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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與中國遠征軍＊

蘇聖雄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一、前言

陳誠是蔣中正麾下得力將領，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深受倚重，

於淞滬會戰擔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統率第十八軍

等中央部隊抗擊日軍。1938年受任武漢衛戍總司令，並兼任軍事委員會政

治部部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等諸多工作，職司武漢地區黨、政、軍重要任

務。武漢會戰後，又投入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1940年9月，專任第

六戰區司令長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率部扼守陪都重慶大門，防阻日軍沿長

江西上，長驅入川。

1941年 12月，日軍不宣而戰，突襲美、英屬地珍珠港、馬尼拉、香

港等地。1942年元旦，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與

日、德、義軸心國作戰，隨即以蔣中正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同時，國軍組

織遠征軍出征緬甸，和盟軍併肩作戰，惟滇緬路作戰盟軍敗績，亟需整頓，

＊ 本文撰寫期間，蒙陳永發院士、孫宅巍教授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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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建議由陳誠

出任負責，蔣中正遂於1943年2月任命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1

據陳誠回憶：「余入滇所遇難題有三，盟軍而外，為龍雲、盧漢，與我

駐滇各軍。」
2
本文以這些課題為核心，首先探討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之

經過，再爬梳其在雲南時與盟軍之往來，以及與雲南在地勢力之關係，復探

討陳誠對遠征軍的部署、整頓、所遭遇的難題及緣何離任。期望藉由釐清這

些課題，對陳誠於遠征軍之作為，獲一較完整認識。

學界對陳誠與遠征軍之相關研究，有專題論文，
3
亦有附於陳誠傳記或

遠征軍戰記之專著，
4
這些書目，各有偏重，惟鮮少全面討論陳誠之作為，抑

且，較少利用國史館出版之《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或《陳誠先生日

記》
5
和檔案全宗《陳誠副總統文物》。本文以上述史料及《陳誠先生回憶錄：

抗日戰爭》、
6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

7
為基礎，並參考美

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及

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頁87；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頁1-4、
7-8。

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
3 舉要如寧志一，〈陳誠緣何失去遠征軍司令一職〉，《文史精華》，2005年第6期（石家

莊，2005. 6），頁41- 44；孫宅巍，〈蔣介石、陳誠為遠征軍事的一段糾葛〉，《鍾山風

雨》，2011年第6期（南京，2012. 12），頁44- 46；劉會軍、張智丹，〈陳誠就任與被

免遠征軍司令的幾個問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長沙，

2013.8），頁252-256；何智霖，〈抗戰時期蔣中正痛斥陳誠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書函解

析〉，《國史研究通訊》，第3期（臺北，2012.12），頁120-123。
4 舉要如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1991）；趙洪昌、王學

慶，《蔣介石和陳誠》（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徐康明，《中國遠征軍戰史》（北

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楊剛、馮杰，《鐵血遠征：滇緬會戰》（武漢：武漢大學

出版社，2010）。
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

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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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論著，
8
對此課題作一全面探討。

二、出任司令長官

（一）派任過程

1941年12月日軍向英、美開戰後，出兵印度支那、馬來半島等地，威

脅雲南南部，國軍為應付雲南緊張情勢，派遣部隊增強邊境防務，並以第

五軍杜聿明部（轄第九十六師、第二○○師、新編第二十二師）、第六軍甘

麗初部（第四十九師、第九十三師、新編第五十五師）、第六十六軍張軫部

（第二十八師、第二十九師、新編第三十八師）為基幹，編成遠征軍，準備

入緬。1942年2月中旬，應英國請求，遠征軍開入緬境作戰，惟以敗戰收

場，滇西騰衝等地失陷，國軍一部退至印度藍伽，一部退回滇西整訓，堅守

怒江防線。
9

盟軍於緬甸敗於日本之後，中、美雙方皆有意發動反攻。1942年7月，

史迪威擬訂反攻計畫書呈送蔣中正，此後中、美不斷討論反攻細節。11月3

日，蔣中正於黃山官邸與史迪威會商遠征軍反攻事宜，28日，頒布「收復緬

甸作戰計畫」。
10

遠征軍戰敗後，亟需整頓，1942年11月3日，蔣中正在與史迪威談話

8 舉要如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1971).中譯參閱〔美〕巴巴拉•塔奇曼著，汪溪等譯，《逆風沙：史迪

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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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

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1-4、7-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編，《抗日戰史：緬北及滇西之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頁3-4、
6；楊維真，〈抗日戰爭中的滇西戰場（1942-1945）〉，《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3期（臺

北，2008.9）， 頁61-79。
10 「國民黨軍反攻緬甸作戰計畫」（1942年11月2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

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四）（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頁

392；梁敬錞，《史迪威事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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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於日記記下：「反攻緬甸之統帥問題與參謀團之組織。」同年12月10

日，蔣開始考慮派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為攻緬指揮官。
1117日，侍從室第

一處主任林蔚急電陳誠，告以蔣將派陳任反攻緬甸之中國軍隊指揮，希密

做準備。
1221日，蔣直接手諭陳誠，命其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手諭要旨略

為：遠征軍反攻緬甸兵力，分為二部，其一為現駐印度部隊，其二即現駐

滇各部隊。駐滇部隊，擬調羅卓英指揮，惟駐滇之中央各軍，「龐雜驕矜，

統屬為難」，最近軍風紀日漸敗壞，險象叢生。為求其能切實整頓與精神振

奮，決派陳前往雲南，先從事整頓，並作反攻之準備，期於明春如期反攻，

不致貽誤大局，為外人所蔑視。
13

蔣中正對遠征軍人事措意甚深，考慮到中央軍高級將領，多難以鎮撫

龐雜驕矜的中央各軍，且當前負責人羅卓英與史迪威不協，史迪威批評國

軍辦事遲緩，羅卓英有「十大罪狀」，
14
故蔣最後希望陳誠出馬負責。對此，

陳誠復電建議遠征軍名義應以總司令較妥，組織希望簡單充實，至於第六

戰區司令長官，擬以孫連仲調充，或以吳奇偉或羅卓英代理，
15
另以長電反

對遠征軍出兵，其論旨為：當今國內外人士於東歐第一戰場及北非第二戰場

之外，視緬甸為第三戰場，而對中國民族興亡根本所關之本國廣大戰場，不

加措意。中國對日抗戰，自有其根本要點所在，未可輕於取捨。中國可以無

11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2年11月3日、12月10日。

12 「林蔚致陳誠電」（1942年12月17日），〈遠征入緬（三）〉，特交文電—領袖事功—對日抗

戰，《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8-174。
13 「蔣委員長致陳誠十二月馬電」（1942年12月21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

緬甸〉，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05。
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0），頁12，1943年1月20日；楊天石，〈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找尋真

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380。
15 「陳誠呈蔣中正電」（1942年12月22日），〈遠征入緬（一）〉，特交文電—領袖事功—對日

抗戰，《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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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北、無緬甸，但絕不可無江防；中國可以無長沙、無臘戌，但絕不可無重

慶。假定輕為國內外浮言所動，在英美尚無意在東南亞對日軍全力攻擊，亦

無意對中國供給大量軍火等形勢之下，單以國軍為攻擊主體，必至重兵遠

出，主力他調。姑毋論新闢戰場之勝負，而一旦敵人乘虛而入，倘致江防有

失，則利未見而害先至，乃至於危及陪都，搖動國本，悔之莫及。證以國際

現狀之實例，英國對於英倫本土，防守最嚴，並盛倡先歐後亞；蘇聯對於東

歐戰場作戰最力，並提出開闢第二戰場之要求；而美國亦於珍珠港被襲之

後，始決定抗日，近更策動開闢第三戰場之輿論。此即由於各顧其根本，各

重視本身之存亡，各希望誘導他國傾其兵力開闢另一戰場，即各有其國家

至上、民族至上之根本立足點。因此，陳誠主張鞏固國內戰場，反對主力

外調，並於此一長電後註記：「我最不贊成的事結果要我負責。天下矛盾之

事，實不可思議。」
16

其後，陳誠靜待蔣中正之決定，他從與重慶方面人員之電話，得知多

數對於陳主張以中國戰場為中心，均表贊同，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

白崇禧，皆甚不贊成攻緬，但一般對於蔣之心理，難以揣測，故不敢有所建

議。同時，陳於林蔚處得知，已確定獲內定為遠征軍司令長官。
17

1943年1月15日，陳誠奉召啟程赴渝，17日抵重慶，當晚與蔣中正晚

餐，蔣指示國軍反攻緬甸時機，須待雨季以後，但須作隨時均可進攻之表

示──只要英、美來得及，中國隨時均可進攻。至於戰鬥序列，對英國無

論如何，均無妥善辦法，因為英國根本不願受人指揮。18日，陳與史迪威

研究攻緬軍事，決定發動時機應於雨季之後，戰鬥序列等須再作研究。在談

1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37-539。
1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07-409、

412-413，1943年1月5、8、18、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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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史迪威問中國是不是要美國幫助，使陳誠甚感難堪，惟一般談話，尚

能融洽。21日，陳再與史迪威晤談，由於方針無法確定，令陳有不能再談之

感。
18

陳誠在重慶數日，蔣尚未正式對外公布以其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使其

感到不知如何是好。23日，蔣在官邸舉行會報，陳誠出席，仍隻字未提陳之

任命。25日，蔣約陳午餐，告以中國應先做戰略上之部署，即中國戰場與遠

征軍之部署，須從戰略上決定輕重緩急，並囑對遠征軍先作一切之準備。
19

在蔣中正請陳誠預做準備之前，陳便已展開相關工作，研擬遠征軍各種

計畫，如「關於遠征軍作戰指導意見具申」、「關於遠征軍指揮機構之意見具

申」、「關於交通之意見」、「遠征軍部隊訓練實施綱要」、「關於作戰軍編制裝

備之調整補充意見」等，
20
並研究遠征軍之戰鬥序列，提出甲、乙、丙三案。

甲案以蔣中正兼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與龍雲任副司令長官，而以陳誠兼任

參謀長，下轄第一路總指揮陳誠（羅卓英代，負責滇西）、第二路總指揮龍

雲（盧漢代，負責滇南）、第三路總指揮張發奎（桂西）及昆明控制兵團。乙

案以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張發奎為副司令長官，下轄第一路總指揮羅卓

英（滇西）、第二路總指揮盧漢（滇南）、第三路總指揮張發奎（桂西）及昆

明控制兵團杜聿明。丙案以陳誠為司令長官，下轄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羅卓英

（滇西）、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盧漢（滇南）及總預備軍總司令杜聿明。最後以

乙案為主體而再做調整，並劃開第四戰區，因該戰區與遠征軍行動雖有若干

連帶關係，但在同一序列之內，則地區過廣、交通困難，無論前方指揮、後

1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10-413，
1943年1月15-18、21日。

1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13-415，
1943年1月22-23、25日。

20 「關於遠征軍作戰指導意見具申」等（1943年1月23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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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調度，均不易臻於統一，故不編入同一序列之中，而採友軍協同方式。
21

由於考慮雲南在地勢力，雖然陳誠力爭，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仍未能管轄在昆

明的滇軍及中央軍。
22

對於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參謀總長何應欽並不贊成，其向陳明

白表示，如遠征軍不進攻，則不必去，以免牽動太大，並提請蔣中正於衛立

煌、商震、張發奎三人擇一出任。30日晚間，蔣於官邸舉行會報並便餐，

軍令部次長劉斐報告情報，何應欽則請示例行案件。陳誠雖早已內定為遠征

軍司令長官，卻遲未正式發布，心覺不安，於議席上提出遠征軍人事問題，

蔣立即答復因美國關係，該職由陳擔任，不然美國人會認為中方不積極。陳

復請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人選如何處置，蔣指示由陳兼任，陳又提及戰鬥序

列及羅卓英、黃琪翔等之安置，終無結果，即宣布散會。會後，何仍向陳表

示，遠征軍一時談不上作戰，如照蔣意專為訓練，不如請劉峙前往，並研究

羅卓英之安置及湖北省主席之人事，最後未有結論而散。
23

蔣中正所以未及時確定陳誠出掌遠征軍，或顧慮何應欽有不同意見。其

實，陳誠在中央軍雖資歷甚深，也有自己的人馬「土木系」，但做事操切，

人和不佳，與黃埔軍校前期學生之間的關係，尤為糟糕。1948年底，蔣中正

欲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日記記道：「黃埔第一期關麟徵、胡宗南等

皆反對辭修任臺灣主席，空軍方面亦如之，此意外之事。」
24
因此，何應欽可

說代表黃埔系相當部分人士之意見，反對陳之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21 「遠征軍戰鬥序列案」（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

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6。
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1），頁15，1943年1月30日。

2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15、417-
418，1943年1月26、30日。

24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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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受美方影響，欲以陳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惟尚需時間運作安撫黃

埔系，他為此對陳誠於議席上催促表態，感到不滿，於日記道：「辭修〔陳

誠〕對政治事理仍多不明，殊非能造成大器，奈何？」次日，蔣約陳共餐，

陳以牙痛不到，蔣判斷「其當為昨晚辭色較嚴之故，對上不能順從，而稍不

如意，即懷怨望，其無大望可知也。」
25
而陳誠所以未到，似為蔣說中，其對

蔣不滿，於當日記云：「委座約中餐未往，又約晚餐亦〔不〕便往。來渝已半

月，對於余之是否任遠征軍迄未決定，雖表示數次，迄未見諸實現，且每次

表示，均為應付美國，不能不使我任遠征軍，且每次表示後，而何又提出他

案而拖延之。」於是陳誠決定赴歌樂山小住，檢討他何以不能使蔣中正在面

臨國家民族生死關頭時當機立斷，並藉此奉侍老母。
26

陳誠催促蔣下決心，雖獲答覆，但未正式發布，乃以蔣與何意見既不

一致，有意先回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恩施，待蔣決定後再來渝，並向林蔚抱

怨，請其轉知蔣其並非不願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27
期間，何應欽曾向蔣推

薦劉峙出任，引起蔣的不滿，痛責其在嚴峻局面玩弄政治。
28

2月7日，蔣中正終於手令派陳誠為遠征軍司令長官，9日，與陳談遠征

軍及第六戰區人事。陳感嘆：「延擱二十四天之問題今晚始解決，深感一切

無法爭取時間。」
29
事實上，這段時間，陳所以急著要蔣表態，也有保護自己

25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3年1月30、31日。

2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18，1943
年1月31日。

2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20，1943
年2月3日。

28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8), p. 1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

稿本）》，第4冊，頁21-22，1943年2月10日。

2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20、422-
423，1943年2月3、7、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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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據史迪威觀察，陳若放棄第六戰區到遠征軍，若失敗便完了，且何

應欽會設置障礙毀掉他，故其必須對自己的班底有信心，並確定蔣中正的支

持；陳到遠征軍非但沒有得到高度指揮權，反而是步入陷阱，除非他有把握

看見對手受到束縛。
30

綜而言之，蔣中正所以選擇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主要是美國因

素，陳日後在回憶錄明白指出，蔣對其提到史迪威歡迎他出任，並分析史

迪威之個性，其他將領難與合作，故陳是當前最適當的人選。此外，陳誠是

蔣中正信任的中央軍高級將領，遠征軍內部隊龐雜，將領驕矜，派頗有魄力

且具整軍經驗的陳誠出任，可收整頓之效，並削弱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

勢力。
31
而派任過程所以有所遷延，主要是蔣中正顧慮何應欽等黃埔系的態

度。陳誠對出任司令長官，考量到戰略，並不十分贊同，既獲內定，乃有勉

力為之之意，態度轉趨積極，因此對遭遇拖延甚為不滿。

（二）組織司令長官部

陳誠受命之後，即返恩施善後，並準備赴滇人員。
32 2月15日，蔣發電在

恩施的陳誠指示第六戰區善後人事，以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孫連仲為第六戰

區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職務；至於湖北省政府主席職務，則交民政廳

30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pp. 191-
192.

31 宋瑞珂，〈陳誠及其軍事集團的興起和沒落〉，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

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8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0），頁40-41。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95-196。隸屬

遠征軍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日後回憶，認為設置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的理由之

一，是因為「陳誠的好抓權」，由正文敘述可知，陳誠一開始對出任之事並不贊同，故

此說可再商榷。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頁169。

3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23-424，
194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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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長朱懷冰代理。
33

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改組自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
341942年初遠征軍

第五、第六、第六十六軍約10萬兵力先後入緬，組成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原

定第二路使用於越南方面，後因情況變化而未組建），以衛立煌為總司令，

杜聿明為副總司令，因衛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4月，羅卓英出任總司

令。戰後，遠征軍第一路一部退至滇西，並新加入第十一、第二十集團軍，

陳誠到任後改組為遠征軍司令長官部。
35

新設立的司令長官部，除陳誠上將任司令長官外，副司令長官為第六

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琪翔中將，參謀長施北衡中將，代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副

參謀長馮衍少將，秘書長柳克述中將，
36
下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

轄第二軍王凌雲部、第七十一軍鍾彬部及第三十六師李志鵬部等）、第二十

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轄第五十三軍周福成部、第六軍黃杰部等）及第

五十四軍方天部，並負責督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所屬之第五集團軍

（總司令杜聿明，副總司令王耀武，轄第五軍邱清泉部、第七十四軍王耀武

部）、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副總司令張耀明，轄第八軍何紹周部、

第五十二軍趙公武部）。
37

33 「委座丑刪令一亨整電」（1943年2月15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文電〉，《陳誠副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1-001；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

日戰爭》，上冊，頁196。
34 「抄中央黨部秘書處致駐緬甸總支部常務委員李竹瞻電原文」（1943年4月17日），〈遠

征軍司令長官任內文電〉，《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1-
005。

35 戚厚杰、劉順發、王楠編，《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頁600-604。
36 「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官佐簡明履歷表」（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68-001。
37 昆明行營另轄第一集團軍盧漢部，該部未納入遠征軍督訓部隊。「遠征軍指揮系統表」

（1943年9月8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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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改繪自「遠征軍指揮系統表」（1943年9月8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

《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5。

陳誠上任後，在公開場合，對出征的態度已經翻轉，原先認為當前首

要為鞏固本土，不宜移師遠調，此時認為「六戰區是鞏固陪都的屏障，遠征

員會《遠征軍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軍印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451-452。各軍、師隸屬情況，隨時間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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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又為配合國際戰略之重要戰場，責任均極艱巨。」
38 3月29日黃花崗紀念

日，在大理對滇西各軍團長以上官佐暨滇西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期畢

業學生，強調這次遠征「並不是如一般淺見者的看法，或以為是我們幫助英

國，為他們收復緬甸的失地；或以為是我們幫助美國，策應其在南太平洋的

攻略；或以為是英美同盟國家，幫助我們恢復我們的國際交通」，陳以為上

述都是錯誤的，其提高層次，指出此次遠征「不是某一個國家單獨的利害與

責任，而是同盟國家全體的國運所關」，是為打倒日本的共同行動。他說，

南洋資源豐富，為避免日本利用此地物資，盟軍自須收復南洋失地，故需要

從陸路予日軍打擊。目前盟軍戰略形勢，自澳洲、印度和中國全部，在一個

大弧線上，對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的日軍，處於有利之外線作戰，惟必須各

方面保持密切聯絡協同，採取一致行動，因此收復緬甸，符合三國利益—對

美減少南洋群島上的日軍軍力；對英則翦除印度威脅，並收復南洋失地；對

中是打通與英美的聯絡線。
39
究竟陳誠內心是否真切同意其所提出的遠征軍

新戰略，還是只是合理化自己的任務，由於史料尚缺，尚不得而知。但至少

可以看到，陳誠對於遠征軍出兵之意義，已提出一套新的說法。

（三）與史迪威、龍雲之互動

1、與史迪威的交往

陳誠與史迪威於1938年相識，交往不多。史迪威對陳誠早有耳聞，認

為其為中國將軍中「最有權力、最令人感興趣」的人物，
40
期望與之合作。

1942年，史迪威密電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3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29，1943
年2月24日。

39 「陳司令長官辭修訓詞：遠征軍的使命」（1943年3月29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01。
40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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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年年底攻緬，中國必須派任擁有充分權力的高級指揮官，他假定此人

為陳誠。
4110月，陳、史二人長談同盟國的全盤戰略，十分投契，史迪威證

實了他的觀點：中國軍隊下級軍官可以，師長素質不穩定，而全都需要進行

進攻訓練。此次談話，史迪威對陳誠印象甚佳，覺其討人喜歡；而陳誠雖

認為史迪威在中國甚久，有中國舊軍人氣味，
42
仍認為史迪威卓越，勇敢善

戰。
4311月25日，史迪威得到祕密消息，得知蔣中正已命陳誠到雲南指揮遠

征軍。1943年1月3日，史迪威提到陳誠有權威、能勝任遠征軍工作，希望

他能推動何應欽這些糊塗的人。18日，史迪威與陳誠開會，感到陳通情達

理，同意採取直接行動，不作官樣文章，
44
同日，史致蔣中正一備忘錄，請

立刻卸除陳誠遠征軍以外其他職務，以便推進遠征軍工作。
45

1943年3月6日，陳誠離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之恩施，至重慶籌組

遠征軍司令長官部。10日，訪史迪威談遠征軍相關事宜，包括訓練房屋、調

訓辦法、編制及裝備、油料補給等。
46

3月12日，陳誠偕史迪威飛雲南就職，15日，約集中美高級人員，在西

山招待所茶會，與史迪威晤談。史迪威提出訓練與補給等案，限幹部訓練團

41 Chin-tung Liang,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 the Full Stor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c1972), pp. 75-76, 92-94.

4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388，1942
年10月11日。

43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p. 161；何

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3。
44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pp. 179-

180, 190.
45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3), pp. 53-54.
46 「長官陳訪問史蒂威爾將軍談話紀錄」（1943年3月10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03；何智霖編，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3；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

述》，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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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月1日開始訓練，並要求前空軍學校的房子，作為訓練班班址，由於其

早先曾和杜聿明接洽，久久不得要領，才轉而和陳交涉，他並要求從軍隊中

調用人員。陳答應房子可以照撥，但所需人員不能從軍隊中調用，可由杜聿

明原設訓練班中撥用。補給案計6點，除有關技術性及應請示中央者外，陳

一一應允。會畢，史迪威的要求如期兌現，陳誠對美樹立信用，雙方開始良

性互動。其後，史迪威要求經管訓練班的事務，以求迅捷，陳未答應。又一

次史迪威請求調整學員伙食費為每日5元，由美方負擔，陳表示少數人提高

伙食費，當他們結業歸隊時，勢將無以為繼，反倒引起不滿，且如各部隊一

律援例調整伙食，長官部將無辦法。史迪威明瞭陳誠看法，亦作罷論。陳誠

本著「言而有信」、不作無謂的敷衍與美軍相處，並以不誇張、不欺騙、不

貪小利三原則訓勉部屬，與盟軍協同一致，精誠合作。之後遇到問題，陳誠

多先開誠布公交換意見，雖多次拒絕史迪威的請求，史亦不以為忤。於是陳

誠在遠征軍任內，中美合作甚為愉快，與史迪威有充分互信，常在電話中解

決事情，鮮少動用公事，即便史迪威部分下屬對中國人信心較差，認為這種

辦法並不妥當，史迪威仍不以為意，肯定精簡手續之辦事方法。
47

陳誠的為人與辦事風格，贏得史迪威友誼，史迪威認為陳誠是蔣中正麾

下最有能力的指揮官，
48
常稱陳誠是有才華的人，對其寄予很大的期望，

49
並

電告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說陳誠是最佳的、會和我們站在一起。
50
時遠征

軍軍人走私，視為常事，史迪威在駝峰運輸中，曾為陳保留了一噸的艙位，

4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7、149；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

抗日戰爭》，上冊，頁203-204。
48 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Washington: U.S. Govt. Printing Office, 1970), p. 90.
49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p. 398.
5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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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辭謝絕。
511943年10月陳誠生病期間，史迪威派人到印度和美國買了不

少藥品和食物，
52
陳感謝其盛意，但要求藥品作價，食物則愧領。

53

陳誠和史迪威共事期間大底相處暢順，但對於軍事武裝之分配方式，及

對中國共產黨之態度有所歧見。史迪威堅持美援武器應該集中使用，不能分

散，如30個營的砲360門，每師1營砲12門，可保持相當強大的火力。但國

軍講究公平、一視同仁，裝備不能過於參差。此一歧見，各有道理，尚有調

和餘地，共黨問題則難調和。史迪威和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共產黨係土地改革

者，能接受指揮，欲提供裝備給共軍對日抗戰，最難為國軍所接受。陳誠認

為共軍在抗戰的招牌之下，行顛覆政府之陰謀和行動，且除了蘇聯，不受任

何人調遣，故絕不可予其武器裝備，為虎添翼，於是陳在與史迪威談到這些

問題時，難免互相枘鑿。
54

1943年11月7日，史迪威得知陳誠將離任，在日記表示他的遺憾，認為

新任的衛立煌恐非遠征軍推動者；
55 1944年9月，他支持陳誠替代何應欽出

任軍政部部長。
56
凡此，皆可見陳誠與史迪威之友好與相互信任。

2、與龍雲的往還

雲南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主任龍雲，長期掌握雲南

軍政大權，形同割據，儼然為西南王國，昆明警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及其

他軍政機關，亦多由龍氏宗族姻親所布滿。該地政治腐敗，任用私人、賄賂

公行，鴉片煙毒，彌漫全省。龍雲及省政府公務員，多有煙癮，每日下午2

5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4。
52 Frank Dorn, Walkout : 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 Crowell, c1971), p. 65.
5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4。
5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4-205。
55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arranged and edited by Theodore H. White, p. 238.
56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p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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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開始辦公，4時即公畢。民間亦然，肆意吞雲吐霧，客至，多以鴉片相

敬，一如一般款客以茶水。每日上午10時以前，民間多未起床，市肆亦無

交易。
571942年緬甸戰役之後，中央軍及部分美軍麇集雲南，交通、運輸、

補給等任務極其繁重，尤其美軍在雲南各地建築機場、營房、宿舍等，所有

關於占用土地、徵購建築材料等，皆與雲南的政治、經濟發生關係，因此中

央軍及美方易與雲南當局發生衝突。
58

陳誠於1936年為防阻共軍而入晉，有與山西軍政領袖閻錫山交往之經

驗，了解與地方領袖交往首要之務，為避免引起猜疑，方法為開誠布公、表

示無所圖謀。於是陳誠因考慮昆明為昆明行營及雲南省政府所在地，如司令

長官部設此，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與摩擦，故將長官部置於楚雄，並對省

政毫不過問，雙方因此相處融洽。陳誠在公開場合極力推崇龍雲，龍對陳誠

亦禮遇有加，有時甚至會主動幫忙陳誠，如楚雄縣長年老氣衰，難與長官部

的工作配合，龍雲主動改派年輕縣長繼任。
59

陳誠與龍雲兩家也有幾次私人酬酢。某次極少在公共場所露面的龍氏夫

婦請陳誠夫婦觀賞電影，場面浩大，一路警衛森嚴，如臨大敵，而戲院中並

無一般觀眾，屋頂亦布置哨兵。
601943年10月陳誠罹患胃潰瘍時，龍雲聞病

甚為關心，推薦了許多醫生，雖陳夫人譚祥以不可方藥亂投，婉言謝絕，亦

可見其私交。
61

5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7；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

錄：六十自述》，頁88。
58 杜聿明，〈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

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5月），頁34。
5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37，1943

年3月23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1、208；何智霖

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
6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8。
6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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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6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

在重慶開幕，陳誠邀請龍雲一同飛渝參加，龍本有難色，因其煙癖甚深，時

刻難離。陳暗示此亦無傷大雅，龍方欣然偕往，首次入都。
62
龍雲在渝，參

與數次重要會議，商討對中共之方針。
63

10月29日，陳誠因病離昆飛渝前，龍雲夫婦親至機場話別。陳誠自感

其至誠使龍雲信之不疑，臨別復依依有如舊好，因此甚為自傲。
64

三、整頓軍隊，加強訓練

蔣中正令陳誠出掌遠征軍，除考慮美國因素，另一重要目的，為整頓

中央駐滇各軍。戰前，陳誠已有負責整軍業務之經驗，1935年3月12日，蔣

中正為分期整理全國陸軍，於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於南湖，以陳誠兼任

處長，就騎兵、砲兵、工兵加以整編，1936年2月，整軍業務移轉至軍政部

辦理。陳誠雖卸下整軍工作，仍關注之後的歷次整軍，大概在遠征軍司令長

官任內，他口述整軍歷程，由秘書整理完成《整軍紀要》書稿。
65
在遠征軍新

敗之際，調有整軍經驗且在中央軍輩分較高、敢於興革之陳誠赴任，不失妥

當。

1943年2月11日，蔣中正正式發布陳誠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同時，陳誠

擬訂訓令，以蔣的名義發出，期收整飭軍紀之效，電文中點出遠征軍龐雜驕

矜、不相統屬，最近軍風紀日漸敗壞，險象叢生，有嫖賭、吃空、走私等

6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8。盧溝橋事件後，龍雲曾至首

都南京，此次為首次至陪都重慶。

63 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
頁217-219。

6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91。
65 該書現已由國史館出版：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臺北：國史

館，2010），頁1-2。



66　陳誠與現代中國

惡習，並提出改革方向—振刷精神、鍛鍊體魄、增進學術。
663月，陳誠抵雲

南，經過視察，確認遠征軍三大問題：（一）就精神言，因雲南物價極高，

官兵所受物質壓迫較其他駐地部隊大，各部間聯繫亦較鬆弛。（二）就紀律

言，若干幹部走私、運煙、聚賭、盜賣軍械等行為，較其他駐地部隊多。

（三）就戰力言，各軍與師管區遠隔，兵源補充不易，且因天候因素，死亡

特多；又工價高漲，士兵潛逃頗眾，遂使各部隊戰鬥兵每連僅30餘人。67
因

此，新官陳誠所要做的，便是徹底整頓軍隊。

陳誠的司令長官部設於楚雄，此地在昆明以西約150公里。陳所以不將

司令長官部設於雲南省會所在之昆明，除上節所述避免與龍雲發生摩擦，另

考慮高級指揮部不能離開部隊太近，但也不宜太遠，如設在彌渡，過於接近

滇西而不易兼顧滇南；如設在昆明，又嫌太遠；楚雄之地，較為適中，滇

西、滇南均可兼顧。此外，龍雲所屬風氣不良，司令長官部設於昆明，恐所

部有樣學樣，且昆明為較大都市，環境較苦的官兵生活於此，易生比較，心

態恐難調適。陳當時提倡「窮就是力量」，有「窮長官部」才能有「窮總司令

部」、「窮軍司令部」等，希望以身作則，改善廢弛之軍風紀。
68

上任之初，陳誠即考察中日兩軍之一般情勢：

（一）滇南地形險要，而國防工事之建築，在高連山地之中間地帶，非

在山地前緣，尤不在國境線上，此方面較宜於守，不宜於攻。

（二）滇西保山正面，危險處在兩翼，即右翼之片馬方面，及左翼之滾

弄方面。後者可沿滇緬路便道，經雲縣直出祥雲，大可顧慮。此方面必須控

6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41- 543。何智霖

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97。
6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陳誠私人回憶資料（1935-1944年）下〉，《民國檔案》，1987年

第2期（南京，1987.5），頁32。
6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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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力部隊，現有殘缺之兩師，不足當此重任。

（三）車里、佛海方面，後方聯絡線過長，補給困難，不宜使用大軍。

惟將來發動全面攻勢時，為威脅臘戌，使主力作戰容易，並搖撼泰國軍民

（時泰國為日本附庸）之戰志起見，必須以有力一軍，由此進出景東。
69

根據以上瞭解，陳誠呈請蔣中正調整部署：

（一）滇西方面：以七十一軍任怒江防務，三十六師改為獨立師，屬第

十一集團軍，接替騰北游擊任務。第六軍之九十三師任車里、佛海守備，軍

部率其餘二師開盤縣、普安整訓。第二軍主力二師開順寧鎮接替第六軍之雲

滾路方面任務，餘一師開祥雲附近。第九十三軍軍部及所轄二師開西昌會理

整訓，餘一師另有任務。

（二）滇南方面：第一集團軍仍舊，第九集團軍所屬五十二、五十四兩

軍開文山附近。

（三）昆明防守：由第五集團軍所屬五、六兩軍擔任。

（四）其他：五十三軍暫駐鎮遠、黃平，第八軍先開興仁、興義，

七十四軍暫駐衡山。
70

其後，又電呈反攻前準備意見，建議滇西、滇南統一指揮；部署方面，

建議補足滇西部隊過多之缺額，並注意加強滇南防禦等。
71

陳誠在遠征軍約6個月，花去許多時間巡視各地駐軍，經常往來於昆

明、楚雄、彌渡、大理及昆明、晉寧、文山、開遠、蒙自道上。其目的在宣

6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97-199。
70 「駐滇部隊前後方師番號核定表」（1943年4月），〈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2。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

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99。遠征軍所轄部隊隨時間有所變化，故所述部隊番號與

前繪遠征軍指揮系統表不見得一致。

71 「陳誠致林蔚電」（1943年8月12日），〈遠征入緬（四）〉，特交文電—領袖事功—對日抗

戰，《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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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蔣中正意旨，曉以國際大局及抗戰形勢，欲藉激勵、撫慰、鼓舞等方式，

求士氣之提升、軍風紀之改善；同時聽取部隊官兵意見，尋求疾苦所在。
72

遠征軍的中心工作為訓練。由於國軍過往六年多的戰爭，孤軍苦鬥，

空軍是象徵性的，重武器也非常缺乏，因此談不到步砲協同，更談不到陸空

協同，至於三軍聯合作戰，尤屬無從說起。遠征軍負有聯合美、英並肩作戰

的任務，美援裝備源源而來，因此遠征軍已不同於國內一般部隊，協同作戰

（包括步砲、陸空）為一重要特質，這十分需要訓練。重武器以及其他各種

美式裝備，如通信、防毒、新式輕武器等之使用技術，為此前所無，亦需訓

練。此外，衛生知識的缺乏、政治認識的薄弱，以及軍風紀之重建等，也都

需要經過嚴格的訓練，始足以轉弱為強，去腐生新，化無用為有用。所以無

論整軍與反攻，陳誠都以訓練為第一優先。
73

遠征軍的訓練，在中、美合作之下，進行得十分順利。在昆明北校場，

設有軍事委員會駐滇幹部訓練團，下設步、砲、通信、軍醫各訓練班，由蔣

中正兼任團長，龍雲、陳誠兼任副團長，杜聿明、關麟徵、黃杰、梁華盛

先後擔任教育長。除砲兵外，一般訓練6個星期，至1944年，訓練約達1萬

人，包括部分士兵。此外，在大理設有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以訓練一般戰

時工作人員。在各軍駐地，則分設各該軍訓練班，輪流調訓軍中各級幹部。

另外，有司令長官部巡迴教育組兩組，亦由中、美人員合組而成，分頭巡迴

督訓，實施經過，隨時呈報，工作完成並製作總報告，作為經驗教訓。
74

7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1。
7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1-202。
74 「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巡迴教育第二組督訓總報告」（1944年2月15日），〈遠征軍巡迴教育

報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3-001；何智霖編，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2；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

本）》，第8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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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美國軍械裝備的12個軍的軍、師、團級幹部，需至印度的藍伽訓

練學校受訓，這些幹部先到昆明的幹訓團報到，再分批搭乘美國飛機到印度

雷多，轉乘火車至藍伽。訓期6個月，內容與昆明的步兵訓練班相同。75

技能訓練皆由美軍人員擔任。陳誠以為，美國軍官的教育方法有許多可

取之處，他們凡作戰不需要者不教、不教者不講，對於時間與效率，甚為注

重；又教育時，準備非常充分，每一課教畢，即行測驗，以視受教者之是否

領會。其工作之切實認真，往往非中國人所能及。
76

技能訓練由美軍人員擔任，精神訓練，則由國軍人員負責，陳提倡三不

主義—不恥過、不敷衍、不貪小便宜，
77
並提示要領四點：

（一）革命成敗的關鍵，在革命者個人的窮與富。革命的力量，在革命

者的窮；革命的目的，在求民眾大家的富。

（二）革命者的生活，要能吃在一身、穿在一身、用在一身。

（三）革命事業的根源，是大智、大仁，絕非小聰明、專會替自己打算

者所能成功。

（四）革命者要守窮，如節婦之守節。
78

對於這些精神教育，及講些「人人可以為堯舜」的話，陳誠日後回想起

來，認為未免期望太高，然當時民窮財盡還要打仗，若非如此砥礪自己，別

無他法。他所以如此作，自認有其不得已之苦衷。
79

陳誠另指示編輯《遠征手冊》，內容及於遠征目的、當地兵要地誌與國

75 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

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8輯，頁64。
7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2。
7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陳誠私人回憶資料（1935-1944年）下〉，《民國檔案》，1987年

第2期，頁32。
7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2。
7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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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訓練要旨等，並附有滇西邊區主要異族分布概況，及清人薛福成〈保護

越南議〉摘要、《聖武記》入緬路程摘要等，欲借前人經驗，以完善此次軍事

行動，並期許幹部每人一冊，以備翻檢。
80

訓練而外，陳誠尚推動加強補給、補充兵員、修築道路等工作。關於武

器器材之補給，當時同盟國援助數量甚微，至1942年底，援華物資在美國

全部租借法案中，僅占2.5%。81
雖如此，陳誠仍悉心分配這些物資。5月14

日，陳完成「遠征軍作戰部隊整備計劃」，該計畫目的為使各軍反攻前均照

新編制充實人馬、裝備，並均得相當之訓練時間，俾反攻開始後充分發揮戰

鬥力。計畫採用「遠征軍三十二年軍暫行編制」，該編制與過去不同之處，

在軍內砲兵營與師內步兵團採用美方建議之編制。
82
各軍依新編制整編，至

10月，遠征軍所轄第二軍、第六軍、第五十三軍、第七十一軍、第三十六師

已經整編完成（第五十四軍移防中），另督編之第五、第八、第五十二、第

六○等4個軍，統限9月底以前整編完成。83

兵員撥補方面，發生許多流弊，陳誠嘗試改正。貴節師管區補充兵第

四團朱訪予部撥交第六軍接收是一個例子，該團新兵2,207名於7月16日自

清鎮出發，沿途死亡400餘名，潛逃400餘名，病500餘名，9月1日在安寧

撥交第六軍接收時，連同病兵只有1, 379名。第六軍接收後，由安寧至楚

80 「遠征手冊」（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

藏，典藏號：008-010701-00068-002；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

（臺北：國史館，2004），頁599-600。
8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
82 「遠征軍作戰部隊整備計劃」（1943年5月14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09。「對遠征軍三十二年暫行

編制之研究意見」（1943年5月18日），〈遠征軍機構及編制研究意見〉，《陳誠副總統文

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4-001。
83 「遠征軍各軍及督編各軍整編概況表」（1943年 10月），〈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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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沿途死亡220名，潛逃26名，楚雄九九陸軍醫院收容309名，實有僅824

名，當中較健康者202名，老弱者425名，輕病者197名。新兵亡、病、潛逃

比率所以極高，乃幹部腐敗所致。如強令新兵挑無法負荷之重物，新兵不

能，便當場鞭打而死，又或新兵與同鄉接談，班長便用磚石擊打，傷重吐血

而死，如此因虐待毒打致死者，不下60餘名。此外，該團長官出發時購買

大批貨物，令新兵挑運，沿途冒領食米，復盜賣過半，餘者官長飽食，新兵

食粥，終日不得一飽。其它剋扣薪餉、無故沒收新兵錢財、視新兵如囚犯

者，不一而足。
84
新兵撐到楚雄後，情況並未改善，幹部視新兵如奴役，令

其充轎夫，對其生活漠不關心，吃飯、睡覺、排泄同在一室，且被毯缺乏，

天雨淋浴，飢寒交迫，致回歸熱、痢疾叢生，傳染迅速，死亡纍纍。
85
陳誠

得悉這些流弊，盡力處置，電各單位長官查辦，並上電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懲

處相關人員。受限史料，尚無法得悉整體究辦狀況，惟陳誠曾電請撤職舞弊

之第九補訓處團長韓邵欽，何應欽復電著即撤職、就近扣留法辦，此人卻早

已返渝，陳誠對其無法做任何處置。
86
除查辦懲究外，陳誠頒布「遠征軍補充

兵滇境行軍食宿疾病補救暫行辦法」，在運輸過程設置補充兵聯絡站、食宿

站、收療站及診療站，欲改善補充兵沿途食宿及減少疾病死亡。
87

84 「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所屬各部隊兵員撥補概況表」（1943年10月），〈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

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0。「呈報貴

節師管區補四團朱訪予部行軍經過情形及第六軍接收情形」（1943年9月24日），〈遠征軍

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
010。

85 「陳廷瓊接兵期間瀆職違法事項」（1943年 9月 24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0。陳廷瓊為第六

軍（軍長黃杰）輜重團第一營營長。

86 「陳誠致何應欽電」（1943年8月12日）、「何應欽致陳誠電」（1943年9月7日）、「陳誠致

何應欽電」（1943年9月9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

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0。
87 「遠征軍補充兵滇境行軍食宿疾病補救暫行辦法」，〈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

《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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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員撥補出現諸多問題，使部隊缺額甚高。從第十一集團軍宋希濂部

的狀況來看，依遠征軍新編制，各師官697人，兵12,593人，以所轄第二軍

第九師為例，有官535人，兵8,026人，待補官162人，兵4,567人。從全集

團軍來看，編制官6,393人，兵100,687人，實際官4,768人，兵57,676人，

待補官1,607人，兵38,753人；官兵缺額4萬餘人，約占37.7%。88
而整個遠

征軍的缺額，計有69,173人。89
又當時所送之補充兵，皆鳩形鵠面，病瘦不

堪，需一個月之調治，方能開始訓練，而訓練期間又至少需3個月，以致影

響攻擊準備時間。
90

滇西多崇山峻嶺，主要交通線只有一條滇緬公路，而該地人口稀少，物

產不豐，糧食運輸困難，故不適合大兵團作戰。長官部為求維持大軍，預備

反攻，乃積極修築道路。
91
編定駐緬鐵路搶修總隊各項經費概算，包括經常

費、臨時開辦費、材料工具費、路軌機車車輛修建費及另加意外費，共計國

幣9千3百餘萬元、緬幣3千4百餘萬羅比。92
公路搶修經費分路段訂定概算，

保惠段為9千8百萬元，惠畹段7千萬元，畹腊段7千萬元，畹八段5千7百萬

元，
93
彌雲公路羊街瀾滄江邊至雲縣段計90億餘元，彌渡至羊街瀾滄江邊段

88 「對攻擊騰龍地區敵人之意見具申」（9月1日），〈遠征軍作戰指導方案及作戰意見〉，《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2-001。
89 「遠征軍作戰準備事項第二次檢討報告書」（1944年3月15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

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68-003。此為1943
年10月27日之數據。事實上，部隊缺額嚴重，是全國軍隊共同的問題。王奇生，〈抗戰

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1期（北京，2014.2），頁124-139。
90 「對攻擊騰龍地區敵人之意見具申」（9月1日），〈遠征軍作戰指導方案及作戰意見〉，《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2-001。
91 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

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8輯，頁60。
92 「駐緬鐵路搶修總隊各項經費總概算」，〈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8。羅比（盧比，Indian rupee, INR）為

印度貨幣，英國殖民緬甸時採用之。

93 「公路搶修經費概算」，〈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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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78億餘元。94
其它如滇緬公路、保山至打黑渡、保山至雙虹橋馬騾道、彌

吳段汽車便道等公路整修工程，以及有線電之鋪設等，長官部皆予推動。
95

陳誠興辦之事甚多，但困難叢生，最大原因為欠缺經費。即就重武器裝

備一事而論，使用該裝備，需騾馬馱拉，要有道路可走。據估計，遠征軍所

屬部隊共需一萬匹騾馬，修築幾千里公路，然此非遠征軍羅掘俱窮之財力所

能負擔者，美國人見此狀，亦無可奈何。
96

整訓工作推動同時，陳誠及其參謀奉蔣中正之命，
97
策定作戰計畫，區

分兩種，一為實行反攻時之攻勢作戰計畫，一為反攻準備期間之守勢作戰計

畫。
98
攻勢作戰計畫方面，5月5日完成的作戰計畫，其方針以恢復中印緬水

陸交通，及協助英印盟軍收復緬甸為目的，於英美盟軍及駐印軍發動攻勢同

時，以一部向緬甸撣部進出，牽制泰國方面日軍，主力由滇西向緬北進出，

逐次攻略騰衝、龍陵及臘戌各要地，與友軍會師曼德勒，包圍日軍於附近殲

滅之；應於8月底完成攻擊準備，攻擊開始時期俟協商後另定。995月10日，

依據上開計畫及1942年12月22日所頒之「反攻緬甸交通整備計劃」，訂定

「遠征軍反攻緬甸交通整備計劃之補充計劃」，搶修通於日方之路段，使遠征

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8。
94 「彌雲公路瀾滄江邊至雲縣段復路工程概算」、「彌雲公路彌渡至羊街瀾滄江邊段復路工

程概算」，〈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8-010701-00070-018。
95 「遠征軍交通整備實施概況圖」（1943年10月13日）、「遠征軍及昆明行營轄區既設有線電

通信線路要圖」，〈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

藏號：008-010701-00070-019。
9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3。
97 「蔣中正致徐永昌陳誠手令」（1943年4月5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

甸〉，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11。
98 「陳誠呈蔣中正電」（1943年5月7日），〈遠征入緬（一）〉，特交文電—領袖事功—對日抗

戰，《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6-057。
99 「遠征軍反攻緬甸作戰計劃」（1943年5月5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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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反攻開始前能集中力量。
100 5月22日，訂定「遠征軍反攻緬甸作戰期間補

給大綱」，估算作戰期間所需糧彈概數及所需各種輸力大小，使補給與兵站

設施有所準備。
10110月12日，又另訂作戰計畫，此案根據蔣中正6月29日所

頒之「反攻緬甸作戰計劃大綱」策定，與5月5日之作戰計劃相同，於盟軍對

緬甸發動發動攻勢同時，以主力攻略騰衝、龍陵，不同之處在進出八莫、九

谷之線時，先整頓態勢，再攻略臘戌，與友軍會師曼德勒。作戰準備完成時

間，延至12月，攻擊開始時機，待最高統帥部命令。102

發動攻勢前，遠征軍採守勢作戰，訂定「遠征軍反攻準備期間作戰指導

腹案」，防制日軍採取先發制敵之攻擊。10月12日，策定「遠征軍在反攻準

備期間守勢作戰指導案」，其目的為掩護反攻準備，並預定以現所占領之怒

江、薩爾溫江沿線及車佛南線為爾後之攻勢發起線；滇西及車佛南方面，應

調整配備、增強工事、固守各要線要點，擊退來攻日軍。
103
此外，長官部調

查滇緬邊界地理、人種、物產、山川、氣候、歷史、交通、教育，完成「滇

緬邊界調查概況」；
104
又調查越南狀況，完成「越南氣候、交通及機場所在

地要件。」
105

陳誠在遠征軍任內，並不能專心致志地工作，因其尚未擺脫第六戰區

100 「遠征軍反攻緬甸交通整備計劃之補充計劃」（1943年5月10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

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26。
101 「遠征軍反攻緬甸作戰期間補給大綱」（1943年5月22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

（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25。
102 「遠征軍反攻準備期間作戰指導腹案」，〈遠征軍作戰指導方案及作戰意見〉，《陳誠副總

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2-001。
103 「遠征軍在反攻準備期間守勢作戰指導案」（1943年10月12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

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4。
104 「滇緬邊界調查概況」，〈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

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29。
105 「越南氣候、交通及機場所在地要件」，〈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

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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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省政府工作，該方面幾乎每日都有戰報和其他重大事項要陳誠裁決處

理。5月上旬，日軍發動江南殲滅作戰（鄂西會戰），106
第六戰區軍事吃緊，

陳誠回到第六戰區指揮作戰，前後歷時兩個多月，7月下旬，復奉召飛渝，

直到8月5日，才又飛回遠征軍任所。9月4日，陳復因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由昆飛渝，歷時二十餘日，於27日

返滇。10月中旬，胃潰瘍症劇作，勉強支持到11月底，仍無法痊癒，乃回

渝調治，離任遠征軍職務。
107

四、人事紛擾與因病卸任

蔣中正派任陳誠出任司令長官時，告以遠征軍之中央各軍「龐雜驕矜，

統屬為難」，已明示整頓遠征軍困難之所在。

陳誠自謂，其於遠征軍最大的問題，非和史迪威之互動，亦非與龍雲之

交往，而為中央在滇將領。在滇諸將，如關麟徵等，剽悍作梗，他們所以敢

於向司令長官挑戰，乃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為奧援。也可說黃埔

前期將領，奉何應欽為首，形成派系，與陳誠相爭。何應欽之下屬兵工署署

長俞大維嘗語陳謂：「公〔陳誠〕與總長〔何應欽〕不協，非中國前途之利。

總長繼承委座〔蔣中正〕，公繼承總長，兩全之策也。何為與總長敵？」陳

答：「此純屬敵人造謠！那有此事？方今日寇未平，共匪未滅，我等同心協

力，報國禦侮之不遑，我何為與總長敵？且委座與我儕，年相若也，死生壽

考，孰先知之？」
108

10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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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69。
10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199-200。
10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 89、260。日記作：「如何能看得清

楚，我們均有死在委座之前之可能，則對余自無問題，不然在彼（何）認為委座死後只

有他，與他作對只有我，那自無辦法使他對余諒解。」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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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以為，軍政部對遠征軍之需要非常不合作。如遠征軍需款5億，蔣

中正已經批准，經手者宋子文欲逕交陳誠，陳再三考慮，此款仍交軍政部轉

發。據陳回憶，後來軍政部今日付幾百萬，明日付幾百萬，橫加掣肘，陳因

此甚為不滿該部貽誤戎機。
109

陳誠對與何應欽之衝突，亦望調和，乃欲任何應欽重要下屬蕭毅肅為參

謀長，希冀藉此打通難關。
110
陳向何情商調用不成，便直接向蔣中正報告，

以去就力爭，終獲任命。原訂借調3個月，後來成為正式任命，即便後來陳

誠因病離任，蕭仍繼續留任，
111
並與陳誠定期聯繫，呈送相關報告。

112
惟成

效未彰，陳誠仍感遇到諸多窒礙。其實，1935年蔣中正決定分期整理全國

陸軍，設立陸軍整理處，調陳誠兼任處長時，陳本不願就任，時人亦懷疑南

京既有軍政部，武昌又有陸軍整理處，同一事有兩單位，如何執行？後來亦

同樣調用中央有關人員任組長，以為溝通橋樑。蔣中正因對部下不能有所偏

愛，以免壞事，也只能如此。
113

鄂西會戰之後，陳誠考慮何應欽對遠征軍的妨害，甚為憤恨，認為「如

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515，1944年3月26日。

10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49-150。
11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49-150。
111 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臺北：書香文化事業公司，2005），頁80。
112 如1944年3月15日呈送「遠征軍作戰準備事項第二次檢討報告書」（1943年10月），〈遠

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
00068-001。

113 陳誠日後對於蔣中正不能偏愛，十分贊同，有深刻體悟，謂：「介公〔蔣中正〕對予，真

是作之君，作之師，惟對部下，猶父母之對子女，不能有所偏愛。我家即有先例。予始

遷祖覽青田山水之勝，居焉。妻生長次二子，妾生少子。父母偏愛少子，二兄嫉之。一

日，三子戲江濱，二兄竟推幼弟入江。時幼弟才三歲，幸為船夫所見，得救。後長次二

房皆無後，惟幼弟中會元，即為予九世祖會元公。向使公墜江死，是父母偏愛之，適以

害之。苟非介公對予有信心，雖百辭修〔陳誠〕何能為？早若會元公，墜入江中矣。」何

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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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欽之流負責一日，即國家之危險始終不能解決也」，
114
但因其地位、職

權關係，對諸事皆無辦法，故萌生辭意，滯留恩施或重慶，不欲前往雲南。

蔣中正望陳誠即赴雲南前線負責，並請林蔚電話轉告其著急之心，惟不便直

接告知，因以陳之辛勞，如催之過急，似有不能體諒部屬之感。
115
時蔣中正

對陳的抱怨，頗為心煩，認為陳「修養未足，客氣猶存，好為勝人與怨疑之

言，令人憂悶。」
116
其後，蔣直接約陳談遠征軍問題，陳表示無任何理由可

以去。其不去，須物色替代人選，如衛立煌、張發奎均可。其若去，亦無辦

法，且第六戰區更為重要。蔣指示不應研究去或不去，只要去，自有辦法，

即俗云船到橋邊自然直、天下絕無無辦法之事，一切須勉強為之，而第六戰

區如有要事，陳可直接負責。蔣的這番言語，使原本預備被責罵的陳，感

到無以應對。
117
蔣感陳「對遠征軍任務甚躇躊畏縮，殊失我望」，

118
陳則感嘆

自謂「對於第六戰區及鄂省府事，事實要求非留不可而不能留；對於遠征軍

事環境關係，決不能去非去不可。可為盾矛之極，奈何奈何。」
119
然而，陳

誠最終看蔣中正可憐，
120
無法拒絕其意，還是於8月5日由重慶飛赴遠征軍任

所。
121

11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62，1943
年6月15日。

11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65、466，
1943年7月9、18日。

116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3年7月22日。

11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68，1943
年7月31日。

118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3年7月31日。

119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66，1943年7月17
日。

120 陳誠8月12日致夫人譚祥信中說道：「然始終非來不可者，完全是老頭子〔蔣中正〕之情

勿能卻，而感老頭子實太可憐也。」陳誠著，何智霖等編，《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

下冊（臺北：國史館，2006），頁527。
12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頁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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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回任後，電呈統一編制，並建議滇西、滇南統一指揮。
122
同時，中樞

有分割遠征軍之議──以陳誠統率保山線（滇西）部隊，龍雲則統率蒙自線

（滇南）部隊。
123
何應欽另提出兩案，一為陳誠兼任昆明行營主任，一為龍雲

兼遠征軍司令長官；對於前者，陳恐龍雲多心，後者則以為與國際有關。
124

此事終無結果，陳誠因此問計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並發牢騷，熊認為

陳有責任心，但攬權太過，婉言促陳反省。
125

9月6日，陳誠又簽呈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表面上的理由是「能力薄

弱，毫無建樹」，
126
實際上是因為遭遇阻礙，難以推動相關工作，認為攻緬必

敗。
127 14日，蔣收到陳函，內心甚為受傷，感慨道：「辭修今日又來文辭遠

征軍職，此人誠無良心、無膽氣，只顧個人成敗榮辱之計者也。此種悍將之

所為，最是令人氣短，培植廿年竟至於此！」又云：「見人冷面則無論矣，

舊部壓迫之難過，甚於外寇之欺淩。」次日，以長篇手書回復陳誠「痛斥其

跋扈恣睢之形態，促其反省，如不再覺悟，則此人不可復教矣。」
128
信函指

出，關於遠征軍事，凡陳所要求者無不遵辦，於公於私以到至極，「現在除

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並告以陳此種態度，

是廢棄國家政府命令與紀律，世界只有陳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施一切，這

種行動態度，「已往軍閥，亦絕不致出此。」最後明告派陳往遠征軍，乃是希

12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52-553。
123 「宋子文呈蔣中正電」（1943年8月16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甸〉，抗

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15。
12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73，1943

年8月21日。

125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8），頁425。
12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54。
1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頁167， 1943年9月13日。

128 《蔣中正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3年9月1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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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立業揚名，而絕非陷於死地，希望陳再加深思一番。
129

陳誠接函後，17日亦以長函回復，明告此次辭職，實因返滇月餘，雖盡

力從事各種準備，但環顧現狀，矛盾實多，非自己能力所能解決。並陳明遠

征軍各種問題：（一）遠征軍事，中樞意見，始終未能一致。除蔣中正外，

他人多不能重視與積極。在蔣當面指示時，默無異議，一至其他場合，則意

見歧出不已，「消極批評者有之，無形擱置者有之，多方牽掣者有之。」（二）

意見不一致之結果，為凡事推不動與辦不通，而表現於地方者，則為系統之

龐雜與紊亂，各有主張，各有根據。（三）中樞紛歧，地方自然變本加厲。

而其最重要之癥結，尤為觀念上始終認為敵人絕不來攻，同時我亦絕無反攻

力量。（四）由於心理與觀念之錯誤，結果部隊紀律廢弛，戰力消失。實際

上即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氣消沉、缺額日多，以及高官生活奢靡、下級

生活壓迫，甚者乃至視缺額走私為維持部隊之正道，以金錢力量為各立門戶

之基礎。（五）綜觀上述，可知今日部隊實際情況，確屬難言反攻，非但難

言反攻，縱令走到緬甸，亦不可能。（六）對於遠征軍有關各種問題，再三

自問，絕對無法解決。忠誠直言非驕矜恣肆，任勞任怨非跋扈專擅。
130
經此

書函往來，陳誠請辭之事，不了了之。
131

陳誠以為遠征軍將領恃何應欽為奧援，實際上，諸將雖的確如此，但也

各有盤算。當時各部隊長以軍隊為本錢，都想保存實力，遠征軍兩大集團第

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及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亦難免有此想法，即

129 「蔣中正致陳誠函」（1943年9月15日），〈蔣中正手稿〉，文件—書函與日記—手稿，《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3-00005-013。
130 「陳誠呈蔣中正函」（1943年9月17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二）〉，特交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0-007。
131 這次的蔣陳衝突，另可參閱孫宅巍，〈蔣介石、陳誠為遠征軍事的一段糾葛〉，《鍾山風

雨》，2011年第6期（南京，2011.12），頁44-46；何智霖，〈抗戰時期蔣中正痛斥陳誠請

辭遠征軍司令長官書函解析〉，《國史研究通訊》，第3期（臺北，2012.12），頁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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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何應欽重要參謀蕭毅肅親自指揮，亦難以調動部隊。
132
再者，諸將對何應

欽亦非完全屈從，關麟徵、宋希濂皆曾向陳誠表示對軍政部的不滿。
133
惟當

陳誠影響諸將利益之時，諸將復集結於何應欽旗幟之下，以為後盾。

「龐雜驕矜」的中央軍諸將中，關麟徵與陳誠衝突最大。在陳誠目前留

下的史料中，對與遠征軍諸將的衝突實例，所述甚少，僅於《陳誠先生回憶

錄：六十自述》中，特別提到關麟徵的名字，但實際上發生何事，關麟徵如

何「作梗」，卻隻字不提。
134
幸關麟徵日後接受訪談及相關人士的回憶，揭露

了這一段史實。

據關麟徵回憶，其因心直口快，很早就與陳誠結怨。1927年蔣中正下

野，關麟徵遭遣散，1928年初蔣復職，派關任警衛第二團團長，當時共有3

個警衛團，陳任警衛司令。其後，警衛團與曹萬順部合併為第十一師，師長

曹萬順，陳誠為副師長，羅卓英為參謀長，三位團長為關麟徵、李默庵、蕭

乾。一日，羅卓英約三位團長談話，要他們聯合黃埔同學，控告曹萬順不夠

資格任師長，並推舉陳誠升任師長。關麟徵年少氣盛（二十多歲），心直口

快，且對陳誠並無好感，首先表示：「要告就一起告，陳矮子並不比曹萬順

高明，可能比曹還要壞。」此話傳到陳誠耳中，為二人結怨之始。此後戰場

上若關歸陳指揮，關均感受刁難。
135

在陳誠受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前，關麟徵的第九集團軍已駐防西南一段時

132 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頁80-81、106-112。
13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35-436，

1943年3月18日。

13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260。
135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頁165-169。此書為關麟徵45

歲以前之傳記，許多故事，為作者親訪傳主所得。尤其與陳誠衝突一段書稿，作者將談

話紀錄發刊前，尚請關過目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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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第一個進入雲南之中央軍。
136
陳就任後，二人為第五十四軍的人事問

題，發生嚴重衝突。據關的回憶，陳就任司令長官之後，第五十四軍軍長黃

維因財務不清離職，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要關保薦接任人員。由於第五十四軍

是陳誠的基本部隊，且陳誠、何應欽不和眾所皆知，關頗感為難，乃即往見

陳誠報告，陳詢關的意見，關認為該軍副軍長傅正模資歷雖深，但不善戰，

乃薦能力頗佳之闕漢騫升任，惟闕升任師長未久，宜先由關的副總司令張耀

明先行兼任，之後再由張耀明保薦闕升任。陳當即同意。過了約2個月，蔣

中正電關，告以第五十四軍人員大事更換，人心惶惶，希注意。但張耀明並

未更換人事。經關查訪，張之副軍長傅正模以未得軍長而搧風點火，假造報

告，並向陳誠說關麟徵要「吃掉」陳的部隊。關乃據實電復蔣中正，此事遂

寢。
137

上述事件查明未久，何應欽又電告關，因張耀明病辭，請另擇軍長。但

張耀明無病且未辭，關乃查究實情，發現有人私刻張之圖章，以其名義捏造

因病請辭的報告。關得知內幕，異常生氣，即報請陳誠辭職，其意在陳若不

查辦搞鬼的傅正模，便准關辭職。經關再三電請，陳仍置之不理。後來，關

親訪陳的辦事處長劉仿舟說明原委，並保證張耀明自動請辭，即保薦闕漢騫

升任軍長，但請予傅正模以記過處分，保全關的面子，使爾後尚有威信指揮

軍隊。關認為，此舉是向陳「無條件投降」，劉當時也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

很好，願立即將此意見電告陳誠，惟仍無回音。不久，陳誠從湖北飛昆明，

關赴機場迎接，陪返官邸，再將此事當面提出，關見陳顧左右而言他，當即

136 1939年冬，日軍進攻桂南，接著進入越南，蔣中正為保衛雲南大後方及緬甸國際交通

線，抽調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率領第六十軍及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率領第五十二

軍，由湖南開入滇南，沿滇、越邊境布防，此為中央軍首次進入雲南。參見杜聿明，

〈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頁32-33。
137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頁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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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激動爆發，「痛陳斥問」兩事原委，陳面紅耳赤，當晚吐血發病，向蔣

中正辭司令長官之職。
138

關麟徵對該事的回憶，有其他相關人士的回憶佐證，惟事件過程略有出

入，尤其對當事人背後的動機，諸多揣測，陸離斑駁。
139
黃維回憶，直指該

事是關麟徵之陰謀：第五十四軍自歸關麟徵指揮以來，關對該部師、團長等

各級幹部施用挑撥、分化、拉攏等手段，欲攫取該部，其後藉補給問題，向

何應欽挑撥，最後搞垮黃維。陳誠上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後，黃維馬上將上述

情形報告，陳傳見第五十四軍幹部，具體了解情況，認為何應欽、關麟徵不

該意氣用事。
140

在陳誠的日記之中，雖未具體呈現事件之來龍去脈，卻多少透露蛛絲

馬跡。如陳誠剛到任時，黃維來見，陳責其經理不清，但相信其人格，而不

滿他人借此事中傷黃，深感「中央負責者之無是非，如人事無問題，縱犯滔

天大禍亦無人過問，如對私人有所不滿，則不擇手段，致〔置〕人於死地，

實非謀國之道也。」
141
足見陳對中傷黃維者感到不滿。其後陳視察第五十四

軍軍部，分別傳見團長以上幹部，得知他們同情黃維，咸以為軍政部不分是

非，專以感情用事，絕非革命政府所應為，陳誠僅強調應重於責己、輕於

責人，提示做人與革命道理，以免因黃維調職而搖動軍心。
1428月9日，陳誠

138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頁179-180。
139 參見張塞峰，〈我所知道關麟徵將軍的一些事〉；王禹廷，〈悼抗日名將，惋念關麟徵〉；

段培德，〈關麟徵與陳誠對第五十四軍之爭〉，俱收入全國政協陝西省戶縣政協文史資料

委員會編，《關麟徵將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頁65-68、71-72、133-134。
140 黃維，〈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

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72輯，頁273-277。最

後張耀明調回原職，以第十八軍軍長方天調任第五十四軍軍長，第五十四軍也脫離關麟

徵指揮，歸長官部直轄，後來歸第二十集團軍霍揆彰指揮。

141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34-435，
1943年3月15日。

14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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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總司令、軍長研究今後作戰方案，散會後，關麟徵提出辭職，陳責以

大義，並多方開導，關最後反應極佳，並云如陳對關不信任，他尚有何希

望？惟這裡提到的「開導」，無法求證於關麟徵的回憶。陳誠私下認為關麟

徵之「幼稚實為可憐」，並自謂「生平自問無論對上、對下、對同志，一本

致〔至〕誠，寧使人負我，而決不做虧心之事也。」
143

關麟徵提出辭職並打消辭意次日，又電請辭職，陳甚為不滿，謂「如

此反覆無常，實可痛也。」
144
陳對關之吃空驕奢亦看不下去，在一次與各總

司令及軍長的會議上，關有「誰報告不吃空額是欺騙長官」與「現在以吃空

額維持軍隊是好幹部」之言，陳聞之不勝感慨，嘆息「良心何在？道德何

在？」
145
又陳評查各將領生活，得知關麟徵夫人僱一看護，每月費一萬五千

元，自謂：「對余不滿者，因余奉令來滇，於彼等頗感不安也。」
146

關麟徵及相關人士的回憶，多認為陳誠發病及辭職，是因為受關麟徵

之氣，觀9月17日陳致蔣函，知關等將領之不服從，當是陳辭職原因之一，

惟並非惟一原因。至於陳的發病，與關麟徵之關係為何？陳誠的回憶錄與日

記，對此毫無所及，若以日記與關之回憶相校，關云他是陳誠自湖北返滇當

日向陳斥問，當晚陳即發病，實則陳早在9月27日便飛返昆明，且是自重慶

飛返，而胃病大作，是在10月12日。147
關的回憶時間點或許有誤，但關對陳

1943年4月7、8日。

14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70，1943
年8月9日。

14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70-471，
1943年8月10日。

14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75-476，
1943年9月26日。

14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77，1943
年10月2日。

14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頁599、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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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怒斥一事，諸多回憶皆有記載，當不為謬。

目前可見的《陳誠先生日記》雖未記載陳誠被關麟徵怒斥一事，但自10

月7日以後，日記被撕去多頁，或有難言之隱。148
又，1944年3月25日陳誠於

日記載：「段錫朋、何子星（聯奎）來談，段似疑余病源於飲酒，余告以余之

病源除醫生診斷所證明外，實由於自己修養不夠。」
149
可見陳誠自承「修養」

是他發病的原因之一，或可間接證明陳因受關麟徵之氣，以修養未足，氣急

攻心，最終導致發病。

14、15兩日，陳誠病況轉佳，適值怒江方面日軍有所行動，陳乃扶病理

事，致夜不成寐。16日並流鼻血，齒牙腐爛，醫師建議易地靜養。陳因電蔣

中正請辭，免誤戎機。蔣乃准六個星期病假，假中日常事務，交由副長官及

參謀處辦理，重要問題，仍須親自裁決。
150

10月26日，蔣中正派林蔚親來探問病況，並攜手諭，請陳注意反攻緬

甸各要點：（一）籌謀方略突破日軍嚴守之怒江各渡口。（二）熟練空軍對於

敵軍各種工事與陣地之偵察，以及俯衝轟炸之熟習與準備，尤其砲兵與空軍

協同動作之實習，更非從速著手不可。（三）對於景東方面增加兵力，且派

有能力之指揮官，以及加強運輸機構、部隊，如能修築臨時飛機場，再使空

軍能作相當之掩護，則效果必更大。
151

此時，陳病況似漸癒，故蔣仍對陳有所指示，令其持續注意反攻緬甸之

準備，蔣尚且贈送一萬元美金作為購藥費用。陳平生未用過外匯，此次為惟

一例外，深感天高地厚之恩，不知如何回報。對於蔣的指示，陳迅與林蔚商

148 目前所留存之陳誠日記，經過陳夫人譚祥檢閱，其若見有不宜公開之處，便整頁撕去。

1943年10月7日至10月18日之日記，皆已不存。

149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514，1944年3月25日。

15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1-212。
15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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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152

11月，陳誠假期將滿，病體尚難復原，呈請蔣中正派員接替。8日，蔣

手令以衛立煌代理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
15316日，衛立煌飛昆明，21日，赴

楚雄就職。陳誠將任內事務交代完畢後，於29日離昆飛渝，在重慶近郊山

洞養病，一住幾達半年，是其平生少有的休閒時期。
154

或謂蔣中正替換陳誠，是因為陳與美國人過從甚密，
155
實則蔣任用陳，

就是因美國因素，鄂西會戰後即便陳誠欲辭，蔣皆不之許，及至陳發病請假

期間，蔣仍派員與陳討論反攻事宜，故此說當可商榷。又或謂陳離任純粹是

因為胃疾發作，
156
此說當為事實，惟陳之精神受關麟徵等之刺激以致發病，

或亦不容忽略。
157

五、結語

1942年的緬甸戰役，盟軍戰敗，國軍一部退回雲南，亟待整頓反攻。陳

誠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深得蔣中正信任，且獲美方支持，故獲派兼任遠

征軍司令長官。陳誠認為，當前不應將重兵遠調，沿江防禦為當務之急，中

國可以失去緬甸，但不能失去重慶，故不贊成遠征軍出兵助英、美達成其戰

略利益。蔣中正令其赴重慶商談，仍內定其出任，但因顧慮參謀總長兼軍政

15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2-213。
153 「蔣委員長致何應欽十一月八日條諭」（1943年11月8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

作戰：反攻緬甸〉，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 020300-
00026-021。

15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3-214。
155 寧志一，〈陳誠緣何失去遠征軍司令一職〉，《文史精華》，2005年第6期，頁41-44。
156 劉會軍、張智丹，〈陳誠就任與被免遠征軍司令的幾個問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19卷第4期（長沙，2013.8），頁254。
157 蘇聖雄，〈陳誠離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之謎──以《陳誠先生日記》為中心的探究〉，《國史

研究通訊》，第8期（臺北，2015.6），頁1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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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長何應欽之態度，遲未正式發布，陳誠為求時效及與何應欽相抗，且欲

早日確認新職，及早部署，乃催促蔣早日確定，蔣方於1943年2月11日正式

發布陳為遠征軍司令長官。

陳誠赴任後，調整其對遠征軍出兵之想法，主張盟軍反攻，不是為單一

國家之利益，而是為共同打擊日本。在任內，他與美國開誠布公，獲得史迪

威之讚賞，史迪威且對陳抱持高度期待。對於雲南在地勢力龍雲，陳誠汲取

過去與閻錫山相處之經驗，不干涉雲南軍政，以避免龍之疑忌，故兩人相處

亦稱良好。

陳誠將司令長官部設於楚雄，一方面位置適中，一方面避免官兵沾染昆

明之不良氛圍，且能避免龍雲疑忌。調整部署而外，陳誠最重要的工作是訓

練，蓋新式軍械及步砲、陸空協同需要一定技術，非訓練不為功。在昆明，

設有軍事委員會駐滇幹部訓練團；在大理，設有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另設

有司令長官部巡迴教育組兩組，巡迴訓練各軍。這些訓練工作，皆由中、美

人員共同負責，國軍得吸收西方先進軍事技術。訓練之餘，陳誠尚推動加強

補給、補充兵員、修築道路等工作，並策定實行反攻時之攻勢作戰計畫，及

反攻準備期間之守勢作戰計畫數種。

陳誠在遠征軍任內所遭遇的阻礙，不是來自美國史迪威，也非雲南軍

政領袖龍雲，而是中央軍內部。蔣派陳上任，目的之一，便是整頓「龐雜驕

矜，統屬為難」的在滇中央部隊。陳上任之後，因諸將恃何應欽為奧援，行

事多遭掣肘，尤其與素有恩怨的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因第五十四軍人

事問題起了嚴重衝突，令陳興起不如歸去念頭，乃多次向蔣中正請辭，卻遭

到蔣的嚴厲斥責。最後，陳在工作勞累、諸事紛擾之下，胃病復發，咯血昏

迷，蔣方准其暫辭遠征軍司令長官。

陳誠對何應欽不滿，兩人互鬥，早為人所知，雙方實代表中央軍中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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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派系。陳在遠征軍任內遭遇的挫折，加深了他對何的不滿，曾與人談何之

為人，咸以為「何年來為人受過，並是非不分，以致眾叛而親未離。」與陳

親近者，並以權臣誤國比何，認為他狹隘多疑、不易共謀，思想落伍、阻礙

人材，又智識不夠，只知享樂自私，無藥可救。
158
陳在遠征軍對何的怨氣，

可見諸其養病時的日記，
159
其深感若不從中央展開徹底改革，則一切皆無辦

法。
160

美國人十分肯定陳誠在遠征軍的表現，對於何應欽，則認為他是「中國

抗戰之罪人」。
161
陳誠與美國人看法相同，

162
其曾與陳儀談中國本身缺點及美

國人對中國之批評，「均感我國所謂三個朋友，誰不明瞭我國之缺點，惟美

國這個朋友比較痛快、肯講出來而已」，陳誠並以為，「除比較痛快外，而且

確實對中國存善意而熱誠，但一般均好諂媚而惡真言，所謂『良藥苦口、忠

言逆耳』，真正革命者應有此種觀念乎？」
163
陳誠個人的思想準備及美國人的

支持，為其日後代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部長之張本。

陳誠自3月12日到職，至11月底離職，在職期間不到9個月，而除去

返鄂作戰、赴渝開會前後占去 3個多月時間，在遠征軍任所的時間不過 6

158 陳誠著，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69、481-
482、499、510，1943年8月4日、12月19日；1944年2月12日、3月13日。

159 蘇聖雄，〈甲申三百年──陳誠日記中的時局和蔣中正（1944）〉，發表於「日記中的蔣

介石兩岸學術研討會」，金門：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近代史學會，2014年12月19-21日。

16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555-556，
1944年5月23日。

161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81，1943
年12月19日。

16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529-531，
1944年5月4、7日。

16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90，1944
年1月15日上星期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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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164
陳離任後，並未完全卸下任務，遠征軍仍會傳遞相關報告供其參

考，
1651944年7月，他終於正式卸下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某於遠征軍，由

於時間甚短，缺乏經費，且遭遇阻礙甚多，難說有何成就，誠如其自謂：

「總之，我在遠征軍任內，僅僅做了一點奠基工作，上層建築尚未著手，就

病倒了，真辜負了國家和委員長對我的付託。」
166
由此短暫的任期，也可看

到其面對阻力或壓力，常表消極或身體出狀況，導致最終的離任。戰後陳請

辭東北行轅主任，便與此時的狀況若合符節。
167

中國遠征軍在陳誠離去後，並未充分改善其問題，
168
以致陳誠休養時聽

到軍中種種情形，「不願聞，亦不忍聞。」
1691944年5月，在美國人催促下，

遠征軍渡過怒江，發動攻擊，兩個集團軍約7萬5千人對上日軍一個師團約1

萬1千人，遭遇重大損失，最終獲得勝利。170

16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0。
165 如1944年3月15日，蕭毅肅呈「遠征軍作戰準備事項第二次檢討報告書」（1944年3月15日）， 

〈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 
00068-003。

16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03。
167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頁122-125。
168 如遠征軍編制數20萬6,642名，缺額高達58,433名。「遠征軍作戰準備事項第二次檢討報

告書」（1944年3月15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

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68-003。
16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495，1944

年1月30日。

170 「遠征軍反攻緬北戰鬥經過」（1945年10月2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

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四），頁449-453。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p. 329-360.〔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イラワジ会戦：ビルマ防衛

の破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頁65-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