝西赴重慶，次日
謁見蔣中正，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述蔣與胡的

會談。胡宗南聽完蔣的批評，冷汗直冒，但

仍維持從容形貌，答以此次靈寶作戰檢討

錯誤，僅預備隊使用不當，如能加上兩個

團，必能大獲全勝。至於第九十七師擅自退

卻，實出意料之外。至於用人，胡自認為最

公平而又考核最正確。全國優秀分子，皆集

中西北，軍隊自團長以上，皆極優秀，此在

人事考績上，可以證明。對於蔣批評胡擅自

拔擢自己人，胡表示第二十四師團長年齡有

至 22歲以上者，出發令下，自己不願帶隊
而請長假，此等團長不得不換，而第九軍第

五十四師，戰績尚不如第二十四師，並無換

動一人。蔣聽聞，要胡以後專任副長官，專

注於訓練及指揮，其餘一切全不必管。（註

22） 
蔣雖對胡有所指責，其實是愛之深，責

之切。他雖批評胡的一些作法，並不是覺其

一無是處，而是認識到胡的不足，希望他能

改進。言談中，問胡第八戰區副長官部撤銷

以後，人事有無困難？並問經濟有何虧空？

虧空之錢，蔣可發給。又詢對豫中會戰的感

想，及對於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之意見等。以

上皆可見蔣仍對胡器重。言談結束前，蔣尚

提示蔣夫人宋美齡近日將赴南美養病，可

前去拜訪。臨別，又提醒先去看參謀總長何

應欽，再去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問陳

何時前赴第一戰區，最好胡陪陳同去。此過

程，復可見蔣之費心提點。（註22）其實，此

胡宗南表示，此次會議，大家發言不夠

坦白誠實，多是敷衍浮誇，如此檢討，實

無價值。此次戰役，工事、地形、空軍、砲

兵等方面，國軍皆有優勢，卻無法殲滅敵

軍。主要問題一在第九十七師傅維藩部透

過李延年轉報傷亡慘重，不能支持，遂開始

撤退，但當日下午空軍於靈寶上空，卻發現

行列整齊穿短褲的隊伍七百餘人，由靈寶撤

退。蔣委員長據報，甚為震怒，認為戰況危

急，竟使此七百餘人未戰而退，故該師正面

遭突破，是自己沒有盡到最大努力，當然不

可原諒。問題二為胡早料到日軍將由國軍右

翼迂迴攻擊，已構築據點工事，並派部封鎖

阻絕。但第一○九師之三二五團劉明部事前

既未遵令部署，封鎖各山口，戰時又不積極

警戒，適時報告，事後復不猛力堵擊，致使

敵攻夫婦峪，威脅國軍側背，牽制預三師，

使全局陷於不利。（註22） 
胡最後宣布蔣中正電令：（一）九十七

師師長傅維藩擅自撤退，按照連坐法就地槍

決。（二）第一○九師第三二五團團長劉明

縱敵竄入夫婦峪，致陷戰局於不利，按連坐

法就地槍決。（三）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

團長賀一持擅自後退，按連坐法就地槍決。

（四）第一○九師師長戴慕真指揮無方，畏

縮避戰，革職查辦。復頒發有功人員武功

狀：（一）第一○六師師長李振清，掩護戰

防砲；（二）第三十九師師長司元愷，收復

靈寶城；（三）預三師長陳鞠旅，擊退夫婦

峪之敵。（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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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胡喪失信心，而是欲藉此役，將所聞胡的

缺點，明白指出來希望他能改正。蔣對胡說

那麼多，是在提點學生，反倒是信任的展

現；未來，也的確賦予他重責大任。

靈寶戰役之後，陳誠出任第一戰區司令

長官。四個月後，陳調任軍政部部長。在陳

推薦之下，胡宗南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統領全國兵力最雄厚的戰區。靈寶戰役的受

挫、蔣中正的責罵，並未使胡一蹶不振，反

而為胡宗南的軍旅生涯，開啟嶄新的一頁。

【註釋】

  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222
年），頁 222-222。

  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 羅澤闓，〈胡宗南先生蓋棺論定〉，收入胡故
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胡宗南

先生紀念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2222
年），頁 222。

  2. 學界對靈寶戰役研究甚少，多是附於胡宗南的
傳記，或豫中會戰的戰史。前者如經盛鴻，

《胡宗南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222
年），頁 222-222；後者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臺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222年），頁 222-
222。專論者，僅趙可的〈靈寶戰役述評〉一
文。趙可，〈靈寶戰役述評〉，《抗日戰爭研

究》，2222年第 2期，頁 22-22。
  2.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收入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 2
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222年），頁
222-222。

  2. 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

次會談，蔣並不認為他在斥責胡宗南，反而

感到相談甚歡，其於日記記云：「與宗南談

話甚歡。我師長以上之指揮官，修養學問能

力之欠缺也。」（註22） 

五、結語

應如何整體評價胡宗南在靈寶戰役中的

表現？日軍發動是役的目的，為打擊國軍精

銳胡宗南部，確保陝縣附近橋頭堡之安全。

是役胡部並未受到嚴重打擊，日軍雖號稱達

到戰役目的，其實遭受相當損失，難說勝

利。胡打破了日軍的企圖，可說為其貢獻。

至於如羅澤闓所說，胡宗南於靈寶戰役

成功阻遏日軍進入關中，避免重慶大後方

受到威脅。實則，日軍當時並無如是之規

劃，最多僅希望發動潼關作戰，為日後進攻

關中作準備。日軍深知要突入關中，威脅四

川，所需要的兵力規模極為龐大，當時正發

動一號作戰的大規模作戰，不可能再對關中

發動廣泛進攻。因此，胡宗南在靈寶戰役指

揮之意義，並非「粉碎日軍進占我大西北之

迷夢」，（註22）而是使日軍充分認知進攻關

中，將消耗大規模兵力，嚇阻日軍對關中的

進一步攻擊計畫。

胡宗南在靈寶戰役的指揮，與其他國軍

指揮官比較起來，並非突出，卻也非下乘。

蔣中正對陳誠說，胡宗南優點很多，但「能

力不夠、作戰不行」，（註22）他並對胡的指

揮，直接表示不滿（如前）。其實，蔣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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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222年），頁 222。
22. 《蔣中正日記》，2222年 2月 22日。
22. 《蔣中正日記》，2222年 2月 22日。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

2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一号作戦〈2〉：
河南の会戦》，頁 222-222。

22. 如「胡宗南呈蔣中正何應欽徐永昌電」（2222
年 2月 2日），〈八年血債（四）〉，特交
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

藏 號：222-222222-22222-222。「 胡 宗 南 呈
蔣中正」（2222 年 2 月 22 日），〈八年血
債（六十）〉，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

物》，國史館藏，典藏號：222-222222-22222-
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2. 《蔣中正日記》，2222年 2月 2日。
22. 《蔣中正日記》，2222年 2月 2日。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

2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一号作戦〈2〉：
河南の会戦》，頁 222-222。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

戰（四）》，頁 2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陳廷祺，
〈第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頁 222。

22. 《蔣中正日記》，2222年 2月 2日。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

戰（四）》，頁 222。
22. 陳廷祺，〈第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頁

222。郭吉謙，〈第九十七師參加靈寶戰役的回
憶〉，頁 222。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

戰（四）》，頁 222-222。
22. 黃劍夫，〈我所親歷的靈寶戰役〉，收入全國
政協《中原抗戰》編寫組編，《中原抗戰：原

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

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222年），
頁 222-222。

  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

戰（四）》，頁 222。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一号作戦〈2〉：
河南の会戦》（東京：朝雲新聞社，2222
年），頁 222-222、222-222。

  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一号作戦〈2〉：
河南の会戦》，頁 222-222、2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222。

22. 徐枕，《一代名將胡宗南》（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2222年），頁 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2.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檔案館藏，2222年 2月 22日。

22. 徐枕，《一代名將胡宗南》，頁 222。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

戰（四）》，頁 222-222、222。陳廷祺，〈第
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收入全國政協

《中原抗戰》編寫組編，《中原抗戰：原國民

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

版社，2222年），頁 222。陳廷祺時為第一軍
參謀處副處長。

22. 郭吉謙，〈第九十七師參加靈寶戰役的回
憶〉，收入全國政協《中原抗戰》編寫組編，

《中原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

記》，頁 222。郭吉謙係第五十七軍第九十七
師第二八九團團長。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222。

22. 徐枕，《阿毛從軍記》（臺北：福記文化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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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222-222222-222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222。

22. 「第八戰區靈寶戰役檢討會議錄」（2222年 2
月 22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
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 -
22222。

22. 「第八戰區靈寶戰役檢討會議錄」（2222年 2
月 22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
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 -
22222。

2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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