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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場形勢

從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漢會戰後，一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政府投降為止，這中間將近七年的時間，國軍當時稱為第二

期抗戰。本文將這一段時間，以珍珠港事變（1941 年 12 月 8 日）

為界，再區分為中、後期。本章敘述中期戰役。

日本原欲藉攻略武漢和廣東，澈底解決中日戰爭，但中國在

蔣中正的領導之下，堅持抗戰到底。日本陸軍省為因應對華長期

戰爭，於 1938 年 12 月 6 日發布「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後對華處理

方策」，以治安之恢復為第一義，非必要不得擴大占領地域。另

將占領地域區分為「治安地域」及「作戰地域」，治安地域概為

包頭下游黃河、新黃河、盧州、蕪湖、杭州相連之線以東，此地

域應確保安定，進行各項國防建設。作戰地域為治安地域以外的

地區，在武漢及廣東各配置 1 個軍，作為政略、戰略上壓制抗日

勢力之根據，對來攻之國軍，則適時加以反擊，消耗其戰力，但

須慎戒不留意之戰面擴大及自尋之小型戰鬥。
1 

中國方面，針對敵情，檢討第一期抗戰得失，籌謀適應對策，

於 1938 年 11 月在南嶽（湖南衡山）召開軍事會議四日；其後，

又於 1939 年 10 月、1941 年 10 月，先後召開第二、三次南嶽軍事

會議。這幾次會議，對於第二期抗戰的政略、戰略、戰術，均有

重大決定，尤要者為蔣中正提議的第二期抗戰要旨，如政治重於

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訓練重於作戰等。是時日

軍「以戰養戰」，為對付這種戰略，國軍「以守為戰」，自力更

生。亦即，第一期抗戰，國軍「以戰為守」；第二期抗戰，國軍「以

守為戰」。
2 

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年），頁 288-290。
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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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軍「訓練重於作戰」要旨之實施，是將全國部隊三分：

三分之一分配在游擊區域，擔任敵後游擊；三分之一布置於前方，

對日抗戰；另三分之一抽調後方整訓。如此輪流更替行之，以加

強部隊之技能與戰力。

此期抗戰，中國大戰略更為確定。蔣中正認為，「中央放棄

武漢遷移重慶後，則抗戰時期愈長愈好，以短期內如果和平，則

中央對內、對外，皆不及準備與佈置。若中央掌握四川，果能建

設進步，則統一禦侮更有把握矣。」
3
在第二次南嶽會議則說：「我

們認定中日問題，實在是世界問題之一環，只有與世界問題同時

解決，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決。所以我們這次抗戰既發動之後，一

定要與勢在必起的世界戰爭連接起來，並且要與世界戰爭同時結

束，才能獲得最後勝利。」
4
後來太平洋戰爭繼起，中日戰爭便與

世界大戰匯流，中國實現構想中的大戰略。

戰術上，國軍因裝備懸殊，無法組成陸、空聯合火力，故不

能以常規戰法與日軍較一日之短長。乃於第二期抗戰中，儘量避

免陣地戰，而以運動戰代之；復於前方遠處破壞交通，改變地形，

以隔離日軍之重武器與優勢裝備，再用退避消耗之戰法，引誘日

軍於預想之地，以正面之堅強抵抗，與兩翼之截擊予以包圍，完

成殲滅之態勢。
5 

第二節　1939 年長江流域的拉鋸

武漢會戰之後，日軍亦採取持久作戰，截斷中國戰爭物資之

輸入。1939 年初至秋季，在華南有以截斷補給線為目的的海南島

攻略作戰、汕頭及潮州攻略作戰等；在華中有以截斷國軍交通要

衝為目的的南昌攻略作戰（南昌會戰）。此外，日軍有意予國軍

3 《蔣中正日記》，民國 28 年 3 月 4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06-107。
5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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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重大打擊，使國軍動搖，進一步導致國民政府崩潰，以促進

新中央政權之建立，因而發動襄東作戰（隨棗會戰）及贛湘作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
6 

國軍方面，統帥部於 1939 年 1 月 7 日頒布「第二期作戰指導

方案」，積極擴大日本占領區內力量，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

消耗日軍。國軍主力配置於浙贛、湘贛、湘西、粵漢、平漢、隴

海、豫西、鄂西各要線，極力保持現有態勢，俟新戰力培養完成，

再行策動大規模攻勢。
7 

 

圖 1　 參謀總長何應欽（中）及兩位副參謀總長程潛（左）、白崇禧（右）

校閱部隊時合影（國史館提供）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35。
7 〈蔣介石令頒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密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

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2005 年），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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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會戰

1938 年秋武漢會戰時，日軍原計劃攻略武漢同時攻略南昌，

因其第一○六師團在萬家嶺挫敗，致南潯線兵力不足，遂停止於

德安附近。武漢會戰後，日軍第十一軍於前線與國軍第五、第九

戰區對峙，雙方競事整補，準備爾後之作戰。
8 

1939 年 2 月，日軍為切斷浙贛鐵路、截斷安徽省及浙江省方

面國軍之主要聯絡線，預定於 3 月上旬，發動南昌攻略作戰，中

方稱南昌會戰。日軍計畫由第十一軍，轄第六、第一○一、第一

○六、第一一六師團之一部，並以第一○一、第一○六師團為主

力，集中砲兵、戰車等壓制國軍，獲得全勝。
9 

南昌附近國軍，屬第九戰區管轄範圍，受桂林行營指導。

在鄱陽湖至洞庭湖區域，駐守數個集團軍，其實際參加會戰之兵

力，計有第十九、第一、第三十二、第三十等集團軍，另有第

二十七、第三十一集團軍各一部，總計 15 個軍，38 個師，總兵力

約 30 萬人。
10 

日軍第一○一、第一○六師團向德安以南地區，第六師團主

力向箬溪附近，第一一六師團一部及艦艇數十艘向湖口附近集中。

中方早於 2 月 5 日便偵悉日軍動向，統帥部判斷其開始進攻時機，

約在 3 月 15 日以後，為力保南昌，掩護浙贛路，於 3 月 8 日令第

九戰區準備向贛北日軍攻擊，制敵機先，攻擊發起時間預定為 3
月 15 日。惟第九戰區以整補未畢，補給困難，迭電請求展期。蔣

中正因該戰區既不能先發制敵，遂於 3 月 14 日指示採取守勢作戰， 

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年），頁

145。
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50-358。
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1981 年再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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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必顧慮南昌之得失，而以打擊敵軍為首先」。

12 
南昌會戰，依國軍之戰略，可區分為守勢時期及攻勢時期。

守勢時期自 3 月 17 日至 4 月 21 日。3 月 17 日，日軍第一一六

師團一部、海軍陸戰隊數百人在日艦、汽艇數十艘及飛機支援

下，由鄱陽湖水道向吳城鎮方面進攻；同時永修方面日軍第一○

一師團一部向徐家埠進攻。3 月 18 日薄暮，永修、張公渡間日軍

主力第一○一、第一○六師團開始發動攻擊，先以優勢砲兵依氣

球觀測，猛烈砲擊一晝夜，20 日強渡修水，該正面國軍守軍第

七十九、第四十九軍各以一師守第一線，正面過廣，火力薄弱，

激戰至 23 日，傷亡過半，卒為日軍突破。第七十九軍兩師主力，

因河水暴漲被阻，僅先頭一部渡河增援，同時，第四十九軍控制

之一師，亦急進增援。日軍以戰車隊急速追擊，行動迅速，國軍

兵力分離零落，無法構成完整陣地；日軍遂乘勢攻占安義，24 日

續占萬家埠及奉新，復以主力向左旋迴，進薄南昌。

此時，中國第三戰區已抽調第一○二師扼守南昌至奉新間公

路，阻止日軍，甫經抵達，即遭日軍壓迫後退。第十九集團軍令

第三十二軍退守南昌；日軍先頭部隊由南昌西南方迂迴，渡過贛

江，第三十二軍僅有兩團到達南昌，一部尚在贛江以西與日軍激

戰，南昌守衛兵力薄弱。27 日，日軍猛攻南昌，國軍與之巷戰甚

烈，犧牲慘重，當夜奉令撤退，南昌陷落。

武寧方面，日軍第六師團主力於 3 月 20 日由箬溪向武寧東北

方國軍第七十三、第八軍陣地攻擊，21 日，日軍一部由津口南渡

修水，攻擊國軍第七十八軍陣地。國軍抵抗甚烈，相持至 27 日，

為策應南昌方面之作戰，抽出部分軍力向南潯鐵路及瑞昌挺進，

襲擊日軍後方。當各部調動整理之時，日軍乘機向國軍陣地猛攻。

國軍逐次後退，放棄武寧，退守後方。日軍於 29 日攻進武寧，戰

1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45-14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

戰史—南昌會戰（一）》，頁 7。
12 《蔣中正日記》，民國 28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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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結束。

攻勢時期自 4 月 22 日至 5 月 12 日。2 月，國軍為牽制消耗

日軍，打破日軍扼守要點及抽轉兵力建立華北根據地之企圖，頒

布「國軍攻勢轉移部署方案」，計畫各戰區轉取攻勢。
13 4 月上旬，

中國第一期部隊整訓大體完成，遂令各戰區發動攻勢，襲擊日軍，

是為四月攻勢，日軍被迫調離南昌附近部分軍隊。蔣中正為牽制

消耗日軍並規復南昌，於 16 日令第九戰區先以有力部隊進出南潯

鐵路，截斷日軍後方連絡線，再攻取南昌，由第九戰區前敵總司

令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統一指揮。

4 月 21 日，國軍開始攻擊前進，激戰至 26 日，先後克復數

個據點，日軍退守要地，國軍以火力不足，未能攻下。27 日，日

軍增援到達，開始反攻，飛機四處轟炸並投擲毒氣彈，國軍攻勢

受挫，雙方搏鬥經旬，戰況膠著。
14
其後，國軍復以第二十九軍軍

長陳安寶中將率第二十六師加入戰鬥，各部再興攻勢，迄 5 月 5
日克復飛機場、南昌車站，突擊南昌城防工事，與日軍白刃格鬥

甚烈。日軍憑優勢砲火及飛機支援，並以汽車輸送轉用有力部隊

反擊，致國軍傷亡極重，陳安寶殉職，師長劉雨卿負傷，攻勢頓挫。

5 月 9 日，中國統帥部下令停止攻擊，至 12 日，戰事中止，全線

恢復原態勢。
15 

南昌會戰，國軍傷亡達 5 萬餘人，日軍傷亡逾 2,200 人。
16  

13 〈蔣介石令頒國軍攻勢移轉部署方案密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

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68。
1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48。
15 南昌會戰戰爭過程，參閱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46-148；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頁 17-19；防衛庁防衛

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

頁 358-362。
16 中方傷亡依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頁 2。

日方傷亡依據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
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362。戰亡約 500 人，負傷約 1,700 人，然這僅為

日軍奪取南昌前後之數據，未計入國軍反攻後之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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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戰以日軍戰勝，奪得南昌，截斷國軍交通聯絡線告終。

二、隨棗會戰

武漢會戰後，中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到樊城，司令長官

李宗仁將參與武漢會戰之部隊十餘萬人，加以整頓，重行部署。

這一時期，第五戰區戰略為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便隨

時向武漢周邊出擊，同時與平漢路東大別山區內的第二十一集團

軍廖磊部相呼應，以機動戰與游擊戰威脅日軍平漢路交通。
17 

1939 年春，南昌會戰之際，中國各戰區發動四月攻勢，積極

襲擾牽制日軍。第五戰區由東西兩面向平漢鐵路南段進攻，同時

湯恩伯統率中央精銳第三十一集團軍主力，由湘北轉用於棗陽方

面，加強第五戰區之兵力。
18
日軍獲悉國軍四月攻勢概要，為確保

作戰地域之安定，挫折國軍續戰意志，決定於 5 月上旬在江北反

擊進攻的國軍，期一舉殲滅國軍主力於棗陽附近，尤以湯恩伯部

為主要目標。整個過程，不拘城鎮之攻陷，而專注於擊滅國軍，
19  

是為襄東作戰，中方稱隨棗會戰。

日軍動員兵力，為第十一軍，轄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第

十六師團等部。
20
國軍參戰部隊，計正規軍 42 個師、3 個獨立旅、

獨立砲工兵各一部及豫鄂皖邊區游擊部隊、保安團隊等，共約 20
萬 5 千人。各正規部隊自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及四月攻勢之後，

兵員補充尚未完備，平均缺額四分之三至二分之一，且未經整訓，

僅江防軍及第三十一集團軍人員較為充實，故整體戰鬥力，遠較

17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 年），

頁 746。
1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49。
1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62-370。
2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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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場會戰時為弱。
21 

4 月 30 日，沿襄花公路西進之日軍與國軍開始接觸，隨棗會

戰爆發。襄花公路沿線俱係平原，日軍可以儘量發揮其機械化部

隊之威力。國軍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

砲等武器，對日軍戰車無法抵禦。惟士氣旺盛，士兵據壕死守，

以血肉之軀與日軍戰車搏鬥，官兵之勇者，甚而攀登日軍戰車之

上，以手榴彈向車內投擲。然中日武裝差距過大，日軍戰車所過

之處，國軍戰壕每被輾平，守壕士兵非遭輾斃，即被活埋於壕內。

戰車過後，日軍步兵隨之蜂擁向前，輕重機槍密集掃射，彈如雨

下，銳不可當。

日軍見戰況順利，國軍兩翼據點即將崩潰，決定兩翼包圍，

將第三十一集團軍捕捉殲滅於棗陽東北山地。日軍連陷新野、唐

河、南陽、桐柏、棗陽等地，壓縮包圍圈，湯恩伯部遭受重創，

國軍向北撤退。5 月 12 日，日軍以達到擊潰湯恩伯部之目的，立

即反轉，在各處掃蕩其他國軍，隨後撤回。國軍乃先後克復新野、

南陽、唐河、棗陽、桐柏等地，中日軍隊於隨、棗間對峙，進入

休戰狀態，迄 20 日，恢復原態勢，會戰結束。
22 

此役日軍作戰成功，大量殺傷湯恩伯精銳，國軍總傷亡逾 2
萬 8 千人，

23
僅湯部即傷 1 萬 1 千餘，死 5 千餘，

24
而日軍傷亡約

2,450 人。
25
戰略上，此役日軍雖殺傷國軍甚多，但力量有限，無

意續進，蔣中正乃謂：「敵軍進攻鄂北部隊，完全向平漢路沿線

2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隨棗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1 年再版），頁 4。
22 隨棗會戰過程，參閱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0；李宗仁口述，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49-753；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

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370-374。
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隨棗會戰》，第四篇第十六章第三節插表

五。
24 《徐永昌日記》，民國 28 年 5 月 29 日。
25 戰死約 680 人，受傷約 1,800 人。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

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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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而且放棄隨棗，亦不敢守。此為敵軍無力前進，轉攻為守

再顯明之弱點，吾計售矣，惟解決戰事尚非易易也。」
26 

三、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 年 6 月 22 日，為確保山西、堅持冀察魯蘇游擊，蔣中

正頒布「二十八年夏季作戰計畫」，計畫各戰區以三分之一兵力

（除整訓部隊），實施局部攻擊，牽制消耗日軍。
27
於是國軍繼四

月攻勢，復發動七月攻勢，惟該攻勢未收預期效果。
28
中日雙方，

在南昌會戰、四月攻勢、隨棗會戰及七月攻勢後，均有損耗，亟

待整補，7 月以後戰況沈寂，成對峙狀態。

8 月，日軍為促進汪兆銘政權之成立，決心於 9 月下旬在贛

湘北境地域，擊滅中國第九戰區中央軍部隊，挫折中國抗戰企圖，

同時加強作戰地域之安定。日軍作戰，計劃奇襲國軍，儘量在短

時間結束作戰，恢復原先態勢，主力從湘北粵漢線方向開始，迅

速機動，擊滅國軍，同時以一部兵力，在高安、修水附近策應，

捕捉該方面國軍。計動員第十一軍，轄第三、第六、第十三、第

三十三、第一○六師團等部，共約 6 萬餘人。國軍參戰部隊，有

32 個步兵師及 3 個挺進縱隊，共約 24 萬人。
29
是役日方稱贛湘作

戰，中方稱第一次長沙會戰。

會戰爆發前，5 月 21 日，日本、蘇聯兩國繼去年張鼓峰事件

26 《蔣中正日記》，民國 28 年 5 月 27 日，「上星期反省錄」。
27 〈蔣介石令頒二十八年夏季作戰計畫代電〉（民國 28 年 6 月 22 日），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69-71。
28 〈蔣介石密電〉（民國 28 年未註月 26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

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71。
2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74-38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次長沙會戰》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1 年再版），第四篇第十七章第一節插表第三；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三）中期戰

役》（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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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於滿蒙邊境的諾門罕又發生衝突，是為諾門罕事件。其後

衝突擴大，日軍不斷增加兵力，編成第六軍，轄有第二十三、第

七師團等部，並逐次集結第二、第四師團。時值蘇德締結互不侵

犯條約，瓜分波蘭，歐戰於 9 月 1 日爆發，在此局勢下，日蘇皆

不欲擴大事端，雙方乃於 9 月 15 日在莫斯科成立停戰協定。
30 

中方鑑於國際情勢演變，日本有集結兵力攻略長江之可能，

令各戰區發動「九月攻勢」，牽制日軍，並令第九戰區依既定計

畫游動防禦，粉碎日軍攻勢。
31
中方判定日軍發動長沙會戰之目的

有二：（1）最主要目的為打通粵漢路，因該路為縱貫中國南北之

大動脈；（2）湖南為中國重要糧倉，年產稻穀 1 萬 2 千餘萬石，

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諺。陳誠以為，中國第二期抗戰以來，

日軍固然要「以戰養戰」，國軍更應努力於自力更生，以相對抗。

由是，長沙會戰是日軍奪取中國米倉之戰，也是國軍保衛米倉之

戰。日勝，即無異「以戰養戰」戰略之成功；中勝，即無異日軍「以

戰養戰」之失敗。一出一入之間，關係甚大。
32
事實上，日軍無意

占地，其目標同隨棗會戰，是為擊潰國軍主力。

日軍發動會戰前四到五個月，蔣中正於 4 月 15 日即電諭指示

長沙保衛戰略，即「如敵取長沙之動態已經暴露，則我軍與其在

長沙前方作強硬之抵抗，則不如先放棄長沙，於敵初入長沙立足

未定之時，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擊」，以為「反攻計畫如能布置

精密，運用得當，必可取得最大之勝利」，復指示於嶽麓山構築

堅強工事，配備有力砲兵，俾得射擊日艦與長沙城。國軍依蔣之

指示，進行會戰部署，於新牆河、汨羅江、瀏陽河、易俗河預築

數線陣地，幕阜山築側面陣地，長沙築複郭陣地，計畫逐次抵抗

消耗敵人，適時轉移主力於幕阜山及瀏陽、淥口、長沙地區，伺

3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21-32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關東軍〈1〉
对ソ戦備．ノモソハソ事件》（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 年），頁 419-730。

3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1。
3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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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向日軍側背反擊而殲滅之，並加強擾襲，破壞交通，空室清野，

嚴整戰備。
33 

9 月中旬，策應之日軍展開攻擊，擊破高安附近國軍，向西

北前進。湘北日軍主力，於 19 日起，向國軍新牆河南岸陣地進攻，

施放大量毒氣，23 日清晨，在海、空軍協力下分三路進攻，企圖

繞攻國軍左側背。於是各路皆展開激烈戰鬥，國軍新牆河、汨羅

江陣地，接連遭日軍突破。
34 

時國軍本應依照預定計畫行事，然此時統帥部發生了原則性

的爭議。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以次數位參謀人員，均不主張堅守，

蔣中正因為眾議如此，亦從其議。然而，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

岳則反對輕易放棄陣地，抗辯甚力。隨著湘北日軍強渡新牆河成

功，與洞庭湖東岸登陸日軍形成夾擊國軍之勢，桂林行營參謀長

林蔚轉達行營主任白崇禧命令於薛岳云：「如不遵令立撤汨羅守

軍，則今後長江以南地區有失，責有攸歸。」薛不得已，下令撤

退。於是日軍長驅直入，29 日，已進至長沙附近之永安市、橋頭

驛等處，長沙隱聞砲聲。蔣中正得訊，命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偕同白崇禧星夜入湘，協助薛岳處置一切。陳誠動身之前，曾提

出長沙「守」與「不守」兩案，奉批「不守」。陳遂與白飛桂，

旋轉淥口（株州南）晤薛，面達蔣之意旨。薛仍以軍人守土有責，

不忍輕言撤退，認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抗戰，仍必須「抗」

與「戰」並行。白仍以保全國軍實力為急務。薛憤然曰：「如此

我上無以對中央，下無以對國人，從今不敢再穿軍衣了！」陳見

二人相持不下，因謂：「汨羅不戰，退長沙；長沙不戰，退衡陽；

衡陽不戰，退桂林，如長此退卻，廣土亦有盡時，究在何地可以

一戰？我為二公計，不如且就當前敵我情勢，研究我軍有無一戰

3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21；何應欽，《日

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2。
3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84-386；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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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薛岳深信士氣甚盛，可以一戰，並謂除極少部隊失去

聯絡外，餘均英勇任戰。陳誠乃一面商之於白，令薛反攻；一面

將薛之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蔣中正，請准因時因地制宜。
35 

 

圖 2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部署軍隊（國史館提供）

就在國軍轉換為進攻戰略之際，日軍於 9 月底已開始陸續回

撤。
36 10 月 2 日，國軍下令反攻，對深入日軍予以猛烈側擊，當

地民眾自動協助國軍作戰者亦極為踴躍。至 10 月 6 日，完全恢復

戰前之態勢。
37 

35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21-122；邵拓榮、

蔣榮森等編著，《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年），頁 338-341。
3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86-387。
3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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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戰役，中方稱「第一次長沙大捷」，蔣中正謂：「湘北

大捷此役，實開轉敗為勝之機運」。
38
薛岳也以此大捷，聲譽卓著，

其將防守長沙之戰略，稱作「天鑪戰法」，即在預定之作戰地帶，

構成網形據點陣地，配備必要之守備部隊，以伏擊、誘擊、側擊、

尾擊諸手段，逐次消耗敵軍兵力，挫折其士氣，然後於決戰地帶，

使用優越之兵力，施行反包圍大舉反攻，給予敵人殲滅性打擊。
39 

與中國之認識相反，日軍在贛湘作戰中無意攻占長沙，其目

標在殲滅國軍主力，而其後之撤退，固然受到國軍破壞道路及襲

擾阻擊之影響，實際上卻是因作戰目的已達，於國軍發動全面反

攻前陸續後撤。日方認為此役予國軍重大打擊，以少數兵力，獲

取豐碩戰果。
40
國軍傷亡的確甚重，陣亡約 1 萬 4 千人，受傷約 1

萬 6 千人，失蹤近 5 千人；
41
而日方陣亡約 800 多人，受傷約 2,700

人。
42
惟日軍主動後撤，被中方誤會為國軍反攻勝利，而視為「大

捷」，對民心士氣鼓勵甚大。白崇禧日後乃謂：「考日軍在中國

作戰之紀錄，祇承認有計畫退卻，不承認戰敗。這是事實，然我

軍精神上得到極大的鼓勵。」
43 

38 《蔣中正日記》，民國 28 年 10 月 7 日，「上星期反省錄」。
39 邵拓榮、蔣榮森等編著，《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頁 334-336。
4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87。
4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次長沙會戰》，第四篇第十七章第三

節插表第六。
4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87。
43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第 3 版），頁 252。時為第四十一師師長的

丁治磐，日後則回憶：「薛岳說擊退日軍，根本是胡吹。」劉鳳翰、張力訪問，

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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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39 年國軍冬季大反攻

一、國軍發動冬季攻勢

日本為統一全中國的政略與戰略，促進汪兆銘新政權之建立，

並統一對重慶之和平工作，於 1939 年 9 月 23 日廢止華中派遣軍

司令部，改設中國派遣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司令部之

下，設置華北方面軍（轄第一軍、第十二軍、駐蒙軍）、第十一軍、

第十三軍、第二十一軍。總司令官由教育總監西尾壽造大將出任，

總參謀長為前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西尾壽造在東京出發就任時，

表示其所受命令，為事變解決第一，作戰其次，期望早日結束中

日戰爭。
44  

中國方面，1939 年底，統帥部鑒於日軍於是年先後發動南昌、

隨棗及第一次長沙等會戰，已暴露其備多力分、喪失攻勢之能力，

日軍在各戰場既須確保戰略要點，又須維護漫長之水陸交通線，

故雖使用大量兵力，仍無戰略預備隊可資調遣，僅能依第一線部

隊抽出轉用，實施局部作戰。同時，國軍自第二期抗戰以來，一

面堅持敵後游擊，一面抽調第一線部隊實行整補。迄 10 月間，第

二期整訓已屆完成，戰力增強，乃繼秋季攻擊之後，策定冬季攻

勢作戰計畫，企圖對日軍發動全線進攻，予以重大消耗。
45 

冬季攻勢之兵力，以整訓部隊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

第九各戰區為主攻，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及魯蘇冀察等戰區，

各以現有兵力，牽制當面之敵為助攻。11 月 19 日，蔣中正對各戰

區下達攻擊命令，指示各戰區作戰機宜：第一戰區，攻擊開封、

博愛，牽制敵人。第二戰區，切實截斷正太、同蒲兩鐵路之交通，

4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57 年），頁 3-9。
4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臺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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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清晉南三角地帶之敵。第三戰區，以主力約 11 個師，截斷長江

交通，分由湖口、馬當、東流、貴池、大通、銅陵、荻港間，伺

隙進攻，一舉突進江岸，占領堅固陣地，並以輕重砲兵火力及敷

設水雷，封鎖長江。第四戰區，以一部相機攻略潮、汕，主力掃

蕩廣九路及南寧之敵。第五戰區，掃蕩平漢線南段信陽、武漢間

之敵，進取漢口，並向漢宜公路之敵攻擊，截斷襄花、漢宜兩公

路之交通。第八戰區，以一部協同第二戰區作戰，主力攻擊歸綏

附近之敵。第九戰區，向粵漢北段正面之敵攻擊，重點指向蒲圻、

咸寧一帶，並向武昌挺進，同時攻擊南昌及南潯鐵路，進襲瑞昌、

九江之敵。第十戰區，仍任黃河河防，並依晉南三角地帶攻擊之

進展，準備以一部渡河擴張戰果。魯蘇戰區，以廣正面由東西兩

面向泰安、臨城間及銅山、滁縣間攻擊，策應沿江方面之作戰。

冀察戰區，以主力切斷保定、邢台間及石家莊附近日軍交通，一

部切斷滄縣、德縣附近日軍交通，以策應山西方面之作戰。此外，

規定各戰區攻勢開始日期，除第五、第九兩戰區限於 11 月 26 日

以前實施外，其餘助攻限於 11 月底、主攻限於 12 月上旬分別實

施。
46 
中國各戰區奉令後，即計畫部署攻擊。第一戰區，計畫以第

八十一師及豫皖邊區游擊主力，切斷隴海路蘭、汴間及汁、新鐵

路之交通，一部乘隙襲擊開封、豫北；以騎兵第二軍向商邱西南

鹿邑方面集結，伺機攻襲商邱，並阻止徐州方面來援日軍；以新

編第五軍切斷平漢鐵路安陽南北之交通，第四十七軍襲擊博愛、

修武間之日軍，第九軍攻擊博愛、沁陽、武陟地之日軍。
47 12 月

1 日，第一戰區國軍發動攻擊，進展頗為順利，豫東方面攻占羅王

車站，一度突入開封城內，焚毀日軍司令部及倉庫，又曾一度攻

4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77-37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軍事

（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 年），頁 667-669。
4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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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商邱東關，燒毀日軍汽油 500 餘桶。豫北方面，12 月 6 日攻至

安陽附近，此後即在寶蓮寺、湯陰、淇縣、濬縣及沁陽、博愛等地，

破壞橋樑多處，截斷日軍交通。1940 年 1 月 1 日，一度攻入沁陽

城內，1 月 25 日，又克涉縣，26 日續克徘徊、冶陶等據點多處。
48  

總結來說，第一戰區奉命惟謹，攻入開封省城，又焚毀日軍多數倉

庫物資，襲擊日軍各據點，
49 雖於冬季攻勢扮演助攻角色，仍有其

成績。

第二戰區方面，編成東、南、西、北四路軍。以第二十七、

第四十軍為東路軍，計劃截斷東陽關、娘子關及正太、白晉與同

蒲路介休、太原間之交通。第四、第五、第十四集團軍為南路軍，

以一部破壞村鎮，主力肅清晉南三角地帶日軍。第六集團軍為西

路軍，以有力之一部協同南路軍肅清三角地帶日軍，主力向當面

日軍攻擊，並破壞同蒲鐵路交通。第七集團軍為北路軍，向歸綏

附近圍攻，協同第八戰區之作戰，並破壞同蒲路太原以北之交通。

部署既定，第二戰區各路軍原定同時開始攻擊，嗣因犧牲救國同

盟會新軍 10 餘團，為中共運作發生異動，有擾亂後方之可能，國

軍即令西路軍進剿，北路軍在離石、興縣一帶布防，以致冬季攻

勢僅有東、南兩路軍於 12 月 10 日實施攻擊，戰力因之大減，而

中條山之日軍，已先國軍於 12 月 3 日猛致聞喜、夏縣，經國軍反

擊，形成對峙。國軍第十四集團軍，自 12 月 10 日開始向翼城、

絳縣日軍猛攻後，日軍向國軍反撲，激戰甚烈，雙方傷亡均重。

至東路軍，則於 12 月 21 日一度攻入長子，此後至翌年 1 月上旬，

曾數度衝入壺關，與日軍巷戰。同時，日本集結步騎砲兵萬餘，

實行反攻，迄 1940 年 1 月 28 日，中日間恢復原態勢。
50
第二戰區

在冬季攻勢中，為主攻角色，因新軍之異動，攻勢不利，復影響

4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79。
4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臺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1980 年再版），頁 582。
5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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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第八戰區之戰局，被蔣中正視為「抗戰以來，國民

革命軍最大的汙點，亦為民族莫大之羞恥」。
51 

第三戰區方面，日軍自鄱陽湖以下至蕪湖長江沿岸，僅有第

一一六師團分駐各要點，防備國軍擾亂其長江交通。國軍過去雖

迭次鑽隙挺進至江岸，但效果有限。此次乃編組較大兵團，欲先

擊破日軍守備要點，再封鎖江面。於是司令長官顧祝同以 14 個

師兵力編成長江方面軍，劃分為 3 個兵團，右翼兵團以第二十三

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擔任指揮，其攻擊正面沿荻港至大通、銅陵

一帶，掩護中央兵團之攻擊。中央兵團由顧祝同親自指揮，以第

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為副，任大通、貴池間及前江口附近

日軍據點之攻略，目標進占江岸，掩護砲兵邀擊日艦，並實施布

雷，為此次攻勢主力所在。左翼兵團由第二十一軍軍長陳萬仞指

揮，掩護中央兵團左側背，並以團、營為單位之邀擊支隊分向東

流、香口間及彭澤、湖口突進江岸，邀擊日艦。12 月 16 日，國軍

發動攻擊，初期斬獲頗多，右翼、中央、左翼兵團皆占領大量據點，

另有一部推進至江岸。惟日軍工事堅強，火力又占絕對優勢，國

軍終未能達成遮斷日軍長江交通運輸之目的。日軍隨即大舉增援，

向國軍反攻，日機復臨空助戰。
52
於是第三戰區僅與日軍交戰三晝

夜，即告停止。
53
該戰區在冬季攻勢之中，原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

目標為截斷長江日軍交通。然而，截斷長江交通，須將重砲推進

至江邊方能奏效，沿江地帶，水路縱橫，行動困難，前進時又須

隱密，避免日軍偵知，後退時更須迅速脫離戰場，國軍難以把握

戰機，整個計畫因此受到影響。
54 

5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2。
52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頁 186-

18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0-
381。

5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1。
54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 18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

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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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戰區方面，在國軍發動攻勢前，1939 年 11 月間，日軍

第五師團先於欽州灣登陸，進陷南寧，是為邕寧攻擊作戰（桂南

會戰，詳後）。廣東方面日軍，亦沿粵漢鐵路向北進攻，發動翁

英（翁源、英德）作戰，欲打擊廣東國軍。第四戰區廣東部隊在

抵抗日軍戰鬥中，奉令發動冬季攻勢，乃重新部署，於 11月 27日，

以第十二集團軍余漢謀部為主力，向日軍進攻。迄 12 月 20 日，

日軍增援部隊到達戰場，分左、中、右三路，向國軍反攻。1940
年 1 月 1 日起，日軍分路南退，雙方恢復原態勢。此一粵北之役，

國軍轉敗為勝，號稱「粵北大捷」，余漢謀為此印刷小冊宣傳此

一勝利。實則是役國軍喪師折兵，遺棄倉庫輜重，損失甚鉅，
55
日

軍以打擊國軍目的已達，主動後撤，故未向要地韶關進攻，國軍

方能收復失地。

第五戰區方面，司令長官李宗仁編組江北兵團、右翼集團、

左翼集團、豫南兵團、鄂東游擊軍，向日軍攻擊，截斷交通、占

領其據點。各兵團於 11 月 30 日準備完成，12 月 12 日展開攻勢。

江北兵團向仙桃鎮、潛江一帶之日軍攻擊，克復仙桃鎮，並先後

由新城、沙洋等處渡過襄河，進占多寶灣、永隆河等據點。旋日

軍大舉增援反攻，國軍連日戰鬥，傷亡重大，撤至河西，重新部署，

伺機進攻。右翼集團渡河向鍾祥以南之日軍攻擊，先後占領據點

多處，迄1940年1月中旬，中日對峙於長壽店、洋梓、羅家集之線。

左翼集團向隨棗以東之徐家店、洛陽店一帶日軍攻擊，一部渡過

溳水占領隨縣以東之五里舖、十里舖等處，因國軍左翼受日軍壓

55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

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301-302。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1-382；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2；防衛庁防衛研修

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頁 80-83。「翁英會戦」（自昭和 14 年 12 月 24 日至昭和 15 年 1 月 14 日），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主要作戦の梗概（昭和 13 年 12 月 25 日 - 昭和 15 年 1 月

14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111104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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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乃向後轉移。18日再興攻擊，迄 28日占領馬坪西南之雲潭港，

此後即與增援之日軍在徐家店、浴陽店一帶對峙。豫南兵團由平

漢鐵路以西、信陽南北地區，對日軍各據點發動攻擊，破壞交通，

先後占領據點多處，並向信陽進襲。鄂東游擊軍展開攻勢後，即

分向安慶、望江、武穴、田家鎮、麻城及廣水，孝感等地之敵襲擊，

先後占領據點多處，並以主力在黃安、河口、夏店一帶襲擊日軍。
56  

第五戰區冬季攻勢成績較好，然江防軍司令郭懺處置部署錯誤，

運用兵力未當，又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分割使用，未能集中全

力進攻，無法克復城市，未達預期目標。
57 

第六戰區方面，隔洞庭湖與臨湘、岳陽間之日軍第六師團對

峙，受地形限制，不能發動大規模攻勢，乃於攻擊發起時，由第

五十三軍派兵一團，進出岳陽以北地區，襲擊日軍，協同第九戰

區之作戰。該部曾一度占領岳陽車站，毀火車多輛，斃日軍百餘，

嗣日軍分路向國軍圍擊，乃突圍集結於後方。
58 

第八戰區方面，為牽制日軍，策應主攻方面之作戰，將綏西

部隊劃分四路向日軍攻擊。以東北挺進軍為第一路軍，騎兵第二

軍為第二路軍，挺進至綏薩間，破壞鐵道，阻敵西進增援。以第

三十五軍為第三路軍，攻襲包頭。以第八十一軍為第四路軍，協

同第三十五軍乘機襲奪安北，另以游擊部隊襲擊牽制散駐各地之

日軍。12 月 18 日，國軍發動攻擊。19 日，日軍收到國軍將自包

頭西方進攻之（假）情報，編組主力由西門前往迎擊。20 日拂曉，

日軍掃蕩隊自西門出發後，包頭城北國軍所潛藏之便衣即發動巷

戰。早晨，日本衛兵打開西北門時，國軍第三十五軍傅作義部便

衣蜂擁而上，襲擊衛兵，占據民房，攻擊日軍高級司令部及重要

倉庫，並伏擊日軍援兵，擊斃日本騎兵第十四聯隊長小林一男大

佐。日軍持續來援，國軍以牽制敵人之目的已達，安全撤離包頭

5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2-383。
5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5-586。
5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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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套整補。日軍為解除威脅，於 1940 年 1 月底，發動後套進攻

作戰，攻陷國軍根據地五原。日軍此役，原計畫擊滅後套國軍、

破壞軍事設施及物資後迅速回撤，但因內部歧見，終扶植蒙古軍

於五原，並駐有其他雜軍、回軍、日本特務機關、蒙疆政府警察

隊等部。3 月初，國軍準備反攻五原，計劃先以機動部隊襲擊五原

外圍各據點，並遮斷日軍之增援，同時將與日軍對峙之部隊後撤，

佯示兵力薄弱，而秘密轉用軍隊決戰。16 日，國軍主力第三十五

軍，由西北秘密向五原突進，20 日晚，出其不意，突入城內，發

動巷戰，日本特務機關全員陣亡，日軍沿城北潰退，國軍收復五

原。旋日軍增援反攻，國軍退出，日軍於 26 日復占五原。次日，

國軍將五加河堤防破壞，周圍氾濫，日軍不得已，只能以飛機導

引，退回原駐地。4 月 1 日，五原再度為國軍克復，恢復冬季攻勢

前之態勢。
59
第八戰區雖為助攻，卻頗建戰功，蔣中正認為該戰區

能遵令直前，攻克包頭重鎮，且能苦守數日，其後雖戰果不完，

功敗垂成，精神仍殊堪嘉尚。
60 

第九戰區方面，計畫圍殲日軍，破壞南潯鐵路及武昌、咸寧

間日軍交通，並截斷日本長江水上交通。
61 12 月 12 日，攻擊發起，

一度截斷南潯鐵路永修、德安之交通。鄂南方面，先後克復多個

據點，並圍攻大沙坪，嗣日軍增援反攻，國軍以兵力薄弱，各據

點復陷日軍。16 日，國軍為殲滅當面日軍計，圍攻崇陽、通城、

羊樓司、大沙坪，戰鬥激烈，曾一度衝入沙坪，切斷大沙坪、崇陽、

通城間日軍交通。此時日軍不斷增援，並以機砲轟炸，企圖解圍，

國軍一面打擊日本援軍，一面加緊圍攻，迄 24 日，兩軍成膠著狀

態。
62
第九戰區以 9 師之眾，前後圍攻大沙坪幾逾一個月，國軍官

5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93-10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

要（四）》，頁 383-384。
6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2。
6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4-385。
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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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死傷甚重，日軍亦稱為空前之戰鬥，但師久無功，未收任何戰

果。
63
此外，在第一次長沙會戰遭受日軍相當打擊的 10 個師，未

能參加作戰，
64
一定程度影響國軍戰力。

魯蘇及冀察戰區方面，該兩戰區為敵後戰區，自攻勢開始後，

即各就區域，分別破壞交通，並為策應各主攻戰區之作戰，以廣

正面之游擊，襲擊敵後據點及破壞平漢、津浦、膠濟等鐵路之交

通，牽制日軍兵力轉用，頗收成效，惟因該兩戰區之作戰，均為

零星游擊戰鬥，無大規模之攻勢，戰果不顯。
65 

綜計國軍自 1939 年 11 月下旬發動攻勢始，至 1940 年 3 月底

止，四個月的冬季攻勢，各戰區有得有失。國軍一般部隊作戰最

大弱點，為缺乏戰鬥精神，一到進攻，彼此顧盼不前，蔣中正因

此於戰後總結新的革命戰術原則，嚴諭施行：（1）攻擊前進時，

無論四周情況，定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堅決達到預定目的；（2）
退却時，不能呆守向後撤退之方法，應向敵人方面退却，因日軍

身處中國內地，其後方便是國軍後方。
66 

與蔣中正認為國軍精神不足相反，國軍冬季攻勢的規模與戰

鬥意志，遠超出日軍所料，尤其第三、第五、第九戰區的攻勢，

頗使日軍感受壓力。冬季攻勢，向日軍展現蔣中正對各軍的統治

權威，並未因淞滬、武漢等大會戰而消亡，日軍因而重新估計國

軍的作戰能力。
67 

是役國軍傷亡達 40 餘萬人，
68
日軍傷亡雖超過 8 千人，

69
然國

6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1。
6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10。
6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5。
6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頁 585、587。
6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09-110。
6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 385-386。
6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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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未獲寸土，反而遭受更為重大的損失；發動此一全面攻勢，在

軍事態勢上，難說實質貢獻。

1939 年國軍不斷發動反攻，計有四月攻勢、七月攻勢、秋季

攻擊，至冬季攻勢達到頂點。1940 年年中以後，中國對外運輸斷

絕，軍事物資缺乏，只得採取防禦手段，是時蔣中正謂：「西南

國際運輸已絕，西北路線俄國接濟無望，以後武器補充日難，故

對倭抗戰，再不能取陸續攻勢，惟有積極將現有主力部隊整補充

實，以待國際之變化。」
70
於是冬季攻勢成為八年抗戰中最後一次

大規模反攻，其後國軍資源不足，對進攻日趨保守。太平洋戰爭

爆發以後，西方乃誤會國民政府在開戰不久便喪失鬥志，只圖以

拖延戰術等待美國參戰，假手外人打敗日本，自身則培養實力，

準備與中共進行內戰。
71 

二、桂南會戰

中國發動冬季攻勢同時，日軍於欽州灣登陸，發動邕寧（南

寧）攻擊作戰。中日戰爭陷入長期持久階段後，日軍著意於截斷

中國對外補給線，封閉中國海口及斷絕國際交通線，使中國外援

軍火物資無由進口。1939 年 1 月，日本大本營基於其海軍要求，

為獲得對中國西南之航空作戰及封鎖作戰之基地，命其第二十一

軍攻略海南島。2 月，日軍以海空掩護，登陸海南島，中國保安

隊以眾寡懸殊，遂轉移於該島腹地抵抗，待機襲擊，日軍遂攻下

海南。
72 

6 月，日軍以汕頭是次於廣州的華南大港，外國船舶出入頻

70 《蔣中正日記》，民國 29 年 1 月 1 日，「民國二十九年大事表」，此條目為 9
月 24 日所記。

71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抗

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年），頁 9-11。
7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36-339；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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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為中國失守廣東後的對外聯絡要點，且汕頭在南方的中國華

僑眾多，匯款支援中國抗戰金額甚大，因此決定發動汕頭、潮州

攻略作戰。21 日，日軍以海空軍掩護，在汕頭附近登陸，中國潮

汕守軍竭力抵抗，因濱海作戰，日本陸海空軍得以充分發揮威力，

國軍遂退出汕頭。22 日，日軍攻下汕頭，27 日攻下潮州。
73 

在攻取海南、潮汕等據點後，日本海軍提議向邕寧攻擊，以

截斷該地中國對外貿易路線，同時作為海軍對中國內陸攻擊之航

空基地。當時陸軍認為攻占武漢之後，應以充實對蘇軍備為優先，

且當時正與蘇聯進行諾門罕作戰，因此不支持此一計畫。9 月，歐

戰爆發，英法無暇東顧，日方見有機可乘，決定發動此一作戰，

因對法國仍有顧慮，計劃先占領邕寧，截斷邕寧――龍州道一帶

之國軍補給線，同時加強海軍航空作戰，截斷滇越鐵路及滇緬公

路一帶國軍補給線，作為將來對北印度支那（Indochina）謀攻之

跳板。此役由安藤利吉中將統率的第二十一軍負責，轄第五師團

（師團長今村均中將）及臺灣混成旅團，日方稱邕寧攻擊作戰，

中方稱桂南會戰。
74 

11 月上旬，日本艦隊掩護其第五師團及臺灣混成旅團在海口

附近集中，日機則狂炸中國廣西省各重要城市。國軍兵力分散，

集合需時，無法阻止日軍前進，故日軍於 11月 15日登陸，僅兩日，

欽州、防城即均告失陷。24 日，日軍進入南寧。高峰隘當邕武路

（南寧至武鳴）之要衝，崑崙關當邕賓路（南寧至賓陽）之要衝，

二者互為犄角，均為南寧外圍之屏蔽，形勢險要。日軍攻下南寧

後，續占高峰隘、崑崙關，攻略南寧之目的乃完全達成。是後，

日軍復西進龍州、憑祥、鎮南關等地。中國失去來自印度支那的

國際供應線，第四戰區只能以廣州灣作為主要供應基地。
75 

7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

九月まで》，頁 343-346；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5。
7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44-47。
75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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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等地失陷後，蔣中正以為國軍獲得機會，得集中力量，

予日軍殲滅性打擊，勝利有絕對把握，
76
遂調集第三十七集團軍

（轄第六十六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轄第五軍、第九十九軍）

等近 10 萬兵力，其中第五軍為機械化精銳部隊。12 月 18 日，國

軍大舉反攻，空軍亦參與地面戰鬥，遂攻克崑崙關及九塘，19 日，

攻克大高峯坳，續克五塘、六塘、七塘。20 日，日軍增援反攻，

重取大高峯坳、崑崙關、九塘等地，此後國軍集中兵力於邕賓路，

反復猛攻，卒於 12月 31日再克崑崙關，中方稱作「崑崙關大捷」。

1940 年 1 月 4 日，國軍又進占九塘，進至八塘。
77
期間，日本第

二十一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遭國軍狙擊，手術後不治身亡。
78  然

國軍以數倍軍力搭配機械化部隊，面對 2、3 千人之日軍，
79
作戰

缺點尚多，自身傷亡亦大，
80
第五軍因此撤下整補，無力參與日後

戰事，
81
此一「大捷」，實收穫有限。

時日本第二十一軍將作戰目的轉為殲滅聚集於邕寧附近之國

回憶錄》，頁 301；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29-13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7。
7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34。
7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桂南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1981 年再版），頁 127-16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8。
7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67-68。
79 日軍參加崑崙關戰鬥軍官計 79 人，士兵計 2,447 人，死傷高達 45%。防衛庁防

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

で》，頁 79-80。
80 中國第五軍參戰官兵共 5,4000 餘人，負傷 11,100 餘人，陣亡 5,600 餘人，生死

未明士兵 800 餘人。第六十六軍及第九十九軍參戰官兵 32,400 餘人，負傷 6,200
餘人，陣亡 5,079 人，生死未明 560 餘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

桂南會戰（二）》，頁 161。「福爾根致蔣中正函」（民國 29 年 3 月 8 日），

〈第二期第一階段作戰經過〉，革命文獻，《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

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12-120。
81 鄭建邦、胡耀平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8 年），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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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由廣東轉用部隊，集結近衛混成旅團、第十八師團、第五師

團等部，配合飛行隊，發動賓陽作戰。
82
同時，國軍以攻克南寧為

目的，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指揮，在邕江南北

各置重兵，欲合力圍殲日軍，此時卻部署失當，以 5 個軍全部用

於包圍八塘日軍，新到部隊亦逐次加入高峰隘、曷圩方面（均在

邕江北岸），因此缺乏戰略預備隊可供機動使用，亦無防備日軍

反攻之部署。尤以邕江南岸，兵力薄弱，無法阻止日軍之增援與

補給。遂使南岸日軍按其計畫，順利展開鉗形大迂迴攻勢。國軍

察覺日軍動態，白崇禧急令第三十七集團軍葉肇部攻擊途經甘棠

之大迂迴日軍，葉卻不從命令，即便與葉有淵源的第四戰區司令

長官張發奎去電亦無效用。於是日軍途經甘棠，攻陷賓陽。賓陽

既失，國軍前後方聯絡中斷，崑崙關及武鳴因此相繼不守，國軍

遭受重大挫敗。
83 

為此大敗，蔣中正於 1940 年 2 月底召開柳州軍事會議，檢

討桂南會戰，嚴厲處分失職將領，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以督責不

力降級；政治部長陳誠指導無方降級；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

督責不力，惟接事初始，情形不熟，情有可原，予以記過；第

三十七集團軍總司令葉肇違令避戰，貽誤全局，集團軍番號撤銷，

總司令撤職交軍法審判；第三十八集團軍徐庭瑤處置無方，優柔

寡斷，集團軍番號撤銷，總司令撤職查辦。
84 

其後，國軍見日軍兵力業已分散，而後續部隊亦已到達，乃

轉取攻勢。日軍因態勢不利，後方連絡線有被國軍截斷之虞而撤

退。國軍陸續收復失地，惟南寧仍在日軍控制之下。

8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83-84。
83 「蔣委員長訓示各高級幹部」（民國 29 年 2 月 22 日），〈第二期第一階段作

戰經過〉，革命文獻，《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2-116；何智霖編，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31、138。
84 「蔣委員長致各戰區長官電」（民國 29 年 2 月 27 日），〈第二期第一階段作

戰經過〉，《蔣檔》，革命文獻，典藏號：002-020300-000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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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為固守南寧及邕欽路（南寧至欽縣），築工事、開道路、

建營舍，整補休養，同時加強「偽組織」，企圖以華制華，以戰

養戰。國軍雖不時出擊襲擾日軍，但日軍防禦工事及通訊設備甚

佳，即便國軍人數十倍於日軍，亦無大進展。1940 年 6 月中旬，

歐戰盟軍失利，巴黎陷落，法國向德國求和，國際情勢為之一變。

16 日，邕江南岸日軍沿邕龍路（即南寧至龍州）大舉西進，國軍

雖有準備，然以兵力薄弱，未能收效。日軍相繼攻下明江、龍州、

憑祥、鎮南關，為進攻北印度支那做準備。
85 

9 月，日軍越過中國第四戰區邊界進入北印度支那，由於在

南寧駐守以截斷中國運輸線之意義已失，遂放棄南寧等地，國軍

隨之收復失地，並呈報勝利。10 月 28 日，國軍收復龍州，30 日

復南寧，11 月 13 日復欽縣，30 日進入鎮南關。至此完全光復桂

南失土，桂南會戰亦告結束。
86 

三、棗宜會戰

國軍發動冬季攻勢之時，日本第十一軍立即準備反擊，中國

派遣軍亦予強力支援。國軍冬季攻勢停止後，1940 年 4 月，日軍

計劃於 5 月上旬迅速機動擊滅中國第五戰區主力於隨縣、襄陽以

北地區，繼而將漢水右岸國軍，壓迫於宜昌附近予以殲滅。乃動

員園部和一郎中將率領之第十一軍，轄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

第三十九師團、第四十師團等部。同時，長江南岸各部隊，對其

85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

回憶錄》，頁 307；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31、134；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59。
86 秦郁彥，《日中戦争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 年増補改訂 3 版），頁

299。張發奎謂：「十月卅日，我軍收復南寧，我們又報了一次勝仗。事實上，

敵軍是自動撤出南寧的。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

仗。中央對此十分瞭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

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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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之國軍展開攻擊，實施佯動作戰。此是為宜昌作戰，中方稱

棗宜會戰。
87 

國軍以保有江漢平原穀倉及持久消耗敵人之目的，除以一

部發動敵後游擊戰增加日軍消耗外，正面配備係以江防軍郭懺部

任荊、沙、宜昌一帶之防守；右集團以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部

任襄河守備；中央集團以第十一集團軍黃琪翔部任洛陽店、隨縣

以西及隨縣以北、高城以南之守備；左集團以第二集團軍孫連仲

部任桐柏以東、平昌關以北及明港一帶之守備。另以孫震的第

二十二集團軍為預備兵團，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為機動兵團，

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團軍與游擊部隊，則活動於豫鄂皖邊區。國軍

總兵力，計 30 餘萬人。
88 

5 月 1 日，日軍由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點發動攻擊，其

右翼方面陸續攻下明港、沁陽、唐河，中央方面突進至棗陽，左

翼方面占張家集並續向新野突進，迄 10 日止，各路進攻日軍均於

襄東塘河、白河畔會合，但最終包圍撲空，原計畫失敗。國軍外

翼部隊反而展開反包圍作戰，將日軍之左右兩翼向中央地區壓迫，

包圍日軍大部兵力於襄東平原，其後，國軍合圍之勢已成，攻克

塘河、沁陽，將大量日軍包圍於棗陽附近，日軍死傷甚重，迄 16
日下午，國軍克復棗陽。

89 
在日軍於襄東被圍前，獲知中國右翼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

忠部渡過漢水推進至東岸的情報，遂令第十三、第三十九兩師團

等部加以捕捉殲滅。先是，國軍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團軍

尚有一部未參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乃電令總司令張自忠：

「派有力部隊，迅速渡河，向敵後出擊」，以便將襄河東岸日軍

8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88-194。
8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棗宜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0 年再版），頁 5-6、第四篇第二十章第一節插表第三；何應欽，《日軍侵

華八年抗戰史》，頁 164-165。
89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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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腰斬斷。張乃報必死決心，留書第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謂渡

河後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絡，即抱死邁進，以後公私均請馮負責。

即親率其總司令部直屬特務營和第七十四師的兩個團，遵令渡河。

日軍截收張自忠電報，獲知其總部所在位置，遂密集重兵，打擊

張部。張所部僅兩團一營，不能抵禦，隨行參謀人員暨蘇聯顧問

都勸張迅速脫離戰場。惟張已下必死決心，欲拖住日軍，以便友

軍反攻，因而堅持到底，直至所部將士傷亡殆盡，張亦重傷倒地，

對身旁衛士說：「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

殺敵報仇！」遂身死殉國。此為七七事變以來，國軍陣亡軍階最

高將領，
90
蔣中正謂其為「抗戰中最忠勇一人也，悲傷之」。

91 
殲滅張自忠部前後，日軍完成反攻部署，於 19 日拂曉發起攻

擊，國軍潰散，棗陽復陷日軍。國軍乃撤退於唐河以北及新野地

區，待機反攻。此時，日軍第三十九師團步兵第二三三聯隊在渡

過白河時，暴露自身位置，遭國軍全殲於沙洲之上，聯隊長神崎

哲次郎大佐以下三百數十名陣亡。21 日，日軍以國軍大部脫離日

軍捕捉圈，並考慮補給能力之限制，下令停止追擊，各部撤退。
92 

將國軍殲滅於襄東，為日軍宜昌作戰的第一期作戰。其後，

日軍渡過漢水，向宜昌推進，意圖殲滅附近國軍，但無意久占宜昌，

是為第二期作戰。5月 31日晚，日軍強渡漢水，分三路向宜昌攻擊。

6 月 1 日，日軍攻入襄陽、樊城，將之焚毀盡淨，於 2 日繼續南進。

國軍激戰數日，在日軍優勢火力下，傷亡過重，又原來守備宜昌部

9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96-199；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頁 769-770；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3-164；「馮治安呈蔣中

正電」（民國 29年 5月 19日），〈第二期第二階段作戰經過〉，革命文獻，《蔣

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3-027。
91 《蔣中正日記》，民國 29 年 5 月 18 日。5 月 19 日，蔣又謂：「哭張藎臣〔自

忠〕文未能著筆。余更愛其戰前與倭寇周旋，忍辱不避譭謗，含羞納垢之功為

尤大也。」《蔣中正日記》，民國 29 年 5 月 19 日。
9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200；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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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本有 3 個軍不許他調，在日軍襄河攻勢發動之時，因其揚言無

意進犯宜昌，國軍為此所欺，將 3 個軍調離。日軍此時轉鋒乘虛而

入，勢如破竹，國軍因而潰退，急調中央精銳第十八軍進駐宜昌，

由陳誠親赴指揮，以圖挽救。12 日，日軍攻下宜昌，第十八軍傷

亡慘重，日方擄獲大量中國由沿海向西遷徙時未及入川留置之軍用

物資，其後，日軍以作戰目的已達，於 17 日主動退出宜昌，各部

向漢水東岸撤退。但日本中央顧慮到政略影響，及有意以宜昌做海

軍航空隊向重慶轟炸的中途基地，乃改變決定，暫時確保宜昌，日

軍各部遂返回所占地域，棗宜會戰結束。
93 

是役國軍官兵陣亡 3 萬 6 千餘人，受傷約 5 萬人；
94
日軍官兵

陣亡 1,403 人，負傷 4,639 人。
95
日軍成功殲滅大量國軍，並奪取

重要戰略據點宜昌，中國第五戰區通往重慶後方的水路被阻，只

得翻越崇山峻嶺，改走巴東一線。
96
蔣中正以為，宜昌失陷對抗戰

影響甚大，自記「自抗戰以來未有如此苦痛艱危之事也」。
97 

9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194-215；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5-16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55。對於調派十八

軍駐守宜昌，蔣中正反省謂：「第十八軍死守宜昌核心，徒受敵之轟炸，昨天

為之犧牲，最終仍不能保守，此余執拗之過也。如果當時暫令十八軍自動退出

宜昌城市，在其周圍山地作戰，仍如今日之佈置，則形勢更佳矣。」《蔣中正

日記》，民國 29 年 6 月 14 日。
9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棗宜會戰》，第四篇第二十章第三節插表

第七。
9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215。
9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71。
97 《蔣中正日記》，民國 29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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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北的攻防

一、百團大戰

國軍在華北積極擴張敵後勢力，發動游擊戰，中國共產黨（中

共）領導的部隊（以下簡稱共軍）尤其擴展迅速。共軍與國軍純

軍事戰術的游擊戰不同，能與農村基層政權配合，消息靈通，避

實擊虛，確保有生力量，待敵退去，即捲土重來，繼續擴大。
98 

日軍面對敵後共軍的發展，停止正面戰場的進攻，加強華北

兵力，對敵後中共根據地進行掃蕩，由數條交通線擴展，增加據

點，於軍事進攻同時，並利用政治誘降、經濟封鎖、保甲制度等

手段。其後，日軍推動「治安強化」，擴編「偽軍」、「偽組織」，

封鎖與隔絕中共各根據地之聯繫，特別在山西東南實行「囚籠政

策」。在日軍的掃蕩下，1940 年 3 月至 7 月，中共華北根據地大

幅減少，僅餘太行山的平順和山西西北的偏關。
99 

是時，歐戰法國戰敗（1940 年 6 月），英軍自歐陸撤退。從

6 月 20 日始，法國封閉印度支那對中國的交通，滇越鐵路完全封

閉；7 月 8 日始，英國亦封閉滇緬交通三個月。中國對外交通，遂

完全中斷。同時，日本扶植的汪兆銘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3月），

並對戰時首都重慶進行大規模轟炸，四川門戶宜昌，又於 6 月中

旬失陷。這段時期，為中國抗戰最艱苦的一段歲月。
100  

日軍深入中共根據地，遍築碉堡，也使得兵力分散，交通線

空虛，守備薄弱，造成共軍出擊契機。同時，中共鑒於受到歐戰

9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再版），

頁 339-340。
99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243-

244。
100 《蔣中正日記》，民國 29 年 6 月 30 日，「秋季課程表」。蔣永敬，〈對日八

年抗戰之經過〉，林能士、胡平生編，《中國現代史論文選輯》（臺北：華世

出版社，1982 年第 3 版），頁 313-314。



第六章

中期重要戰役

239

影響，中國西南國際交通路線遭到截斷，日本又散播 8 月將進攻

西安、斷西北交通線的訊息，在此局勢下，中國國民黨有動搖、

投降日本的可能，因而決定組織一次「大破襲戰役」。
101 

1940 年 7 月 22 日，中共軍事領袖朱德、彭德懷、左權發給

第一二九師劉伯承、第一二○師賀龍、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命令，

乘目前青紗帳（高粱、玉米等農作長滿田野，可供軍隊掩蔽之用）

和雨季時節，利於隱蔽、不利日軍機械化部隊及正太路較為空虛

之時機，澈底破壞正太路及拔除南北地區若干要隘據點，基本上

以截斷該線為目的。8 月 20 日，戰役開始。作戰規模和使用兵力

逐步擴大，初始使用 22 個團，戰役開始後，實際參戰部隊和調動

地方武力共百餘團，總人數約 10 多萬，故稱百團大戰。
102 

共軍因訓練不佳、裝備甚差，難與訓練精良，擁有飛機、戰

車、裝甲車、大砲等現代化輕重武器，及完整陣地、碉堡或掩體

之日軍作戰。故最初計畫為破壞交通，以游擊戰術，將各小據點

之日軍或「偽軍」個個擊破後，即行脫離戰場，並以青紗帳掩護，

使日軍難以追擊掃蕩。戰事進行十天後，共軍因得初步勝利，決

定澈底毀滅正太線及同蒲線忻縣至朔縣段，使晉西北、晉察冀和

晉東南聯成一片。於是原先的游擊戰轉為運動戰，乃至攻堅戰，

共軍也因此遭受重大損失。共軍發動攻擊之初，日軍對共軍兵力

規模極為震撼，堅守過後，獲得增援，開始反擊共軍，收復失守

據點。共軍因此改採游擊戰，但戰機已失，遭日軍追擊掃蕩。12
月 5 日，作戰結束。

103 

101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 244。
102 劉鳳翰，〈論「百團大戰」〉，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臺北：三民書局，

1987 年），頁 403、414、429。中共方面稱出動人數為 40 萬人，劉鳳翰認為

這是中共的宣傳，據其分析，實際參戰人數約 13 至 15 萬人。
103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戸部良一、波多野澄雄編，《日

中戦争の国際共同研究 2：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

版会，2006 年），頁 200-203；劉鳳翰，〈論「百團大戰」〉，頁 414、430-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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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過程，中共擴大宣傳，爭取全國人民同情，並藉由實戰，

提高戰鬥力，然亦遭致重大損失，共軍傷亡約 2 萬 2 千人，日軍

傷亡在 3 千人左右。是役亦引來日軍清剿掃蕩，發動三次大規模

「治安強化運動」，中共根據地為此大幅縮小。尤其太行山區，

在日軍「三光」（殺光、搶光、燒光）政策下，人民損失慘重。

就整體戰局來說，該役使華北日軍防備緊張，開始抽調其他區域

兵力反擊掃蕩，對牽制日軍兵力，有其作用。
104 

二、晉南會戰

中條山位於晉南、豫北之交，橫亙黃河北岸，二、三年來，

日軍圍攻中條山不下十餘次，然此一地區，始終在國軍之手，其

重要性不在現在之防禦，而在國軍將來收復華北時之便於進攻。
105 

日軍判斷中共實施百團大戰之後，戰力尚未恢復，而山西國

軍無協助晉南國軍之意，且戰力不高，因而斷定盤據於中條山系

的國軍中央嫡系衛立煌部為擾亂華北治安之核心，於是在 1940 年

秋決定擊滅該軍。1941 年初，為有利作戰之展開，日軍擊破中條

山左右兩翼之國軍，復於關東軍調派飛行隊支援進駐。是役日軍

稱作中原會戰，中方稱作晉南會戰或中條山戰役。
106 

日軍環繞中條山外圍與國軍對峙者，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

田駿中將指揮之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第三十七共 4 個

師團，分布於豫北之沁陽、博愛及晉南之晉城、陽城、沁水、峯縣、

聞喜、夏縣、安邑之線。國軍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指揮，配

置於廣約 170 公里，深約 50 公里之中條山脈內，前扼山隘，背臨

104 劉鳳翰，〈論「百團大戰」〉，頁 446-448、455。
105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99。
10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3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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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以保持國軍北進之各渡口，參戰兵力約 18 萬 5 千餘人。
107 

戰事開始前，蔣中正判斷日軍目標在肅清國軍在晉南各部，

且必不渡河進攻洛、潼，於是戰事開始之初，已密定放棄晉南之

部署。
108 5 月 7 日傍晚，中條山外圍日軍開始向國軍進攻，採用

滲透戰法，由國軍陣地間隙薄弱部或側翼進攻，避實擊虛，鑽隙

迂迴，直搗指揮中樞。開戰後迅速占領重要渡河點垣曲，將國軍

包圍掃蕩，國軍損失慘重。12 日以後，國軍在中條山各山隘內與

日軍苦戰，衛立煌電令各軍，以一部留置中條山內繼續抵抗，主

力則轉向日軍背後攻擊，國軍各部主力遂於 13日開始突圍至敵後，

至 27 日，戰事中止。
109 

此次會戰，自 5 月 7 日起至 27 日止，共 21 日，日軍因在華

北交通便利，容易抽轉兵力，形成優勢，並有空軍助戰，兼用毒氣，

因而攻擊順利，獲得大勝。國軍失去中條山若干山隘及該山以南

之幾個渡口，第三十四師師長公秉藩被俘，第三軍軍長唐淮源、

第十二師師長寸性奇、第二十七師師長王峻等均陣亡，傷亡失蹤

人員高達 7 萬 5 千餘人。
110 

10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晉南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1 年再版），第四篇第二十三章第五節插表第十六；何應欽，《日軍侵華八

年抗戰史》，頁 199。
108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 46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192、222。
10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371-372；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01。
1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晉南會戰》，第四篇第二十三章第五節插

表第十六，頁 18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01；郝柏村，《郝

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冊（臺北：天下遠見出

版公司，2013 年），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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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中日短暫戰役交鋒

1940 年歐戰的結果，荷蘭、法國向德國投降，英國危在旦夕，

促使日本將目標轉移到這些國家的東南亞殖民地。1940 年 9 月下

旬，日軍進駐北印度支那，並與德國、義大利結成三國同盟。於

是日本對中國的戰事，以維持占領區治安為首要目的，即「治安

第一主義」，不進行大規模進攻作戰，如有必要，則施行「短切〔短

暫〕作戰」，但原則上不超過占領地域，且作戰結束後應立刻撤

回原駐地。
111 

一、豫南會戰

棗宜會戰後，日軍據有宜沙，而國軍據守漢水東西地區，配

合東南各方游擊隊，對突入宜昌之日軍，時時予以打擊。日軍為

防國軍發動大規模反攻，並摧毀中國抗戰意志，決定發動漢水作

戰，中方稱鄂中戰鬥。
112 

日軍此次攻擊，係自 1940 年 11 月上旬起即開始積極準備，如

修公路與橋樑，趕築工事及飛機場，儲積糧彈，並運輸鐵舟及橡皮

舟於鍾祥附近，又由各方抽集兵力，於各地區增加砲兵、戰車。
113 

11 月 24 日，日軍展開攻擊，因國軍採退避戰法，日軍很快就

抵達預定攻擊目標線，遂反轉退回，至 29 日結束作戰，中日雙方

恢復原態勢。國軍視日軍撤退為遭國軍擊潰所致，認為迅速獲勝，

意義重大：（1）使突入宜沙之日軍，依然在國軍側面威脅之下，

毫無發展餘地。（2）日軍原望於 12 月 1 日承認汪兆銘國民政府

111 戶部良一，〈華中日軍：1938~1941〉，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歷次戰役》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280-281。
112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7；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

宗仁回憶錄》，頁 77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

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352。
113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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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獲一較大勝利，以圖振奮其軍心、民心，但結果適得其反。
114 

鄂中戰鬥結束後，日軍獲悉中國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推

進至豫南信陽北方地區，由於湯部長久以來在江北第一線與日軍

交戰，為日軍宿敵，故日軍決定於 1941 年 1 月下旬發動攻勢，捕

捉殲滅湯部主力。是為豫南作戰，中方稱豫南會戰。
115 

日軍以園部和一郎中將指揮之第十一軍 3 個師團為主力—

第三師團、第十七師團、第四十師團等部；國軍在此地由第五戰

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有 18 個軍，3 個砲兵團及各游擊隊，共

約 14 萬 4 千餘人。日軍自 1941 年 1 月上旬起，即由長江下游，

向信陽附近輸送彈藥、器材，並調空軍於信陽附近，不斷向國軍

後方偵察，1 月 17 日，日本華北空軍向安陽集中，同時各地勤部

隊，亦秘密向豫南集結。

1 月 23 日晨，湖北漢水兩岸之日軍實施佯動，企圖牽制該方

面之國軍。皖北、豫東方面，另有日軍發動策應作戰。24 日夜間，

日軍主力開始向豫南進攻。

日軍之戰略，以大兵團向國軍主力迂迴包圍。蔣中正綜合諸

般情報，判斷豫南方面日軍，將集中主力沿平漢路北進，求國軍

主力決戰，皖北、豫東之日軍，將西進以為策應，遂下令湯恩伯部：

「總以避免與敵正面決戰，而以少數兵力在正面節節抵抗，引其

深入，以主力在敵各進路之兩翼，作主動之側擊；另以有力一部

埋伏敵後，待其前進以後，專事切斷其交通。」
116 

於是中國第五戰區在平漢路正面，僅配置 1 個師於西平附近，

主力則埋伏於日軍預期進攻路線之兩側，縱長區分，保持機動，

不與日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凡日軍包圍尚未合圍時，國軍便主

11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68；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

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352-353。
11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353-354。
116 「蔣中正致湯恩伯電」（民國 30年 1月 25日），〈第二期第二階段作戰經過〉，

革命文獻，《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3-047。



244

動轉移，使日軍撲空，然後自周邊反包圍。國軍計劃日軍向汝南、

郾城、舞陽分路北進時，即向其兩側及背後機動圍擊而殲滅之。

日軍面對國軍的退避戰術，發動追擊。而國軍因部署適切，

各軍均保持機動之有利態勢，中日雙方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

1 月 30 日，日軍以擊破湯恩伯部之目的已達，轉向攻破南陽及其

他國軍，爾後各部反轉撤退，於 2 月 12 日結束作戰。
117 

此次會戰，自 1 月 25 日起至 2 月 10 日止，前後 17 日，國

軍、日軍損傷皆輕，惟日軍以作戰目的已達而撤回，使國軍認為

戰勝。
118 

二、上高會戰

1941 年初，日軍以華北方面兵力不足，為改善該地治安，

決定抽調在華中第十一軍的第三十三師團及第十三軍第十七師團

轉用於華北。是時，日軍未曾重創南昌附近國軍，故決定駐安義

的第三十三師團移駐華北之前，配合第三十四師團、獨立混成第

二十旅團，於 3 月中旬發動「短切作戰」，消耗國軍戰力。是役

日軍稱作錦江作戰或鄱陽作戰，
119

中方稱上高會戰。

國軍由第九戰區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指揮 3 個軍計 9
個半師，加計開戰後第九戰區之增援部隊，全會戰時期，動員兵

力約 9 萬 5 千人，除守備陣地及後勤人員外，實際參戰兵力約 7

117 豫南會戰過程，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豫南會戰（一）》（臺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 年再版），頁 4-8；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

戰史》，頁 195-196；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7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354-355。
11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98。國軍傷亡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抗日戰史—豫南會戰（二）》，第四篇第二十一章第五節插表第十八。
11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3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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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
120

國軍指導要領為誘敵殲滅，於前線節節消耗日軍，復於

選定地域反擊決戰殲滅之。
121 

日軍北路配置第三十三師團之一部，集結於安義附近。中路

為第三十四師團之全部，集結於西山萬壽宮附近。南路為第二十

混成旅團之全部，先在錦江北岸，繼移於南岸。國軍在第一線與

日軍保持接觸者，在北路僅 2 個師，在中南路僅 1 個師，主力第

七十四軍王耀武部則配置於上高附近。3 月 15 日拂曉，北路安義

之日軍，向奉新進攻，國軍第七十軍李覺部 2 個師憑藉繚水兩側

高地，節節防阻，國軍傷亡頗重，日軍以達成作戰目的，反轉撤回。

同時，日本中路軍第三十四師團沿湘贛路西進，南路軍第

二十混成旅團，則沿錦江南岸西進。3 月 20、21 日，日本中路軍

第三十四師團，向王耀武部陣地攻擊，其南路第二十混成旅團亦

由灰埠、石頭街附近渡過錦江北岸，與中路軍會合，向國軍陣地

猛攻。但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留置錦江南岸之小部隊，先後在新

市街、盧家墟附近，被中國第四十九軍劉多荃之第一○五師王鐵

漢部殲滅，而此時日本北路軍已退，國軍李覺部乃回兵南下，第

七十二軍韓全樸部亦奉令南下，對日軍構成反包圍態勢。

3 月 22 日，日軍第二十混成旅團全部，沿錦江北岸向王耀武

部右翼攻擊，其第三十四師團則由正面向上高攻擊，此時該兩股

日軍，已在上高東北地區被國軍逐漸包圍，於是原已退返駐地之

日軍北路軍一部，復由奉新附近西進，企圖解救被圍之友軍。

自 3 月 22 日起至 25 日，國軍包圍日軍，終日搏鬥，各處高

地屢失屢得，日機數十架終日助戰，戰況異常激烈，因國軍王耀

武部之強韌抵抗，其他部隊得以逐漸縮小包圍，使日軍大部兵力

陷於國軍嚴密包圍之中。

12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0 年再版），頁 2-3。
121 〈長沙抗日會戰案〉（民國 28 年 5 月至 31 年 1 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28/543.6/717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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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黃昏，日軍死傷枕藉，全線不支，開始突圍，後方派出

第三十三師團即刻出發增援。經國軍猛烈堵擊，其向西北突圍者

失敗，向東突圍者突出數百人至灰埠附近，仍被國軍堵擊，殲滅

大半。25 日，日軍北路援軍向西急進，而上高東北被國軍包圍之

日軍，以一部由南茶羅向南攻擊，藉以掩護其主力，其主力則向

北突圍，與北路援軍夾擊國軍北面包圍之部隊，於是突圍日軍終

能與北路援軍在棠浦附近會合，然國軍於當夜，復將突圍與增援

之日軍完成第二次包圍，不斷猛攻，日軍持續撤退，至 4 月 2 日

返還原駐地。
122 

此次會戰，日軍出動兵力逾 2 個師團，自 3 月 15 日攻擊發起，

迄 28 日國軍開始追擊，戰鬥時間 14 日，國軍對日軍主力適時構

成包圍圈，使日軍遭受重大損失，第三十四師團參謀長櫻井德太

郎大佐，且有意切腹自殺。國軍傷亡較日軍略重，由於實際參加

決戰之兵力不過 7 個師，依過去作戰中日軍隊數量之比例，國軍

此次戰果無疑相當豐碩，
123

蔣中正認為是役乃「兩年來軍事上最

大之勝利，足證我戰略、戰術之進步」。
124 

三、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 年 5 月日軍進攻中條山（晉南會戰）後，全國各戰場一

度沉寂，除在長江下游互有游擊外，無大規模戰鬥。日軍本有意

在夏、秋之間，利用國際情勢之變化，發揮陸、空協同戰力，向

長沙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意圖一舉解決中日戰爭。然而，6 月間

德蘇開戰之後，國際情勢大變。日本戰略轉為保存兵力，以備日

122 上高會戰過程，參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

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357-362；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

史》，頁 172-174。
123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7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

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362。
124 蔡盛琦編，《事略稿本》，第 45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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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南方作戰，惟長沙作戰籌劃仍繼續進行，與南方作戰有關之

部隊則未納入，該戰役並被要求提早結束，航空隊亦被轉用於南

方，戰役規模遂大幅縮減。其作戰目標，轉為摧毀國軍抗戰能力，

對第九戰區國軍加以一大打擊，而不作地點占領或物資攫取。是

役日方原稱作加號作戰，其後改稱（第一次）長沙作戰，中方稱

第二次長沙會戰。
125 

日軍由阿南惟幾中將指揮第十一軍，轄第三師團、第四師團、

第六師團、第四十師團等部隊。
126

國軍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

統率第十九集團軍、第三十集團軍、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九

軍等部，參戰兵力達 30 萬人左右。
127 

蔣中正令第三、第五、第六各戰區，以全力攻襲當面之敵，

牽制日軍，第九戰區計畫以主力於新牆河以南亙長沙間地區，藉

既設陣地逐次抵抗，誘致日軍主力於撈刀河畔，並適時調集國軍

主力於平江、瀏陽、株州間地區，向日軍側背轉移攻勢，包圍殲

滅之。

1941 年 9 月 7 日，日軍為掩護其主力集中及展開，先以第六

師團之 2 個聯隊，分由忠坊、西塘向大雲山進攻。同時日艦 20 餘

艘及獨立第十四旅團 3 個大隊、海軍陸戰隊，分乘汽艇 200 餘艘、

民船數百艘，向洞庭湖上下青山一帶活動，威脅湘西。

9 月 17 日拂曉，日軍主力開始強渡新牆河，19 日，進抵汨羅

江岸，20 日，分路強渡。此時，日軍偵獲薛岳將以主力自東方側

擊之計畫，於是一部放棄原先向南計畫，迂迴國軍之右翼，同時正

面之日軍，仍向國軍主陣地猛攻。國軍經逐次抵抗後，即向撈刀河、

12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403-405。
12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405-407。
12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二次長沙會戰（一）》（臺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1980 年再版），第四篇第二十四章第一節插表第三、第四篇第

二十四章第三節插表第六，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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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陽河決戰地帶轉移，誘敵深入。至 26 日晨，日軍右翼迂迴長沙

東南，另一部迂迴長沙之東，主力則向長沙猛攻，中國自瀏陽來援

精銳的第七十四軍王耀武部遭大敗而退，日軍便衣一部於 27 日 16
時潛入長沙城內，長沙遂陷，另一部快速部隊及便衣隊經渡頭市向

株州前進，並以傘兵降落中國第一線後方擾亂。10 月 1 日，日軍

以作戰目的已達，開始撤退。在日軍北退之際，國軍各部援軍抵達

戰場，加入戰鬥，對北退日軍發起跟蹤追擊。6 日，日軍撤至新牆

河以北，國軍收復失地，將是役稱作「第二次長沙大捷」。
128 

在中國第九戰區前線苦戰之際，中國各戰區發動策應作戰，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宜昌發起大規模進攻尤值一提。9 月 27
日，第三十三集團軍馮治安部首先開始行動；29 日，第二十六集

團軍周喦部繼之；30 日，江防軍吳奇偉部及第二十集團軍霍揆彰

部出動。反攻宜昌之戰，遂全面展開。國軍兵力雄厚，與日軍相較，

成十與一之比，故兵鋒所指，幾如泰山壓頂。日軍在這種情形下，

只能困守據點，不敢與國軍對戰，惟因工事構築堅固，準備充足，

國軍每攻下一據點，均付出重大代價。
129 

日軍駐守宜昌者，僅內山英太郎中將之第十三師團，在中國

強大攻勢下，司令部人員傷亡慘重，醫院病人亦派遣前線增援。至

10 月 6 日，中國已進入掌握箝制日軍之階段，態勢至為良好，惟

各部隊攻略據點之決心尚欠堅強，戰鬥技能亦嫌薄弱。7 日，國軍

分兩路向宜昌市區猛攻，曾占領該城，旋復失去，宜昌城內竟日大

火。8 日，陳誠派江防軍副總司令李延年為宜昌攻城司令，統一指

揮，並派部確實阻止日軍增援。9 日，中國江防軍編組 3 個突擊營

128 第二次長沙會戰過程，參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

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407-410；〈長沙會戰之檢討（總

顧問崔克夫）〉（民國 30年 9月至 30年 10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

B5018230601/0030/155.2/7173/1。〈長沙抗日會戰案〉（民國 28 年 5 月至 31
年 1 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28/543.6/7173A/2；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77-179。

12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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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宜昌市區猛攻，當夜進入市區，與日軍巷戰甚烈，日軍不支退

避，有入民家企圖化妝隱藏者。同時，日軍開始焚燒軍旗、秘密文

件，官長準備自刎，並向上級發出訣別電文。其後，日軍增援的第

三十九師團適時抵達，與第十三師團轉守為攻，向國軍逆襲，日機

亦凌空向國軍轟炸，投擲毒氣彈，國軍官兵傷亡慘重，不得已而轉

移原陣地，攻勢遂以停止。是役國軍傷亡官兵 2 萬 1 千餘員名，約

為日軍之 3 倍，至於武器彈藥之損耗，更遠較日軍為鉅。
130 

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官兵陣亡 1,670 人，負傷 5,184 人，失

蹤 14 人；
131

國軍官兵陣亡逾 2 萬人，受傷逾 3 萬 5 千人，生死未

明逾萬人，
132

中央軍精銳部隊損失 3 個軍。
133

是役雖被中方稱作第

二次長沙大捷，實則與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日軍志不在長沙，猶

如其志不在韶關。時為中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便謂：「我

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它們沒有占領某地，

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
134

蔣中正為長沙一度失陷，深責薛岳，謂：

「9 月 27 日酉刻，敵軍陷長沙，實因薛伯陵〔岳〕擅將長官部撤

至淥口，因之敵軍乘機竄入城內，直至 29 日晚，夏楚中軍由嶽麓

山陸續渡河，向長沙進攻，遭遇敵軍抵抗，方得證實長沙已有敵

軍，而我高級指揮部之無膽識，其移動位置時，無一不違反軍事

原則，殊堪痛心，此為國民革命軍自成立以來，未有之怪象也。」
135  

13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5-176；防衛庁防

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

で》，頁 410-412。
13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まで》，頁 412。
13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二次長沙會戰（一）》，第四篇第

二十四章第三節插表第六。
133 《蔣中正日記》，民國 30 年 9 月 30 日，「本月反省錄」。
134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

回憶錄》，頁 301-302。張說大抵屬實，惟戰爭結束前、1945 年的湘西會戰，

應屬日軍想要（芷江）而無法占領的重大戰役。
135 周美華編，《事略稿本》，第 47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202-203、

219-22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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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 月 16 日召開的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謂：「我們南寧、

福州與此次長沙之收復，乃是敵軍無力固守，而不是我軍實力克

復的，這並不是我們的光榮，而是我們的恥辱。」
136

圖 3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巡視部隊後與官兵合影（國史館藏）

136 蔣中正，〈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開幕訓詞〉（民國 30 年 10 月 16 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8（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318。參戰的第四十一師師長丁治磐，亦於日記指

出日軍已開始撤退，「此種勝利，仍屬平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丁

治磐日記（手稿本）》，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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