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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

蘇聖雄**

一、前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月底,平津失陷08月

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國軍展開全面抗戰,在華北與華東,皆

與日軍大規模交鋒。

學界談到國軍於抗戰初期的戰略,常提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中正刻意於淞滬主動挑起大戰,藉以引敵南下,使日軍作戰

線,由自北而南,轉為由東向西,國軍全局重點,在淞滬方面。

此一「軸線移轉說」, l於1970年代蔣緯國所編所著之緇抗日禦

侮》等諸多論著,大加宣揚,視之為中國戰勝日軍之關鍵。

其寶,早在戰時,軸線移轉戰略便為國軍所宣傳。戰後,與

聞機宜的陳誠撰寫回憶錄,特別提到這個戰略,並且強調此戰略

從擬議到執行,他都扮演著重耍角色。

陳誠於回憶錄指出, 1936年10月,因西北風雲日緊,陳奉

蔣中正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

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

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此一戰略,「即敵軍入

摹本文為 2016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咸果之一,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292-005 0

奪●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二即圃軍王動「移轉」日軍作職「軸線」的學說。蘇堊雄,〈薜申正對淞滬會戰乏職略再探〉,

《國史館館刊》,第46期(2015年12月),頁6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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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

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

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也就是說,

國軍作戰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

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0 2

陳在回憶錄續指出,淞滬會戰爆發後,他在牯嶺主持廬山軍

官訓練團,蔣中正以前方軍事緊急,於14日要陳急速回京。抵

京後,即晉謁蔣,蔣即告以三事: l 、華北與晉陝將領來電耍求

中央派陳誠至華北指揮抗戰; 2、赴上海視察張治中部作戰,並

協助之; 3、速釐定戰鬥序列o 16日,陳即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

式輝赴滬視察, 18日晚返京請示,熊於途中說:「我們應商定如

何一致報告委員長? 」陳說:「各就所見報告,可使委員長多得

一份參考資料,似可不必一致。 」後來熊的報告是‥「不能打。 」

陳的報告是:「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要不耍打的間題。 」

蔣委員長要陳加以說明,陳接著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

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

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

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

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 」蔣聽聞後說:

「打!打!一定打! 」陳趁此機會建議:「若打,頻向上海增兵。」

隨後國民政府便發表陳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

總司令,增調部隊,赴滬參戰0 3

陳誠回憶錄淞滬會戰一節之末,分析淞滬會戰的得失,認為

「我們誘敵之計遂完全成功」 ,可以說「淞滬會戰是我們導演的

戰役,而敵人在我們導演之下,弄假成真,以為南京一破,凱旋

2何智霖編輯,《陳誡先生四憶鑲一一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230

3何智霖編輯,《陳誡先生回憶錄一一抗日戰爭》,上冊,頁52-530

124

點,

劃抗

北輿

3、陣

決心

吏

北
∵
所

?

.

下
華
前
何
題

二、戰

畫何智霖編粵
5

〈軍委會丐

委員會》,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二十三期(2018.12)

【專論】頁123-138

可期,困之由北而南的侵擾,變成由東而西的仰攻,違便是滬戰

最大的成功所在」。回憾錄並強調,中國境內用兵,由北而南者

無不勝,由南而北者除明之滅元、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外,勝利的

紀錄絕無。日軍據有冀察後,如抄襲元清故事,揮兵南下,以偏

師出洛陽,塞潼關之口,以主力趨武漢,關長江之門,則中國東

西縱剖為二,西北方面進不能出,東南方面退不能入,此時國軍

的持久抗戰,將困難許多0 4

陳誠回憶錄所述,影響很大,為諸多學者所引用,整理其要

點,概有3點:l、1936年10月,陳誠與蔣中正於洛陽會議策

劃抗日大計,決定空間換取時間等持久戰法0 2、陳不贊成在華

北與日軍大戰,認為應主動擴大淞滬會戰,移轉日軍作戰軸線0

3 、陳在戰前便主張軸線移轉戰略,開戰後再次建議,對蔣中正

決心擴大滬戰有重耍作用,陳並赴上海實際執行。

陳的回憶錄所述,自成體系,凸顯陳之貢獻。然而,考察當

下史料,陳誠的言行與作為,與回憶錄有所落差,他其實贊成在

華北與日軍大戰,「雖明知重大犧牲,亦不能顧」0 5究竟陳在戰

前所主張的抗戰戰略為何?所調1936年10月的洛陽會議寶況為

何?開戰後,陳如何向蔣建議抗戰戰略?本文依序解答違些問

題,並嘗試提出新的看法。

二、戰前在軍中的言論

戰前,陳誠主耍負責對共軍的圍剿,擔任贛粵閩邊區剿匪中

路軍總指揮、贛粵閩湘鄂北路剿踵第三路軍總指揮、陝晉綏寧四

省邊區剿匪總指揮等職o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陳誠率部

圭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臆鑼一一抗日戰爭》,上冊,頁65-660
三

〈軍委會辦公廳向國防會讖函送陳誡對日前抗職問題建讖〉,《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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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七一2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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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威逼兩廣當局,終使事變順利解決。同年12月,陳出任

軍政部常務次長0 6

陳之工作雖以剿共軍事為主,亦涉及對日備戰,如主持廬山

軍官訓練團,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處長等0 7

對於如何與日本作戰,他已有思考0 1936年9月18日適逢九一

八事變五週年紀念,陳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對全體官長學員講

「紀念九一八應有的認識」 ,提到對日甚麼時候戰,以及在甚麼

地方戰的間題。針對前者,陳主張愈遲愈好,俾把握時機埋頭準

備,並且靜待日本內部崩潰,以及國際之對曰制裁。關於後者,

陳認為在戰略上,應該是在敵境作戰最為有利,但中國第一線的

朝鮮、臺灣,早為日本攫取,而華北屏藩也已失去,敵人勢力已

深入黃河、長江流域,因此只能「處處設防,步步為營」,「我們

不能確定什麼地方同敵人打。只要他在那裡尋釁,我們就予以就

地解決」0 8

同年11月1日,也就是陳回憶他與蔣商討抗日大計之次月,

陳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對全體官佐學員講「對敵作戰之時間地點

與方法」,再次提到9月演講所闡述的問題。陳的想法沒有改變,

關於何時與日本開戰,仍主張以持久忍耐應對日本的速戰速決;

至於在何處與日軍開戰,陳仍認為在各處都耍有準備:

最好,我們是到敞國去打!但是,我們打到敞國去的第一絛

戰線一一朝鮮、臺灣已經失了。第二條職線一一柬北四省也

失了,並且河北省平津搖動。南邊呢?滬漢也時受敞人的脅

迫。一旦戰爭爆發,我們在南邊的不要忙西邊,在西邊的不

6

〈陳誡譁歷影本〉,《陳讖副總統文物》,圃史館藏,典藏號: 008-O10401-00004-00lo
7

〈陳誠評歷影本〉,《陳識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401-00004-001 0

8 「紀念九一八應有的認識一在申央軍校武澳分梗「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會對全體官長學
員講」(1936年9月18日),〈石叟叢富一言論第五集〉,《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102-00005-0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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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忙柬邊。⋯⋯日本要亡我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我們就

要有準備,任何地方都要有準備0 9

從上述兩則陳誠的公開言諭,可見其的確主張持久抗戰,不

過尚看不出打算在淞滬與敵大戰,引敵南下。

次年(1937年)、七七事變前一天(7月6日),陳誠對廬山

軍官訓練團第一總隊學員講「如何抗日救國」 ,再次重申先前的

看法。他指出中國國防第一線,為臺灣、琉球、朝鮮,第二線是

東北四省,第三線是從綏東起沿海而至廣東,然而第一、二線已

失,「可以說日本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戰場,我們要於戰

鬥開始之際,將心腹內的敵人,完全予以肅清,然後再以全力拒

日本於國門之外」0 10凡此,皆可見其對軍方內部的講詞,並未

透露軸線移轉的戰略意圖。他所認定的開戰之處,並未限定,係

視日軍於何處發動進玫而定。如此說法,也可能是因為事涉機

密,陳不便對外公布國軍實際的戰略意圖,因此以各處皆可抗擊

日軍為論。那麼,陳誠私下對蔣中正,又是如何建議?

- 戰前對蔣中正的戰略建議

我們可先考察陳所強調的1936年10月與蔣中正在洛陽的會

議,蔣中正當時四處移駐巡視,於9月28日自廣東乘機飛南昌,

隨即至廬山牯嶺0 10月5日,至九江乘機飛南京o10日,.至上

海,當晚到杭州o19日,自杭州乘機飛上海,再往南京022日,

自南京乘機飛西安,晚宿華清池024日自華清池乘火車到華陰0

26日至西安029日由臨潼登車過潼關抵洛陽.o 10月31日在洛

9 「對敵作職之時間地點與方法一在洛陽分校對全體官佐學員兵講」(1936年11月1日),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五集〉,《陳誡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102-00005-0300

川「如何抗日救國一對廬山訓練團第一總隊學員講」(1937年7月6日),〈石叟叢書一言

論第七彙〉,《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102-00007-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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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度過50歲生曰,之後曾短暫赴太原、濟南等地視察,一直待

到12月4日,方由洛陽經臨潼移駐華清池(一週後西安事變爆

發)oll

陳誠原在處理兩廣事變,9月25日奉派為廣州行營參謀長o

1229日,蔣召陳赴廬山會晤o 13陳即撰寫長函談國家大計,內中

有云:

職竊以為今日在軍事方面,除如何能健全最高統帥部外,應

即就國防之需要,將全國各省切實分區,兼程釐整,旦夕有

變,則就地予以守土之責,實為無可再緩。同時在政治方面,

應即積極建設兩湖,作為國防根據之中心O 14

所述仍未及於淞滬開戰、引敵南下之戰略o10月1日,蔣

諫見面,相談時局, !5可以想見陳所提重點,當與上函相近。爾

諼蔣派陳赴廣西,處置兩廣事變之後續o 10月中以後,因綏遠

方面形勢緊張,日軍有進攻跡象,陳又奉派赴山西協辦晉綏國

丐027曰,陳於華清池向蔣報命029日隨節赴洛陽o 16

蔣在洛陽,是否又與陳談了抗日大計?因蔣此時甚為倚重

秉,派其赴山西與晉綏領袖閻錫山聯繫抗日措施,故可能性極

言○不過會談形式可能不是一正式軍事會議,而是將領間相互交

姜意見o 17由於蔣10月底才抵洛陽,一直待到12月初,此一會

ll

《蔣中五回記》,1936年9月28日,10月5,10,19.22.24 月
●
.
|
.
▲

.
日

`
l
l
一392

閂
↓
一2

17日,12月4、5日,美國史丹佛夫學胡佛研究所檔裳館藏。

12何智霖編輯,《陳識先生回憶錄一一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2500

13 「將中正致陳識電」(1936年9月29日),〈籌筆一統一時瑚(一六五)〉,《游中正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O10200-00165-0680

14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漿-一與辮申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2007
年),頁2500

15

《蔣中正日記》,1936年10月1日。

二6何智霖縞輯,《陳誡先生回憶錄-一北伐平亂》,頁251-2520《樽中正日記》, 1936年10
月 27日。

=￣張鑄勳,〈析論樽中正在中國抗日職爭初期的職略搞導〉,絕國史館館刊》,第50期(2016
年12月),頁I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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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可能不僅在10月間,11月至12月初都有可能o至於商談內

容是否如陳誠回憶錄所避?現時仍未有直接史料可供證明。史料

中可見,陳誠此時的主張,仍如其對軍方的演講,主張直接以大

軍撲滅日軍在各地的進攻。由於.當時日軍圖謀綏遠日急,陳於

Il月28日與晉綏將領傅作義一同建議蔣中正云:

(一)竊以政略與戰略兩者須因應一致,至關重要。若我已

有整個對日作戰之決心,則以最近敵我形勢比較,我軍精神

上兵力上均佔優勢,正宜乘勝進出,車於主動地位,急佔商

都、南壕塹各要地,即張北亦應同時佔頜之,先將偽匪擊潰,

縱將來偽日軍相繼增援,來則痛擊,方能獲得逐步各個擊破

之效果。但若政略上日前與日尚無直接衝突之必要,則軍事

上即應適可而止,迅用外交等手段,藉求告一段落。伏懇鈞

座迅定方策,此間動作一唯鈞命是從。(二)我軍若轉攻勢

自以愈速愈妙,飛機轟炸亦須與總攻擊相應一致為妥。謹電

僥示遵行o 18

12月4日,陳又長函調陳抗戰方略:

依全般狀況及敢我情勢判斷之,晉綏方面採取作戰方略,應

以積極待機之姿勢,並以二十萬兵員為標準,而為充分作戰

之準備。尤以迅速預備前線官兵禦寒冬衣及後方補給衛生,

最為急要。 ⋯⋯預測將來敢偽匪軍在察綏可用兵力,除德

王、李守信、王英等匪軍約二萬餘人外,最夫限可以偽國軍

之半數約六萬人,日正規軍三個師團增援加入。⋯⋯總計共

約十二萬,乃至十五萬人。我晉綏方面,必以優勢兵力二十

萬,始能克奏殲敞之效。緣晉綏為國防要區,西北屏障,他

日整個對敢作職,亦可以牽制其最大兵力,及側擊蔽軍有利

Iii臺

18何智霖編輯,《陳誡先生書信集一一與構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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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出方面也。⋯⋯根據地之確五‥萬一演起中日戰爭,則

作戟重點當在魯豫蘇皖毗連邊區、晉綏邊境,及江浙首都一

帶。湘鄂贛三省地綰南北,尤為全般作戟之中極。而國防上

之根據地,實以湖南為最適當。蓋湖南為交通輻輳中心,北

帶長江,有桐柏山、大別山為其層障,柬臨贛江,有仙霞嶺、

武夷山、大庾嶺可資拒守,而柬北之幕阜山,柬南之武功山’

更為最後防禦線之天然險要。且經濟物資、人口等,亦適合

根據地之要求o 19

考察陳誠的建議,可見其以為日軍既然在晉綏發動攻勢,國

軍只得應戰,宜積極調派大軍,立於主動地位,殲滅敵軍。而若

全面戰爭困此而起,陳以為作戰重點在魯豫蘇皖、晉綏邊境,以

及江浙首都一帶,而以湘鄂贛為中樞,其中並以湖南為根據地。

這樣的布局,仍未有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意圖,其最後國防線

也與回憶錄所述不同;回憶錄提到的最後國防線係豫西、鄂西、

湘西以西,此處則以湖南為核心。

綏遠抗戰並未釀成中日全面戰爭,是役告一段落之後,陳誠

於1936年12月2日奉派為軍政部常務次長,出任中央軍事機關

要職o 1937年1月,參謀本部擬定「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

畫.甲案與乙案槁本, 3月修訂完畢,經參謀總長程潛審定後,

由陳誠轉送蔣中正審閱0 20兩案作戰方針,皆視黃河以北為主戰

場,於此攘擊日軍,展開決戰或會戰0 21

i9何智霖編輯,《陳誡先生書信集一一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234-2380粗體

字為筆者所加,下同0
20中國第二歷史檔彙館,〈國民黨政府1937年度國防作職計畫(甲案)〉,愚民國檔彙》,1987

年第4瑚,頁400

21中國第二歷史襠寨館,〈圍民黨政府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彙)〉,《民國檣案》,1987

年第4期,頁40-520中圃第二歷史檔窠館,〈國民黨政庸1937年度圃防作職計畫(乙

窠)〉,《民國檔彙》,1988年第1期,頁34-4lo

130

史
】
軍
論
華
專
中
【

力
於
之
石
行
部
黃
陣

軍
不
戰
以
已

神
溯
訛
秈

22馬振犢,

討論會論
23

〈1937年

檔號:七
24

〈1937年

檔號‥七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二十三期(2018.12)

【專論】頁123-138

以較為切實可行的甲案來說, 22該案規劃,開戰之初國軍「主

力」置於河北滄州一一河間一一保定之線(滄保線) ,保持重點

於平漢路方面,對經北平一一天津之敵軍「賁行決戰」。若開戰

之初,國軍主力不能進出滄保線,則主力改使用於德州、束鹿、

石家莊附近之線(德石線),仍保持重點於平漢路方面,對敵進

行「第一次會戰」。又若國軍不能進出德石線,則國軍的冀察綏

部隊,逐次占領預定陣地,行持久戰,遲滯敵軍前進,主力占領

黃河下游一一東阿一一騫張一一觀城一一內黃一一安陽之既設

陣地,左翼與山西側面陣地相運繫,行攻勢防禦。

至於上海方面,係與沿海整體防禦一同考慮,欲根本擊滅敵

軍登陸之企圖。山東半島、海州方面,國軍將直接阻止敵軍登陸,

不得已時,逐步後退固守後方之線。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

戰之初,應全力占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

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 ,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上陸;不得

已時,逐次後退占領預設陣地,以拱衛首都0 23

也就是說,甲案作戰計畫係採守勢作戰,同時發揮攻擊精

神,在華北與日軍決戰或會戰;不得已時,再寶行持久戰,逐次

消耗敵軍戰鬥力。與後來所知國軍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同,

計畫雖考慮節節設防,但仍以為死守城防有其必耍;後撤時,「應

利用現有之城垣,尤以天津一一北平一一青島一一上海一一福州

一一廣州等名城,配置守備部隊,死力圖守」。半十畫亦考慮日

軍對沿海的可能進攻,以撲滅上海日軍為沿海防禦之核心,惟國

軍主戰場仍在華北;上海方面之作戰;係為擊滅敵軍登陸之企

22馬振犢,〈1936￣1937年國民黨政庸國防作職計畫剖析〉,收入《民圃檔彙與民國史學術

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槁蘗出版社,1988年),頁4200

23 〈1937年作職計畫(甲)〉,絕國防部史政局及蛾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蘗館藏,

檔號‥七八七一21320

24 〈1937年作職計畫(甲)〉,《圍防部史政局及職史編纂委員會》,中圃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檣號‥七八七-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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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整個計畫,看不出國軍有引敵南下、移轉作戰線之企圖。既

然陳誠時任中央軍事機關要職,該計畫亦經陳轉呈,可見陳並不

反對該案,甚至可能贊同該案0

5月,陳誠邀集中央軍事機關主要人員集中討諭國防整軍基

本間題, 25決定要點10項,關於國軍主要使用區域,與前述國

防作戰計畫相同, 「主戰場應在黃河以北及隴海東段,支戰場應

在江浙區及長江以南」。關於國軍戰力最強的30僩調整師的使用

區域,預定用於平原者20個師,用於山地者10個師,用於平原

者即用於北方黃河流域平原,用於山地即用於長江流域之山澤0

26陳誠將決定各點呈報蔣中正。可以看到,此時陳誠仍未建議將

國軍主力置於淞滬,主動發動進攻,轉移日軍戰爭軸線,而是與

參謀本部計畫相同,主張在華北與日軍大戰。

四、開戰之初的戰略建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陳誠當時在廬山主持

軍事訓練團,於事變爆發後一週、 15 日,上電蔣中正建議國軍

於華北採取主動攻勢:

盧溝橋職事,堆職愚見,我軍應即毅然採取攻勢,解決其

一部或夫部。÷⋯‥我軍既有不屈服之決心,則應攻攣前進,

坐以受擊,靜餵敢人之增援,無異待斃,實兵家之夫忌,淞

滬戰役(按:一二八事變)之失、敗,即為殷鑒。⋯⋯敞如為

預定計畫,則我雖不攻,敢必一貫徹其日的,我如攻之,或反

可挫折其企圖。若敞無作戰泱心,必不因我一擊而改變其計
i畫

25參與人員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劉光、銓敘廳廳長林蔚,訓練總監部訓練副監周亞
衛,參讓本部參謀坎長熊殲、第一廳廳長龔浩,首鄱警衛執行部副主任俞飛鵬,軍政部
軍務司司長王文宣箏0

26何智霖編輯,《陳誡先生書信漿-一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272-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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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若果激而出此,則已非其本蔥,而我反五於主動地伍

矣。⋯⋯敵如出兵擾我長江,則我國應即整個發動,先肅清

其各地租界,及海陸駐屯軍。⋯⋯我國對日作職,其唯一之

有利時機,厥在制敞機先,予以奇襲,消滅其駐軍,鞏固我

腹地。最初之勝利既得,斯最後之勝利可期。故在此時我軍

應即完全主動,出其不意,先予敞以殲滅。日本政府根基不

固,⋯⋯若一旦遭中國之奇襲,必將窮於應付,則我政府或

將純五於主動矣。總之,今日我國祗有以決戰之準備,與犧

牲之決心,方可挫敢乏兇燄。不然,敞人得寸進尺,終無止

境,且恐長此以往,民心發生變化,更將無法維持也0 27

陳建議於華北主動發動攻勢,肅清長江流域日軍租界勢力,

準備決戰與犧牲,以掌握先機,即便因此釀成全面戰爭,亦無所

懼07月29日,陳又上電蔣,支持綏遠國軍所請向察北推進之

作戰行動,「以主動而收先制之利」,他認為開戰之初,宜先擴大

戰場,所讚「與其嚴守國門,不如戰於國門之外」,急速出動國

軍,可使敵應付不暇,首尾不能兼顧,亦可牽制敵軍大部不能向

北平之北增援0 28

7月底,平津失陷08月3日,陳轉呈蔣中正、何應欽在前

線的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的作戰意見: 「由津浦、平漢兩路,迅速

規復平、津」,「現在河北之倭軍,不過二萬內外,且新得平、津,

布署準備未周,一鼓前進,克復可期」。陳誠以為李的意見「頗

有見地」,因此轉呈鑒核0 29同日,陳直接電蔣建議四事,以供

即將召開的國防會議參考。其第四點指出,北平為中國八百年故

27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一一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283-2840

28 「呈委座七月豔未參電.(1937年7月29日),〈有關抗職準備及其實施全般性〉,《陳誠

副總統文物》 ,典藏號: 008-010701-00014-0090

29 「陳識轉李默庵陳平津陷敵後我方在政略職略上應取對策密電」(1937年8月3日),收

入中國第二歷史檔彙館編,《中華民國史檣案背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南京‥

鳳凰出版社, 1998年),頁147-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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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文物之重心,又為外國使節館所在,影響國際觀感至鍾,他

因此建議「必須分由平綏、平漢方面迅出大軍反攻,雖明知重

大犧牲,亦不能顧」0 30或是看了陳的建議,蔣於次日日記寫道:

「軍事能代研究者,辭修也。 」 31

8月7日國防會議召開,陳復於次日電蔣建議‥

關於應職方針,只有抱積極戟之日的,全面戰之方針。華北

局部職為敞之企圖,若我亦以局部應之,則我全陷於被動,

且無勝算可操。職以為我軍主力在華北應採璩戢職,在大

犧牲之下,能消滅敵人二三師,即足寒蔽膽、振民氣。而

最大把握,仍在發動全面戰,主動的肅清腹地,如長江一帶

敵人,減小我處處設防牽制兵力之顧慮0 32

陳誠主張將國軍主力置於華北,大舉出擊,同時在各處發動

全面戰;長江一帶的作戰,目地為肅清敵人,以減低國軍處處設

防之慮o

淞滬會戰爆發前兩天、8月11日,陳再度上電建議於華北

主動攻擊:

據連日各方情報,北平、豐台閘之敵大部向平綏線移動,逮

熱偽軍亦紛紛西調,其大舉進犯察綏之企圖極為明顯。查察

南交通不便,我冀察部隊連絡至為困難,似應即日毅然反

攻平津,同時令劉汝明部及晉綏騎兵迅速收復察北,進窺

熱河033

30

〈軍委會辮公廳向圃防會讖函送陳誡對囝前抗職問題建讖〉,《圃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
委員會》,申國第二歷史檔裘館藏,檔號:七八七一20480

31 《搪中正日記》,1937年8月4日。辭修為陳誠字0

32 「陳誡呈蔣中正電」(1937年8月8日),〈一般資科一呈表彙集(五十九)〉,特交檣寮,

《蔣糯》 ,典藏號‥ 002-080200-00486-029 0

33 「呈委座真酉參牯電」(1937年8月11日),〈有闖抗戰準備及其實施全般性〉,《陳誡副

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701-00014-0090此電侍從室於坎日摘要呈報蔣申正。「陳

誡呈離申正電」(1937年8月11日),〈一般背料一呈表彙集(五十九)〉,特交檔寮,《蔣

襠》 ,典藏號‥ 002-080200-00486-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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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淞滬會戰前,陳誠所主張的戰略,為抗擊華北日軍,

收復平津。至於淞滬方面,在8月13日會戰正式爆發前,看不

出陳有建議調集重兵、主動出擊、引敵南下之動作,其於12曰

曾電蔣「據報滬變有擴大可能」,建議集中空軍轟炸日軍船腫,「以

奪其氣焰」0 34可見陳在此之前,尚無意調集大軍、擴大滬戰,

滬戰擴大是隨著戰局變化的「可能」 。

上述文電顯示陳誠主張在華北與日軍大打出手,而這樣的態

度,明顯與其日後的回憶不同。陳誠的回憶錄,為諸多學者視為

軸線移轉說或引敵南下戰略的關鍵史料。若陳誠回憶錄為真(見

本文前言),對照陳呈給蔣7月15日、29日,8月3日、8日及

Il日等電,則陳似於淞滬開戰(13日)後一週改變態度,欲擴

大淞滬戰事,引敵南下,移轉日軍作戰線。

業有研究指出,軸線移轉戰略戰前雖有討論,開戰後卻未執

行,而引敵南下戰略,並非此時所採行,而係9月中旬以後的戰

略演進。也就是說,就算陳誠的確做此建議,而蔣真表示在淞滬

「一定打」,之後的作戰,也沒有按此執行0 35

其實,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到9月底引敵南下戰略確定

寶施之間,產生於當下的史料,仍末呈現陳誠建議採行軸線移轉

戰略,或提議引敵南下09月2日,陳誠在崑山司令部與蔣中正

通電話,報告: 「淞滬在戰略上對我極為不利,但在政略上絕不

能放棄,亦可不〔不可〕放棄。 」蔣聞其說,以為甚是0 36可見

陳當時並不以為在淞滬開戰,在戰略上有重大益處;也可藉此推

論,他並沒有推動軸線移轉或引敵南下這種「二十五年所預定之

戰略」。

34 「呈委座文未參牯電.(1937年8月12日),〈有闖抗戰準備及其實施全般性〉,《陳誡副

總統文物》 ,典藏號: 008-010701-00014-009 0

35蘇堊雄,〈蔣中正對淞滬會職乏載略再探〉,《圃史館館刊》,第46期,頁61￣101°

36林秋敏、葉慧芬、蘇窒雄編輯枝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圃史館,2015),

頁1560

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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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陳誠的淞滬戰略為何?淞滬會戰後3個月,陳誠

於1938年2月28日在武昌對將校教育研究班演講「滬戰的經過

與教訓」,提到自己參與淞滬會戰的過程及反省,他說:

當時兄弟(接‥陳誠)剛在牯嶺養病,及至八月十三日上海

蛾事閎始以後,忽然接到領袖的電話,十四日下山,十五日

趕到南京,因為職務還沒有確定,就向領袖請示。當時領袖

指示我研究華北軍事,幫助組織夫本營,並計劃蛾鬥序列,

和軍隊匱分?十六日同熊(式輝)主席到上海晤張(治中)

總司令,當時,我軍為求立於主動地僅,企困掃蕩留葩之

敵軍,⋯⋯。十八日晚上返京請示,當時領袖已有決心要

把日租界攻下,但是日租界是敞方用兵根據地,勢在必守,

而我軍勢在必取。在違種情勢之下,兄弟就請求從速調遣重

兵器及機械化部隊上來, ⋯⋯0 37

可見當時陳誠或國軍的淞滬會戰初期戰略,係掃蕩該地日

軍,攻下日本租界,立於主動地位。此講詞敘述的淞滬會戰爆發

初期陳之動向及行文語氟,與日後回憶錄相近,惟仍未見移轉日

軍作戰線或引敵南下之建議。

綜上所述,開戰之初陳誠的戰略,係與戰前參謀本部的規劃

相近,於華北與日軍大戰,而淞滬方面,欲掃蕩該地租界日軍,

破滅其根據地,並殲滅成功登陸之敵0 38至於引敵南下或誘致敵

軍主力於淞滬, 39不是開戰之初的戰略,而是在華北戰事不利、

上海國軍逐次調增後,才發展起來的戰略0 40

37 陳識講述,《滬職的經過與教訓》,駛入 《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301-00159-001’0

38

〈1937年作職計畫(甲)〉,《圃防嘟史政局及職史編纂委員會》,中圍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檔號‥七八七一21320
39 陳誠講述,傯滬戰的經過與教訓》,收入 《陳誡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301-00159-00l o

40蘇堊雄,〈雕中正對淞滬會戰乏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第46期,頁6卜10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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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頁123-138

五、結語

中日戰爭結束之後、 1946年,陳誠以參謀總長身分出版《八年抗戰經

過概耍》 ,其中戰爭檢討一章,提到日軍戰略之失敗:

敢原擬以主力於華北方面,施行迅速攻擊,於三個月內,擊

破我主力,迫為城下之盟。迄我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方面,敵

乃被迫對淞滬不斷使用不充分之兵力,鏖戰至三月之久,其

後進迫南京,叉被我引誘北上,而演成徐州會戰,經五個月

之戰鬥,乃為黃汎所阻;叉以五個月時閩,仰攻武漢,敵予

我以準備之時閒。苟敵不顧淞滬方面之作戰,而直沿津浦、

平漢、同蒲、直攻南京、武漢、與西安。或於下南京之後’

直衝武漢。則我之處境,必甚為困難,此乃敵不斷增兵’演

成職略上被動之失敗0 41

書中的說法,雖與陳誠日後的回憶仍有所不同,但已與戰爭

當下有所落差,略去戰爭初期國軍在華北的部署與重視,直接強

調淞滬會戰的作用與意義。經過數年戰爭,至戰後初期,已可見

陳誠重新建構抗戰史實,並進行不同的詮釋。

要之,我們考察戰前及戰爭當下的史料,可以發現陳誠的戰

略,與其回憶錄所說的落差。史料呈現陳誠的戰略,戰前初為日

軍在何處挑釁,國軍便在該處主動反擊,因此1936年綏遠日軍

有所動作之時,陳便建議在此處與曰軍大戰。至於全國根據地,

陳考量在湖南,而非日後的四川。開戰前半年,陳參考參謀本部

的作戰計薑,贊成將國軍精銳調集華北抗敵。七七事變爆發,陳

仍主張在華北與日軍大戰,平津失陷後,甚至建議進攻堅城,奪

回平津。淞滬會戰爆發未久,陳被派赴上海前線主持戰務,但及

41陳誡,《八年抗職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1946年),頁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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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初,他仍認為淞滬在政略上有價值而於戰略上無利。

至於陳誠的回憶,為何與史實有所落差?推其原因,或有四

點:第一、陳的回憶錄是日後的追憶,記憶不確是屬正常。其或

許將日後的戰略發展,堆疊一起,而往前溯至淞滬開戰之初,進

而造成記憶落差。第二、陳的回憾錄係陳口述後,經執筆者參照

資料所作之筆錄, 42可能因此加入了後來的資料。第三、蔣中正

在1938年底的南嶽軍事會議,強調「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

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

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

耗敵人,一定先耍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 , 43這樣的說法,為陳

誠在抗戰期間的演講所引用0 44陳或許受蔣影響,刻意調整對抗

戰史實的論述。第四、中日戰爭後來的發展,的確造成日軍作戰

線的轉移,陳或許刻意彰顯自己在戰爭中的作用。

暫不論原因究竟為何,就如同《李宗仁回隱錄》或大陸諸多

文史資料可能扭曲事寶, 45史家在利用陳誠回隱錄治史之時,應

加以留蔥。另外,陳誠回憶錄抗戰一段,為諸多論著所引用,所

產生的結論,或可再予推敲。

42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鑼一一抗日職爭江上冊,出版緣起,頁50
43蔣中正,〈第一坎南嶽軍事會蟻闆會訓詞〉(1938年11月25日),駛入泰孝儀王編,《先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彙》,卷15,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485-4870

舶陳誠講述,《抗職方略一一第一期抗職經驗與教訓乏總繕及第二期抗戰乏要旨》,收入《陳
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8-O10301-00102-00l o

45陳存恭,〈評〈李索仁回憶錄〉(李索仁口述唐德剛撰寫)‥兼論新樓系與中央的闆係〉,

《國史館館刊》,第1期(1987年1月),頁173-2180林美莉,〈中共政協「文史資料」

工作的推展, 1959-1966一一以上海經驗為申心〉,《新史學》,第26卷第3期(2015年9

月),頁145-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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