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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場形勢

1940 年 9 月，日軍為截斷外國援華路線，建立對華作戰基地，

進入北印度支那（Indochina），欲藉此結束中日戰爭，同時表現

出南進之態勢，惟此舉造成美日關係緊張和中美的接近。1941 年

6 月德蘇開戰後，日軍益加積極部署南進，美日關係更趨惡化。7
月底，日軍進占印度支那南部各要地，美國立即宣布凍結日本資

產，並禁止石油輸日，英、荷隨之，英、美隨即於西太平洋增強

軍力。日本平時石油高達 88% 仰賴輸入，在經過四個月的內部辯

論及和美國的交涉無結果後，決心發動戰爭，以獲取南洋石油、

橡膠、錫等資源。
1 

為整備戰爭，日本於 1941 年 11 月抽調各地部隊，編組南方

軍，兵力約 39 萬人，中國派遣軍（支那派遣軍）亦在抽調部隊支

援之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中國的軍隊，由中國派遣軍

總司令官畑俊六大將指揮，司令部設於南京，下轄：華北方面軍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設北平，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包括

第一軍（石家莊，3 個師團，4 個獨立混成旅團）、第十二軍（濟

南，1 個師團，3 個獨立混成旅團）、駐蒙軍（張家口，1 個師團，

1 個獨立混成旅團及騎兵集團），另直轄 3 個師團，4 個獨立混成

旅團；第十一軍，司令部設漢口，司令官阿南惟幾中將（6 個師團，

2 個獨立混成旅團）；第十三軍，司令部設上海，司令官澤田茂中

將（4 個師團，5 個獨立混成旅團）；第二十三軍，司令部設廣州，

司令官酒井隆中將（3 個師團，1 個獨立混成旅團、1 個砲兵隊）。

就全局來看，日軍在滿洲、朝鮮有 73 萬人，中國有 62 萬人，南

方 39萬人，日本、臺灣、南庫頁島有 38萬人，合計約 213萬兵力。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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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16。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70), pp. 206-207.

2 中國派遣軍戰鬥序列依據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戦史叢書：陸軍軍戦

備》（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 年），頁 334-33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254

表 1　南方軍編組前後日本師團部署表

日本

及朝鮮

關東軍 中國

派遣軍

南方軍 總計 總兵力

編組前 11(21.5%) 13(25.4%) 27(52.9%) 51(100%) 2,110,500

編組後 6(11.7%) 13(25.4%) 22(43.1%) 10(19.6%) 51(100%) 2,130,000

說　　明：1、總兵力為概數。

　　　　　2、括號所占比率採四捨五入，故加總非 100%。

　　　　　3、 因各師團編制不見得相同，且旅團以下部隊未計入，

故師團數目不見得與兵力成正比。

　　　　　4、 駐上海之第四師團由大本營直轄，本表暫列入中國派

遣軍計算。

資料來源： 依據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一巻（東京都：

鱒書房，1953 年），頁 314-315、328-330 之表；防衛庁防

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3〉昭和

十七年四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0 年），頁

82。南方軍編組後日軍總兵力為太平洋戰爭開戰後兵力。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同時調動軍隊，

進攻馬來半島、香港，美國隨即對日宣戰，9 日，中國亦正式對日

宣戰，中日戰爭遂與世界大戰結合，擴大為太平洋戰爭，日本稱

大東亞戰爭。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等同盟國 26 國，發表

共同宣言，決心協力摧毀軸心國。國軍是時之作戰指導方針，為

「在戰略指導上，仍採持久戰略，並力求打通國際交通線，俾大

量接受援助，藉以充實戰力，準備爾後之總反攻」。全國劃分為

第一至第十及魯蘇、冀察戰區、昆明行營、魯蘇皖豫邊區總司令

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共 407 個師，63 個獨立旅，及 351 個游

《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3〉昭和十七年四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

1970 年），頁 49、82；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7 年），附錄一：日軍在華及緬甸作戰陸軍主要部隊簡表，頁 752-754。該

表原標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當為爆發後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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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隊，總兵力逾 300 萬人。
3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國軍面對之日軍師團數雖由 52.9% 降

到 43.1%，但中國並未如天降甘霖，逆轉局勢。日軍攻陷香港、進

入緬甸後，切斷中國向外聯絡線，中國抗戰物資補給受到嚴峻考

驗；戰場上，國軍所受壓力，仍未大幅減輕，日軍不斷發動主動

攻勢。盟國的援助，在英美「重歐輕亞」戰略影響下，亦未增加

太多。同時，中方尚需於正面戰場之外，於緬甸開闢戰場，投入

龐大軍力，以協同盟軍，打通對外交通線。

第二節　太平洋戰爭相應之戰役

一、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 12月 8日，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隨即登陸馬來半島，

首先以航空隊擊潰英國空軍，復以主力部隊突穿九龍半島要塞陣

地。13 日，日軍占領九龍半島，18 日，登陸香港，並於 25 日攻

占之，俘虜大批英軍。
4 

為牽制國軍兵力，不使有援港可能，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阿

南惟幾，以第三師團、第六師團、第四十師團等 3 個師團向長沙

發動牽制攻擊，策應香港方面作戰，日方稱第二次長沙作戰，中

方稱第三次長沙會戰。

3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 8 卷（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 年），頁 1-3。
陳誠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1946 年），附表第八：抗戰

第二期敵我使用兵力及傷亡人數一覽表。據軍令部統計，珍珠港事變前後，國

軍人數逐年減少。1939 年有 314 萬；1940 年有 328 萬；1941 上半年有 351 萬，

下半年有 328 萬；1942 上半年為 283 萬，下半年為 281 萬；1943 上半年有 265
萬。「國軍歷年實有人馬武器數量統計表」（民國 32 年 5 月 1 日），〈陸軍

人事報告及建議（四）〉，特交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102-00075-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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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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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在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後，於 1941 年 10 月 16 日召開第

三次南嶽軍事會議，檢討會戰得失及改進各點，蔣中正指示以持

久待機的「磁鐵戰」擊破日軍速戰速決的「閃電戰」。面對日軍

此次攻勢，國軍判斷日軍企圖打通粵漢路以通南洋各地。
5
是役仍

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參戰兵力達 26 萬人，除留一部與

日軍作正面周旋外，主力即向關王橋東南地區轉移，並協同由平

江到達楊林街附近地區之國軍，向西南側擊南下日軍，復吸引日

軍至長沙外圍，集中兵力，與之決戰。

湘北、鄂南日軍，於 12 月 17 日至 23 日之間，陸續集中於岳

陽地區。是時守備新牆河南岸之國軍，為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

24 日，日軍分八路渡新牆河南攻，楊森部當予迎擊，逐次抵抗後，

以一部與日軍保持接觸，主力向關王橋東南地區轉移，協同由平

江方面到達楊林街及其以南地區之第五十八軍孫渡部，向西側擊

南下日軍，而日軍以一部掩護其側背，主力仍冒險南進。27、28
日午間，日軍強渡汨羅江，國軍按預定計畫，分別向長樂街、金

井東側地區及鐵道以西地區轉移，準備對南下日軍圍擊。

日軍此次長沙作戰，本為策應香港方面戰事，12 月 25 日，

日軍已攻陷香港，阿南惟幾司令官卻獨斷決定前線繼續攻擊，向

長沙追擊國軍，以求獲取更大戰果。日軍各部出乎意外，情報與

補給完全欠缺，戰力大受影響。

1942 年元旦，日軍主力開始向長沙猛攻，國軍第十軍李玉堂

部應戰，同時嶽麓山砲兵適時予以火力支援，日軍遭受重創，加

以彈藥缺乏，於是攻勢受挫，但對長沙之攻擊仍不稍歇，同時展

開空投補給。國軍按原定計畫，包圍日軍，實行總反攻，日軍大

隊長加藤素一少佐遭國軍襲擊陣亡，國軍擄獲日軍出動以來之攻

擊計畫及命令。薛岳司令長官獲得這些文件，得知日軍彈藥即將

5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 47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277-279、284、287、292、297-304，736、
74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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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罄，反攻決心益堅。日軍以長沙堅不可破，死傷奇重，又以陷

於重重包圍，4 日夜間，開始向長沙東北突圍，由於遭國軍包圍截

擊，致撤退十分困難。阿南惟幾為挽救危局，急派獨立第九旅團

南下接應被圍日軍，卻遭國軍迎擊，激戰至 8 日，第九旅團幾遭

全殲，致不克與主力會合。

北退日軍渡過金井河、撈刀河後，仍遭國軍緊迫追圍，至 9
日，日軍始會同第九旅團殘部分向汨羅江撤退。13 日，殘軍渡汨

羅江，國軍從正面、左右超越追擊、截擊，日軍掩護部隊大部被殲，

至 15 日夜，恢復戰前態勢。16 日，第九戰區重新調整部署，會戰

結束。
6 

是役國軍採用天鑪戰法，誘導日軍進抵長沙城外，再集中兵

力團團包圍，日軍因此陷入苦戰，陣亡 1,462 人，負傷 4,029 人，

為香港作戰傷亡人數兩倍以上（香港作戰死 683 人，傷 1,413 人），

並需耗時年餘始恢復信心。
7
國軍死傷較日軍為鉅，官兵陣亡萬餘

人，受傷約 1 萬 6 千人，失蹤逾 3 千人，惟相較前兩次長沙會戰，

傷亡已較為減低。
8
該役遂被中方稱作「第三次長沙大捷」；與前

兩次「大捷」相比，實至名歸，蔣中正謂：「長沙勝利實為七七

6 第三次長沙會戰過程，參閱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

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年），上冊，頁 120、126；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抗日戰史—第三次長沙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 年

再版），第四篇第二十五章第一節插表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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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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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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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防衛庁防

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香港．長沙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頁 535-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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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三次長沙會戰》，第四篇第二十五章第

三節插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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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也。」
9 

第三次長沙大捷，適當盟軍推舉蔣中正為 26 國聯軍在中國戰

區之最高統帥，捷報傳出，盟軍歡騰。英美各大報紙均以顯著地

位刊載捷訊，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至謂：「蔣委員長方任極為

重要之中國戰區同盟軍最高統帥，即獲長沙之捷，實為將來佳運

之朕兆」。
10 

二、浙贛會戰

為報復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於 1942 年 1 月起，策劃空襲日

本國都東京之計畫。4 月 2 日，執行此計畫之大黃蜂號（Hornet）
航空母艦艦隊，自舊金山啟程，4 月 18 日清晨，該艦隊被日本巡

邏艇發現，美軍乃下令轟炸機提前起飛。於是 16 架 B-25 米契爾

式（Mitchell）轟炸機在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指揮下，

空襲東京、名古屋、神戶等地。美機轟炸後，因燃料限制，欲降

落於中國，卻因通訊不確實，浙江衢州機場未接受機隊降落，於

是飛機墜毀，飛行員跳傘逃生。
11 

杜立德空襲（Doolittle Raid）為日本本土首度遭到盟軍空襲，

軍民惶恐，為安定人心，並減輕其本土之空中威脅計，日軍決定

擊破浙江國軍，摧毀中國麗水、衢州、玉山附近之機場及諸設施。

為發動此役，日軍調動駐上海之第十三軍，轄第十五師團、第

二十二師團、第七十師團、第一一六師團等部隊，另以第十一軍、

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派部增援，
12
是為浙贛作戰，中方稱

浙贛會戰。

9 《蔣中正日記》，民國 31 年 1 月 10 日，「上星期反省錄」，美國史丹佛大學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26。
11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p. 344-345.
1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東京：

朝雲新聞社，1971 年），頁 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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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贛區域為中國第三、第九兩戰區之防守範圍。第三戰區司

令長官顧祝同，下轄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第三十二集團軍上官

雲相部、第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部，及第七十四軍王耀武等直轄

軍；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以第十九集團軍等部參戰，兩個戰

區參戰人數逾 30 萬人。
13 

5 月 15 日，日本第十三軍由浙東同時分路西進，主力沿浙贛

路附近進攻，一部沿富春江以西地區進攻。國軍依預定計畫，予

日軍相當打擊後，逐次向後轉移，東陽、義烏、浦江乃先後為日

軍攻占。沿富春江以西前進之日軍，亦進展順利，在態勢上形成

合擊之勢。接著，日軍進攻金華、蘭谿，卻遭國軍阻遏，日軍以

攻勢頓挫，乃使用毒氣，29 日，日軍先後攻占金、蘭。在蘭谿戰

鬥中，日本第十五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乘馬觸及地雷遭炸重傷不

治，為日軍首次師團長於前線陣亡。攻占金、蘭後，日軍積極增援，

準備次期攻勢。6 月 3 日，分路猛攻衢州，5 日，迫近衢州東南、

東北各附近區域，企圖包圍該城，截斷國軍退路。蔣中正原嚴令

國軍在衢州城決戰，既見日軍兵力厚集，臨時改變戰略放棄衢州

城防，然日軍已至，守城部隊與砲兵不易撤退，復為洪水圍困，

遂冒死突圍，終致重大損失，衢州遂陷日軍。
14
日軍繼沿常山港、

江山港各附近兩路西進，進陷常山、江山、玉山各處，14 日，攻

占廣豐。

日本第十一軍為策應浙東作戰，並預防國軍轉用兵力，於 5
月下旬積極調兵南昌方面，與浙東同時行動，主力沿浙贛路東進，

另以一部南進。6月 2日，其主力占領進賢，國軍逐次抵抗後撤退。

日軍發動作戰之初始目的，為擊破國軍、攻占機場。在攻陷

廣豐等地之後，作戰目的轉為扣押和破壞國軍之軍事設施及軍需

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浙贛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0 年再版），頁 5-6、第四篇第二十七章第一節插表第二、三，第四篇第

十七章第四節插表第十六。
14 《蔣中正日記》，民國 3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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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於是隨著作戰目的擴大，日軍決定打通浙贛路，並進攻麗

水、溫州、松陽等地。14 日，攻陷廣豐之日軍，藉飛機數十架之

掩護，分路猛攻上饒城，15日展開激烈巷戰；入晚，日軍援兵湧至，

國軍乃撤出該城，與日軍隔河對峙。16 日，日軍攻陷貴溪。7 月 1
日，日本第十一軍與第十三軍在橫峰會師，打通浙贛全線。

7 月 28 日，日本決定結束戰事，下令撤退，因金華附近富含

戰爭所需的鋁及其他礦物，故決定確保該地，其他撤退地區則加

以破壞。8 月中，日軍開始撤退，國軍收復失地，8 月底，浙贛境

內恢復戰前態勢。
15 

此次戰役，日軍摧毀國軍衢州等機場，並破壞交通網、拆除

鐵路、奪取軍用物資，達成其戰爭目的，另奪占礦產豐富之金華。

日本官兵陣亡 1,620 人，負傷 3,716 人；
16
國軍陣亡約 2 萬 4 千人，

受傷約 2 萬 5 千人，生死不明約 1 萬 8 千人。
17
惟就整體局勢來說，

此一作戰對日本原有意發動的四川作戰產生牽制（詳後），日軍

失去全面進攻四川之時機，又此戰之後，日本清鄉工作擴大，對

其戰力造成負面影響。
18 

15 浙贛會戰經過，參閱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21-223；顧祝同，〈第

三戰區抗戰回憶〉，《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28/540.4/8822/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110-
264。

16 此數據加總日本第十一軍、第十三軍之傷亡。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

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264、295。
1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浙贛會戰》，第四篇第十七章第四節插表

第十六。
1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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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長江流域的攻防

一、鄂西會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華北方面軍計畫攻擊西安以消滅國

軍中央軍精銳胡宗南部，並接著攻占中共根據地延安。該案經過

不斷商討，修訂為於 1943 年春季，由中國派遣軍（獲得日本、滿

洲、南方部隊之補強）發動強大攻勢，以 10 個師團自山西南部進

攻西安，另一部 6 個師團自宜昌方面展開攻勢，再兩路會攻重慶、

成都等四川要地。作戰目的為對中央軍施加重大打擊，並使中國

喪失戰力補給的最大根據地四川，同時避免美英空軍進駐此地。

該攻勢定名五號作戰，又稱四川作戰或重慶作戰。日本為此作戰，

發布大本營命令及參謀總長的指示，開始進行計畫、準備及訓練

諸事宜。
19 

1942 年年中，日本中途島海戰戰敗，損失 4 艘航空母艦及大

批訓練有素之飛行員，為太平洋戰爭之轉捩點。美軍藉此爭取時

間，增強軍力。該年底，其新型埃塞克斯級（Essex Class）航空母

艦投入戰事，
20
該航艦為美國太平洋戰爭主力航艦，美日海上力量

差距擴大。

1942 年底，日本在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等太平洋戰

場戰敗，歐洲及非洲之情勢亦對軸心國不利。日本船隻及國家物

資動員不利，又欲轉用中國戰場部隊至南方，故中止中國派遣軍

傾全力規劃之四川作戰，放棄藉進攻重慶結束戰爭之手段。其後，

在中國的 2 個師團抽調到東南亞。1943 年初，駐中國的日本軍隊，

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率領，轄 24 個師團（含 1 個戰

車師團），16 個獨立混成旅團，航空中隊 13 個，總兵力 66 萬人。

1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9-71。
20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p. 34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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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局來看，日本在滿洲兵力有 70 萬人，太平洋、東南亞戰場有

48 萬人，日本本土、朝鮮、臺灣有 56 萬人，共約 240 萬人。
21 

表 2　1943 年初日本師團部署表

關東軍
中國

派遣軍

太平洋、東南亞戰場 日本、

朝鮮、

臺灣

合計
南方軍 第十四軍

第八方

面軍

師團數 14+2 23+1 7 1 7 6 58+3

兵力 ( 萬 ) 70 66 30 3 15 56 240

說　　明：一、加號為戰車師團數。

　　　　　二、兵力為概數。

資料來源： 依據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

軍部〈6〉昭和十八年六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

1973 年），頁 10、128、附表一。

1940 年 6 月棗宜會戰之後，日軍為保持野戰軍的彈性，致力

縮小戰線，因此對於國軍連接漢口、岳州、沙市的長江北岸三角

地帶未作任何處置。然而，國軍在此處的沔陽加強陣地，促使日

軍於 1943 年 2 月發動江北殲滅作戰，至 3 月底，日軍成功包圍殲

滅該地國軍，俘虜國軍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
22 

是時太平洋戰爭日軍戰況吃緊，日本軍民船隻運輸量大增，

導致中國方面船隻分配量不足。宜昌附近長江停泊數艘內河航行

用輪船，由於長江右岸（西南）大部為國軍控制，無法下航，日

軍認為有必要擊滅宜昌、岳州間長江右岸國軍，開啟長江。於是

在 1943 年 5 月，為強化長江流域運輸力，同時擊滅洞庭湖至宜昌

2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72-96、299-30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6〉
昭和十八年六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3 年），頁 10。

2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3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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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之長江右岸國軍，發動江南殲滅作戰，
23
中方稱鄂西會戰。

日軍由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下轄第三師團、第十三

師團、第三十九師團等部，作戰區分四期，第一期為擊滅安鄉、

南縣國軍，第二期為南北夾擊枝江、公安間及附近國軍，第三期

為擊滅宜昌西方國軍，第四期為反轉作戰。
24 

防守此處之國軍，為中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同時擔

任遠征軍司令長官，由孫連仲代司令長官職）。該戰區的正面，

右翼自湖南南縣起，自湖沿江經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遠安縣屬，

左翼則為襄河西岸一帶。下轄兵力 9 個軍，防禦重點為江防正面，

計配置 3 個軍的精銳部隊。
25 

第六戰區兵力配備，初始有所異議。一般認為鄂西山地崎嶇，

人馬難行，三峽天險中，又有石牌、廟河兩要塞的堅壘，日軍溯

江西進公算甚少。日軍若進攻，必由兩翼，或則北進襄樊、老河

口，轉趨巴東、興山；或則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撲石門、澧

縣、常德。因此，或主張戰區兵力應保持重點於兩翼，不應置於

日軍進攻公算較少的江防方面。陳誠不贊同此看法，認為大勢所

趨，軸心國已漸走上日暮途窮之路，日軍欲於死中求生，唯有鋌

而走險。重慶為中國戰時首都，是指揮全國抗戰的神經中樞，日

軍既已據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進重慶，仍為解決戰爭之

捷徑。根據這一假定，陳誠主張配置重點於以石牌要塞為中心的

江防，而不偏重襄樊或常德兩翼。退一步言，即使日軍進犯兩翼，

國軍失利，亦猶有補救餘地，至少尚不致動搖國本；如江防空虛，

萬一日軍由此路長驅直入，則後患將不堪設想。此議獲統帥部核

2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369。
2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369-378。
25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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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26 但隨著整體戰局演變，仍有 7 個軍被逐次抽離第六戰區。

27 
1943 年 5 月 5 日，日軍於端午節黎明前發動攻擊，順利攻下

南縣、安鄉。5 月中旬，日軍進入第二期作戰，攻下公安、枝江，

國軍被迫逐漸西撤，中方判斷日軍動向有三種可能：（1）西進石牌；

（2）南犯常德；（3）沿江竄擾。因無法確定日軍企圖，國軍應

戰方略亦頗難決定。
28 

5 月 21 日，日軍發動第三期作戰，由煖水街、劉家場、茶元

寺等地，全力西進，企圖捕捉殲滅國軍於宜昌西方地區。國軍遭

受衝擊，節節後撤。23、24 日，日軍攻下漁洋關、長陽。是時國

軍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6個軍，共14個師。其中3個軍作戰日久，

兵力已疲，一些部隊又在他處接兵或未編成，另由第五戰區增援

的 1 個軍及第九戰區的 2 個軍，均尚未到達指定地點。
29 

隨著戰況進展，日軍繼續向石牌方向前進，企圖在宜昌西方

山地捕捉殲滅國軍。陳誠接奉蔣中正的電話指示：「石牌要塞須

獨力固守十天，希望成為我國之史達林格勒，如無命令撤退，即

實行連坐法。」遂遵照電令，以第十八軍第十一師胡璉部死守石

牌要塞，預作孤軍作戰準備。江防軍左翼以石牌為軸，固守三斗

坪、石牌之線，正面的第十集團軍各部，則逐次抵抗，遲滯日軍

前進，待援軍到達，再行合力反攻，聚殲日軍。預定決戰時間為 5
月底至 6 月初。

30 
5 月 29 日，日軍攻勢已達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日軍攻勢甚

烈。當晚江防軍總司令吳奇偉請求變換陣地於廟河南北之線，經

2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7-178。
27 《陳誠日記》，民國 32 年 5 月 10 日。
2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8；防衛庁防衛研

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382-406。
2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9、181；防衛庁

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06-
419。

3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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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審慎考慮後，決心貫徹原定計畫，令江防軍竭力固守原陣地，

不得變更。為減輕江防軍正面壓力，陳誠同時命令各部提前反攻，

其餘後續各部亦兼程向指定地點前進，及早加入作戰。陳誠當與

胡璉通電話，告以蔣中正死守命令，胡璉回答：「請放心，我誓

與要塞共存亡，以保持十八軍榮譽。」
31 

5 月 27 日，宜昌日本大小船隻 53 艘，計 1 萬 6 千噸下駛，

航向漢口。31 日，日軍以船隻下航及擊滅國軍目的已達，開始撤

退。
32
國軍各部展開追擊，進展甚速，頗有斬獲。至 6 月 3 日，江

防軍已完全恢復會戰前之態勢。6 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

方面恢復原態勢，鄂西會戰至此結束。
33 

是役日軍的損失因中美空軍轟炸而增加，
34
由於日軍未攻下石

牌要塞而返，此戰被認為是中國的一大勝利，蔣中正自記：「此

次石牌戰役得以轉危為安，實為抗戰六年中最重要之關鍵，上帝

保佑中華之靈驗，實與西安事變出險之恩德相同也，應特記之。」
35 

二、常德會戰

1943 年 5 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大將，向參謀

總長杉山元力陳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脫離英、美陣營。8 月，畑派

員至東京大本營，建議本年 11 月或明年 1 月攻略四川。大本營考

量東南方面戰況及國力，以無法增加兵力為由，駁回意見，希望

3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81。
3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22、425。
3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81-182。
34 據日方數據，日本官兵陣亡 771 人，負傷 2,746 人。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36。中方數據，國軍陣亡

14,319 人，負傷 12,338 人，失蹤 10,431 人。「第六戰區鄂西會戰各部隊官兵

傷亡失蹤數目統計表」（民國 32 年 7 月 14 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內資

料〉，《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45-016。
35 《蔣中正日記》，民國 32 年 6 月 6 日，「上星期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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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軍將本年後半期作戰指導重點置於粉碎美國在華空軍等作為。

中國派遣軍遂於 8 月 28 日擬訂「昭和十八年度（1943）秋季以降

中國派遣軍作戰指導之大綱」，作戰方針為於秋季擊滅華北共軍，

同時以第十一軍實施常德作戰，第十三軍實施廣德作戰，明春將

以華北方面軍及第十一軍實施打通平漢線之作戰。其後，日本中

央決定暫不實施打通平漢線之作戰。
36 

9 月底，日軍為摧毀國軍忠義救國軍根據地，加強南京、上

海、杭州三角地帶之治安，動員第十三軍，轄第六十一師團、第

六十四師團、第七十師團等部，發動廣德作戰。10 月 2 日，日軍

占領廣德，忠義救國軍未做強烈抵抗而撤，日軍在周圍持續掃蕩。

15 日，作戰結束。
37 

廣德作戰結束後，日軍接著出兵常德，是為常德殲滅作戰，

中方稱常德會戰。常德為湘西軍事、政治及經濟中心，為中國補

給命脈，重要戰略要衝。日軍欲藉進攻此處，擊滅中國中央軍，

摧毀第六戰區根據地，粉粹中國續戰能力，並牽制國軍轉用兵力

於緬甸方面，策應日本南方軍之作戰。日軍由第十一軍司令官橫

山勇中將指揮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第三十九師團、第六十八

師團、第一○六師團（隸屬第十三軍）等部，戰爭區分三期，第

一期擊滅王家廠周邊地域及安鄉附近之國軍，第二期攻占常德及

擊滅該方面集結反攻之國軍，第三期為反轉。
38 

鄂西會戰後，國軍先後抽出 7 個軍轉用於滇、印，準備協助

盟軍反攻緬甸並打通中印公路。太平洋方面，日軍受優勢美軍之

攻擊，逐次後退。歐洲方面，義大利於 1943 年 8 月初旬向盟軍請

求停戰，德軍烏克蘭戰場已有陷落之勢。美、英、蘇三外長於 10

3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49-456。
3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56-458。
3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5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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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盟軍作戰到底之決心，益形堅

定。
39 
國軍常德前線，由第六戰區代司令長官孫連仲率領長江上游

江防軍吳奇偉部、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第二十六集團軍周喦部、

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部、第三十三集團軍馮治安部及第七十四

軍王耀武部等，兵力逾 19 萬人，另有第五、九戰區發動策應攻

擊。
40
第六戰區以誘敵殲滅之目的，計畫將日軍主力逐次吸引於澧

水及沅江兩岸地區後，以正面抵抗與外翼向心攻擊，將日軍壓迫

於洞庭湖畔而殲滅之。乃以第二十九集團軍一部於華容、藕池口

間，第十集團軍一部於藕池口、宜都間持久抵抗，消耗日軍攻擊

威力，主力則向澧水及沅江兩岸集中。
41 

11 月 2 日，日軍發動攻勢，3 日晚攻陷南縣，4 日陷公安，5
日陷松滋，旋渡松滋河分頭西進，其主力由公安南下，8 日進抵煖

水街、王家廠附近，遭國軍猛烈迎擊，日軍攻勢頓挫。國軍以王

敬久部主力，指向煖水街，以期與王纘緒部協力擊破日軍於澧水

以北地區，惟因連日大雨，國軍各部隊行動頗受阻礙，故未克反

攻聚殲。10 日日軍陷安鄉，進迫澧縣，第一期作戰結束。13 日，

日軍進入第二期作戰，主力繼續南下，陸續攻下石門、津市、澧縣，

並強渡澧水南進，國軍主力遂轉慈利以西地區，側擊南下日軍，

同時抽調第十軍由衡山北上，並令第十八軍由三斗坪向津澧進出，

求敵決戰。21 日，日軍使用降落傘部隊襲占桃源，24 日進至常德

城郊，與中國常德守軍第五十七師余程萬部展開激戰，反復衝殺

數十次，此時國軍各路大軍先後克復慈利、桃源等地，已對日軍

完成包圍態勢，並有空中支援。30 日，國軍第十軍克德山及常德

南站，並掃蕩常德南岸之敵；惟日軍對常德城內第五十七師之壓

39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0。
4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常德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0 年再版），頁 1、7-9、第四篇第三十章第四節插表第十五。
4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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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仍不稍減，施放毒氣。12 月 3 日，日軍攻陷常德，隨即依原

訂計畫，於 11 日反轉撤回，但計畫卻發生變故。先是，11 月 25
日，日本殖民地臺灣的新竹遭到駐華美國空軍空襲，日本大本營

開始研究摧毀在華美國空軍基地及打通大陸縱貫鐵路之作戰，隨

即向中國派遣軍命令暫緩撤出常德。然而，前線部隊已撤至澧水，

兵站基地大部撤除，重新攻占必須做相當之計畫與準備，故最終

仍令第十一軍回撤。此時中國常德外圍各部隊，向常德日軍進擊，

隨著日軍撤退而克復各要地。
42 

常德會戰中，中美空軍以恩施、芷江、衡陽、白市驛、梁山

為基地，集中較日機優越之各式轟炸機及驅逐機約 200 架，先後

出動 261 次，使用轟炸機 280 架次，驅逐機 1,467 架次，轟炸及掃

射常德、藕池口、石首、華容等處日軍之人、馬、物資、倉庫、

碼頭、船隻及其他軍事設備，使日軍蒙受相當損失，並在空戰中，

擊中日機數架。
43
日軍陣亡 1,274 人，負傷 2,977 人。

44
國軍方面，

常德附近之軍事設施遭到摧毀，陣亡師長許國璋、彭士量、孫明

瑾等 3 員，第五十七師幾遭全殲，第十、第七十三軍損失亦重，

總計官兵陣亡逾 2 萬 3 千人，負傷逾 1 萬 7 千人，生死未明 3 千

餘人。
45 

4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473-540。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1-232。
43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2。
4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頁

540。
4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常德會戰》，第四篇第三十章第四節插表

第十五；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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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豫湘桂大會戰

1943 年 9 月，隨著太平洋戰事不利，日本提出「絕對國防圈」

的構想，確保北從千島、小笠原、南洋群島中西部、西新幾內亞、

巽他以迄緬甸，從中國戰區抽調大量部隊，鞏固絕對國防圈。日

本亦開始研討長期戰爭計畫，研究結果指出，若太平洋方面戰況

進一步惡化，日本本土與南方的海上運輸被切斷，有必要在中國

大陸擁有穩固的立足點，與日本及南方軍聯手進行長期戰爭。為

了實現此一目的，有必要實施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11 月 25 日，

美國空軍以中國江西為基地，襲擊臺灣新竹，為首次從中國大陸

基地對日本方面實施之空襲。日本大本營為此加速打通大陸交通

線計畫，並傳達此意向給中國派遣軍。中國派遣軍即對此作戰展

開研究，經過兵棋推演（「虎號兵棋」），1944 年 1 月制訂「一

號作戰計畫大綱」，將作戰目標確定為：（1）殲滅國軍空軍基地，

阻遏國軍空襲日本本土之企圖；（2）打通縱貫中國大陸的鐵路交

通沿線，確保與南方軍之陸路聯繫；（3）粉碎國民政府續戰企圖，

建議京漢作戰先於湘桂作戰，於 4 月下旬左右開戰。此計畫呈報

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後，東條只同意殲滅國軍航空基地此一單一目

標。於是參謀總長杉山元便將作戰目標限定為殲滅國軍航空基地

的一號作戰，上奏天皇，獲得批准。1 月 24 日，相關命令及指示

傳送到前線部隊。天皇批准的一號作戰雖目標僅限定在殲滅國軍

機場，但杉山元在對前線的指示，並未貫徹這項命令，仍包含打

通大陸線之意圖—摧毀中國機場確保日本本土及中國東海安全

為首要目標，打通大陸線確保與南方的運輸為次要目標。
46 

1943 年的中國派遣軍，擁有 1 個方面軍、6 個軍、25 個師團

4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一号作戦〈1〉河南の会戦》（東京：

朝雲新聞社，1966 年），頁 1-69；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

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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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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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 個戰車師團）、12 個旅團（含 1 個騎兵旅團），加上直屬

部隊及 1 個飛行師團，總兵力約 62 萬人，馬匹約 13 萬匹，汽車

約 1萬 8千輛。
47
此次作戰，日本共投入中國派遣軍約 80%的兵力，

即 50 萬人（20 個師團），馬匹約 10 萬匹，汽車約 1 萬 5 千輛，

火砲約1,500門，戰線從中國大陸河南的黃河畔，經湖南直到廣東、

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縱貫 1,500 公里，成為日本陸軍史上投入作戰

兵力規模最大的一次作戰。
48 

日軍的一號作戰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稱為京漢作戰，自

1944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中方稱豫中會戰。後一階段稱湘桂

作戰，自 1944 年 5 月下旬至 12 月下旬，當中可區分為三期作戰，

第一期為占領衡陽之前（至 8 月上旬），第二期為占領桂林、柳

州至打通印度支那的大陸交通線（12 月下旬），第三期為摧毀粵

漢鐵路南部沿線美國空軍基地、打通粵漢鐵路南線。中國方面，

將日本所謂的湘桂作戰，依戰場區分為兩個會戰――長衡會戰及

桂柳會戰。

一、豫中會戰

日軍京漢作戰由華北方面軍施行，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進

攻兵力為第十二軍（5 個師團、2 個旅團、1 個戰車師團）和第一

軍一部（1 個師團、1 個旅團主力），為該方面軍一半兵力，目標

為包圍殲滅駐紮平漢線南部沿線各地以及洛陽附近的中國軍隊，

占領洛陽，進而與沿平漢線北上的第十一軍一部（1 個旅團）在確

山南北會合，打通平漢線。
49 

國軍正面屬第一戰區防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

湯恩伯。其中湯恩伯下轄第三十一集團軍等部隊，兵力非常雄

4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一号作戦〈1〉河南の会戦》，頁 4-5。
48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89。
49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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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湯集團在歷次戰役，屢為日軍眼中釘，亦可見湯部影響力。

然而，湯恩伯喜排場，個性太強，不易接受他人意見；蔣鼎文

遇事不免延諉，湯則獨斷獨行，說做就做，兩人各行其是，互

不相商。此外，湯對於部下軍師長，除少數外，極少信任，部

隊仍有地方、中央之別；許多北方部隊裝備較差，均以雜牌部

隊自居，無法和衷共濟。
50 

就實際戰力言之，此時抗戰已近七年，因失去沿海港口、重

要工業區、產鹽區，又遭日軍長期封鎖，1944 年法幣發行額為

1937 年的 180 倍，物價上漲約 2,100 倍，通貨膨脹嚴重，農產品

價格亦上升。
51
於是軍隊上下經營商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在洛

陽開設麵粉廠，並利用隴海路營運煤斤圖利。副長官湯恩伯為自

籌經費以為供應，在界首成立物資調節處（後改民生公司），變

相徵收稅款，另在漯河開設中華煙廠、於界首開設三一酒精廠、

於嵩縣開設造紙廠、於鎮平開設三一紡織廠、於魯山開設煤廠，

經營範圍甚大。其本意未始不善，但結果變成假公濟私的組織。

長官部既如此，部隊紛紛效尤，遂一發不可收拾，各級幹部官商

不分，日趨腐敗。同時，長官部成立搶購委員會，以兵站總監部

汽車至河岸搶購敵區物資，以致戰事發生，兵站無法對部隊適時

補給糧彈。又兵站總監部所屬各倉庫，平時均將軍糧貸放農民，

坐收利息，更有盜賣軍糧者，故對部隊軍糧欠發甚鉅，而所發軍

糧均為小麥，軍隊多以戰鬥兵磨麥，自不無影響戰力之處，甚至

有許多部隊直接就食於民間，造成軍民關係之惡化。此外，兵站

徵用民間交通工具甚多，但大部用於為商人包運貨物，或為部隊

走私貨品。因而部隊鬥志低落，軍紀廢弛已極，各級普遍吃空。

湯恩伯不能以身作則，又個性太強，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

不敢舉發，軍民之間儼如仇敵，河南民間有「寧願敵軍燒殺，不

5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45-146。
5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頁 83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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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國軍駐紮」及對於一戰區有「以經濟化之部隊（指第一戰區蔣、

湯均經營工商業）對機械化之部隊（指敵），其勝敗不戰可知」

之責難。戰事進行中，軍隊遂不能獲得民眾協助，而各地身任鄉

鎮保甲長或自衛隊長等之地方勢力，且有乘機劫殺零星部隊及予

以繳械情事。
52
以上所述狀況，非僅第一戰區，實為國軍整體問題，

遠征軍亦然。
53  

1944 年 3 月底，日軍將新鄉及邙山頭間鐵路及黃河鐵橋先後

修復。日軍進攻之前，蔣中正早已料定日軍因長江運輸遭中美空

軍阻礙，必定在上半年內打通平漢路，
54
蔣雖如此認識，且中方已

獲得日軍即將發動攻擊之情報，但除疏散在洛機關外，備戰並不

積極，或認為此係日軍故意放出之謠言，以牽制國軍行動，於是

一度封鎖之河口，復行開放。4 月 17 日夜，日軍渡過黃河，發動

全面攻勢，國軍經數年渙散，本已瀕崩潰，此時兵力分散、不戰

自潰，無法收拾。
55 23 日，日軍分別進占新鄭、密縣以北各縣城，

與第五航空隊協同作戰，摧毀國軍砲兵。30 日，日軍分三路圍攻

許昌，時豫北日占區防務空虛，國軍自孟津河防至汜水、密縣一

帶有 6、7 個軍之多，皆袖手旁觀，不予出擊，坐待日軍之各個擊

破。於是許昌國軍血戰數夜，傷亡過大，突圍撤退。

日軍以快速部隊分向攻擊，5 月 3 日攻下禹縣、郟縣，4 日下

襄城、臨汝，並對中國第三十一集團軍包圍攻擊，其先頭一部 5
日進抵洛陽以南龍門附近。9 日，日軍得援，復由龍門、伊陽向洛

陽近郊及新安、嵩縣以西進攻，同時垣曲附近日軍亦由南村、白

浪渡河，12日陷澠池，續向西進，切斷國軍退路，連下張茅、陝縣。

駐守關中訓練六年、原為防阻共軍之胡宗南精銳部隊，出關阻遏

日軍西進，卻於靈寶戰役戰敗而退（7 月 5 日胡宗南遭蔣中正嚴厲

5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44-146；《陳誠日記》，

民國 33 年 5 月 19 日。
53 《陳誠日記》，民國 33 年 1 月 30 日。
54 《胡宗南日記》，民國 33 年 3 月 12 日，國史館藏影像檔。
55 《陳誠日記》，民國 33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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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斥，蔣對該部極其失望），日軍進占靈寶，逼近閿鄉。由龍門、

伊陽攻新安、嵩縣日軍，下宜陽、洛寧，20 日分進至盧氏及獅廟

一帶。由許昌、襄城南進之日軍，曾會合信陽日軍一度打通平漢

路，但西平、遂平、確山、駐馬店等地，旋經國軍次第克復；日

軍復增援反擊，於 6 月 17 日再度打通平漢路，並陷上蔡、汝南、

正陽等地。

進攻洛陽城郊之日軍，自 5 月 10 日起，抽調戰車師團等部，

向洛陽圍攻。中國統帥部命湯恩伯及各軍會師洛陽，均未遵行，

致日軍得合圍洛陽，分兵直搗長官部所在地。蔣鼎文與湯恩伯指

揮機構難獲喘息，移動時之零亂不堪言狀，電務員 20 餘人，因不

能隨行而失散，電話機失落甚多，又因密本遺落，及無線電臺與

各部隊波長呼號錯誤，以致失卻聯絡，無法指揮。而兵站總監部

於撤退時，科長以上職員多擅自後撤，致前方兵站業務無人負責。

長官部形同癱瘓，各部因而各自行動，造成不可收拾之崩潰局面。

25 日，日軍攻破洛陽，中國守軍向城郊撤出，豫中會戰結束。

是役，湯恩伯部遭受毀滅性打擊，中國高級將領陣亡甚多，

如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中將、新編第二十九師師長呂公

良中將、少將副師長黃永淮、盧廣偉，上校團長楊尚武、李培芹、

劉國昌、曹和等，各級官兵亦傷亡慘重。日軍戰死 896 人，負傷

2,280 人，占領洛陽及其他中原要衝，使中國第一戰區喪失其戰略

價值。
56 

56 戰爭過程，參閱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三巻（東京：鱒書房，

1953 年），頁 255-259；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

頁 139、144-147；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15-216；《胡宗南

日記》，民國 33 年 3 月 12 日、4 月 23 日、5 月 10 日、7 月 5 日；《蔣中正日

記》，民國 33 年 6 月 10 日；彭孟緝編，《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紀錄》，第

一卷下冊（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56 年），頁 26。



274

二、長衡會戰

日方計畫京漢作戰結束後，接續進行湘桂作戰，判斷湖南省

的國軍，最初可能在長沙或其南部地區集中兵力，利用堅固陣地，

瓦解日軍進攻，並以其他戰區部隊加強對益陽方面壓力，復以陸

續開到之主力，從長沙西部地區攻擊日軍側面，再於衡陽地區陸

空聯合反攻，不得已則死守衡陽。估計進攻長沙時國軍兵力約 13
至 14 個軍，共 40 個師左右；進攻衡陽時，估計國軍約 20 個軍，

55個師左右，其中中央軍為 14至 15個軍。另外，在衡陽失守前後，

國軍可能調動雲南衛立煌指揮之緬甸遠征軍 6 個軍共 16 個師前來

支援。
57 

根據以上判斷，日軍以第十一軍（10 個師）為主力，初始兵

力分為兩線，一線 5 個師團，平行布置於岳州東西一線兩側，湘

江以西配置第四十師團，以東配置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十三

各師團，為粉碎國軍密集進攻，特將精銳師團布置於外側，另以

第五十八、第三十四及第二十七師團，做為第二線。第一線開戰

後圍殲沅江、益陽及新牆河、汨水間國軍，向撈刀河一線追擊，

進攻長沙時，首先占領長沙西側的嶽麓山。第二線除準備決戰時

使用外，並負擔掃蕩背後殘敵、修補道路等任務。
58 

長衡一帶國軍，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薛於第三次

長沙會戰後，即策定防制日軍以廣正面進犯之作戰計畫。仍採天

鑪戰法，以第三十、第二十七、第二十四等集團軍，各以一部利

用既設陣地，予日軍節節打擊，遲滯其前進，主力則於後方分別

集結，誘致日軍於有利地區，乘其疲憊予以各個包圍殲滅，打破

日軍貫通粵漢路之企圖。
59
惟此次實際運作時，因對日軍參戰兵力

57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三巻，頁 259-260。
58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90；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三巻，頁 260。
59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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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不足，導致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難以獲得戰場優勢。
60 

5 月 27 日黎明，日軍左翼第三、第十三師團發動進攻，其餘

主力於 27 日夜至 28 日進攻。日軍特以一部由岳州出發，利用舟

艇穿過洞庭湖，沿汨水溯流而上，切斷國軍退路，並協助抵達河

岸的兵團渡河。日本第五航空隊，亦出動協助作戰。

正面日軍順利進抵汨水南岸一線，準備下一步攻勢，因見國

軍在撈刀河繼續撤退，遂發動追擊，第二線兵團亦相繼加入正面

作戰。迄 6 月 6 日，日軍進至撈刀河一線，準備下一步對長沙及

東面瀏陽的進攻，另以一部攻下湘陰，開放湘江，獲得水路補給。

6 月 11 日，日軍攻下益陽，並開始攻擊瀏陽國軍。15 日，為

加速長沙方面之進攻，日軍攻擊嶽麓山上國軍，又令渡瀏陽河的

一部向西北方面迂迴，從東南方面進攻長沙外圍陣地。同時，日

軍沿粵漢路南下長沙南面之湘潭、株州，欲斷絕國軍退路。迄日

軍攻下瀏陽，長沙已陷於孤立。17 日，國軍失去長沙外圍黃土嶺、

紅山頭，嶽麓山新式重砲與山砲陣地亦遭日軍突破，大量砲彈落

入日軍之手。18 日，日軍攻下長沙。

長沙失陷後，國軍為誘敵深入，乘日軍疲憊以施行反擊，不

急於增援衡陽，而調派部隊於前線消耗日軍，另由第四、第七兩

戰區抽調 2 個軍準備於衡陽外圍決戰。日軍繼續南下，6 月 22 日

攻下湘鄉，27 日到達衡陽西北，另一部迂迴衡陽西南。28 日，兩

路併攻衡陽。國軍第十軍方先覺部士氣旺盛，利用堅固堡壘，死

守衡陽，面對日軍施放毒氣，仍苦戰不退，日軍傷亡亦重。7 月 2
日，日軍決定暫時停止衡陽進攻，待砲兵及彈藥到達後，陸空配

合，再行進攻。

7 月 10 日前後，日軍火砲、彈藥及空軍之準備大體完成，再

次對衡陽發動攻勢。衡陽守軍強力固守，日軍雖奪取部分陣地，

60 王奇生，〈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

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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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體戰況並無進展。日軍決定再次暫停進攻，待第一線兵團兵

力充實後，復行攻擊，遂四處調動各部主力前來，及調集榴彈砲、

加農砲等進攻武器。

國軍方面，蔣中正發願若衡陽戰勝，「必使第十軍全體官兵

受洗禮，余六十生辰必建立鐵十字架於南嶽之巔也」。為拯救衡

陽守軍，調動第七十九、第六十二軍等部突進增援。7 月 15 日，

第六十二軍突進六塘東南，19 日鑽隙滲透至衡陽城郊，惟以第

七十九軍進展較緩，第六十二軍因腹背受敵，傷亡重大，補給不

繼，乃撤退整補；迨第七十九軍進攻衡陽西郊時，日軍乃得抽集

優勢兵力反攻，驅逐第七十九軍。國軍復由第四戰區抽調 1 個軍，

由火車輸送增援，8 月 2 日再興攻勢，各路頗有進展，7 日晚，國

軍再以總預備隊第四十六軍主力加入總攻，直撲衡陽，企圖壓迫

該地日軍於湘江而殲滅之，解衡陽之圍，惟 8 日晨突進至五里牌

附近時攻勢受挫，於是赴衡陽援救之國軍，始終無法加入戰局。

日軍完成衡陽攻擊準備後，於 7 月 30 日發出進攻命令，第

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且親臨衡陽指揮。8 月 4 日，日軍第六十八師

團向衡陽南部陣地，第一一六師團向西南陣地，第五十八師團向

西北、北部陣地，第十三師團自湘江東岸以砲兵及游擊部隊向衡

陽東部陣地進攻。日軍此次圍攻，兵力雄厚，攻勢強大，卻未獲

滿意進展，乃對衡陽南面集中兵力猛攻，卻仍僅奪得部分陣地。

7 日，日軍又發起全線攻擊，依然不得進展，估計戰鬥仍要持續數

天。實則此時衡陽國軍等不到援軍支援，已傷亡殆盡，陣地全毀，

無法撐持。7 日傍晚，一部國軍向日軍投降，日軍判斷國軍業已動

搖，便發動全線進攻，入夜，逐漸突破第一線，進入市街，國軍

陸續投降。8 日黎明，方先覺帶領 4 名師長向日軍投降，長達 48
天的衡陽保衛戰至此結束。

61 

61 長衡會戰戰爭過程，參閱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三巻，頁 260-
265；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233-236；黃鏘，《衡陽抗戰四十八天》

（臺北：著者自印，1977 年再版）。《蔣中正日記》，民國 3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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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日軍攻取長沙、衡陽等戰略要點，擊潰大量國軍，國軍

死傷高達 8 萬 6 千人左右，失蹤逾 2 萬人；
62
日軍亦頗有傷亡，計

戰死約 3 千 8 百人，受傷 8 千餘人，病死約 7 千人。
63
國軍遭此重

大挫敗，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甚而電蔣中正

交出軍事指揮權給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此事最後雖以史迪威離華告終，中美關係卻遭受重大挫折。
64 

三、桂柳會戰

日本第十一軍攻取衡陽之後，計畫與第二十三軍（2 個師團、

2 個旅團）共同向桂林、柳州、南寧進攻，並與從法屬北印度支那

北上之第二十一師團會合，打通至法屬印度支那的大陸交通線。
65 

當面的中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獲中央派遣之桂籍副

參謀總長白崇禧協助，因兵力劣勢，策定內線作戰方案。湘桂路

方面，地形複雜，作為守勢地區，配置一部兵力遲滯敵之前進；

西江方面，交通方便，陸空連絡容易，為攻勢地區，以主力使用

於該方面，將日軍各個擊破。旋統帥部以日軍主力既使用於湘桂

路方面，應先將該地日軍擊破，以確保桂、柳。四戰區乃改以原

駐桂、柳之兩個軍，置重點於湘桂路方面，拒止日軍之前進，另

以桂省地方團隊防守桂南，遲滯日軍。
66 

日本第十一軍於 8 月上旬攻陷衡陽後，企圖在洪橋周圍捕捉

圍殲於衡陽西南轉入守勢之國軍 7、8 個軍，進一步攻占寶慶、零

7 月 1 日、7 月 31 日，「上星期反省錄」、8 月 10 日。
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2 年再版），第四篇第三十二章第四節插表第六。
63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91。
64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

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586-648。
65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90。
66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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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為此，第十一軍從永豐附近至來陽以西地區，自北而南將第

三十七、第一一六、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十三、第三等師團依

序擺開，8 月 31 日發動攻擊。國軍以集中未畢而撤退，日軍向零

陵追擊，9 月 8 日攻占零陵，隨即向全縣進攻。

國軍由陳牧農中將率領配有美式裝備的中央精銳第九十三軍

駐守全縣，該地為日軍進向桂林的中途要邑，亦為國軍西南補給

點，堆積槍枝、彈藥、大砲、機槍、被服、糧秣及原料、汽車、

汽油等各種物資，機械化部隊第五軍的後方倉庫，亦在此處。蔣

中正下令陳牧農（黃埔一期）死守該地三個月。9 月 13 日，日軍

逼近全縣，陳牧農臨陣慌張，放火燒毀儲積大量彈藥與糧食的倉

庫，隨後撤離該地，全縣大火數日。日軍遂於 14 日攻占全縣，在

附近準備對桂林之攻勢。陳牧農以擅自後撤，遭蔣中正下令槍決。

日本第二十三軍在 6 月以後，為策應第十一軍之作戰，在廣

東北部地區進行小規模牽制性作戰，其後，將主力第二十二、第

一○四師團與第二十二獨立混成旅團，逐步集中於廣東西部三水

南北一線。9 月 10 日前後，日軍主力由三水附近出發，另以第

二十三獨立混成旅團從雷州半島出發，分別向梧州、丹竹展開攻

勢，9 月下旬到達平南附近。

在日軍準備對桂、柳發動攻勢之前，中美空中力量不斷增強，

雙方空軍實力比較，數量上約為 750 對 150，日居劣勢。日本參戰

的第五航空隊，作戰重點在掩護長江與長沙以北船隻的運輸，另

有迎擊美國 B-29 轟炸機之任務，作戰任務繁雜，且衡陽機場設備

差，屢遭突擊，故直接支援部隊進行戰鬥有所限制，大多只能在

壞天氣或拂曉、黃昏前後活動。此時，日本從內地派遣第二十二

飛行戰隊，編制有日本最新的陸航飛機――四式戰鬥機，給予中

美空軍相當威脅，前線日軍獲得甚大鼓舞。

9 月下旬，中國第九戰區轉用之第二十七集團軍與第七戰區

轉用之第六十四軍，陸續由粵、湘進入桂境，惟各部經長衡會戰，

實力大減，士氣低落。10 月下旬，日軍全面出動，第十一軍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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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道縣一線出發，進向桂林；第二十三軍進向柳州。桂林外圍

陣地遭日軍攻破，西江國軍左翼亦遭日軍突破，國軍為避免不利

態勢，令各部隊向桂、柳近郊撤退，俾於桂、柳間集結兵力，與

日軍決戰。11 月 6 日，日軍砲擊桂林市區，強攻桂林，經過激烈

戰鬥，11 日，國軍突圍，日軍遂占桂林。同時，日軍於 9 日突破

柳州據點，國軍損失重大，柳州遂陷。

桂、柳失陷後，國軍向西退走，日軍追擊，國軍陷入混亂。

11 月 27 日，因為譯電員的疏失，17 架美機原應飛六甲轟炸日軍

前鋒部隊，卻轟炸遷至黔桂邊境的第四戰區長官部所在地六寨。

美機低空轟炸半小時，第四戰區長官部遭炸死 1員中將、2員少將、

8 員上校、近千名校尉士兵，另高射砲、砲兵部隊亦遭重大打擊，

上萬難民葬身火海，屍骨無存，重要物資及長官部所有文件，皆

遭炸毀。該譯電員被判死刑，但第四戰區元氣大傷，軍民傷亡亦

無法彌補。

12 月 2 日，號稱最後戰略兵團的第七十六、第九十七兩個軍

為日軍擊潰，日軍深入貴州境內的獨山，國府震動。盟軍中國戰

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10 月底接替史迪威）建

議若貴陽失守，應有遷都昆明準備，蔣中正堅定不撤。
67
日軍本無

意深入貴州、四川，12 月 8 日由黔南回撤，中國危機解除。其後，

日軍由法屬北印度支那北上的第二十一師團與桂柳作戰軍隊會師，

打通法屬印度支那之大陸交通線。

67 《蔣中正日記》，民國 33 年 12 月 2、4 日。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4 年），頁 106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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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與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合影

     （國史館提供）

1945 年 1 月上旬，日軍第二十軍（2 個師團，1 個旅團）和

第二十三軍（1 個師團，1 個旅團）從南北兩路攻占粵漢鐵路南段

沿線地區，作戰計畫以占領橋梁、隧道等重要工程設施為主，消

滅國軍野戰部隊為次。是役作戰順利，完好占領和確保工程設施

及鐵路線，並摧毀遂川、贛州、南雄等地之中美機場。同時，日

軍打通粵漢線，一號作戰達成其作戰目標。
68 

日軍形式上的目標雖已完成，卻無實質性成果。以摧毀中美

空軍基地來說，日軍雖占領桂林、柳州、遂川等地空軍基地，但

美國戰機已轉移至成都、西安等地。在成都，長程轟炸機 B-29 已

68 桂柳會戰經過，參閱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四巻，頁 73-80；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290；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45-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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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80；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

憶錄》（臺北：坤記印刷，1978 年第 4 版），頁 273-288；桂柳會戰（至 1944
年 12 月中旬），國軍官兵陣亡 14,789 人，負傷 10,469 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抗日戰史—桂柳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第四

篇第三十三章第三節插表第七。



第七章

後期重要戰役

281

取代 B-25 開始對日本本土空襲，就在長衡會戰時，1944 年 6 月

15 日，B-29 編隊 75 架飛機中的 47 架從成都出發，空襲日本北九

州的八幡製鐵所，此一空襲與美國塞班島登陸作戰同時發動，對

日本國民造成甚大影響。其後，美國空軍屢次從中國本土出發，

空襲日本各地製鐵所、製造廠。又隨著日本太平洋戰事節節敗退，

美國侵入其絕對國防圈，至 1944 年 11 月底，美軍開始由塞班島

空襲日本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等城市。於是一號作戰殲滅

美國駐華空軍基地以防阻其對日本本土空襲之目標，全然喪失其

意義。
69 

至於打通大陸交通線以連結日本、中國大陸至南方，亦無實

質作用。在一號作戰完成之後，許多鐵路、公路已遭破壞，日本

缺乏修繕器材與機器，制空權又操諸美國之手，打通之陸路交通

仍難充分利用於輸送物資以支持持久作戰。因此，此一日本陸軍

史上最大規模作戰，雖然達到形式上的作戰目標，卻完全未獲實

質上之作用。
70 

一號作戰對中國造成深遠影響。是役國軍遭受重大打擊，顯

現戰力之貧乏，豫中會戰時，陳誠謂：「現我國軍隊之不能作戰，

全國皆然，第一戰區不過先行暴露弱點，其餘之不能作戰所恃者，

是敵未來耳，政治亦然，如中央無辦法，無論戰區或地方均無辦

法。」
71
美國亦清楚看到國軍的腐朽，因此放棄對國軍之期望，為

打敗日本而要求蘇聯參戰。再者，日本調動半數華北方面軍發動

作戰，使維持華北治安之軍力大幅降低，同時，國軍遭受重大打

擊，為防堵日軍，於關中調出封鎖共軍之胡宗南精銳部隊，這些

都為共軍擴大製造機會。
72
是以，一號作戰意義不僅為中日在戰場

69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301-
302。

70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302。
71 《陳誠日記》，民國 33 年 5 月 23 日。
72 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成果〉，頁 30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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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交鋒，對戰後情勢亦有深遠影響。

第五節　空軍基地爭奪戰役

一、豫西鄂北會戰

隨著日軍在太平洋上對美作戰不利，美軍已迫近日本本土，

日本乃於 1945 年初決心在日本本土從事最後決戰，以華中沿岸、

臺灣、西南各島、硫磺島各要地為外廓防備線，從事持久戰以延

遲美軍對本土之進攻；中國大陸及朝鮮之作戰準備，改以美軍為

首要對象，中國軍與蘇軍列為次要。中國派遣軍任務因而變更為

強化戰備要點於中國南部及長江下游地區，後者尤為重要。
73 

1944 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後，美國駐中國東南的空軍基地喪

失殆盡，逐漸將空軍主力移到中國西北地區。至 1945 年以後，美

國空軍以華北的老河口（漢口西北 300 公里處）及華中的芷江（漢

口西南 600 公里處）為前線基地，對日本中國派遣軍的水陸交通

要道不斷襲擾。中國派遣軍原主要任務在擊破將在中國大陸登陸

的美軍，此時另被賦予摧毀老河口、芷江空軍基地的任務。
74 

日軍老河口作戰，中方稱豫西鄂北會戰。日本出動華北方

面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內山英太郎中將，下轄第一一○師團、第

一一五師團、戰車第三師團、騎兵第四旅團等部；第六方面軍的

第三十四軍，司令官櫛淵鍹一中將，派出第三十九師團牽制當面

國軍，以協助華北方面軍作戰。
75 

日軍攻勢方向之國軍，屬第一、五戰區。1945 年 1 月間，統

7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2〉終戦

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3 年），頁 1-4。
7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1〉三月

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 年），頁 501、514-515。
7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1〉三月

まで》，頁 518-5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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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部鑒於平漢、隴海、鄂北各方面敵情，為確保平漢線迄東地區

及爾後作戰之便利，將第一、五戰區在平漢線東邊之轄區合併成

立第十戰區，以李品仙為司令長官。同時，第一戰區作戰地境調

整為平漢線迄西地區及陝西省關中地區，初由陳誠任司令長官，

嗣陳轉任軍政部長，由胡宗南代理司令長官。第五戰區司令長官

李宗仁，升任漢中行營主任，司令長官遺缺由劉峙調任。第一戰

區轄第三十四集團軍李文、第三十七集團軍丁德隆等部；第五戰

區轄第二集團軍劉汝明、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等部。兩個戰區參

戰兵力，逾 19 萬人。
76
其中胡宗南所轄各部，為國軍精銳，原駐

防陝南防堵共軍，在日軍 1944 年發動一號作戰時出關應戰，此時

為鄂北國軍重要軍事力量。

1945 年 3 月 22 日拂曉，日本華北方面軍發動攻勢，主力急

襲突破魯山、舞陽、沙河店附近國軍陣地，再迅速向西峽口、老

河口推進。戰事初期，日軍進展順利，即便國軍在美國幫助下，

有空中優勢，日軍仍連下南陽等要地，並於激戰中奪取老河口。

國軍向北撤退，日軍為追擊國軍，攫取戰略要點，決定集中兵力

向西峽口進攻，最後順利攻取。4 月 4 日，日軍進入重陽店，為中

日戰爭中，日軍西進所達最西之地點。國軍不斷反攻，對日軍施

加壓力，兩軍遂在此地僵持。
77 

日本第六方面軍為協助華北方面軍之作戰，以第三十四師團

由南向北突破漢水右岸國軍陣地，向老河口攻擊，牽制當面國軍。

3 月 20 日，師團各部同時開始行動，27 日攻下襄陽、樊城等地，

擄獲大量軍事物資，4 月上旬，該軍以作戰目的已達，撤回原來

駐地。
78 

7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豫西鄂北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1 年 6 月再版），頁 6-10 及相關附表。
7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1〉三月

まで》，頁 518、543-617。
7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1〉三月

まで》，頁 6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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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日軍達到奪取老河口空軍基地之目標，但有相當傷亡，

而國軍亦傷亡慘重，官兵陣亡逾 1 萬 8 千人，負傷逾 1 萬 6 千人，

失蹤逾 6 千人。
79 

二、湘西會戰

1945 年初，第二次世紀大戰已接近尾聲，義大利已經投降，

德國無力再戰，日軍在太平洋上也節節敗退，軸心國日暮途窮。

日軍為應付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轉用第五航空軍主力於東南

方面，故在中國戰場已失制空權，美機給予日軍後方及交通幹線

嚴重損害。

該年春天，日軍欲攻占湘西重要的芷江空軍基地，以鞏固其

湘桂、粵漢鐵路之交通，並破壞中國反攻準備，自 3 月下旬以來，

先後以其第三十四師團主力於興安、全縣間，第六十八師團之第

五十八旅團於東安、零陵間，第一一六師團於邵陽附近，第四十

師團一部於衡陽、衡山間，第四十七師團於湘潭、湘鄉、永豐間，

第六十四師團於長衡、寧鄉、湘陰、沅江間，「偽」和平軍第二

師於衡寶公路西段各地區，分別集結，至 4 月初旬，兵力已達 7、
8 萬人，企圖分進合擊，包圍殲滅中國野戰軍，一舉進入安江、洪

山，占領中國要地芷江，是為芷江作戰，中方稱湘西會戰。

中國湘西地區全部兵力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統一指揮，其參

謀長為蕭毅肅，湘西會戰國軍全盤戰略指導，何皆委蕭負責，備

極信賴。中方在會戰之初，曾俘獲日軍官兵百餘人，當中日軍軍

官的日記，載有甚多機密資料，國軍乃藉以獲得日軍動態。

國軍兵力龐大，但部隊素質與數量有很大差距，尤其地形

惡劣、交通不便，國軍又缺乏運輸工具，幾乎全靠徒步行軍。然

此時中美空軍實力已超過日軍，得以藉空中運輸兵力。是時國軍

7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豫西鄂北會戰》，第四篇第三十五章第三

節插表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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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戰略，以兵力最多的王耀武第四方面軍（下轄第七十三、第

七十四、第一○○、第十八軍，共 4個軍）守正面，阻擋日軍進攻，

且戰且走，而以退到洪江之線為極限。同時調集第三方面軍的第

九十四軍和第十集團軍的第九十二軍，兼程向日軍側面及後方進

逼，另空運新編第六軍為總預備隊，計畫待日軍進抵洪江之線，

再三面反攻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將日軍圍殲於新化和武岡之間。

4 月 9 日，日軍分三路進攻，先是中國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

於武岡、江口、新化一帶堅強抵抗，阻日軍於雲峯山，第十集團

軍王敬久部阻日軍於寧鄉、益陽之線，並牽制日軍之行動，第三

方面軍湯恩伯部，則在武岡攻擊日軍側背。在日軍緊迫攻勢下，

第四方面軍退守最後防線，疲憊不堪，損失重大，但向日軍側面

和後方壓迫的國軍仍有一段距離。

5 月初，日軍發動最後猛攻，王耀武支持不住，一再向總部

要求准許所部撤過沅江，而美籍將領也予支持，蕭毅肅承受壓力，

斷然拒絕。同時，日軍獲得大量國軍空運抵達芷江的情報，加以

中方擁有絕對制空權，因此對作戰前景甚感憂慮，幾經討論，決

心緊急撤退。

5 月 8 日，中國軍隊已到計畫位置，獲空軍協助，全線反攻，

對日軍施行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作為總預備隊之兵力，

亦立即投入戰鬥。9日，日軍下達中止芷江作戰之命令，全軍撤退，

至 6 月 2 日完全恢復原先態勢。
80 

是役作戰前後經過 55 日（4 月 9 日至 6 月 2 日），日軍傷亡

甚重，國軍擄獲不少戰利品，惟亦有相當損失。
81
國軍完全打破日

軍進攻芷江之企圖，迫使其撤退並遭受損失，獲得中日戰爭最後

80 湘西會戰過程，參閱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昭和二十年の支

那派遣軍〈2〉終戦まで》，頁 237-25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頁 237-238；鈕先鍾，《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75-178。
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湘西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2 年再版），第四篇第三十六章第三節插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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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重要戰役之勝利。

第六節　戰爭結束

一、國軍計畫反攻及日本投降

1943 年 5 月華盛頓三叉戟會議（Trident Conference），美

國對日本反攻計畫大抵就緒，西南太平洋歸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陸軍上將統率指揮，以澳洲為根據地，採跳島作戰進

擊日軍；中太平洋則歸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海軍上將指揮，

以珍珠港為根據地，橫過太平洋寬廣海面，自東向西攻擊。

美軍兩路並進，進攻順利，卻也付出相當代價，中路至 1945
年 3 月及 6 月，分別占領硫磺島及琉球兩目標。日本南方軍損失

慘重，在各島嶼之守軍，幾遭全殲，尤其塞班島、硫磺島及沖繩島，

幾無人生還。西南太平洋方面，1944 年底美日於菲律賓雷伊泰灣

（Leyte Gulf）進行大規模海戰，日本航空母艦被摧毀殆盡。1945
年 3 月，麥克阿瑟率部返回菲律賓。及至 7 月底，日本本土領空

已完全為盟軍所掌握，整個日本均在美國轟炸範圍之內。
82 

中國戰場方面，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以提高軍隊素質，1944
年 11月經甄選合格者計 12萬 5千 5百人，編為青年遠征軍 9個師，

即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同時，中國為聯繫盟軍、對日轉取

攻勢，於 1944 年冬設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負責西南各戰

區部隊統一指揮及整訓，總司令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轄有遠

征軍衛立煌部，黔、桂、湘邊區湯恩伯部，第四戰區張發奎部，滇、

越邊區盧漢部，及杜聿明、李玉堂兩個集團軍，共 28 個軍，26 個

師。此時中印公路已經開放，中方大量取得美方之武器及作戰物

資，預計有 36 個步兵師可得美械裝備及充分之砲兵火力，同時對

82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p. 617-631, 68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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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各部隊之後勤設備，亦大加改善。為適應將來攻勢作戰需要，

陸軍總部將所轄兵力縮編為 4 個方面軍：第一方面軍盧漢部（雲

南）；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桂西北）；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黔

桂湘邊區）；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湘西），以及昆明防守司令

杜聿明等部。
83 

圖 2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檢閱青年軍（國史館提供）

1945 年春，蔣中正為適應全般軍事情勢之發展，策定戰區總

反攻計畫，代名為冰人及白塔計畫。該計畫決定於是年秋天，開

始對中國大陸之日軍實施總反攻，以截斷在華日軍與印度支那及

其以南地區之陸上交通線，使印、緬戰區盟軍作戰容易，並迅速

奪取中國西南海岸諸港口，以增加中國戰區陸、空軍之物資供應，

俾能在對日作戰最後階段有所發揮。
84 

同時，中國前線部隊已展開總反攻前之攻勢。先是，1945 年

83 蔣永敬，〈對日八年抗戰之經過〉，頁 325；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頁 288-298。
8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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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日軍發動湘西會戰，分數路進攻，遭國軍擊退。中國統帥部

鑒於湘西會戰中，國軍士氣高昂，表現良好，而日軍已成強弩之

末，戰志消沉，認為反攻時機已到，於是在收到日軍撤退的情報

後，進軍廣西。陸軍總部飭第二方面軍以一部出都陽山脈，奪取

南寧；第三方面軍以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則沿桂穗路，

越過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當時日本因太平洋歷次作戰迭受損

失，海、空軍實力逐漸削弱，而改採戰線縮小方針，撤出湖南、

廣西、江西部分交通線，集中軍力於華中、華北。
85
故國軍反攻

順利，5 月 26 日，收復南寧；6 月 29 日，攻克柳州；7 月 3 日，

克復龍州；7 月 28 日，克復桂林。國軍此一先期反攻，一舉進展

700 餘里，收復失地 5 萬 2 千餘平方公里。
86 

1945 年 5 月德國投降，歐戰結束，日本成為盟軍唯一敵人。

同時，中印公路之油管已延伸至雲南昆明，每月由印度輸入中國

之作戰物資可達 6 萬噸以上；而中國陸軍總部半年來所積極編練

之部隊 35 個步兵師，亦已大致完成，此項部隊均裝備美械，其兵

員、火力均遠較日軍為強。6 月，美國空軍將美式裝備、極為精銳

的新一軍（轄第三十八師、第三十五師、第十三師），完整從印

度運抵南寧。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私人馴養的馬匹與大象，亦空運

抵達。7 月初旬，中國陸軍總部依據中國戰區總反攻計畫，策定其

反攻廣州計畫，該計畫作戰方針，以打通廣州海口為目標，先以

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其後分別攻擊衡陽、曲江，

牽制越北之敵，主力再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
87 

85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 年），

頁 180-18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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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300-30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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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99；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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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與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合影（國史館提供）

國軍克復桂、柳後，陸軍總部即依所訂反攻廣州計畫積極部

署。迄 8 月初旬，第二方面軍張發奎所部之先頭部隊已推進至梧

州以西地區；第三方面軍湯恩伯所部則沿賀連公路前進，到達賀

縣附近地區，其沿湘桂路挺進之兵團，則已到達全縣附近。其餘

後續兵團亦均陸續依照既定計畫向前推進，陸軍總司令部則推進

至柳州，設指揮所於南寧。旋日軍於 8 月 15 日正式宣布投降，反

攻廣州之軍事行動乃告中止。
88 

8 月 21 日，日本今井武夫少將等 8 人飛抵芷江，接受中國陸

軍總司令何應欽之投降應準備事項相關指示。9 月 2 日，日本投降

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與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東京灣美國密蘇

里號戰艦上向麥克阿瑟上將正式投降，中方受降代表為軍令部長

徐永昌上將。日軍投降後，依據麥克阿瑟所劃分之受降區規定，

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聯受降）、臺灣以及北印度支那為中國戰

8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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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受降範圍。9 月 9 日，何應欽一行飛抵南京，在原中央陸軍軍

官學校內主持中國戰區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典禮，日本中國派遣

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代表政府簽字投降。總計投降兵力計華

北方面軍 326,244 人、第六方面軍（華中）290,367 人、第六、第

十三軍（京滬）330,397 人、第二十三軍（廣東）137,386 人、第

三十八軍（印度支那）29,815 人、第十方面軍（臺灣）169,031 人，

共計 1,283,240 人。
89 

二、戰役檢討

抗日戰爭進行八年，中、日雙方皆耗費大量資源與人力。三

期抗戰，第一期共發生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 4次大規模會戰，

重要戰鬥 276 次。第二期發生南昌、隨棗、長沙第一次、桂南、

棗宜、豫南、上高、晉南、長沙第二次等 9 次會戰，496 次重要戰

鬥，21,338次小戰鬥。第三期抗戰，發生長沙第三次、浙贛、鄂西、

常德、豫中、長衡、桂柳、豫西鄂北、湘西等 9 次會戰，345 次重

要戰鬥，17,593 次小戰鬥（參見表 3）。

表 3　中日戰爭戰役次數統計表

第一期抗戰：盧溝橋事變至武漢會戰結束

時間 會戰名稱 會戰次數 重要戰鬥 小戰鬥

1937.7-
1938.11

淞滬、太原、徐州、武漢 4 276

89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423、429-439；何應欽，《中國戰區中

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臺北：陸軍總司令部，1969 年），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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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抗戰：武漢會戰結束至珍珠港事變前

時間 會戰名稱 會戰次數 重要戰鬥 小戰鬥

1938.12-
1941.11

南昌、隨棗、長沙第一次、

桂南、棗宜、豫南、上高、

晉南、長沙第二次

9 496 21,338

第三期抗戰：珍珠港事變後至日本投降

時間 會戰名稱 會戰次數 重要戰鬥 小戰鬥

1941.12-
1945.8

長沙第三次、浙贛、鄂西、

常德、豫中、長衡、桂柳、

豫西鄂北、湘西

9 345 17,593

說　　明： 本文重要戰役，包括本表 22 次重要會戰，及 1937 年華

北諸戰役、南京保衛戰、1939 年冬季攻勢、中共百團大

戰等。

資料來源： 改繪自何應欽，《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2 年），附表二：抗戰期間我陸軍大小戰鬥次數統計

表。

日軍無法順利使中國屈服，乃因其低估中國抗戰意志及戰鬥

能力，以為盧溝橋事變與華北多次衝突相同，只要施加軍事壓力，

便能輕易擊破國軍，使中國屈服。因此對蔣中正發表之嚴正聲明，

未能嚴重看待，反而以中國派中央軍北上，認為挑釁，而思懲戒，

遂發起平津攻勢，奪取中國北方重要城市。至此，中國已無轉圜

空間，所謂最後關頭已到，只得持久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中國整體戰略為持久戰，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中國

初期抗戰結果，擴大戰場，分散日軍集中攻擊之優勢。武漢會戰

前日軍進攻占 94%，國軍占 6%；武漢會戰後，國軍力量增強，日

軍備多力分。至 1940 年 2 月止，日軍進攻占 54%，國軍攻勢增加

到 46%。又以日軍進攻距離來說，武漢會戰前（1938 年 10 月底），

平均每天前進約 4 公里，至 1939 年底，平均每天前進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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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40 年底，未有進展，反而後撤。
90
凡此，皆可看到國軍持久

戰使日軍戰力分散，難以集中其優勢。

由於中國軍事力量遠無法與日軍相比，乃欲持久以待世界局

勢之變化，等待世界大戰爆發，聯合諸國反擊日本；又或待日本

內部之崩潰，此為中國持久戰之另一目的。戰爭中，日本本身雖

未崩潰，但中國成功拖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與世界大戰合流，加

入盟軍之陣營。雖加入盟軍之初，因盟軍重歐輕亞戰略，中國未

獲充分支援，但勝利已可說是指日可待。

大體來說，中國的持久戰略正確且成功，但在施行過程中，

仍有檢討餘地。中國持久戰，有一口號，稱「以空間換取時間」，

即不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保全國軍有生力量，在廣大的空間與

日軍周旋。實際施行時，仍免不了第一線於陣地持久抵抗，在消

耗相當數目日軍之後，再步步後撤。因此，持久戰常與消耗戰併

稱為「持久消耗戰」。這樣的持久消耗戰，因蔣中正相當重視政

略進展、犧牲精神，有時反而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如是則加予

日軍之消耗不多，反而嚴重損耗國軍戰鬥力量。淞滬會戰便為一

顯例，蔣中正因過於期待九國公約會議的實際結果，在淞滬前線

已難以維續的情況下，仍予增兵，以致日軍於杭州灣登陸側擊時，

全線崩潰，放棄戰前耗費大量資源建造的國防工事，亦使淞滬至

南京間，無法有效組織力量阻擋日軍，加速了南京的淪陷。
91
又如

桂柳會戰時，蔣中正下令死守全縣，此一死守，並非等待援軍到

來，再由外圍反包圍敵軍，而純粹為守而守，因而未能將物資及

早後運；在日軍攻破全縣之後，國軍損失了無法估量的輜重。
92 

90 蔣永敬，〈對日八年抗戰之經過〉，頁 312。
91 1938年2月2日，蔣中正回顧到：「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

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

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

崑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葉健青編，《事略稿本》，

第 41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127-12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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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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蔣中正不僅仰賴外力解決戰事，亦期望國軍之出擊、

游擊、陣地死守等足以消耗日軍，使其內部崩潰，
93
且對於日軍消

耗之估計過高，影響了國軍發動陣地戰、攻堅戰之判斷，乃至於

自捐戰力，加重國力負擔。
94
武漢會戰時，蔣便以為日軍死傷「必

在十萬人上下」，
95
實際上卻遠高於確數。冬季攻勢此一全線反攻，

的確造成日軍相當傷亡，但並未嚴重打擊日軍戰力，國軍傷亡反

而更為慘重。中共一度有類似狀況，百團大戰時，共軍由游擊戰

轉為運動戰、攻堅戰，雖對日軍造成相當損害，但日軍的反攻、

掃蕩、三光作戰，反而讓共軍遭受更大的損失（國軍歷年傷亡，

參閱表 4）。

表 4　抗戰期間國軍歷年陸空海軍官兵傷亡統計表

陸  軍 空  軍 海  軍

年度 陣亡 負傷 失蹤 陣亡 負傷 陣亡 負傷

1937 125,130 242,232 509 478 2,403 67

1938 249,213 485,804 1,361 2,948

1939 169,652 176,891 1,618 1,936

1940 339,530 333,838 178 390

1941 144,915 137,254 17,314 873 1,068

1942 87,917 114,180 45,070 518 284

1943 43,223 81,957 37,715 314 385

1944 102,719 103,596 4,419 666 333

回憶錄》，頁 361-366。
93 如蔣中正 1940 年底反省云：「去年預期促成敵國內之崩潰，雖尚無事實足證，

然其效漸著，如再加一年之努力奮鬥，其庶幾可成乎！」蔡盛琦編，《事略稿

本》，第 45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278-287。
9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433-1437。
95 蕭李居編，《事略稿本》，第 42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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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軍 空  軍 海  軍

年度 陣亡 負傷 失蹤 陣亡 負傷 陣亡 負傷

1945 57,659 85,583 25,608 103 75

總計 1,319,958 1,761,335 130,126 6,140 7,897 2,403 67

總傷亡   3,227,926

說　　明：一、 陸軍陣亡人數內，官佐與士兵約為1：29；負傷人數內，

官佐與士兵約 1：24；失蹤人數官佐與士兵約為 1：
27。

　　　　　二、 空軍陣亡人數內，官佐與士兵約為 1：6；負傷人數

內，官佐與士兵約為 1：7。

　　　　　三、 海軍陣亡人數內，官佐與士兵約為 1：5；負傷人數

內，官佐與士兵約為 1：10。

資料來源： 改繪自「抗戰期中歷年我陸空海軍官兵傷亡統計

表」，〈抗戰期間國家總支出與官兵傷亡統計表〉，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6/152.2/5001.7。原件係根據軍令部及航空

委員會統計製成。

日軍未能使中國屈服的另一大原因，為戰略失策。日本受西

方列強包圍，尤其為防蘇聯參戰，於中國東北留駐大量戰略集團

以為預備（參見表 5），故戰爭之初，亟欲速戰速決，未有打全面

戰爭、持久戰之充分規畫，又軍政高層欠缺戰爭指導能力及一貫

方針。
96
因此，日軍歷次戰役，未能傾注全力、全盤部署，規劃長

時間掃滅國軍。於是，日軍在京滬戰役時希望結束戰事，勝利後

中國仍不妥協。徐州會戰時，又欲藉擊滅國軍主力以結束戰爭，

仍無法如願。至武漢會戰時，企求藉攻略武漢，結束戰事；中方

保全主力，撤出武漢，日軍無法達成其戰爭目的，反而使戰面更

96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東京：原書房，1981 年），頁 741-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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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至此，日本改採「以戰養戰」、「以華制華」之謀略，

並短暫出擊以擊滅國軍部分戰力。這樣的方式，雖有助於鞏固占

領區，卻無法澈底瓦解國民政府。如此拖下去，即便可消耗中國

資源，對日本亦無益處。

推想言之，日軍若能於太平洋戰爭局勢逆轉以前，及早集中

軍力發動如一號作戰之龐大攻勢（如曾研擬的四川攻略作戰），

澈底擊潰國軍主力，奪占資源豐富的四川，則即便蔣中正仍不投

降，撤至更為偏遠之地域，中國軍力必大受打擊，中日戰爭或成

不同樣貌。
97
事實上，蔣中正最為擔心者，便是日軍發動對重慶之

攻擊。
98
日軍不此之圖，欲以扶植「偽政權」、私下和談等謀略來

結束戰爭，反而使戰事延長，無法結束戰爭。

表 5　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師團部署表

日本及

朝鮮
滿洲 中國

太平洋

東南亞
總計 總兵力

1937.7 13  4(23.5%) 17  380,000

1937 3  5(20.8%) 16(66.6%) 24  950,000

1938 2  8(23.5%) 24(70.5%) 34 1,130,000

1939 7  9(21.9%) 25(60.9%) 41 1,240,000

1940 11 11(22.4%) 27(55.1%) 49 1,350,000

1941.11 11 13(25.4%) 27(52.9%) 51 2,110,500

1941.12 6 13(25.4%) 22(43.1%) 10(19.6%) 51 2,130,000

1942 6 14(24.1%) 23(39.6%) 15(25.8%) 58 2,400,0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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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頁 469。
98 蔣中正於日記回顧 1939 年之工作，謂：「敵軍既不能肅清我淪陷區遊〔游〕

擊隊，又不敢作進攻重慶之計畫，此為我軍惟一之目的，至今可算達成。而敵

軍至今雖仍作積極進攻我內地之計畫，但毫無進攻重慶之企圖，此種愚拙之戰

略，誠所謂自投羅網，不敗何待 ?」《蔣中正日記》，民國 2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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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及

朝鮮
滿洲 中國

太平洋

東南亞
總計 總兵力

1943 9 15(21.4%) 23(32.8%) 23(32.8%) 70 2,900,000

1944 20+6 10(10.1%) 25(25.2%) 38(38.3%) 99 4,079,000

1945.8 59+8 31(18.4%) 26(15.4%) 44(26.1%) 168 6,400,000

說　　明：一、 本表師團數若未特別指明月份，皆為年末數。+ 為

在臺灣的師團數。

　　　　　二、 師團數有所增加，裝備卻逐漸下降。

　　　　　三、 總兵力為概數。1944 年為 11 月的數據，該年 3 月

底為 365 萬。

　　　　　四、 太平洋東南亞部署之日軍，部分投入緬甸戰場，故

國軍承受日軍之兵力，較表中中國一欄更高。

資料來源： 改繪自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一巻，

頁 314-315 之表及李惠、李昌華、岳思平編，《侵華日

軍序列沿革》（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頁

27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戦史叢書：陸軍軍戦

備》（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 年），頁 413、452、
507。

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有其特別的地位。近代

中國面對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之重大戰役，有中英鴉片戰爭（1840-
1842）、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前者斷續持續二十六個月，

僅波及沿海幾個城市，後者持續九個月，僅波及東北及華北沿海

城市。1937 年爆發的戰爭延續達九十七個月，波及數省，大片土

地遭日本占領，國軍仍能持久抗戰到底。此過程雖面臨物資不足、

動員不力、政府貪汙腐化等諸多問題，卻能維持下去而不崩潰，

就這一點來看，著實特出。
99 

99 Hsi-sheng Ch’i, “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 Steven I. Levine(Armonk, 
N.Y.: M.E. Sharpe, c1992), pp.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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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戰對盟軍的貢獻，為中國抗戰打亂了日本北進蘇聯的

戰略部署；日本鑒於在中國使用兵力過大，故難以發動對蘇戰爭。

蘇聯也因中國拖住日軍，得以西調遠東防備日本的精銳部隊抗擊

德軍，這對歐洲戰局，有相當影響。國軍實際也派出遠征軍出兵

緬甸，與盟軍協同作戰，於仁安羌解救英軍官兵，反攻緬甸作戰

時打通中印公路，並不時與盟軍分享經驗、情報。此外，國軍最

大的貢獻，無疑是在中國戰場拖住了龐大的日軍，使其陷入「中

國泥淖」（China Quagmire）。如表 5 可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在中國戰場仍維持相當比例兵力，另據統計，中國戰場殲滅

的日本軍事力量，約占日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 70%。日

軍若及早將這些兵力投射至太平洋、東南亞，無疑將造成美、英

等盟國嚴重的威脅。
100

中國戰爭雖然獲勝，但國民政府在戰爭末期已千瘡百孔，黨、

政、軍各方面皆發生嚴重問題。國民政府可說是獲得了皮洛士式

勝利（Pyrrhic victory），
101

這樣的結果，對戰後局勢，影響深遠。

100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 10 卷（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 年），頁

298-299；步平、榮維木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北京：中國青年出

版社，2010 年），頁 393-397。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p. 378-379.

101 皮洛士式勝利指藉由毀滅性代價獲得的勝利，典故出自西元前 300 年前後的伊

庇魯斯（Epirus）國王皮洛士（Pyrrhus），其與羅馬共和國戰爭，在兩次戰役

中都取得了勝利，但自身傷亡無法補充，因此成了代價高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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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抗戰重大戰役簡表

分期 時間 重大戰役

初

期

抗

戰

第

一

階

段

1937.7 盧溝橋事變

1937.8

淞滬會戰
1937.9
1937.10 太原（忻口）會戰；

平型關戰鬥1937.11
1937.12 南京保衛戰

第

二

階

段

1938.1
1938.2
1938.3

徐州會戰
1938.4
1938.5
1938.6

第

三

階

段

1938.7

武漢會戰

1938.8
1938.9
1938.10
1938.11

中

期

抗

戰

第

一

階

段

1938.12
1939.1
1939.2
1939.3 南昌會戰

1939.4
1939.5 隨棗會戰

1939.6
1939.7
1939.8
1939.9

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10
1939.11

桂南會戰
冬季攻勢

1939.12
1940.1
1940.2
1940.3



第七章

後期重要戰役

299

中

期

抗

戰

第

二

階

段

1940.4
1940.5

棗宜會戰1940.6
1940.7
1940.8

百團大戰

1940.9
1940.10
1940.11
1940.12
1941.1

豫南會戰1941.2
1941.3 上高會戰

1941.4
1941.5

晉南會戰1941.6
1941.7
1941.8
1941.9

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10
1941.11

後

期

抗

戰

一

階

段

1941.12
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2.1
1942.2
1942.3
1942.4
1942.5

浙贛會戰
1942.6
1942.7
1942.8
1942.9
1942.10
1942.11
1942.12
1943.1
1943.2
1943.3
1943.4



300

後

期

抗

戰

一

階

段

1943.5
鄂西會戰

1943.6
1943.7
1943.8
1943.9
1943.10
1943.11

常德會戰1943.12
1944.1
1944.2
1944.3
1944.4

豫中會戰1944.5

長衡會戰
1944.6
1944.7
1944.8

桂柳會戰
1944.9
1944.10
1944.11
1944.12
1945.1
1945.2
1945.3

豫西鄂北會戰1945.4
湘西會戰1945.5

1945.6
1945.7
1945.8

（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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