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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畑俊六日誌》中的武漢會戰

蘇聖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1938年年中，國軍在徐州會戰之後，向內陸轉進，雲集於當時軍政

中心武漢周邊各省。日軍鑒於戰況變遷，決定攻取此處，速戰速決，以

戰逼降。中日全面戰爭規模最大、戰線最長、時間最久、傷亡最巨的會

戰，遂以爆發。1

過去研究武漢會戰的專著、論文十分豐碩。2圍繞於國軍最高統帥蔣

中正，舉凡其政略、戰略、戰術、部署、心態、指揮權等課題，皆有

研究。3然而，中文學界對於武漢會戰日軍方面相關課題的研究，相對薄

1 杜中原、繆經中，〈武漢會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入陳富安、劉光明主編，《武漢

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0。
2 舉要如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頁456-464；劉鳳

翰，〈武漢保衛戰研究〉，《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頁319-391；陳富

安、劉光明主編，《武漢會戰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李夢文，《武漢會戰：

保衛大武漢》（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李永銘，《1938：武漢大會戰》（武漢：湖北人民出

版社，2005年）；陳道闊，《武漢大會戰內幕全解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張洪

濤，《血祭：中日武漢大會戰》（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Stephen R MacKinnon,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 2008). 另
有不少與武漢會戰相關的研討會，如2008年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召開「海峽兩岸紀念武漢抗

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並於次年出版論文集。參見于麗、呂一群主編，《海峽兩岸紀念武漢

抗戰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長江出版社，2009年）。

3 舉要如敖文蔚，〈武漢抗戰時期蔣介石的戰略戰術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頁

128-156；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

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3年4月），頁317-342；敖文蔚，〈蔣介石與武漢

抗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頁14-20；蘇聖雄，〈論蔣委員長

於武漢會戰之決策〉，收入王文燮等著，《國防大學慶祝建國100年「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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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4欲從事中日兩軍的比較研究，更顯困難。

國軍蔣中正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但為中央軍事領導人，他在

武漢會戰時，同時身兼野戰部隊最高指揮官。至於日軍，最高統帥為裕

仁天皇，惟天皇及在日本本土的大本營，並不直接指揮部隊，武漢會戰

指揮野戰部隊的指揮官，係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因此，就武漢

會戰最高指揮官而言，蔣中正與畑俊六在同一層次。

畑俊六與蔣中正相同，有寫日記的習慣。探討畑俊六的日記內容，

可以觀察日軍指揮官眼中的會戰進行，反映國軍的作戰表現，並可比較

雙方指揮官風格之不同及軍制之迥異。因此，本文考察畑俊六武漢會戰

時期之日記，以究明相關問題。

二、畑俊六及其日記

畑俊六生於1879年，1962年於福島縣出席戰歿者慰靈碑揭幕式時

中風去世，享年82歲。他是舊會津藩士畑能賢的次男，生於東京。兄畑

英太郎，長其7歲，自幼庇護俊六的成長，即便之後在陸軍亦然。畑俊

六早年就讀四谷尋常小學、函館市彌生小學校高等科、陸軍中央幼年學

校，成績名列前茅。1900年自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十二期），成績為660

人之中的第二名，同期生有杉山元（日後為元帥陸軍大將）、小磯國昭

（陸軍大將、內閣總理大臣）、二宮治重（陸軍中將、文部大臣）等人，

畑與他們交情甚篤，相互學習。1901年，任砲兵少尉，任職野砲兵第一

聯隊，旋升中尉，參加日俄戰爭，屬乃木希典指揮之第三軍的一員。畑

文集》（臺北：國防大學，2011年12月），頁99-140；林桶法，〈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的決策與指

揮權之問題〉，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1）：和與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12
月），頁163-193。

4 如東哲也，〈從日本戰史叢書和部隊史看武漢會戰〉（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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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戰鬥中左肺遭打穿，身負重傷。戰後，他進入陸軍砲工學校、陸軍大

學學習。1910年，自陸軍大學畢業（第二十二期），成績為51名學員中

的第一名，同期畢業的有杉山元、小磯國昭、西尾壽造（陸軍大將、首

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等人。5

陸軍大學畢業後，畑俊六歷任參謀本部部員、駐德武官、駐瑞典武

官，並在歐洲蒐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情報。返國後，任參謀本部部員、作

戰班長，參與大正七年（1918年）帝國國防方針等的補修及改定。其間

赴中國、西伯利亞出差。1923年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兼軍令部參謀，參

與陸海軍作戰計畫的制定。1925年，率陸軍參謀本部的作戰、要塞、船

舶課以及海軍軍令部的作戰課部員，以一個月的時間自上海乘軍艦至漢

口，偵察各登陸要點。6次年，升任少將，先後出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部長

（戰史）、第一部部長（作戰）。

畑俊六的兄長畑英太郎，於俊六的早期事業發展扮演關鍵角色。畑

英太郎生於1872年，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一名畢業，陸軍大學第三名

畢業，獲賜軍刀。7畢業後參加日俄戰爭，主管兵站後勤，後轉任大本營

參謀。戰後，任參謀本部參謀、駐英大使館輔佐官、駐印武官、陸軍省

軍務局軍事課員、第五十六聯隊長、軍務局軍事課長、航空局次長、軍

務局長、陸軍次官、第一師團長。1929年7月，中國東北軍領袖張作霖

遭炸死後，接替村岡長太郎出任關東軍司令官。1930年5月，晉升陸軍

大將，旋病重去世，享年59歲。若非早逝，英太郎當可在日本陸軍，發

揮更多的作為及影響。8

5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年），解說，頁x-xi。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

1967年），頁260。
7 陸軍大學各期前六名畢業，獲天皇恩賜，前6期賜與望遠鏡，之後賜與軍刀。黒野耐，《参謀

本部と陸軍大学校》（東京：講談社，2004年），頁66-67。畑英太郎係第17期第三名畢業，獲

賜軍刀。

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獄中手記：我が兄，頁52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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畑英太郎在陸軍歷任要職，藉其影響力，多次幫助畑俊六在陸軍的

事業。如俊六駐瑞典時頗不適應，經英太郎運作，始得返國。俊六在參

謀本部，多次藉乃兄之推薦，獲得不次拔擢。俊六因此深深感念兄長之

慈愛恩義，以為若非英太郎，他不會有日後的事業。9

畑英太郎去世後，俊六失去事業的重要支柱。不過，這並不影響畑

俊六日後的發展。1931年，他晉升中將，出任砲兵監。爾後歷任駐滿洲

的第十四師團長、航空本部長、臺灣軍司令官、軍事參議官。1937年8

月，出任陸軍三長官之一的教育總監（另兩個長官為陸軍大臣、參謀總

長）。11月，晉升大將。1938年2月，出任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率部

投入徐州、武漢作戰。10

表1　畑俊六軍職略歷

時間（年） 年紀 階級 期間軍職（任務）

1901 22 少尉 野砲兵第一聯隊附

1903 24 中尉 野砲兵第一聯隊補充大隊中隊長

1905 26 大尉 參謀本部員、駐德大使館副武官補佐官

1914 35 少佐 駐瑞典、參謀本部員

1918 39 中佐
軍令部參謀、出差歐洲、陸軍大學教官、參
謀本部作戰班長

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獄中手記：我が兄，頁524-534。
10 1938年12月，畑俊六卸下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職務，轉任軍事參議官。1939年5月任侍從武官

長，獲天皇極深的信賴。同年8月至翌年7月，任陸軍大臣。1941年3月出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

官，任期達3年9個月。1944年6月，獲元帥頭銜。11月，復任教育總監。1945年4月，任第二

總軍司令官，職司日本西部的本土防禦（第一總軍負責東部，杉山元任總司令官）。在駐地廣

島，畑俊六親歷原爆。日本投降後，被編入預備役，結束軍人生涯。以A級戰犯嫌疑犯，羈押

於巢鴨拘留所。1947年11月，遭判終身監禁，下獄巢鴨監獄。1954年10月獲假釋，告別9年牢

獄。1958年正式獲釋。同年，任舊日本陸軍的聯誼團體偕行社會長。1962年5月，中風急逝。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解說，頁viii-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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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年） 年紀 階級 期間軍職（任務）

1921 42 大佐
野砲兵第十六聯隊長、陸軍野戰砲兵學校教

導聯隊長、參謀本部作戰課長兼軍令部參謀

1926 47 少將
野戰重砲兵第四旅團長、參謀本部第四部

長、參謀本部第一部長

1931 52 中將
砲兵監、第十四師團長、航空本部長、臺灣

軍司令官、軍事參議官、教育總監

1937 58 大將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侍從武官長、陸軍大
臣、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元帥、第二總軍
司令官

畑俊六與乃兄一同，學習成績極其優秀。他的歷練，從中央到

地方，從國內到國外，非常豐富。從少尉一直到大將，花了 36年時

間（表1）。中日戰爭初期擔任德國在華軍事顧問的施太乃斯（Walther 

Stennes），認為畑俊六「確是一個優良軍人」。11岡村寧次出任第十一軍司

令官往見其上級長官畑俊六時，感到畑態度誠懇，能信賴下屬，使岡村

決心效法。12曾在畑俊六任砲兵監時擔任下屬的額田坦，評其能通大局、

外柔內剛、識見高邁，為會津武士的一個典型。13畑的另一位屬下參謀，

也誇讚其誠實、不說謊，非常平易近人，對部下毫無架子。畑俊六既有

如此人格，可能是天皇亦對其信任甚篤的重要原因。14

畑俊六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現藏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其來源是戰後他於巢鴨監獄出獄後，所親自贈與。含括時間，自昭和4

11 「施太乃斯呈蔣中正情報摘要」（1938年3月26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蔣中正

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10-027。
12 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336。該書譯自岡村寧次著，稲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大将資料〈上〉戦場回想篇》（東京：原書

房，1970年）。本書為教育日本自衛隊而編，內容主要為岡村寧次的日記、雜感及回憶。

13 額田坦，《陸軍省人事局長の回想》（東京：芙蓉書房，1981年），頁344-346。額田坦最後升任

陸軍省人事局長。

14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解說，頁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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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29年）10月，至20年（1945年）3月。日記經由學者伊藤隆、照沼

康孝整理，於1983年重新打字出版《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

書房，1983年3月）。該日記特徵，非如一般日記記載個人每日行動、

想法，多是記錄畑於日常公務所獲重要訊息；對於畑個人的考慮、意見

較為欠缺。15不過，其中仍承載史學研究重要訊息。

畑俊六於昭和3年（1928年）至4年（1929年），及昭和20年（1945

年）至23年（1948年）在巢鴨監獄的日記，另收入軍事史學會編，伊藤

隆、原剛監修的《元帥畑俊六回顧録》。16尚有部分獄中日記及釋放後的

日記，收入小見山登編的《巣鴨日記》。17中日戰爭時的畑俊六日記，主

要收入《陸軍：畑俊六日誌》一書，為本文主要引用史料。其中，編者

可能會將一些隱私或與個人名譽有關之處刪除，18本文研究時特別留意。

三、武漢備戰與先期作戰

中日戰爭時的日本軍隊編制，由高至低，依序為總軍、方面軍、軍、

師團。師團是戰略單位，戰時編制約25, 000人（四單位師團），相當於

西方「軍」（Corps）的規模。19

中日戰爭爆發之初，日本軍隊最高編制是軍，有朝鮮軍、臺灣軍、

關東軍、支那駐屯軍等4個軍，共17個師團。隨著戰事擴大，增設上海

派遣軍等單位，於是開始有必要在軍上面設立統合機構，遂增設「方面

軍」，總括數個軍。最早出現的方面軍是1937年8月底設置的北支那方

15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解說，頁vi-vii。
16 軍事史学会編，伊藤隆、原剛監修，《元帥畑俊六回顧録》（東京：錦正社，2009年）。

17 小見山登編，《巣鴨日記》（東京：日本文化連合会，1977年），此書增補新版為小見山登編，

《元帥畑俊六獄中獄外の日誌》，前篇「巣鴨日記」、後篇「陋廬日誌」（東京：日本人道主義協

会，1992年5月）。

18 川島真，〈近代日本政治人物與日記──日本史學界對其史料價值與運用方法的討論〉，收入呂

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公司，2011年4月），頁65。
19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2版），頁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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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軍，下轄第一軍、第二軍。11月，設置中支那方面軍，轄上海派遣

軍、第十軍。1938年2月，中支那方面軍、上海派遣軍、第十軍建制撤

銷，改設中支那派遣軍，屬方面軍層級，以畑俊六為司令官，駐地南京。

總軍的設置，是在1939年9月，為總括北支那方面軍等所有在華部隊，

設置支那派遣軍（中支那派遣軍撤銷）。首任總司令官為西尾壽造，畑

俊六為第二任，並為任期最久者（1941年3月至1944年11月）。20

負責武漢會戰實際作戰者，為中支那派遣軍。該軍於1938年4月

中旬，與北支那方面軍協同發動徐州會戰。21 5月19日，畑俊六所轄的第

十三師團占領徐州。25日，天皇予以嘉勉。畑俊六與北支那方面軍司令

官寺內壽一，一同在徐州慶賀勝利。22

徐州會戰結束、正式發動武漢會戰之前，日軍已溯長江步步進逼，

奪取長江南北岸要地，作為日後進攻漢口之據點。23 5月29日，大本營發

布大本營陸軍部命令（大陸命），命令中支那派遣軍以一部占據安慶附

近。24中支那派遣軍遵照大陸命，6月1日所屬第六師團從廬州附近陸路

南下，並以波田支隊與海軍協同溯長江攻略安慶。25

畑俊六於6月4日午後2時，從司令部所在之上海乘飛機至南京戰鬥

司令所，復於5日午後2時飛赴廬州，向第六師團長稻葉四郎以下官兵，

發表有關攻略安慶的訓示。4時即返歸南京。26畑俊六觀察到，由於和

20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2編：軍事

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7月），頁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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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頁41-43、62-63、87-88；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

事典》，頁348、351、353。
21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

2018年），頁173、176、181-182。
2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3-134。
2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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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3、117-125。
24 「大陸命第百十一号」（昭和十三（1938）年五月二十九日），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說，《現

代史資料：日中戦爭（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頁251。
25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東京：芙蓉書房，1978年），頁230。
2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6。



324 日記與民國史事

縣、巢縣、廬州周邊的破壞十分澈底，第六師團對補給路線之設定頗為

不安，且廬州附近住民抗日意識高漲，師團作戰相對困難。27 6日午後，

又赴鎮江至波田支隊發表關於攻略安慶之訓示，6時返京。28畑復觀察到

時為梅雨季節，道路泥濘，部隊前進、補給困難，因此頗為憂慮。9日，

畑見雨勢漸止，也打開愁眉，特別在日記記下他的情緒。29 13日，他聞知

波田支隊昨晚8時攻進安慶，並於本日上午7時將城內掃蕩完畢，國軍

沒有多大抵抗，感到十分值得慶賀。30

攻下安慶之後，海軍第十一戰隊與波田支隊寄望一舉攻至九江，畑

俊六以為安慶至九江之間的馬頭鎮與湖口，偵查不足，發動進攻必須有

所戒心，乃派派遣軍參謀副長武藤章赴安慶傳達此要旨。31 17日，第六師

團冒著惡劣天候，攻下潛山。32

在派遣軍溯江西上同時，日軍進攻武漢的計畫繼續擬訂。6月15

日，畑俊六聞黃河為國軍所潰決，水勢滔滔向東南流到淮河及派遣軍

占領地區，感到國軍之「暴舉」誠令人憎惡，漢口作戰之構想可能生

變。33 18日，大本營發布大陸命，企圖於秋初攻略漢口，以中支那派遣軍

沿長江及淮河逐次向前推進，以備之後的作戰；北支那方面軍應確保現

有占領區域，掃蕩區域內殘敵，並以一部策應中支那派遣軍之作戰，牽

制北方之敵。34 20日，派遣軍依據大陸命，擬訂一案，由派遣軍第一課

2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6。
2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6。
2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7。
30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7。
31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7。
3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8。
33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8。
34 「大陸命第百十九号」（昭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說，《現代史資

料：日中戦爭（二）》，頁259。畑俊六將6月18日大陸命記於6月24日日記之中。伊藤隆、照沼

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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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作戰）參謀公平匡五中佐攜赴東京。35

計畫擬訂之際，派遣軍繼續沿江西進。波田支隊於6月26日進攻馬

頭鎮。由於海軍遭國軍水雷攻擊，陸戰隊一中隊約180人沉沒江底，行

動頗為消極，畑俊六有以陸軍獨立攻略湖口之決心。36波田支隊遇國軍2

個師，海軍又受水雷所阻，畑俊六以第一○六師團增援，於香口登陸，

在馬頭鎮、青鄉附近集結；惟感到第一○六師團不慣戰鬥，上陸攻擊頗

為拙劣。37 29日，波田支隊占領彭澤，繼續準備向湖口前進。38 7月5日，

占領湖口，畑俊六估計波田支隊死傷900名以上，感其作戰頗為迅速勞

苦。39

為發動武漢會戰，日軍於6月底編成新的第十一軍，司令官為岡村

寧次中將，參謀長為吉本貞一少將。7月5日，大陸命發布，將第二軍、

第十一軍隸屬畑俊六之下。40當時日軍共有34個師團，中支那派遣軍即

擁有14個師團，總數最多。派遣軍轄第二軍及第十一軍。第二軍司令

官東久彌宮稔彥王中將，轄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3個師團；第十一

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中將，轄第六、第一○一、第一○六、第二十七等

4個師團及波田支隊；派遣軍直轄第三、第九、第十八、第一一六、第

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等7個師團。41兩軍司令官之後親赴南京請見畑

俊六，雖畑俊六職位階級高於東久彌宮稔彥王，但由於後者為王室，畑

對其態度特別恭敬。42

派遣軍重新編成之後，公平匡五從東京返回南京，於7月6日向畑

35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8。
3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1-142。
3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2。
3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3。
3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3。
40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3。
4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108、114-115。
4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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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六報告大本營的作戰規劃：第二、第十一軍於9月上旬攻略漢口附近

地區，目標為要地攻略及消耗國軍戰力。主作戰由第十一軍負責，使用

於長江右岸（南岸），第二軍任務為牽制國軍，於光州附近依狀況向信

陽或漢口前進；漢口作戰後，接著將實行廣州作戰，此時中支那派遣軍

作為策應，向長沙附近進出。43畑俊六得悉大本營規劃次日，恰為中日全

面戰爭爆發一週年，他感慨日軍未能速戰速決，希望戰況能夠樂觀。44

派遣軍繼續前進。7月23日，波田支隊在午前2時於九江東南方鄱

陽湖西岸強行上陸成功，並逐次擴張戰果。次日，畑俊六獲報，以為足

堪慶賀。45 25日，波田支隊、第一○六師團攻入九江，26日掃蕩完畢。

畑俊六深感國軍砲兵造成派遣軍苦戰。46

以上沿長江兩岸西上的作戰展開近2個月後，第二軍沿淮河流域、

大別山北側的作戰準備，也開始進行。然而，由於淮河鐵道橋流失，部

隊集中延遲。第二軍參謀長町尻量基少將到上海的派遣軍司令部，與相

關人員進行研究，決定8月下旬第十三、第十師團從現在之戰線出發，

向光州、商城之線前進，此案並獲畑俊六認可。47

畑俊六在指揮作戰之餘，同時關注政略的發展。這部分的業務，主

要由中支那派遣軍特務部負責。6月10日，他聽取特務部長原田熊吉少

將關於策動唐紹儀反蔣的工作。48 21日，聽取特務部塩澤清宣大佐報告國

民政府法幣暴跌的策略。49 23日，為聯絡唐紹儀而赴東京的原田熊吉返南

京，報告東京五相會議中提出的陸軍省草案，及陸軍次官東條英機要原

田傳達之事項。畑俊六詳細抄錄這些於日記之中，內容包括當前作戰目

43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4。
44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4。
45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7。
4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7。
4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1。
4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7。
4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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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使國民政府實質潰滅，應確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及贊同利用唐紹

儀的反蔣運動等。50

在25日的日記，畑俊六復抄錄大本營在17日策定的第二期謀略計

畫。其內容為樹立唐紹儀及吳佩孚等中國「一流人物」之政權，是為「鳥

工作」，當中包括使臨時政權、維新政權及蔣政權合流之鳩工作或其他

鷹工作、鷺工作、鷲工作、鳶工作等；另有「懷柔歸服」蔣政權下雜軍

的「獸工作」，如對宋哲元軍的狐工作、對閻錫山軍的狸工作；至於對桂

軍李宗仁、白崇禧，有「山工作」；對於操縱各地銀行使法幣崩落，有

「海工作」。51 30日的日記，復抄錄「吳佩孚的時局收拾案」，以及「親日

家」曹汝霖6月上旬的意見，後者要點為不贊成攻略武漢，因國民政府

將更為後退，與英法蘇關係益加緊密，最後可能全中國被共產黨赤化。

故應攻陷隴海線全線，奪占洛陽、長安，平漢線日軍攻至鄭州、漢口間

即可停止，爾後進行和平工作。52

為了對華施展謀略工作，大本營在華設置新的特務機關，以土肥原

賢二為首，畑俊六也在日記抄錄五相會議關於土肥原的謀略計畫，及參

謀總長給派遣軍的「謀略實施計畫」。53

7月28日，陸軍次官東條英機為巡視朝鮮、滿洲、華北，經過上海

與畑俊六相見，攜帶五相會議決議事項「今後的支那事變指導方針」、

「支那現中央政府屈服的場合的對策」、「支那新中央政府樹立指導方策」

等，畑俊六將之全部抄錄於日記之中。54 8月19日，畑俊六復於日記全文

抄錄7月19日五相會議決定的「支那政權內面指導大綱」。55

50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39-140。
51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1。
5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2。
53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1。
54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8-149。
55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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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國情報或動態，畑俊六亦甚關注。6月24日，他獲美國駐日

大使從美國駐華大使來的密報，稱蘇聯與中國締結「蘇支協定基礎事

項」，內容包括蘇聯空軍直接援助中國、國民政府聘用蘇聯政治軍事顧

問等；又聞英法蘇中印將開會商討日軍在華南用兵的問題，企圖強制調

停。56 7月7日，聞法中協約成立，法國支援蔣政權、援助武器，作為補

償，獲得雲南省99年的租借權。57 10日，派遣軍的顧問、上海經濟要人

吉田久四郎，向畑俊六報告英國對華之態度，並特別關注經濟問題。次

日，至東京請示中國金融問題的塩澤清宣，返回南京向畑俊六報告內閣

對於英美、長江航行權等的態度。58 31日，畑獲得美國對中日交戰的態

度：美國對遠東情勢實行不干涉主義。又獲報7月11日在漢口召開的祕

密會議情報，該會議由中英法蘇代表召開，決議實行漢口防備作戰，漢

口政府機關與蘇連絡者移轉重慶，與英法連絡者一部轉移昆明。59

7月底，張鼓峰事件爆發，日蘇在蘇滿邊境衝突。畑俊六關心戰事

發展。8月1日，在日記記下事件過程。次日，從東條英機的通報，得知

日本對張鼓峰事件採取不擴大主義。60 8月12日，聞昨日日蘇已會談決定

停戰。61

四、向武漢發動總攻

1938年 8月 22日，畑俊六領受關於漢口攻略的大陸命及大陸

指62──中支那派遣軍和海軍協同攻略漢口附近要地，並盡力擊破多數

5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0。
5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4。
5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5-146。
5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49。
60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0。
61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2。
62 「大陸指」為參謀總長根據大陸命，發布的大本營陸軍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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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軍。會戰遂正式展開。63 24日，畑視察第二十七師團（屬第十一軍）司

令部，師團長本間雅晴向其報告狀況。25日，第二軍司令官東久彌宮稔

彥王自上海飛廬州，畑赴機場送機。27日，畑赴德川航空兵團司令部巡

視，繼而巡視藤田第四飛行團司令部。28日，巡視中支那碇泊場監部。

29日，獲報第十師團（屬第二軍）先遣隊占領六安，第十三師團（屬第

二軍）亦於該地以南渡河。畑俊六感到此戰之不易──戰地天氣炎熱缺

水，道路且遭國軍澈底破壞，第十三師團因此產生大量病患。64

日軍進展未若預期。9月5日，畑俊六在日記記到，受到第十一軍正

面廬山西麓國軍20個師的阻擋，第一○六師團攻擊進展並不如意，損害

頗大；由於地形艱難、氣候炎熱、國軍陣地構築巧妙等原因，日軍受到

意料之外的困難，攻擊因而延宕，前途絕非樂觀。6日，為推進整體戰

局進展，畑下令第二軍一部往光州、商城一線繼續前進，突破大別山山

系；以主力向漢口北側地區前進，策應第十一軍長江北岸部隊，攻擊信

陽國軍，並切斷平漢鐵路。65 12日。畑記到第一○六師團、第一○一師團

戰力皆有不足，受敵頑強抵抗，作戰構想為此變更。16日，他在日記提

到第十三師團患病者達七千人，攻擊損傷較重，戰力低下。原先構想以

該師團突破大別山系麻城方面，因實施困難，替之以第十六師團為主力

突破大別山。66

派遣軍發動總攻後，畑俊六雖作為指揮官，統籌戰局，不過對於政

略、外交及日本國內政情，仍不斷關注。8月26日，於日記記到中央同

意與維新政府有關的上海都市建設案。67 27日，大阪商船會社長村田省

63 「大陸命第百八十八号」（昭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大陸指第二百五十号」（昭和十三年八月

二十二日），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說，《現代史資料：日中戦爭（二）》，頁271。
64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3-154。
65 該命令以中支作命甲第七十九號發布。「中支那派遣軍命令」（1938年9月6日），〈中支那派遣軍

命令綴　昭和13年7月14日～13年12月31日〉，《陸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 11112057100。
6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6-159。
67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4。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係1938年3月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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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等來訪，與談日本外相宇垣一成對英外交的困難。同日，土肥原賢二

來電告以華北目前治安特別惡化，正全力改善；推舉吳佩孚等成立新政

府，頗為困難。9月2日、4日，畑俊六於日記以相當篇幅記錄日本中央

有意在華樹立新政權，並將「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未定稿，全文抄錄

於日記。68 9月13日，於日記記下北支特務部的情報，該情報來自中華民

國臨時政府首腦王克敏的使者，陳述漢口的狀況，包括蔣中正周圍人士

的態度、廣東及各省的動態等。17日，參謀次長多田駿率幕僚數名到南

京，與畑俊六談日本國內動態。19日，畑俊六在日記抄錄多田駿提出的

「對支文教思想指導要綱」，內容表明澈底禁止抗日言論，促進日中提

攜。27日、28日，抄錄中央立案的「三民主義修正要領」，該要領欲以

修正後的三民主義，促進日滿中共存共榮，防共排蘇。69

畑俊六對於外交的重視，部分是作戰需要。時日本中央有意在武漢

作戰同時，發動廣東作戰；惟進攻廣東，牽涉英國利益，畑因此關注英

國態度。70 9月12日，日本中央決定發動廣東作戰，動員第五、第十八、

第一○四師團，先以第十八師團、第一○四師團於大亞灣（白耶士灣，

Bias Bay）上陸，兩週後第五師團再從虎門登陸。這些部隊，編成第

二十一軍，以古莊幹郎中將為軍司令官。畑俊六為此，再度考慮英國的

態度。71

日本中央確定發動廣東作戰之後，相關準備如火如荼進行。9月21

日，畑俊六飛上海，至第十八師團司令部，該師團因廣東作戰，將脫離

中支那派遣軍的隸屬，畑為此發表訣別之辭。26日，畑俊六在日記抄錄

大本營發動廣東攻略作戰的大陸命，該作戰企圖占據廣東附近要地，切

立於南京的日本傀儡政權。

68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4-156。
6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8-162。
70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7。
71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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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中國的對外聯絡補給線，以快速終結戰局。72

於日記可見畑俊六關切戰局的進展，若與檔案合觀，並可注意到其

鮮少做出細微的指示。日軍分工較為細密，各級指揮所司之職，頗為明

確。畑俊六對下屬的命令，主要是軍事指揮系統、戰鬥序列，以及全局

部署、進攻方向與地點。派遣軍較細的指示，另以參謀長指示下達。73日

後出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與畑俊六一樣，強調司令官要抓

大綱、信賴參謀長。他往往上午安閒自在地釣魚，遇有要事，與參謀在

午餐時或傍晚商討。閱讀的文件、電報及所聞戰情，並不甚多，但能切

實理解與洞察，做出準確判斷。74

日本第二十一軍所轄各部，祕密於9月下旬從駐地上海、青島及大

連出發，10月上旬在澎湖集合。10月12日，奇襲廣東白耶士灣，順利

上陸。75畑俊六聞第二十一軍登陸成功，及第二軍攻略信陽、掃蕩完成，

慶賀至極。其後，武漢及廣東方面的戰事，皆急速變化，日軍進展甚速。

21日午後，第二十一軍攻入廣州。76

廣州失陷之後，國軍開始部署撤退及調整整體戰略。此時武漢地位

已失重要性，國軍如勉強保持，最後仍必失陷，不如自動放棄，保存若

干力量，作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24日晚，蔣中正離開武漢。

25日，電令前方指示轉移兵力部署，及下令武漢實施焦土爆破。77 31日，

發表告國民書，宣示抗戰到底之決心。78

72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60。「大陸命第二百一号」（昭和十三年九月

十九日），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說，《現代史資料：日中戦爭（二）》，頁282。
73 參閱「中支作命」第 35至 125號，〈中支那派遣軍命令綴　昭和 13年 7月 14日～13年 12

月 31 日〉，《陸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 11112057100、Ref. C 11112057200。

74 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266-267、277-279。
75 堀場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東京：時事通信社出版局，1981年），頁199。
7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64-165。
77 「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22日、10月24-25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7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臺北：國史館，2014年12月），頁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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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晚7時，日軍第六師團突入漢口。畑俊六聞之，以達成重

責大任，喜悅至極。26日，畑下令追擊。27日、28日，日軍依序占領武

昌、漢陽。11月2日，畑俊六抵漢口。3日，與各將領及幕僚召開戰勝慶

賀會，畑甚感光榮，情緒激動。其後數日，至各部巡視，聽取實戰報告。

10日，天皇特使到漢口中支那派遣軍戰鬥司令所，傳達聖旨及令旨，並

賜與御煙草及御酒。11日，日軍攻陷岳州。武漢會戰，至此結束。79

五、結論

經本文研究，可獲下列幾點結論：

第一、考察畑俊六的學經歷，可見其學歷優秀、歷練紮實，是日本

陸軍極重要的領導人物。為應付對華戰事，日軍的確派其一流人才指揮

負責。

第二、與一般印象以為日本軍人對華趾高氣昂、不將國軍放在眼裡

不同，畑俊六認識到對華作戰的困難，屢次在日記記載他的憂慮，這個

憂慮可能是因為氣候等環境因素，也可能源自對國軍戰力的估量。總之

從畑俊六的日記來看，雖日軍戰力遠高於國軍，畑俊六作為指揮官，對

戰況卻不樂觀，並未輕視國軍，指揮作戰兢兢業業。日軍奪得武漢之

後，畑俊六極其激動，更顯其對戰況估計之保守。

第三、畑俊六指揮作戰，固然關切戰況，但對所轄第二軍、第十一

軍不多作干涉，放手給各軍、師團主動發揮，其命令為大方向的指示。

似可見日軍指揮官指揮作戰時，與國軍一般指揮細瑣不同。

第四、國軍的最高統帥蔣中正身兼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政略的進

展，尤其關注國際動態，如日蘇是否可能全面開戰等。80日軍分工較為明

79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頁164-169。
80 蘇聖雄，〈「轉危為安」：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心態之考察〉，《抗戰史料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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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畑俊六也非國家領導人，但他相當重視政略與外交，其關注層面，

一為在華扶植新的政權，一為對國府不同軍系派系的謀略工作，另一為

武漢戰局的延伸，如英國對長江航行的態度，或英國對日軍攻粵之態度

等。

頁18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