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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國共交鋒

■ 國防部上校組長　林承續

1949 年 4 月，因江陰要塞守軍叛變投共者太多，
致國軍防線迅速崩潰，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過長江，
國軍鬥志全無。

《美國民主基金會》於去（106）年 12

月初公布一份報告《銳實力：威權主義影

響力在民主國家中漸增》，無獨有偶，英

國《經濟學人》雜誌於同月專刊亦發文響

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銳實力》，整理了

中共近年對英國、澳洲、紐西蘭、歐盟等

滲透行為。美國總統川普在去年 12月的首

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亦認為中共對美構

成威脅，並延燒至今年 3月美「中」貿易

戰等議題。故中共「銳實力」的影響，已

促成西方各界對其不安與抵制。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於 2017年 12月發表的封面故事
稱中國的「銳實力（Sharp power）」為一把「能穿透文
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Photo credit: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printedition/2017-12-16）

從「江陰要塞淪陷始末」

瞭解中共統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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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銳實力滲透，對我國亦是如此，

其利用「民族復興統一戰線手法」，搭配

所謂「對臺 31條」優惠措施，吸納我國境
內友陸人士，憑藉「以臺引臺」方式，在

我內部形成「口碑宣傳」，企圖在臺灣內

部，複製當年國共內戰時，大陸知識分子

及鄉村民眾受中共宣傳蠱惑，轉向支持共

黨勢力之態勢，此與國軍總政治作戰部的

《中共禍國三十五周年的省思》及傳記文

學社出版的《中共地下黨現形記》內容所

述之中共統戰本質極為相似。

《中共地下黨現形記》一書收錄中共

地下黨分子在國共內戰期間，潛伏於我軍

內部的活動紀錄與史料，以下謹就其中一

篇「江陰要塞淪陷始末」部分，淺談中共

統一戰線運用手段的本質。

江陰要塞簡介

抗戰勝利後，我國於 34年冬成立「江
陰要塞」籌建處，次年 6月正式掛牌，該

要塞是長江吳淞口由海入江的江防咽喉，

素被稱為「鎖航要塞」。經不斷擴充兵力，

統計至要塞淪陷前，總臺共配備德製、美

製重四十餘門和小口徑直射大砲 18門，兵
力約三千多人，該要塞西支南京、東援上

海、背靠無錫，可謂長江防務重要支點，

其工事採山頂多層鋼筋混凝土建築，在當

時配置之兵力、火力及工事防禦，可以「固

若金湯」4字來形容。

重要人物概述

一、 唐秉琳、唐秉煜

唐秉琳時任我軍國防部作戰中校參謀

股長，因其在對日抗戰期間即對政府有所

不滿，遭其弟唐秉煜（中共地下黨員）策

動，連同時任國防部上校參謀的姨表兄吳

廣文，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唐秉琳於江

陰要塞建成後，隨第 1任司令孔慶桂（為
唐員老上司亦是老鄉）赴任要塞參謀主任，

接著升任上校守備總隊長，最後任要塞砲

兵總臺長；故江陰要塞至淪陷前，已遭敵

諜潛伏於其「心臟」裡。

江陰要塞於民國 35年正式掛牌，要塞淪陷前配備德、
美製大砲與三千多名兵力，現要塞遺址規劃為公園與

博物館。（圖片來源：江蘇旅遊資訊網，http://www.
jstour.com/scenic/133.html）

唐秉琳（左）與唐秉煜（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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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戴戎光

37年 5月江陰要塞司令職務出缺，當
時各方保薦名單已有 6名，戴戎光時任陸
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雖經保薦，名字

卻排在後面的第 5名。中共地下黨認為戴
若當上司令，將有助其於未來在我軍內部

進行策反活動；故命唐秉琳利用其任江陰

要塞守備總隊長職務之便，親至南京賄賂

戴戎光，並表達要塞官兵均歡迎其來當司

令的意思，進而取得戴的信任。

後來戴藉由唐的協助，透過關係將勾

選名冊優序顛倒、取得保薦書並以重金厚

禮取得軍務局局長默認等方式，順利被指

派擔任江陰要塞司令職位。

三、 王德容、梅含章

王德容，具黃埔八期和陸大十五期資

歷，原本應能擔任軍中更高職務，但在軍

中一直不得志，調任要塞參謀長後，遭唐

秉琳、唐秉煜、吳廣文等 3人拉攏加入共
黨，共黨並積極活動使王轉任該團團長。

梅含章，前曾幫助戴戎光取得江陰要塞司

令後，隨同調任要塞守備總隊長，後因不

滿戴戎光的人事安排，又和吳廣文是同班

同學，故亦遭約詢加入共黨。

要塞淪陷始末

一、 要塞司令遭架空

唐秉琳於 37年 6月接任要塞砲兵總臺
臺長、吳廣文於 37年底接任要塞守備總隊
長、唐秉煜於 38年初調任要塞擔任少校工
兵營營長，加上要塞參謀長梅含章亦已加

入共黨，至此，要塞主力均遭中共地下黨

控制；又司令戴戎光在對唐秉琳的充分信

任的條件下，江陰要塞可謂完全落實中共

華中工作委員會要求其潛伏黨人「掌握實

力，架空要塞司令」的指示。 

二、 共軍渡江

38年 4月中旬，要塞總臺、大臺幾個
觀測所，不斷發現北岸船隻集中和覆蓋偽

裝的情況，並報告要塞司令戴戎光；戴數

次急電唐秉琳，要求其嚴密觀測，並指示

一經發現船隻集中即予擊沉；惟唐秉琳以

「發現船隻較少，尚不到動用重砲火力條

件，或以火力零散使用射擊效果不高」為

由，建議等共

軍大部隊集結

再行開火，戴

不細查，竟相

信其拖延欺騙

之詞，而無任

何作為。

唐秉琳（後排左3）於要塞淪陷後與其他投共成員的合影。

江陰要塞黃山砲台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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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潛伏在要塞內部的共諜，於 4月
20日半夜看到對岸共軍的渡江約定信號
後，即拆卸砲彈信管並變更射擊口令和射

擊距離，致直到次日午夜 1時共軍強渡長
江，要塞自始至終均未對共軍渡江工具、

人員實施射擊。

之後唐秉琳會同已成功渡江且換上我

軍制服的共軍營長，一起進入要塞指揮所，

俘虜要塞司令戴戎光，共軍更利用虜獲的

要塞重砲，反過來襲擊從北岸南撤的國軍

21軍 145師，造成國軍大量傷亡。

敗因分析

一、 依賴硬體、忽視人心

列寧曾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共黨和任何人的鬥爭，一向不在乎對手的

物質戰力，而係透由「統戰」方式達成，

就是在其對手內部製造分裂，產生矛盾。

案例中的中共潛伏分子，從一開始抗日戰

爭前只有唐秉煜 1人，利用其親戚及同鄉
關係漸次滲透國軍內部，並利用心懷不滿、

利益薰心等人性弱點，吸納國軍內意志不

堅人士，由點至線，逐漸全面發展組織，

最後造成江陰要塞整體淪陷。

武器、彈藥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作

戰時手執武器，遂行戰術指揮的仍然是

「人」，只要是人，就不免有私心及弱點，

然而中共最擅長的就是操弄人心，人心一

旦被操弄，想要戰勝就很難；吾人必定要

識破其用心，時刻警覺，不讓其在我軍或

社會內部製造矛盾及分裂。

二、 軍紀廢弛、心防不嚴

案例中「透由賄絡取得官職、將勾選

名冊優序顛倒、要塞司令官無所用心、識

人不明」等情，均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此

等荒腔走板的電影情節竟在過往國軍的歷

史中真實上演，當時只要要塞內部有任何

國軍幹部驚覺異狀，再往高層反映，想必

結果必不會如此，故「患生於所隙」，我

們更要記取教訓，不可重蹈覆轍，唯有塑

造單位內廉潔正直的環境，才不會提供任

何人企圖在內部分化團結的機會，亦唯有

人人都能提高保防警覺，「見可疑追查到

底、遇問題立即反映」，方能化危為安，

阻止陰謀滲透和破壞。

在共軍俘虜要塞司令戴戎光後，利用要塞重砲反過來襲

擊南撤的國軍，造成大量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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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得宜，
使國府獲生存契機

■ 陳學林

1950 年 5 月，國府在中共發動舟山戰役前，將當地
守軍連帶裝備全數撤回，撤軍行動於6天內秘密完成，
成就保全臺灣防衛實力大業。由於此行動保密得當，
中共於事前絲毫不知。

國共內戰進行到 1949年底，解放軍席
捲了整個大陸，國民黨政府（下稱：國府）

於當年 12月 8日決議遷臺，到了 1950年 5
月 2日海南島陷落之後，國府的控制區僅
剩下臺澎金馬及舟山等大陸沿海島嶼，且

依據當時中共的計畫，極有可能於當年 6
月對舟山群島發動攻擊。當時舟山群島駐

有國軍約 45%的兵力，計 15個師，另有
陸戰隊、裝甲、砲兵等單位；面對解放軍

部署在江浙沿海第三野戰軍的龐大兵力：

包括第七、九兵團計 6個軍約二十萬人、
華東軍區海軍第四艦隊登陸艦 19艘、華東
軍區空軍第四混成旅所屬戰鬥機、轟炸機

五十餘架，以及一次可載運 10萬人的木船
二千餘艘，國府恐將面臨生死存亡之戰。

就地理環境而言，舟山群島距離臺灣

逾五百公里，運補困難，並無防衛優勢，且

當時國府空軍偵察後發現，上海機場已部

署有俄製噴射機，蔣介石評估若中共取得

制空權，舟山將不保，為免當地守軍遭解放

軍殲滅，應將兵力集中至臺灣防衛。蔣遂於

1950年 5月 10日召見浙江省主席兼舟山群
島防衛司令官石覺，指示撤軍事宜，除嚴令

從地理上來看，舟山群島距離臺灣超過五百公里，運補困難

兼之無防衛優勢，蔣介石評估中共取得制空權恐怕舟山將淪

陷而使國軍遭殲滅，是以集中兵力至臺灣。（圖片來源：

Google Map）

舟山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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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外，並要陸、海、空軍協同一致，由海、

空軍出擊佯作攻勢，以掩護舟山部隊撤退。

國防部為使計畫保密，則以「美援及日本賠

償物資運輸計畫」作為代稱。

石覺接獲指示後，當日即返回定海，為

確保機密及保持官兵士氣，以「準備對匪

發動攻勢作戰」名義，將糧彈器材裝船，同

時關閉通訊、控制碼頭、封鎖交通並實施全

面戒嚴。陸軍各部隊分別於 13日至 16日登
船，空軍自 12日迄 18日出動 81架次飛機
執行制空、偵炸敵方碼頭、港口及運輸等

任務，海軍艦砲則向敵海岸射擊，使解放軍

誤以為係國軍反攻前的火力掃蕩。船隊自 5

月 16日上午起，於指定海面集結，在海軍

艦艇護航下陸續啟航，迄 20日止分別抵達

臺灣基隆、高雄等港口。計將舟山全數駐軍

12萬 5千人、戰車 121輛、卡車 180輛及全

部武器裝備彈藥運抵臺灣（此係石覺事後

回憶，惟依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撤臺

官兵計 13萬 9,412人，另有 6艘小噸位船隻

因壞損或不宜海航而遺留）。中共則是在國

府 5月 16日撤退完畢當天始獲悉。

1950年，解放軍進行戰前兵運，打算進攻舟
山群島。

1950年 5月 12日舟山撤離前敵我態勢要圖。
（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https://art.
archives.gov.tw/FilePublish.aspx?FileID=1343）

1950年 5月 12日吳仲直軍長奉石覺命令為舟山西部守備兵
團指揮官，統一指揮軍隊撤往三江口及貓嶼碼頭，登船撤退

至臺灣。該檔案為吳仲直說明該軍撤離舟山之經過及檢討。

（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https://art.archives.gov.tw/Browser.
aspx?Menu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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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大軍及輜重裝備在敵前撤退，其

過程是極易遭致解放軍攻擊的，該項行動

之所以能在極短時間內順利完成，最大原

因歸功於保密得當。以國府當時在臺陸軍

兵力尚不足二十萬人，有舟山部隊加入，

這對國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共方

面則認為舟山撤軍，雖然免除或減少了解

放軍對舟山戰役的人力、物力耗損，但是

臺灣因而集中了四十萬左右的陸軍及海、

空軍，這使得對臺戰役的難度更形增加。

而後韓戰於當年 6月 25日爆發，美國前總
統杜魯門發表中立臺灣聲明，並下令第七

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之後中共派兵參加韓

戰，中共籌劃中的攻臺戰役乃無限期擱置，

迄今未行。

走筆至此，筆者想提供幾個不為人知

的片段作為文章的結尾：一是舟山群島防

衛司令官石覺，他在撤退行動中，拿著雨

傘，捲起褲腳奔走在碼頭與隊伍間指揮，

因連續一週忙碌而疲倦至極，他在返臺的

太昭號座艦上一睡達 10個小時，途中艦上
火警（迅速撲滅），他竟然未被驚醒。二

是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來到岱山島，當時是

中午，他拿起地上不知何人何時喝剩的半

碗水一飲而盡，交代完事情後，匆匆乘著

吉普，一車 7人，駛向碼頭登上一條小艇
到舟山繼續視事。三是副參謀總長郭寄嶠、

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

在 5月 16日部隊均撤離後，他們才搭乘最
後 1架 C46運輸機起飛，技術總隊立即將
機場爆破，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和負責掩

護的 2個團部隊始上船撤離。四是蔣宋美

齡在 5月 20日上
午，帶領著大批

「中華婦女反共

抗俄聯合會」（今

婦聯會前身）成

員在基隆冒著大

雨慰問撤軍，並

致送慰勞品，她

在過程中衣裳盡

濕，但婉拒侍從

撐傘，直至晚間 7時才離去。

不只是廢寢忘食及堅守崗位的大將

軍，或為慰問撤軍全身盡濕的第一夫人，

今日臺灣的榮景是由每位先民努力所共同

形塑的，我們有幸生在臺灣，更應該為此

感恩及珍惜。惟因保密工作沒做好致江山

易主之例，古今中外不勝枚舉，「誰掌握

了情報，便是掌握了致勝關鍵」，「保密」

不僅是在戰時需要，國人在國際局勢詭譎

及大敵環伺下，為了我臺灣的永續發展，

更應謹慎以對做好保密工作啊！

蔣宋美齡為當時中華婦女反共

聯合會的主任委員，曾親率成員

在基隆碼頭迎接舟山抵臺部隊。

參考書目：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

室編，《粟裕年譜》、呂芳上主編，《蔣中正

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瞿韶華主編，《中華

民國史事紀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石覺先生訪問紀錄》、俞濟時，《八十虛度

追憶》、吳聲德，〈舟山保衛戰與撤退之研

究〉、劉維開，〈防衛舟山與舟山撤退〉、劉

毅夫，〈舟山勝利回師三十週年〉。（依史料、

專書、回憶錄出版（作）者筆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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