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五名八路軍戰士。

註2：平型關大戰，是1937年太原會

戰中的一場戰役，林彪部隊在靈丘至平

型關公路成功伏擊日軍，獲得對日抗戰

的第一場勝利。

註3：百團大戰是共軍在1940年8月
破壞華北日軍交通線及礦山。參加作戰

的共軍達105個團，故名為百團大戰。

註4：1937年10月，八路軍利用黑

夜，秘密潛入日軍機場，擊毀敵機24
架，重創日軍在晉北戰場的空中戰力。

註5：1937年10月，八路軍於雁門關

高地設伏，打擊日軍補給線。

註6：1943年，新四軍82名官兵，在

淮陰劉老莊戰鬥中全部壯烈犧牲。

註7：東北抗聯是東北抗日聯軍簡

稱，於1933年成立。

註8：華南游擊隊是共軍在華南地區

游擊隊的統稱。

註9：任貴祥，〈華僑對祖國抗戰經

濟的貢獻〉，《近代史研究》，中國社

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簡談汪政權之五

陳公博亡命日本秘辛

日本投降後，汪政府代主席陳公

博，在1945年8月25日清晨，攜妻李勵莊

及親信五人，在南京明故宮機場，搭乘

日本三菱MC運輸機，由小川哲雄中尉

陪同飛往日本，臨時降落鳥取縣米子市

大篠津機場（今美保機場），流亡37天
後，10月2日又搭乘中國空軍飛機，由警

衛連長孫劍峰上尉押返南京歸案。

陳公博為汪政權首腦，卻出此托庇

戰敗國之下策，殊令人費解，但隨時間

推移，歷史真相乃逐漸浮現。

▓柯博文

輕信人言  陳公博流亡日本
陳公博獄中所寫《八年來的回憶》

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歸來的經過」

說：「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後，告訴我許

多消息，說蔣先生是對我諒解的，因此

我不宜留京，若滯留南京，反使蔣先生

處置兩難。任先生直接勸我兩次，間接

託人勸我兩次。」

任援道是投機份子，南京淪陷

後，擁兵自重，先投梁鴻志的「維新政

府」，再投汪，做到海軍部長、江蘇省

▲民國16年3月，陳公博穿著戎裝，參加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時合影。前排右起：吳玉
章、經亨頤、陳友仁、宋子文、宋慶齡、孫科、譚延闓、徐謙、顧孟餘、丁惟汾；第二排右
起：朱霽青、林伯渠、毛澤東、彭澤民、於樹德、陳其瑗、鄧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
浩；後排右起：謝晉、許蘇魂、鄧演達、惲代英、陳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樂
平、周起剛。

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偕同秘

書長廖長復，在教師節前夕，9月26
日，赴泰北清萊聖心中學，出席清萊華

校教師公會中華民國104年慶祝教師節

暨祭孔典禮，計有清邁卅八所華校教

師、學生及家長二千餘人參加，將聖心

中學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

駐泰代表謝武樵、僑務組長盧景

海亦應邀出席。

謝武樵任主祭官，余聲清、廖長

復、盧景海任陪祭官，祭孔典禮遵古制

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主席泰北祭孔
進行，六佾舞翩翩起舞，六行六列，36
位學生穿著明代款式服飾， 手執三根

長羽，以謙恭溫和之姿，跳出整齊劃一

的舞蹈，展現中華文化藝術。 禮成之

後，余聲清訪問邊遠山區五所小學，致

贈教學獎金。

泰北今天之能有祭孔典禮儀式，

肇因於兩年前，余聲清聘請台灣專業人

士到泰國教導中華傳統禮節，並出資購

置樂器、服裝，方有六佾舞在泰北山區

生根。（編輯室） 

▲上圖左：36位學生著古服，演出六佾舞。上圖右：余聲清主席（右一）任主祭官。
下圖左：余聲清主席致贈教學金。下圖右：余聲清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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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兼保安司令，手下十幾萬人馬，1945
年8月投降重慶，1949年又挾鉅款逃往香

港，再移民加拿大。

任援道在香港卻否認曾勸陳公博赴

日，金雄白斥其扯謊：「我遇見舊時任

部師長劉毅夫時，閒談及於這一經過，

毅夫說：『任老總的確有力勸陳主席離

京暫避的事，其中有一次，還是任老總

要我面見陳主席代達的。』」（註1）
日本投降後，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

少將於8月21日前往湖南芷江，接洽投降

事宜，23日返回南京，次日即找陳公博

說：「我特別提到未能得到重慶方面，

對於南京政府要人寬大處理的諾言，表

示歉意。」又說：「陳主席改變話題說

出他的希望：『我聽從某人的忠告，說

是我如果就這樣留在南京，對於國民政

府的接收工作將會有所妨礙，因此想暫

時去日本旅行。』後來我才知道，這是

在蘇州自稱為國民政府先遣軍總司令的

任援道對他進行兩次勸告的結果。」

（註2）
今井的反應是：「鑒於在芷江到

昨日為止的會談氣氛，考慮到在這時候

如果讓陳主席赴日，這大概會惹起戰勝

軍的激怒。但這既是他最後的希望，我

也就抱著即使有困難，也一定使之實現

的決心，當時便擅自做出決定，慨然允

諾。」（註3）

日本投降  南京市陷入混亂
胡蘭成說：「九月五日到南京，

陳公博已出亡日本，周佛海為京滬衛戍

總指揮。周佛海早通重慶，此時遂行逼

宮，陳公博行前曾召開緊急會議，陸軍

部長蕭叔宜與江蘇省主席陳群主張舉兵

反抗，散會後蕭叔宜出門口即被周佛海

的人擊殺。」（註4）
汪政府的顧問岡田酉次少將證實胡

▲日本芷江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右一）等離開受降會場。

蘭成的說法：「行政院會議是在陳公博

公館二樓召開，討論的非常激烈。」又

說：「那天我未經約好就來到陳公館，

不是8月12日就是13日，在樓下就聽到樓

上辯論激烈，聲音吵雜。這天會議的焦

點，據說就是周佛海…行政院會議開了

又開，很快就到了8月15日。」（註5）
他們爭吵的原因，雖起於「公館派

（汪精衛嫡系，陳公博為首）」和「CC
派（非汪氏嫡系，周佛海為首）」長久

失和，但周佛海與重慶搭線以自保，卻

為衝突引爆點。

金雄白說：「自接汪氏病危的電報

後（按：1944年10月），陳週會立即召

集過一次黨政軍聯席會議。這一次的會

議，可以說是最早的一次結束會議，也

可以說是事實上的一次結束會議…公博

以代理主席身份主持會議…他認為如日

本潰敗，而汪先生也有不諱，總不能束

手以待局勢的發展，他與周佛海共同提

出了一項建議：擬集中精銳都隊十萬人

於蘇魯交界的沂蒙山脈區域，備為萬一

的根據地，以保持實力為求得將來合理

解決的準備…李聖五（按：汪政府的教育

部長）卻力持反對…公博與佛海，卻也

並未堅持，經過許多人發言之後，公博

就說：『今天我們不必急急作出任何結

論，茲事體大，留待他日再談吧！』會

議就這樣於無結果中宣告散會。在以後

汪政權存在的經年時間中，此事就無疾

而終，也從不曾再有所討論。」（註6）

接收鬧劇  小人物混水摸魚
陳、周在勝利前約一年曾想擁兵自

保，不久後周佛海和戴笠建立關係，自

認足以自保，陳、周二人矛盾日深，汪

政權於1945年8月16日收場，其時國軍尚

未進駐，南京混亂，二人即因周鎬接收

南京中央軍校的鬧劇，導致兵戎相見。

▲日本傀儡（或附庸）國首腦參加1943年11月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後合影。左起：緬
甸獨立國總理巴莫，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汪精衛，東條英機，泰國特使旺．懷他耶
功親王，菲律賓第二共和總統勞雷爾，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總統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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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說：「由於周鎬接收軍校事

件，使陳公博與周佛海從民十共同發起

中共時起，數十年的交情，付之流水。

公博方面的人，認定佛海倚仗了重慶的

力量，賣友求榮，對他發生了最大的反

感。」（註8）周佛海〈獄中日記〉也

說：「聞公博等潛飛赴日，不勝驚異，

且為惋惜。公博素識大體、明大義，何

以竟有此舉，殊覺費解。後聞其左右危

言聳聽，謂余與周鎬將欲得渠及左右而

甘心，其衛隊已暗中受周指揮，危機四

伏，不可留京。言之最力者為莫國康，

故公博把握不定，竟決定赴日暫避。」

（註9）

日本敗戰  還打算東山再起
小川哲雄雖僅中尉，但他全程陪同

陳公博流亡日本，他的回憶錄很關鍵。

他記得今井交代任務時所說：「你要帶

陳主席一行人到日本去，你要對他的生

命、財產、居住、生活，一切負責，

所以，你並不是帶他們到達東京或任何

地方便說再見，而是要一直一致行動下

去，可能要在駐日盟軍和日本警察的耳

目下，隱藏十年或二十年，只要躲上十

年，時代必有變化，而中國政權必有變

動，那時陳主席將東山復出。」（註10）
日本收容陳公博是想當作一個伏

筆，但史料證明陳不願當這個伏筆。

他上飛機前，曾寫一信留呈蔣委員

長，內有「鈞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

首」等語，但受託轉信的小笠原清中佐

卻未轉交，後來託辭為鎖在保險箱中，

事忙而忘記。這託辭很遷強，可見日本

並不願交出陳公博。（註11）
陳公博並非單身逃往日本，他的

無名小卒周鎬意圖混水摸魚，陳公

博在《八年來的回憶》中指其係周佛海

親信。

周鎬於16日當晚即用「京滬行動

總隊」名義控制南京，拘押南京市長周

學昌、槍殺蕭叔宜，並接收中央軍校，

軍校屬陳系統，拒不接受，並和周鎬的

人馬開火。日軍曾奉命在國軍開抵前仍

負維持治安之責，乃出動部隊，周鎬撤

退。國軍27日開入南京，周鎬即被處

決。（註7）

▲陳公博獄中所著《八年來的回憶》。

▲全程參與陳公博逃亡日本的小川哲雄中尉，與
其所著《日中終戰史話－陳公博日本亡命》。

部撤走，這地方似乎用得著。」當晚陳

公博一行即住此。

「水交社」即今「好日莊」旅社，

當年管理人是松田善治。他說：「8月25
日接到電話說有重要人物來小住，吩咐

把場所打掃乾淨，到了下午5時左右，他

們一行人來了，我認出其中一人赫然就

是報紙上常有刊載的陳公博，這一驚，

非同小可。」（註13）
次日，陳公博一行喬裝日本軍人與

女眷，由小川和米子市府人員陪同，搭

火車東行，至附近的湯梨浜町淺津溫泉

望湖樓居住，此處瀕臨東鄉湖，風景優

美。望湖樓至今仍在營業。當時業主是

中島二郎，猶記得陳公博一行乘坐木炭

巴士來到，都穿軍裝，有人腰上還有手

槍。中島之妻藤江則很擔憂：「美軍早

晚都會來到這裡，萬一被他們發現陳先

生的行跡，我們該當何罪？」（註14）

東山工作  陳公博身不由己
日本外務省於8月29日接手處裡陳公

博流亡案，代號為「東山工作」，列為

絕對機密。「東山工作」」分為四項：

1 .陳公博等七人變身為「東山商

店」經營者和職員，陳則化名為東山公

一，李勵莊為東山文子，莫國康為青山

貞子，林柏生為林博，陳君慧為西村君

夫人李勵莊、秘書莫國康，以及班底周

隆庠（行政院秘書長）、林柏生（安徽

省長）、陳君慧（實業部長）、何炳賢

（主計長）。莫國康其實是陳公博的情

婦。他們走得很匆忙，是逃難的樣子。

小川在回憶錄中說：「陳公博是穿了一

身灰色西裝，夫人和莫女士都穿中國旗

袍。」又說：「各人身邊行李無多，差

不多可以說是空身出走。」

關於他們在日本的生活費用，小川

說：「（今井少將）面諭帶領陳公博等

人逃往日本時吩咐過：『他們赴日及留

日的生活費用我已準備好，將在此間匯

出中儲券一億元。』」中儲券是汪政府

發行的鈔票，照當時匯率，合日幣1,300
餘萬，可讓他們七人在日本躲藏一輩子

而生活優渥。（註12）

飛往鳥取  代主席屈尊小鎮
他們飛機起飛後，沿長江北岸人煙

稀少之處往東飛，小川是九州人，熟悉

日本山陰一帶較偏僻的機場，要駕駛員

直飛鳥取縣米子機場，雖遭美機摧毀，

飛機仍勉強降落，下機後，四顧無人，

走出機場，小川攔到一輛卡車，把他們

載到米子市政府，找市長安排住宿處。

小川回憶錄說：「市內有一海軍將校集

會時使用的水交社，因為海軍人員已全

▲自左至右：林柏生、陳君慧、莫國康、周隆庠、何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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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周隆庠為中山周，何炳賢為河田賢

三。就按商社規矩來進行接待，以掩人

耳目。

2.外務省職員負責此案，由汪政府

的經濟顧問岡部長二為當地聯絡人。總

務課長大野勝己領軍，下有支那事務局

主席吉川重藏、總務課事務官山本晃、

仲村清市與湯川盛夫。

3.特派山本晃、仲村清市前往望湖

樓，原則將陳公博等移往京都，住在民

間房舍。

4.來自南京的匯款，以市價88元計

算折算為日圓。（註15）
仲村清市回憶說：「這件照應陳公

博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把陳公博由望湖

樓接到京都安置。」

中島二郎說：「外務省派來兩個相

當年輕的官員，還向我出示身分證明，

表明此行係奉命將陳主席等帶往京都…

他們在旅館住了一兩晚，很快就把陳主

席帶走了。」（註16）
陳公博一行是9月1日離開望湖樓，

搭鐵路山陰縣前往京都，所乘車廂掛有

窗簾，只有陳公博一行和工作人員乘

坐，並提前在嵯峨站下車，以避人耳

目，隱居在附近右京區內田町幽靜的柴

田別邸，9月8日移居金閣寺。

移居京都  與近衛文麿通信
當時的京都府知事三好重夫回憶

此事時說：「戰事結束後某日，外相重

光葵突派官員大野勝己來訪，告訴我：

『陳公博主席忙命來日，將在京都予以

安置，請協助。』我好奇而問，何以不

到別處，偏來京都？對方說：『大臣

（重光葵）以為不是任何一位知事可以

託此重任，只有你可以，而且京都所受

戰禍較少，地點也較為合適。』我還接

過外務省電話通知，說滿州國的溥儀皇

▲日本鳥取縣東鄉湖畔淺津溫泉的望湖樓迄今仍在營業。

帝也要來京都，後來又說溥儀被蘇聯軍

隊抓住了，此事就告吹。（按：8月19日
溥儀在瀋陽東塔機場候機，準備潛逃日

本時，被蘇聯傘兵逮捕）」（註17）
其實把他們遷往京都，或許有一

個原因，就是方便近衛文麿和陳公博見

面。

在隱居柴田別莊的日子裡，陳公

博透過近衛的秘書塚本義照，和近衛文

麿有書信來往，並由周隆庠翻譯，提出

十餘點主張，無甚新意，但對他赴日原

因，則有值一述者：

1.他之離開南京並非逃避，而是一

時藏身避禍，因此他臨上飛機時曾上書

蔣委員長，一旦要他回去，不論何時，

他立刻動身回去，甘受處分，不會增添

日本的麻煩。

2.日本駐汪政府大使谷正之曾勸他

離開南京，他未接受，後來任援道勸他

離開，以便重慶易予處置，方才赴日。

（註18）

追查漢奸 何應欽態度強硬
國軍進駐南京後，即追查陳公博的

下落，很快發現他已潛逃日本，9月9日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以備忘錄致送日本派

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求遣返陳公博

一行，岡村尚存觀望，9月20日，何應

欽再以正式公函重申前令，岡村才報告

東京。外務省知道此事無法延宕，但又

不知如何向陳公博啟齒，乃派「東山工

作」的負責人大野盛己前往京都，委婉

告知。陳公博一看大野神態，立刻得知

他夤夜前來的用意，乃說他不會逃避，

但是他回國不會乘美國飛機走，要坐中

國飛機，希望中國空軍派機來接他。

（註19）
這樣就拖到10月1日，中國飛機來到

米子機場，陳公博、莫國康、林柏生、

陳君慧、周隆庠、何炳賢等六人都列在

何應欽要求遣返的名單上，唯獨李勵莊

不在其內，因此她得以仍留在京都。

在10月2日上午9時在他們乘車前往

米子機場之前，又發生一件戲劇性的插

曲，那就是催生汪政權的近衛文麿，突

然來金閣寺探望陳公博。

近衛文麿此時雖然尚未因戰犯被盟

軍拘捕，但身分特殊，眾目睽睽。日本

投降之日，近衛的母親貞子病死於京都

大學醫院。貞子其實是近衛的姨母，並

非生母，生母早死，他父親娶小姨子續

絃。他乃藉口為母親做佛事，由東京來

到京都的家廟菩提寺暫駐。

三好重夫很費力的讓他於10月2日清

晨，前往金閣寺，秘密的和陳公博見了

一面。至於他們談了些什麼，兩人及擔

任翻譯的周隆庠未透漏，但是除了互相

問候、回憶當年外，還能說什麼呢？ 
陳公博回國後被判死刑，次年6月3

日遭槍決。近衛離開京都後就遭盟軍監

控，12月16日服毒自盡（註20），比陳

公博還早死半年。（作者為本會會員）

註釋：

註1：《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

209章：「梁鴻志獄中遺書與遺詩」。

註 2：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

想》第6章第2節：「南京國民政府的崩

潰」。

註3：同上。

註4：胡蘭成《今生今世》之「天涯

道路篇」第一章：「震來虩虩」。

註5：《讀賣新聞》〈昭和史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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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昭和前期（戰前）」之「四、

終戰時の人物第2」。

註6：《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203
章：「黯然無語中開結束會議」。

註7：《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204
章：「又見那一片降幡出石頭」，及讀

賣新聞〈昭和史の天皇〉「昭和前期

（戰前）」之「四、終戰時の人物第

5」。

註8：《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27
章：「曲終人未散的南京情況」。

註9：《周佛海日記下篇》1947年1
月11日。

註 1 0 ：小川哲雄《日中終戰史

話―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の日本亡

命》。

註11：同註2。
註12：同註10。

註13：《鳥取縣誌．南京政府主席陳

公博の浅津亡命》，http://www.yurihama.
jp/files/10105.doc。

註14：同上。

註15：讀賣新聞〈昭和史の天皇〉：

「昭和前期（戰前）」之「四、終戰時の

人物第10」。

註16：同註13
註17：日本「內政史研究資料」三好

重夫氏談話速記錄。

註18：大宅壯一〈日本の遺書〉第2
章：「亡命者」。

註19：《讀賣新聞》〈昭和史の天

皇〉：「昭和前期（戰前）」之「四、終

戰時の人物第14」。

註20：大宅壯一《日本の遺書》第6
章：「九寸五分」。

兩岸一家親就從抗戰史做起
▓藺斯邦

壯盛軍容、熱烈慶祝，能夠宣揚國

威，激勵民心士氣，愛國信念，但也會

隨著紀念日的遠去而平淡，至於要留下

經典，潛移黙化，長期發揮影響力，成

為時代脈動的推手，那就要有好的文獻

史料了。

今年海峽兩岸不論官方和民間為紀

念抗戰勝利70周年、台灣光復70周年，

均舉辦系列紀念活動，來彰顯抗戰勝利

對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

近些年來由於馬政府正確的兩岸

政策，致兩岸之間在和平交流、和平發

展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成就，包括兩

岸之間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

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等23項協議，對

穩定和促進兩岸和平交流及民眾福祉，

均產生積極的貢獻，但由於雙方民情、

政體、兩岸關係定位及史實等認知的差

距，常導致一些扞格與爭議的出現，阻

擋兩岸進一步發展，成為關心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國人，思考應如何有所突破

的重要課題。

大家知道，抗戰是聯繫兩岸同胞

中華情的重要紐帶，是中華民族可歌可

泣、榮辱與共的共同記憶，是收復失

土，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及促進中華民族

復興，樹立抗擊外侮成功的典範，為中

華史的光輝再添璀璨的一頁。

但不幸的是，由於內戰因素或思

想、體制等的糾結，抗戰史遭到長期忽

視及扭曲，因而導至兩岸民眾在心理、

文化層面的隔閡，為識者所憂。

今年有個可喜的訊息是，兩岸領導

人都分別提出合修抗戰史的呼籲：馬英

九總統在今年國慶大典中公開提出兩岸

合寫抗戰史，這除了符合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的兩岸政策主張外，也意味著是回

應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兩岸史

學界應該共用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

衛民族尊嚴」的談話。

我們深知，共同史觀是凝聚民族團

結、發展的珍貴價值，中華史書則反映

出中華源遠流長的特色，《尚書》、《春

秋》、《左傳》、《史記》、《漢書》、

《資治通鑑》、《二十四史》等，這些光

耀中華的巨著，讓中華歷盡波折而能日

益成長。以史為鑑、讀史可知興替，成

為國人重要的智慧來源，因為歷史不只

是紀錄往事的學問，也可做為今人治

事、處人的依循，也可以提示今人興替

的正道，去圓滿事情，所以，信史不僅

是學者追求之標的，也是庶民大眾談古

論今的一項信念。

從信史的智慧中找出興盛的途徑，

不僅中華如是，國際亦然，正反的兩個

案例顯示：二戰帶來歐洲的重創，戰爭

結束後，德、法兩個歐洲核心國家，深

知合作互惠的重要，於是由上世紀50年
代的「煤鋼聯盟」做起，漸次發展到現

下的「歐盟」，為進一步鞏固合作，再

從各自國家的教科書著手，合編高中歷

史教材，不僅要從友善的共同史觀中化

比利時分會舉辦義診
本會比利時分會會長戴耀南醫

生，多年來，在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免

費為會員檢驗小便、量血壓，暸解每

位會員健康狀況，年長會員高血壓及

糖尿病為重點清查項目，發現有些微

病症，馬上開藥並建議進一步檢查，

很多年長會員因此獲益良多。

今年第二次義診於11月4日下午在

中山學校，檢驗後發現大部份會員情

況比上一次五月檢驗有進步，病況減

輕或消失，血壓正常每個人也都笑顏

逐開，加上中華婦女聯合會比利時分

會的成員，每年重陽節都為年長的會

員慶祝，提供茶點和舉行健康講座，

這次就請戴會長，以他多年行醫經驗講

「老年醫學」。（比利時分會供稿）

▲戴耀南會長義診。 ▲戴耀南會長(右八)、郭鳳西副會長(右九)
接待中華婦女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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