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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案採訪見聞
▓柯博文

「白狼」張安樂返台，29年前發生

的「江南案」，也再度被提起，我們採

訪過這案件的老記者，又有故事可說。

張安樂在謀刺劉宜良的過程中，並

未直接參與，卻因公布兇手陳啟禮錄製

的保命錄音帶，而成關鍵人物，不僅讓

中華民國政府處境極度尷尬，也引發巨

大政治效應。

「江南案」迄今仍霧裡看花

為何29年過去了風雨還不平息？套

句流行話說：沒有真相。只見兇手，不

見動機。這如何杜悠悠之口？

劉宜良，筆名江南，1984年10月

15日上午，在美國加州大里市（Daly 
City）住家車庫遭槍擊致死，現場殘留

線索極多，美國警方很快查出兇手三

人，是陳啟禮、吳敦和董桂森，均為

「竹聯幫」成員，都不認識劉宜良，沒

有恩怨。那為何刺殺他？

事後，陳啟禮害怕遭人滅口，乃把

殺人經過口述錄製了錄音帶，聲稱自己

是台灣軍情局人員，受局長指示赴美殺

人。張安樂在洛杉磯公布錄音帶後，滔

天巨浪立時拍向台北。

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在美國警方赴現

場勘驗時，指著劉宜良撰寫的新書《蔣

經國傳》說，他因此而死。真如此嗎？

劉宜良出身《台灣日報》記者，

1967年社長夏曉華派他赴美任特派員，

隨後入美籍。

有人說他是三面間諜，拿台灣的

錢，也替中共辦事，同時和美國情報系

統有瓜葛。《汪敬煦先生訪談錄》中對

此有詳實描述。

他撰寫的《蔣經國傳》，對蔣經

國有負面評價，曾在香港的《南北極雜

誌》連載，台灣方面獲悉後，透過他的

老長官夏曉華，以及阮毅成、阮大方父

子和他商議，劉宜良同意修改部分內

容。阮毅成曾擔任國民黨要職，阮大方

則在洛杉磯辦華文《加州論壇報》，新

版《蔣經國傳》就在該報連載刊出。

蔣經國絕無可能為一本書殺人

他被殺前，正準備撰寫《吳國楨

傳》，可能會爆出更多關於兩蔣的內

幕。種種的揣測，均圍繞以上的題目打

轉。或云他因《蔣經國傳》送命，或說

是因《吳國楨傳》，也有說他多面諜，

吃裡扒外而被殺。

官方的說法接近第三種。台灣軍

情系統看不慣劉宜良的複雜關係，派人

「教訓」他，結果闖下大禍。這說法有

疑點。台灣軍情系統到底聽誰的？這麼

大的事，局長敢做決定嗎？局長汪希苓

行事謹慎，和官邸頗有淵源，又在美國

服務過，不至於擅作主張。

有人懷疑蔣經國授意。不過這也

說不通，蔣經國大風大浪經歷多了，何

況台灣那時「黨外」勢力已然抬頭，罵

他的刊物多不勝數，劉宜良的《蔣經國

傳》與之相較，小巫見大巫而已，蔣經

國絕不會因一本書而出此下策。何況，

蔣經國如真介入此事，手法豈會如此粗

糙。

除了蔣經國，還有誰喊得動軍情

局？矛頭乃指向將夫人宋美齡和蔣孝

武。

吳國楨是「夫人派」，《吳國楨

傳》如出版當然讓蔣夫人不快，不過，

1984年時，蔣夫人在台灣已無影響力，

汪希苓固然心懷舊主，但也絕不會聽她

話越洋去殺人。雖然蔣孝武事後極力喊

冤，但很多人是懷疑他的。他和情治單

位關係夠，他說話，會有人聽。

29年前的台灣不是多元社會，再多

疑問，也只私下談，端不上檯面，真相

自然愈模糊。

江南案發後的台灣大事表

劉宜良命案後，台灣發生一連串大

事，影響都頗深遠。現在依時間順序，

列舉如下：

1984年10月15日：劉宜良被殺。

1984年11月12日：展開「一清專

案」，逮捕陳啟禮、吳敦及其他4000名
黑道人物。

1985年1月11日：張安樂在美把陳啟

禮錄音帶交給FBI。

1985年1月13日：軍情局長汪希苓、

副局長胡儀敏、處長陳虎門被捕。

1985年4月4日：軍法審判汪、胡、

陳等三人，陳啟禮到庭作證。

1985年4月9日：台北地院判陳啟

禮、吳敦殺人罪，處無期徒刑。

1985年4月19日：汪希苓被判殺人

罪，處無期徒刑，胡儀敏、陳虎門被判

幫助殺人，各處2年6個月徒刑。

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

《時代雜誌》專訪時表示，他「從未考

量過」由蔣家人接班。

1985年10月11日：劉宜良遺孀崔蓉

芝在美國控告我政府，請求3億餘美元賠

償。

1985年12月15日：蔣經國在國民大

會宣告，他身後「既不能，也不會」出

現蔣家人主政。

1986年3月：蔣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1月25日：蔣經國拒絕與劉宜

良遺孀崔蓉芝和解。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

輝接任總統。

1990年8月28日：我政府與崔蓉芝

和解，同意支付其「撫慰金（Exgratia 
Payment）」145萬美元，但不承認在

「江南案」中有責任和錯誤，崔蓉芝同

意不再追訴台灣當局。

若仔細分析上述大事表的因果關

係，或可對「江南案」有較清楚的看

法。

森嚴的軍法大審汪希苓

政府藉軍法審判汪希苓來表示對

「江南案」的態度。

軍法審判的地點是在現今景美人權

文化園區，「美麗島事件」的被告也是

在這裡接受審判。

這兩次審判，筆者均奉派前往採

訪，滋味不好受。戒嚴時期，軍事第

一，到這裡採訪的眾記者，都先在新聞

局集合，驗明正身，然後集體乘車前

往，一下車，一股肅殺之氣撲面而來，

憲兵森森荷槍列隊警戒。那時還沒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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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記者身上都帶BB Call，有一位同業

剛進法庭，BB Call就響了，眾憲兵緊張

萬分，那記者被帶出搜身，還得解釋什

麼是BB Call，折騰好一會才放回來，於

是我們趕快把BB Call 給關上，免得找麻

煩。

在採訪前，新聞局官員就告訴我

們，在軍事法庭旁聽，審判長就位後，

一干人眾就只准出不准進，換句話說，

你要想上廁所，出了法庭就不准再回

來，所以當天起床後就不敢多喝水，還

有人傳偏方，說吃一顆水煮蛋，就可以

減少小便。

以採訪「美麗島事件」的經驗，上

午8點開庭後，一直要到快1點才休庭，

下午接著來，非常辛苦。而且法庭不得

帶錄音機，那時代也沒有手機、錄音筆

之類的東西可以偷錄，所以一切要靠手

寫速記，沒有桌子，座位也很窄小，遇

到這類新聞，報社總會希望多派幾人前

往，以互相補漏比對，以免錯誤，但是

旁聽席次有限，每家報社只能派兩位文

字記者採訪，至於新聞圖片，由中央社

統一發稿，而電視台那時只有台視、中

視、華視三家，則抽籤代表進入攝錄幾

個鏡頭後就得離開。

採訪記者吃足苦頭

汪希苓等三人都穿西裝，沒有打領

帶，汪的神色似乎有些憔悴，但還是很

從容的走入法庭，胡儀敏、陳虎門跟在

後面。胡儀敏好像很緊張，在法庭上一

直保持立正的姿態，陳虎門戴著一副金

邊粗框眼鏡，看上去有點不太在乎，答

訊時的聲音也最大。

汪希苓不承認有上級交代的事，說

陳啟禮曾託導演白景瑞邀約他吃飯，他

於1984年8月2日回請他們，在飯局上提

到劉宜良，陳啟禮認為這種人應該教訓

教訓，他隨口附和幾句，根本沒提到如

何教訓，沒想到陳啟禮真去殺他。

審判長又提陳啟禮以證人身分對

質。陳啟禮就沒有汪希苓等人的待遇

了，他被兩名憲兵一左一右緊抓左右臂

押解出庭。他說汪希苓在1984年8月2日
指示他，去利用美國「竹聯幫」教訓劉

宜良，後來他到情報局受訓，汪又當面

要他殺死劉宜良，而且不能留活口。

汪希苓坦承把劉宜良的照片、住

家地圖，讓胡儀敏交給陳虎門，再轉交

陳啟禮，但他辯稱，這也不是什麼機密

資料，既然吸收陳啟禮做線民，當然就

要信任他，陳啟禮要這些資料，就給他

了，可是未曾料到他會到美國殺死劉宜

良。

汪希苓還說，政府早就禁止暴力制

裁，陳啟禮只是情報局的線民，怎會交

給他什麼殺人的任務，像陳啟禮這麼作

案，破綻百出，世界上最笨的情報機構

也不會這麼做。

汪希苓倒是說出了許多人心聲。或

許電影看太多，情報單位殺人似乎家常

便飯；殺了人卻露出那麼多馬腳，真是

笨到家。

「江南案」為何那麼多破綻

為什麼那麼笨，由汪希苓辯護律

師劉樹錚和陳啟禮的問答，可以略知梗

概。

劉樹錚問陳啟禮，是不是情報局

掩護他去美國的？有沒有執行的計畫？

有幾個執行的方式？有沒有領取執行的

器材？有沒有經費？有沒有受過相關的

訓練？有沒有安排接應？有沒有撤退計

畫？陳啟禮回答很簡短，他說情報局只

指示他用美國竹聯幫的力量去對付劉宜

良，既沒有經費，也沒有計畫。

事情實在很烏龍，但陳啟禮回答的

應是實情，如果計畫縝密，美方豈會那

麼快就破案。

胡儀敏支持汪希苓的說法，而陳虎

門則一口喊冤，說他只是奉命辦事，怎

會被捕上軍事法庭。

還記得審判長問了一個問題，被陳

虎門消遣一頓。

原始問答已記憶不清了，但大意是

審判長問陳虎門說：「你知不知道刺殺

劉宜良的命令是錯誤的，你為何還要服

從？」陳虎門有些啼笑皆非的樣子反問

說：「法官你也是軍人，上級有命令，

你能在判斷是對是錯之後才服從嗎？何

況我幹的是情報，對命令只有服從。」

胡儀敏、陳虎門則說他們都是奉

命行事，把資料交給陳啟禮。陳啟禮則

說，他在去美國之前，還跟陳虎門約好

了暗語，「生意做成了」就是刺殺成

功。陳虎門對於這一點堅決否認。

陳啟禮：我怎會見到比汪更大的官

一場軍法大審，宛如一場大戲，但

劇本不夠周延。

汪希苓被判殺人罪，就是認定他

主謀，如果政府早就禁止暴力制裁，汪

希苓是幹練的情治主管，尤其他幹過華

府我代表處國安局顧問，不會不知道派

人到美國殺一個美籍華人的嚴重性，為

何出此下策？就憑8月2日餐會的慷慨激

昂，他就會交代陳啟禮去行刺？難免讓

人懷疑背後另有高人。

如果真有這個高人，情報單位一向

單線領導，除了汪希苓，真的沒旁人會

知道，別說陳啟禮夠不上，連胡儀敏、

陳虎門都狀況外。汪希苓不說，就沒真

相了。

陳啟禮在台北地檢處審理時，檢

察官問陳啟禮，有沒有比汪希苓更高層

的人對他下令，陳啟禮說以他的身分，

怎會見到比汪希苓更大的官。台北地檢

處先後有兩位檢察官偵辦該案，一是張

清雲，一是襄閱主任檢察官謝文定，陳

啟禮對他們的說辭和在軍事法庭說的一

樣。筆者猶記得張、謝二位檢察官在接

受採訪時的慎重。

陳啟禮的說法，出獄後也一直如

此，到他往生前，筆者都沒聽過他有不

同說法。

果然由汪希苓扛全責

休息時，眾記者打趣說，看樣子

要把責任讓汪希苓一個人扛了，整場軍

事審判，都已經事先談好了。有位記者

說，你們看到審判長頭頂上的天花板，

有根突出的管子嗎？那是攝影機的鏡

頭，後面有高人在監看，審判長是聽指

示問案的，在美麗島審判時，就有這根

管子，現在仍舊在。等回庭時，果然看

到那根管子很像偽裝的攝影機鏡頭，而

且回憶在採訪美麗島審判時，的確也

有。

陳虎門是天廚餐廳老闆陳萬策的

兒子，排行老三，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筆者和他還蠻熟的，他以家屬身分也來

旁聽，休息時看他一個人躲在角落處拭

淚，筆者去安慰他，他說他們陳家一家



34 35

2013年9月《僑協雜誌》142期 2013年9月《僑協雜誌》142期

人都愛國，他父親自小就追隨劉安琪將

軍，無役不與，幾度在戰場上受傷，幾

乎送命，他們兄弟自小就知道要愛國，

陳虎門卻就是因為服從命令、愛國，結

果被送上軍事法庭，要判刑，令人太難

過了。

根據汪希苓等人的陳述，也可以列

一張事件發生表於下：

1984年8月2日：汪希苓在軍情局永

康街招待所回請白景瑞、陳啟禮，席中

談到要教訓劉宜良。

1984年8月14日：陳啟禮化名「鄭泰

成」，在軍情局接受四天半講習。

1984年9月14日：陳啟禮赴美，陳虎

門送行。

1984年10月15日：刺殺劉宜良。

1984年10月21日：陳啟禮返國，陳

虎門接機。

1984年11月24日：陳啟禮見汪希

苓，報告刺殺劉宜良案，陳說汪誇他是

大功一件，汪卻說陳闖了禍，他無法和

上級交代。

果不出所料，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果

就是讓汪希苓負主要責任。胡、陳二人

只是陪榜。至於是否有更高層？就不要

想在這種場合找答案。

「一清專案」目標就是陳啟禮

「一清專案」是「江南案」曝光後

展開的掃黑行動，總指揮中心設在警備

總部，台北市由警察局長顏世錫負責，

坐鎮長安西路的勤務教育中心，各分局

與警備隊調來幾達千名警力，於上午8點
勤前教育後同步展開掃蕩。

筆者至今仍模糊記得，指揮中心的

大禮堂裡，擠滿了高階軍、警官與採訪

記者，軍、警用電話鈴聲不絕，人聲鼎

沸。當時還沒有手機和電腦網路系統。

指揮中心牆上掛有好幾大塊黑板，上面

寫滿了人名，有幾名員警接到電話就到

黑板前，在某某的姓名上打個勾，顯示

某某已經落網。當時的感覺，有點像古

時「勾決」。

官方的說法是「一清專案」早於

1984年一月決定肅清流氓時就有的，和

「江南案」無關，但陳啟禮等三人刺殺

劉宜良後返回台北，半個月後「江南

案」被美方偵破，「一清專案」就鋪天

蓋地而來，時間上的巧合，讓人感到

「醉翁之意」，掃黑只是煙幕，目的就

是要抓陳啟禮。

實際上，「一清專案」是嚴重違憲

的行動。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

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

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

之。」

只是1984年還在戒嚴時期，「一清

專案」雖然違憲，但誰敢抗拒？

「一清專案」的法源是「取締流氓

辦法」，這只是行政命令，遭逮捕者也

不經法院審判，便可由警總裁定管訓，

而且管訓時間也沒有期限，實在嚴重違

反基本人權的保障。也因此，1987年11
月底到12月初，綠島被管訓人員，發生

集體抗爭，導致嚴重的傷亡事件。

張安樂甩出震撼彈

陳啟禮、吳敦先後到案，董桂森卻

溜掉了，後來在巴西被捕，又引渡到美

國坐牢，十年後死於牢獄鬥毆。

1984年12月間，「白狼」張安樂

在美國曾通訊息給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工

會副主任的魏萼，說他手中有一份陳啟

禮的錄音帶，裡面有交代他是受台灣軍

情局的命令，要求見面，魏萼報准後去

美國洛杉磯見張安樂，張安樂要求陳啟

禮、吳敦與「一清專案」其他被捕者必

須移送法院公開審理，國安局沒有接

受。1985年1月11日，張安樂就把錄音

帶公布了。後來張安樂在接受華視訪問

時說：「我就跟台灣政府談判，談判不

成，才把它公布出來的。這事情該做的

吧，很自豪。」

結語

1991年1月21日，慶祝中華民國開國

八十年的減刑條例生效，汪希苓出獄。

資深記者汪士淳訪問他，寫了本書叫

《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

第十三章談「江南案」，汪希苓坦承是

他一個人下令刺殺劉宜良，和蔣孝武無

關，而蔣經國是在陳啟禮被捕後才由警

備總司令陳守山口中得知案情。

實情真是如此嗎？

2004年10月15日《聯合報》記者

伍崇韜報導說：「江南案案情似另有發

展，因江南案入獄的吳敦昨天首度證

實，他在執行狙殺劉宜良任務返台後，

曾親睹情報局長汪希苓立即以電話向

『上級』報告。陳虎門在曼谷受訪時，

同樣也指出，確定制裁江南任務成功

後，他曾偕汪希苓攜資料赴國安會，向

秘書長汪道淵報告此事。吳敦和陳虎門

的說詞，與汪希苓回憶錄中所謂由他自

己決定施予制裁說法，出入甚大。」

替汪希苓寫書的汪士淳，同一日

在《聯合報》也有報導：「前情報局長

汪希苓昨天說，江南案已經過去那麼久

了，他現在很平靜地生活，對外界的種

種說法，他不想表達任何意見。汪希苓

目前過著退休的日子，完全不願接觸媒

體。」

筆者和許多當年的採訪記者一樣，

不相信汪希苓自己一人下令的說法，而

劉宜良致死的原因，恐怕是當雙面諜，

和寫書沒多大關係，更不相信會和蔣夫

人或蔣經國有關。至於其他當時和情治

首長關係密切的人，會不會一句酒後閒

言，讓汪希苓不得不有所交代，才搞出

這場找「竹聯幫」教訓教訓劉宜良的烏

龍案，就很難說了。（作者為本會會

員）

▲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軍法大審。
▼陳啟禮、吳敦台北地檢處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