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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誠這個人
前述四位兩岸密使都發生在蔣中

正總統任內，李次白從台北派出，宋宜

山、曹聚仁自香港前往，章士釗從北京

南下香港，或多或少都扮演了兩岸密使

「探路」、「摸底」或傳遞信息的角

色，大抵爭議性不大（除曹聚仁外），

而且均各有所本，讓讀者一窺從1950年
至1980年兩岸和談模糊階段的大致情

形。

自文革結束後，大陸的和談攻勢

再啟，在蔣經國時代，卻發生一件真假

難辨，爭議性頗大的沈誠事件。沈誠自

己遺有《兩岸密使祕聞錄》（註一）一

迢迢密使路之五

沈誠為北京傳「密函」
▓舊庄居士

書，《新新聞》為了追查沈誠這個人，

亦出版有《沈誠：我替楊尚昆傳信給蔣

經國─海峽兩岸一段秘密交往的真相》

（註二），真真假假，益增密使的撲朔

迷離。

沈誠，浙江湖州人，1921年生，

黃埔17期畢業，畢業後分發西北胡宗南

部隊，後來投效蔣經國青年軍麾下。

1944年，蔣經國赴重慶出任中央幹校教

務長，培植青年幹部。1946年抗戰結束

後，成立國防部預備幹部訓練局，蔣經

國擔任局長，沈誠也隨蔣到預幹局，擔

任他的隨從參謀，官拜中校。之後，蔣

去上海打老虎，成立青年大隊，沈誠在

如今我領悟到自己的天真了，都

拜還台定居十九年之賜。台式民主，因

意識形態的分歧，已淪為「民粹」；兩

岸和解、互利的經濟協議等等，都被操

作為「反中」的群眾運動矣。以中國人

多、地大、物「薄」，若沒準備就搞民

主選舉等等，不知要亂成啥樣。

八十年代，台灣、韓國、香港和

新加坡號稱「亞洲四小龍」，台灣居

首。廿年後，台灣已不再被人提及。最

近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出書《李光耀觀

天下》，中譯本洋洋三百六十頁，談中

國、美國、歐洲，亞洲連緬甸都有專章

討論，但就是不談台灣，只在談中國時

提到一下。

大家驚呼：「李光耀的『天下』沒

有台灣！」哀哉，台灣！

 好在我從氣爆災民身上，總算看到

了希望。當高雄市長斷然下令，不許石

化管道再經市區，並要法院假扣押即凍

結惹禍工廠一切資金，以作賠償用途。

如此一來，工廠將形同關閉，而高雄未

來的經濟，難道就不要發展了嗎？外縣

市的人，一時議論紛紛。

災民的反應如何呢？他們組成了自

救會，選了救火犧牲的卸任里長兒子當

會長。他公開表示，希望市府不要凍結

工廠資金，否則五千名工人會失業，成

為變相的災民，也令人不安；建議讓工

廠繼續運作，慢慢償還災民損失為宜。

作為受害人家屬，他能為那五千名

工人設身處地著想，心胸何其寬闊！這

就是台灣人，大難臨頭還能為人著想，

真正富有同理心。單憑這一點，我對台

灣便感到希望無窮。善良勤勉的台灣人

終會相互體諒，中央已應承和地方全力

合作，共同救助並重建災區。至盼能藉

著這場火災，逐漸修補起破碎的民主制

度，讓台灣浴火重生。天佑台灣！（作

者為知名作家）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著《李光耀觀天下》，書中不談台灣。新加坡在李光耀卓越領導下，國
際地位不容小覷

▲沈誠年輕時即追隨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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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告訴他應該先向蔣經國報告一下。後

來他又找當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陸工

會主任白萬祥。白告訴他應該去，還請

他在大陸時幫陸工會作一些「聯繫工

作」，沈擔心首度去中國大陸就做「工

作」，會惹來麻煩，所以沒答應。

白萬祥還告訴他，蔣經國一直想找

個人去自己的老家奉化看看，沈誠可以

幫蔣經國做這件事。

接著沈誠又去找蔣緯國，蔣緯國也

是叫他去問蔣經國。

於是沈誠就直接找蔣經國請示該不

該去北京。

據沈誠回憶，當蔣經國聽了他的

報告之後，原本告訴他：「這種應酬有

什麼好去？」沈誠就說：「聽白萬祥提

到，您希望有人去溪口看一看！」蔣經

國聽了這句話就回答道：「好！那你就

去吧！」沈誠坦白承認，蔣經國對他此

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蔣說：「按現行

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所以，他

不鼓勵沈違法。

臨別時，經國同意交待一個私人任

務，即抽空到溪口望望那邊情形，最好

能拍攝一些現場照片等等。

在北京的一連串活動
沈誠到北京後，除了出席官式的紀

念會及參加晚宴外，主要是與葉劍英的

會談。

稍早，9月30日，葉劍英以人大委

員長的身份，發表了「進一步闡明關於

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政策方

針」（亦即所謂「葉九條」），這份文

件，等於是中共新一階段對台政策的總

綱領。

接著，胡耀邦於10月9日在紀念會

發表談話，邀請蔣經國、謝東閔、孫

運璿、蔣彥士、高魁元、蔣緯國、林洋

港、宋美齡、嚴家淦、張群、何應欽、

陳立夫、黃杰和張學良等14位國民黨元

老、要員赴大陸訪問。葉劍英的談話是

對台灣各階層進行全面的統戰，胡耀邦

則特別針對國民黨高層喊話。（註三）

10月3日，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台灣

廳單獨約見了沈誠。除例行的寒暄外，

談話有兩個重點：

一是葉劍英想瞭解沈誠對9月30日文

告的看法。沈答覆說：「這九條方針和

政策，十分務實，十分中肯，但以台灣

今天的實際情況做起來，恐怕還不十分

容易。」

二是葉劍英問，蔣經國能不能下定

和談的決心？沈誠回答：「目前還看不

出！」所以葉劍英進一步希望沈誠反應

中共的誠意。（註四）

其後，沈誠開始經常穿梭於兩岸

三地之間，據沈本人透露，他先後見過

楊尚昆、鄧小平、王瑞林等人，也與楊

拯民（楊虎城子，政協常委）、賈亦斌

（民革委員會副主任）等人有過接觸。

中共向蔣經國發出「密函」
基於以上種種人脈關係，1987年

中共中央決定透過沈誠向蔣經國發出密

函。

這封「密函」由楊尚昆署名，內容

如下：（註五）

經國先生大鑒：

近聞　先生身體健朗，不勝欣慰！

沈君數次來訪，道及　先生於國家統一

之設想，我等印象良深。祖國之統一、

第二大隊，王昇在第一大隊。國民政府

撤守前，他受命於蔣經國，組織國防

部青年反共救國軍江南縱隊，為少將司

令。1949年，沈誠隨部隊自重慶到昆明

入滇緬，幾年後再隨李彌到台灣。

抵台後，一度被調到駐菲大使館擔

任武官，當時大使為段茂瀾，不久調回

台灣，又去香港，在南方指揮部做情治

工作。這個組織直屬總統府資料室，由

蔣經國掌管，當時在香港負責人是陳劍

如，他擔任陳的副手。在香港期間與左

派人士交往密切，遂被調回台灣。回台

後，當時的調查局長沈之岳找他到調查

局的青溪訓練班擔任教官，講了四個月

的「保密防諜」課，後來又到政戰學校

講了一年多。其後，並被安排在退輔會

掛個名，占個閒缺，並接手一個藥廠，

生產滅鼠、滅蟑藥，獲利頗豐。經過一

段時間後，沈誠在1971年左右到香港發

展。

中共忽然送來一份邀請書給沈誠
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病逝，

翌年鄧小平復出，中共不久即開始推動

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並調整其對台政

策。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北京改變過去

以武力為主導的解放台灣政策，並以

1979年提出的「和平統一」及「三通」

為重點的「九條方案」（以人大委員長

葉劍英名義發表，俗稱「葉九條」）。

時序進入1980年代以後，為達到其和平

統一的目標，中共展開對台的和談攻勢

及統戰工作。

1981年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

中共藉由擴大紀念辛亥革命，對老國民

黨人進行統戰工作。

這年八月間，香港一家中資國貿

公司的負責人送了一份「邀請書」給沈

誠，請他參加10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大會」。這份

邀請書是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

英署名。沈誠在接到請柬三天後，飛回

台北向有關當局請示是否可以去參加這

個紀念會。

沈誠到台後，先與陳立夫聯繫，

▲1995年4月，蔣緯國在台北梅園與沈誠暢談統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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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說，初見沈誠時，不知他是誰，也不

知他是否當過蔣經國的秘書。雖然沈誠

並沒把他與蔣經國的關係說得很清楚，

但所提的問題看起來很像是蔣經國所授

意，而且對於蔣經國心情的刻劃，都與

他們所瞭解的性格相合。

《新新聞》綜合他們的採訪所得，

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沈誠一事，是中

共有關人士求功心切的一步錯棋，事後

頗有不光采之感；台灣高層自始即非出

於主動，…何況沈誠本屬於泛泛之輩，

縱有鴻鵠之志，並無恢弘之格局。」

《新新聞》經各方查證的結果，

多數相關人都證實楊尚昆託沈誠帶信給

蔣經國一事是確定的。至於信有沒有帶

到？許多人就抱著存疑的態度。（註

八）這其中可能是一場騙局，或一個笑

話，似真亦假，假中亦有真，密使之撲

朔迷離，其故在此。看官，或許不必太

認真。（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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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誠專探溪口時留影。

民族振興，誠我中華民族之崇高願望，

亦歷史賦予國共兩黨之神聖使命。對

此，我黨主張通過兩黨平等談判而謀其

實現。今自沈君得悉　先生高瞻遠矚，

吾人深為贊嘆！惟願能早日付諸實施，

使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

成。

為早日實現雙方領導人的直接談

判，我謹代表中共中央邀請貴黨派出負

責代表進行初步協商。望早日決斷，書

不盡意，臨穎神馳，佇候佳音。

小平、紫陽，穎超先生囑向老夫

人、閣下、並緯國將軍致意　即頌

時祺

                                         楊尚昆

                                  1987年3月25日
沈誠自接受「密函」後，便立下與

「密函」共存亡的決心，並當面向楊尚

昆承諾三點：

1.「密函」一定安全送到蔣經國手

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2.蔣經國如何處置，只能進言，無

法左右；

3.蔣經國的回應，能否使北京方面

滿意，個人只能進言，無能為力。（註

六）

除親自來台當面遞交此信外，沈誠

甚至還透露，他在1987年4月間又兩度遞

交鄧小平和楊尚昆的信給蔣經國。事情

尚未明朗發展，蔣經國便於翌年病逝，

沈誠也因「密函」曝光，以叛亂罪被起

訴，在「舍裡」度過了180天，最後才獲

判無罪。

密使真相難明
1994年9月22日到12月13日，香港

《華僑日報》刊載了沈誠所寫的《兩岸

密使祕聞錄》，敘述他在1987年曾為中

共領導人楊尚昆送信給蔣經國的事。這

件事在次年蔣經國死後即刻惹上叛亂

罪，報紙曾經報導，只是沒有多少人注

意它。沈誠是兩岸穿梭者中首先公開全

部過程的人，但因為透露出蔣經國最後

歲月的一段秘辛，而且說得令人匪夷所

思，所以引起《新新聞》的好奇，一連

訪問幾位當事人。以下是他們對事件的

看法：

身為蔣經國辦公室主任的王家驊

說，在他的印象中，沒有沈誠這個人，

更沒有沈誠與蔣經國見過面這回事。

楊拯民回憶說：「他與沈誠的認識

是由張伯權（政協常委）的介紹。」沈

自己說，與兩蔣皆有聯繫，「我們也弄

不清楚。由於他來了許多次，姑且請他

帶一封信去，只是一封信的事。」沈誠

自述見過鄧小平，楊拯民說：「實在沒

有聽說他見了中南海的人，瞎吹。」

楊斯德（中共對台辦主任）因摔跤

住院，迴避採訪。

賈亦斌的《半生風雨錄》，在附

錄的1987年3月條，有一段相關紀事，

內云：「蔣經國先生為了準備與中共進

行談判，派使者沈誠來京，探詢中共方

面和平統一的誠意以及我是否願意為之

溝通，我一一做了肯定的答覆，並將情

況向上作了匯報。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楊

尚昆在接見沈誠時，請其轉達致經國先

生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統一大業

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註

七）

在接受《新新聞》訪談時，賈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