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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日本
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尤  菁

編按：本會會員、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以《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
係史的縮影》一書，榮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人文與社會類」獎，獲獎評語是主
題明確、立論精闢、史源廣闊、學術價值，為近年民國史學術領域中少見之高水準
專著。本文係黃自進102年12月22日贈獎典禮上之專題演講內容，特予整理，以饗讀
者。

解答兩個課題
這本書要解答兩個課題，第一個課

題是希望藉由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

呈現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的變化；第二

個課題想解答的是，反共和抗日之間，

蔣介石的建國藍圖和抗敵方針。

蔣介石和日本的淵源
首先介紹蔣介石和日本的淵源。蔣

介石一生總共訪問日本六次，最主要是

集中在1906年到1915年，也就是他19歲
到28歲之間。這九年時間，其中有六年

是在日本度過的，所以對蔣介石來說，

日本具備多層意義。

首先，日本是他接受現代化文明教

育的起點，也就是在這六年時間，先接

受半年入伍訓練，三年時間在日本振武

學校養成教育，接著有一年時間在軍隊

實習，後來為了參加辛亥革命，並沒有

就讀日本士官學校。

不過，話說回來，這將近四年日本

軍事教育對他來說，除了接受現代化文

明洗禮外，也接受了軍人啟蒙教育。

再說，日本是他加入同盟會地方，

也是他認識陳英士及孫中山先生的地

方，對蔣介石來說，我們都知道他生前

提倡「知行合一」，用他的說法就是他

在日本實際的生活體驗。他看到了日本

人如何信奉陽明學說，也因為日本人信

▲黃自進著《蔣介石與日本》一書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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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陽明學說」，促成了「明治維新」

成功，讓日本急速成為現代化國家。

關於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及到軍

隊實習所接受的訓練課程，在他日後成

為國家領導中樞對國人的訓示中，多次

提到他在日本生活給他的啟發。

日本友人給蔣介石的啟發
1919年10月，蔣介石第五次訪問日

本，是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前往。

這次訪問，蔣介石全面接收了孫中

山先生在日本的深厚人際脈絡。我們知

道，孫中山在日本前前後後待了十年，

認識很多日本友人。這十年當中，累積

的人際脈絡對蔣介石來說是非常重要

資產，這就是為什麼在孫中山先生逝世

後，日本朝野視蔣介石為孫中山繼承人

的主要原因，也是北伐初期日本人支持

他清共的主要關鍵。

蔣介石跟這些前輩來往，啟發之

大，有一特殊例子可以為證。1927年10
月14日，蔣介石因寧漢分裂而第一次下

野，遂前往日本訪問。當天，他的日記

記載「 與秋山定輔談革命計畫，宗師在

日本惟佩此者，其外無政治家也，約談

五個小時，其讚余之計畫偉大，超越宗

師。」 這裡的宗師是指孫中山。

秋山定輔在明治時代曾經當過眾議

員，後來創辦新聞社，是個新聞媒體從

業者，也是孫中山生前最佩服的日本政

治家。

在這一天，蔣介石跟他談話談了五

個小時，可見雙方談話非常熱烈，蔣先

生特別記載秋山先生對他的肯定，秋山

先生認為蔣介石統一中國的計畫較孫中

山更具有可行性，這個肯定給蔣介石的

啟發很大。

蔣對日本與倭寇稱謂之變
蔣介石當上中央領導中樞以後，

他的功績偉業是奠基於他的北伐。在北

伐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創造了他以後兩

個最大的敵人，一是中國共產黨，一是

日本。傳統上，我們所談的較偏重於他

與中共之間的權力鬥爭，可是在這本書

中，特別強調真正的癥結在於對外國的

政策。

我們都瞭解，在北伐軍進入長江流

域的時候，曾經藉由革命外交及動員群

眾力量，強制收回英國在九江及漢口的

租借地，這對英國來講是個奇恥大辱，

所以英國為了保護她在上海的租借地，

部署了77艘軍艦及1萬7千多人的部隊。

當時的共產國際主張應強制收回英國在

上海的租借地，中國共產黨也贊成這種

說法。

同時，為逼使蔣介石與英國決裂，

在革命軍攻進南京時，革命軍竟然攻佔

▲黃自進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贈獎典禮上
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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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美國公使館，並屠殺了英國和

美國僑民，引發了與列強的關係非常緊

張。在這個時刻，日本支持蔣介石，希

望他清共。因為得到日本支持，藉由日

本力量來牽制英國，所以也就避免了與

英國發生激烈衝突，讓他能夠順利清

共。

「濟南慘案」大大刺激蔣介石
不過，話說回來，蔣介石雖然在北

伐初期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當他的軍

隊進入黃河流域以後，日本認為蔣介石

侵犯了她在華北的勢力範圍。當時田中

義一內閣曾經三度出兵山東，阻撓北伐

軍的進展。在這阻撓的當中，對中國最

慘痛的就是五月三日的「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對蔣介石刺激之大，

可以舉例子佐證。蔣先生早年對日本的

情感很深，可是從1928年5月11日開始不

再稱日本，在他的日記裡頭稱倭寇，一

直到1943年7月9日。為什麼是在1943年7
月9日呢？因為，這一天他決定接受羅斯

福總統的邀請，他要出席開羅會議，這

個會議主要是談重建日本戰後中國如何

佈局。那個時候，他考慮到戰後重建，

他開始用日本了。

所以，我們從倭寇與日本稱謂的選

擇，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日本情緒上的變

化以及他的思索。

蔣以反共來穩定日本軍方
接著談對外政策，張作霖是被日本

人刺殺的，張學良非常恨日本。因此，

他易幟讓東北回歸中國。同樣地，他也

響應當時國內同胞的革命外交及群眾運

動，可是他的種種作為，對日本來講，

特別是日本在東北僑民來講，無疑是一

大刺激。當然，東北局勢非常緊張，蔣

先生不會不知道。

但蔣先生認為日本並無侵略中國的

意圖，因為從日本接受華盛頓的要求，

簽訂九國公約，接受美國的要求，限制

海軍主力艦的數量。這些舉措，代表當

時的日本政府沒有侵略中國的意思。

但如何穩定日本軍方，端視蔣先生的作

為。蔣先生希望用反共作訴求，提醒日

本，捨小取大，不要太侷限於東北權

益，而是應考量到兩國軍事同盟共同對

付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

所以從1929年開始大量購買武器，

直到1930年。國民政府武器的來源主要

是日本，比例高達37.9%，其次才是德國

的26%。在1930年購買武器的談判就有

16件之多，武器的買賣與民生物資買賣

不同，因為還牽涉到後續零件及維修問

題，所以16件買賣談判代表著一整年都

在談武器買賣。對蔣先生來說，藉由武

器的買賣談判，可以穩定日本軍方，希

望他的反共訴求得到日本軍方的支持。

張學良從未真正控制東北
但是蔣先生「以反共來穩定日本軍

方」的訴求，卻忽略了幾點。

第一點是日本關東軍圖謀東北，得

到全日本民眾的支持，這雖非日本政府

的政策，可是一經發動也得到軍方的支

持。

第二點是張學良從來沒有真正地

控制東北，我們可以具體數字說明。東

北軍部署在遼寧、吉林及黑龍江的東三

省，「九一八事變」後，只有黑龍江省

馬占山的部隊有抵抗，其他兩省部隊都

沒有。



2014年5月《僑協雜誌》146期

40 

當時的黑龍江省屬蘇聯勢力範圍，

南滿鐵路只到長春，遼寧省和吉林省屬

日本的勢力範圍，簡單講，這兩省在一

個月之內有將近6萬8千人部隊投降，佔

東北軍49.5%，也就是說有49.5%的東北

軍是支持關東軍的。

簡單講，關東軍控制東北不是9月18
日，在9月18日之前，實際上它已經控制

了遼寧省和吉林省。吉林省在「九一八

事變」後，銀行只停業十天，十天之後

就正常營運了。而遼寧省在「九一八事

變」後，各個自治縣成員50%是原來縣

長，25%是前任縣長，25%是由商會會長

擔任。

我們從這些數據就可明瞭，整個東

北社會是支持關東軍的，而這也就是為

什麼滿州國可以順利成立的原因。

採「安內攘外」政策之原因
面對東北的淪失，蔣先生非常心

痛，對他來說，中國沒有國力抵抗，除

了東北三省外，關內的24個省，其中有

14個省屬於「半獨立狀態」。所謂「半

獨立狀態」是指他們的稅收不會上繳給

中央，他們的軍隊不受中央政府的指

揮。中央政府能管轄的只有十個省，而

這十個省當中的七個有中共根據地及蘇

維埃政府。

也就是就說，在1933年，中央政府

真正能控制的只有江蘇、浙江及甘肅三

個省，以這麼薄弱基礎當然就沒有能力

作戰。

當時，蔣先生推動的「安內攘外」

政策，是基於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

要擴大中央政府的統治基礎，當時長江

流域七個省有中共根據地，中央政府統

治基礎薄弱；第二個因素是，要消滅返

轍，消滅共產黨；第三個因素是，迴避

與日本作戰。戰前，日本是天皇體制，

對天皇體制而言，絕對不能容許搞階級

鬥爭的共產黨，它視共產黨為天敵。所

以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在東京的日本

政府是樂觀其成的。

蔣期待蘇聯與日本起軍事衝突
對蔣介石而言，他更大的期待是蘇

聯與日本先戰。在傳統思維中，我們認

為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侵略中國，可是

很少人記得日本曾經趁蘇聯共產革命之

際，佔領了西伯利亞四年。

對日本來說，她的大陸政策包括西

伯利亞，這個日本人知道，蘇聯不會不

知道。中國是弱國，日本從沒有將中國

放在眼裡。

1907年，日本制訂國防方針，歷經

三次修改，她的假想敵中，中國永遠在

第三位，第一位是美國，日本海軍主要

敵人，日本陸軍真正的敵人是蘇聯。這

一點，蔣先生非常清楚，一直期待日本

與蘇聯的衝突擴大，所以忍耐再忍耐。

以一些數據作佐證，滿蒙邊境蘇聯

一直在增兵，1931年9月時，蘇聯在西伯

利亞駐軍只有六個師團，到1937年，增

加到二十個師團，增加3.3倍。在九一八

事變時，西伯利亞只有200架飛機，到

1937年，增加到1560架飛機，這表示雙

方緊張對峙一直存在的。

同時，1932年起，雙方邊界衝突不

斷，早期平均七天軍事衝突一次，到了

1938年，平均兩天軍事衝突一次。實際

上，雙方劍拔弩張的情勢是存在的，所

以蔣先生一直期待著蘇聯與日本能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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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戰爭。

我們舉幾個最具體實例，在蔣先生

1933年10月的日記，有七次提到如何應

付日本對蘇聯宣戰；1936年3月日記，共

有六次在作沙盤推演，他期待日本跟蘇

聯作戰，日本屆時將依賴中國，他如何

利用日本依賴中國時，順勢把東北主權

要回來，這是蔣先生的期盼。

中共的民族統一戰線
可是在蘆溝橋事變之後，中日發生

全面戰爭，蔣先生為何放棄等待蘇聯與

日本作戰呢？最主要原因是，他無法對

抗中共的民族統一戰線。談到民族統一

戰線，我們不能忽視共產國際所扮演的

力量，蘇聯在共產革命以後，推展共產

國際，遭到世界各國杯葛，只有德國是

蘇聯在歐洲惟一的盟邦。

我們知道，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

國軍隊發展，所以早年德國為了發展軍

備，所有坦克、飛機及化武之生產都在

蘇聯。蘇聯與德國秘密軍事同盟，在

1933年希特勒執政以後，開始發生變

化。

1933年9月，希特勒宣佈德國退出

國際聯盟，1935年開始發展軍備。蘇聯

為了避免兩邊作戰，於是就動用共產國

際，首先是在1935年利用共產國際在莫

斯科開會時，將德國與日本列為共產國

際的天敵，同時呼籲全球籌組民族統一

戰線。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正式要

求中國共產黨接受民族統一戰線，這也

就是為什麼在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

國民黨公開信的原因。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並沒有

放棄武裝抗爭政策，也沒有放棄階級鬥

爭與土地改革政策。中共提倡的土地改

革、階級鬥爭與武裝抗爭，不僅中國國

民黨受到威脅，各地軍閥領袖也把中共

視為威脅，這也就是他們支持蔣先生第

五次圍剿中共的原因。

第五次圍剿，中共流竄，中央軍追

擊，中共四渡赤河。按照最新研究，解

放軍四渡赤河其實是蔣先生在操縱的，

他演出追剿中共這齣戲，也就順勢將部

隊帶進湖南、貴州、雲南、四川。

「西安事變」反共政策的極限
對那些實力派的軍閥而言，他們配

合蔣先生的圍剿政策，可以說是苦不堪

言。圍剿中共要損兵折將，而在圍剿過

程中，中央軍進入到他們的勢力範圍，

中央軍來了之後，他們受到中央政府的

牽制，所以他們對於中共的民族統一戰

線非常支持。

而在那個時候，中共也宣佈放棄土

地改革、階級鬥爭及武裝抗爭，並提出

凍結國內所有矛盾的要求，也就是所有

的政治體制可以維持，同時喊出「我們

惟一敵人就是日本，誰抵抗日本，誰就

是盟友。蔣先生願意抵抗日本，我們就

支持蔣先生」，用中共的說法就是逼蔣

抗日。

中共這個訴求很明顯獲得全國民眾

的支持，也得到全國各地軍閥的支持。

「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其背景因素

就在於此。

「蘆溝橋事變」後的抗戰本錢
「西安事變」的爆發，讓蔣先生

瞭解到他的反共政策已到了極限，所以

「蘆溝橋事變」之後，若不宣布對日抗

戰，全中國將陷入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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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1937年對蔣先生來

說，已經有了一戰的本錢了。因為那個

時候，他已經收編了貴州、雲南、四川

三省軍閥，中央政府勢力範圍已涵西南

各省，同時兩廣獨立也取消了。此外，

長江流域各省已沒有中共的根據地了，

這就是蔣先生可以和日本一戰的本錢。

對日本來說，「蘆溝橋事變」並不

是真的要對中國發動戰爭，只是認為有

一個機會去擴張她的武裝自治區。因為

日本真正敵人是蘇聯，她認為一旦和蘇

聯開戰，華北地區就是她的後方，所以

希望後方有一個親日本的地方政權。另

一方面東北不產棉花，華北有棉花，若

能得到華北地區棉花，才可確保她的完

整經濟圈。

戰爭爆發後，蔣先生希望透過戰爭

全面解決中國問題。在戰爭過程中，實

際上所有的進行都是按按照蔣先生的軌

道在走，最主要的是他利用日本對蘇聯

的防範，戰爭末期不談，我們談七年戰

爭中，日軍在中國部署，其中在東北部

隊佔日本軍力的26-35%，主要就是防範

蘇聯。所以，因為蘇聯牽制日本將近三

分之一部隊，對整個戰局的影響有絕對

關係。

「以德報怨」政策
最後，要談以德報怨，以德報怨政

策有它實際的現實面。戰爭結束後，中

國最精銳部隊都集中在滇緬地區，對我

們來講，談接收，沒有交通手段可用，

除了美國的海軍運輸外，最主要的就是

國內交通線的維護。那個時候需要日軍

協助維護，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到

1946年1月10日，在華北日軍為了維護交

通線，曾經犧牲了九千人。

各位想想，1931年日軍併吞大台灣

30倍的東北時，只陣亡了1200人，可是

在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後，日軍竟

陣亡九千人來維護華北交通線。這也可

證實，中共在八年抗日期間，最賣力認

真打日軍就是在戰爭結束後，為了搶地

盤、搶軍械才跟日軍作戰。

接收，也就是在這艱困時候，得到

日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以德報怨」政策涵括四個部份：

▲中共認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圖為延安革命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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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放棄對日本戰爭賠償；第二是善

待日本軍民；第三是維護日本天皇制

度；第四是反對分割佔領日本。

美國要求盟國放棄向日本求償
我們必須強調的，放棄戰爭賠償實

際上並不是蔣先生提出來的，蔣先生從

來沒有要求不要日本的戰爭賠償，這完

全是戰後美國政策，1951年9月舊金山和

約簽訂時，美國要求所有盟國不得對日

本要求賠償。

這一點對日本戰後的重建幫助非常

大，也因為戰後日本重建，美國才有打

贏韓戰的可能，如果韓戰美國打不贏，

輸了，那麼絕對沒有今日的台灣。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德報怨」政策是

值得肯定的。（作者係大學助理教授） 

江蘇省僑務交流團劉波率團來訪
江蘇省僑務交流團，由省台辦

海外處處長劉波率李正新部長、錢文

華處長、郭冬梅副處長、侯福同研究

員、唐金龍主任等一行六人來訪；中

華僑聯理事長簡漢生、秘書長鄭致

毅、副秘書長廖俊傑陪同；理事長陳

三井偕同常務理事黃東祥、趙麗屏、

理事黃呂美蘭及秘書長王中導等接

待。

陳三井表示，兩岸經貿往來非常

密切，涉僑單位交流更是頻繁，不僅

是中國僑聯，與省市僑聯亦是，尤其

是和江蘇省僑聯，史宇主席來台時，

也曾拜訪本會，本會也多次受邀參加

江蘇僑聯舉辦活動，今天我們以最熱

誠的心接待嘉賓。

劉波表示，江蘇省台辦為了與海

外僑商及僑社密切聯繫，特別成立了

海外處，此次集合了相關業務負責人

與台灣僑界朋友交流，加強互動，希

望爾後大家多多往來，同時歡迎僑協

組團到江蘇拜訪。

兩個多小時交誼，從上海世博

會、南京總統府到蘇州拙政園，氣氛

熱絡。江蘇省是台商投資最大的地

區，省台辦成立海外處顯示非常重視

台商及台灣僑界，未來結合僑聯及僑

辦共同交流，願景可期。（編輯室）

▲陳三井理事長、簡漢生理事長、劉波處長（第一排中、右三、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