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汪政權之八

真假「宋子良」
一位華僑的英勇抗戰

在對日抗戰時期，海外華僑不但

出錢出力，甚至投效戰場，而在情報戰

中，更是有為數眾多的僑胞，憑藉語言

能力，為國家效命。真假「宋子良」事

件，是軍統香港站的華僑情報員曾政

忠，憑智謀鏖戰日本軍方，最後獲勝的

實例。

日方苦求和‧支援桐工作

真實的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

蔣宋美齡的哥哥，抗戰期間，他能隨時

▓柯博文

面見蔣介石，可說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

政商人物。

1940年，日本侵華戰爭逐漸陷入

泥足，日本政府一方面泡製汪政權搞傀

儡，但他們也知道要掙脫泥足，問題的

核心在重慶不在南京，另一方面又企圖

透過宋子良向重慶誘和。雙方在香港、

澳門舉行多次會談，日本方面希望「宋

子良」能夠以「天子近臣」之力，來上

達蔣委員長，謀致日華和議。

▲宋子文三兄弟合照。左起：宋子安、子安的夫人、子良的夫人、宋子文、子文的夫人、宋子良。
（取材自網路）。

日本人高度重視此次會談，起名為

「桐工作」，可說傾軍部之力來促其成

功，甚至不惜拖延汪政權的成立，以及

對其外交承認的時間。但是在重慶，其

實只視為是日本人的又一次誘和手段而

已，並未太過重視，宋子良本人根本不

知其事，日本人所記載的我方參加會談

人員，如宋子良、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

任章友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

霖等人，不過是軍統香港站的幾個小情

報員所冒充，卻把日本軍部前後耍弄了9
個月，這可說是我方在情報戰方面的一

大勝利。

在這場鬥智的無槍聲戰場上，我方

關鍵人物是冒充宋子良的曾政忠，此人

為舊金山華僑（註一），英語極佳，習

性美國化，愛吸雪茄，長相又略似宋子

良，日本人雖曾起疑，甚至從鑰匙孔中

偷拍他的相片（註二），送去南京給汪

政權中人辨認，但始終不得要領。可見

曾政忠是多麼稱職的扮演宋子良，贏得

非常漂亮。

根據日方記載，「桐工作」緣起

於1939年，領導者是中國派遣軍香港機

關長鈴木卓爾中佐，後來高級參謀今井

武夫大佐也參與協助（註三）。鈴木透

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介紹，得以認

識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這是假冒

的，真正的宋子良是香港西南運輸公司

董事長。宋一開始就拒絕，經張治平斡

旋，才在1939年底的12月29日和鈴木見

面，並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國的名譽和主

權，中國是有和平的準備，並約定第二

次見面的時間，是1940年1月22日。

欺敵有發展‧會談變常態

日方資料顯示，第二次的會談，宋

稱蔣介石無意與汪精衛合作，重慶方面

仍有出乎日本預料的抗戰能力，但他願

▲蔣介石、宋美齡婚後不久與宋氏家人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宋美齡、倪珪貞（宋母）、宋靄齡；後排
左起：宋子安、蔣介石、孔祥熙、宋子良。（取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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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含糊，這一來卻使得日本人更相信

他們確實是重慶所派的真貨。

中方資料沒有如此詳盡，因為這僅

是地方情報站幾個小情報員，玩弄日方

的把戲，戴笠雖然知情，但也不會凡事

上報層峰。

我方香港站的工作人員，知道宋美

齡有否赴港，是瞞不住日方的，所以3月

5日宋美齡的確在香港，但宋美齡之赴

港，與所謂預備會議毫無關係，而是去

香港療養鼻疾，抵港日期是2月12日（註

五），香港站的工作人員故作姿態，不

過是哄騙欺敵，孰料日方求和心切，竟

如此好騙。

透過鑰匙孔‧偷拍宋照片

香港站的假戲演出十分逼真，卻

也在重慶製造了紛擾，因為抗戰陣營已

經為汪精衛叛逃事弄得相當難堪，如今

再傳出香港和議，矛頭對象竟是宋子文

胞弟，當然使得蔣介石相當尷尬，令戴

笠立召張治平來重慶面報，也因此在中

方的檔案中，才留下有關香港會談的史

料，雖然有些時間地點和日方記載有誤

差，但是有幾次會談，以及所謂預備會

議，大致是和今井武夫回憶錄記載是相

符的。

張治平於4月16日返回香港，5月13
日雙方又開始預備會議後的下一回合會

談，地點是在九龍半島飯店243號房，會

談當然是沒有結論。不過日方為了弄清

楚「宋子良」的真實身分，鈴木透過房

間門的鑰匙孔，偷拍了宋的一張照片。

關於九龍會談，只見於日方資料，

中方檔案則沒有反映。5月底張治平曾

給戴笠兩份報告，宣稱自己在回到香港

後，即不再和鈴木往來。戴笠呈報蔣介

石，並指示張今後不要再和鈴木等論及

中日和平問題，日方不先除汪精衛，

「中央斷難與之言和」。張的報告中，

隻字未提九龍會談。

不提的原因，也不難想見。因為香

港站的情報人員偽造了重慶軍委會的關

防大印，甚至蔣介石的簽名，這是求功

心切而觸犯大忌，張治平怎麼敢說。

至於鈴木偷拍的照片，在送達南京

後，陳公博說像宋子良，但周佛海說不

像。周佛海日記：「聽（影佐禎昭）最

近報告在港與宋子良接洽經過，並出示

其所抄蔣先生親筆之覺書，題為《關於

中日停戰會談實施覺書》，內分四項：

『一、時期：八月上旬；二、地點：長

沙；三、方法：蔣介石與板垣征四郎協

議中日停戰事項。』有軍委會關防。影

佐等詢余如何判斷，余觀其所模仿蔣之

簽字，實不甚像，且其所偷攝之宋子良

照片，亦與本人不符，且子良簽名宋士

傑尤覺可怪。余謂重慶如有人至漢迎板

垣則為事實，今不必計論真偽也。」

（註六）

換句話說，周佛海明知其為偽，但

沒點明，給日本人留點面子，反正到時

候重慶沒要員到長沙，就知道被騙了。

澳門會談中‧雙方吵翻天

6月4日晚，雙方又見面了，這次是

在澳門一處民宅的地下室，日方還是臼

井、鈴木、今井，中方也仍為宋、陳、

章，日方出示參謀總長的委任狀，中方

出示由蔣介石署名，蓋有軍委會大印和

蔣介石小印的委任狀。中方的委任狀仍

係出於偽造。

意在二、三周內赴重慶一趟，將日方謀

和的意願向蔣當面提出。又約定下次見

面時間為2月3日。

由是雙方逐漸發展成一種每月至少

一次的常規性會談，日方認為可透過此

一路線有效向重慶誘和。

第三次會談時，宋向日方稱，他

將於2月5日前往重慶，面見蔣介石，10
日返港，將把蔣的態度告知日方。2月

10日，雙方第四度見面，宋稱已經把日

方意見轉達給蔣，重慶業於2月7日召開

國防會議，蔣介石決定派出親信來港會

見日方代表。鈴木要求這位來香港的親

信，要有蔣的委任狀。2月14日，今井武

夫來到香港，和鈴木一起會見了宋和張

治平。宋承諾會有攜帶委任狀的，且與

日方代表身分、地位相同的人士，前來

香港會談。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記述這次的

會面：「此人（宋）年齡四十上下，面

色白皙，身材不高，約一米六左右。英

語說得很好，時常把雪茄菸拿在手中，

態度很謙遜。」又說：「（張治平）曾

在英國牛津大學念過書，和宋子良在上

海聖約翰大學學生時代就彼此認識。我

們就姑且照張治平所說，相信他是宋子

良。」可見今井雖在疑惑自稱宋子良的

人是否假冒，卻找不到疑點（註四）。

今井武夫回憶錄又提及宋的建議

內容如下：「日華兩國政府在正式和平

會議前，希望在二月底首先在香港舉行

兩國私人名義代表各三名的圓桌預備會

議，對和平條件進行商討。」宋又說：

「重慶政府對此次秘密討論寄予莫大的

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攜帶著委任狀。

另外，宋美齡也準備來香港從側面給以

援助。」

冒充宋子良的曾政忠，連宋美齡都

搬了出來，幾句鬼話就騙得今井怦然心

動，會面次日就趕回南京，面報派遣軍

總司令西尾大將，2月19日又匆匆趕去東

京，詳細報告陸軍大臣畑俊六，決定同

意舉行宋所提之預備會議，又加派大本

營第八課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偕同今井、

鈴木，代表日方參加預備會議，還把此

事稟奏天皇。

日軍陷泥足‧亟欲脫身走

由此可證，1940年初，日本已經感

到在中國戰場有難以為繼的窘境，亟欲

脫身，抓到宋子良這條線，連真假還存

疑時，就不顧一切地做下去，甚至驚動

到日皇。

今井武夫回憶錄說：宋美齡於3月

5日到達香港，預備會議乃於3月7日舉

行，日方出示了畑俊六的證明書，中方

只有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出示了最高國

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會談時，

中方主要由章發言，遇有問題時，則請

示陳的意見，宋則從中斡旋，預備會議

至3月10日結束。

今井武夫總結此次預備會議時認

為：「歷經四天的會談，至少從表面上

來看，大體上已經做到在談笑中彼此交

換了意見。只不過在這期間始終成為爭

論的焦點，始終得不到結論的事項，仍

然是中國承認滿州國的問題，和日軍在

中國部分駐兵問題，此外，就是對汪兆

銘政府的處理問題。」可見談來談去，

都是枝節性的打哈哈，真正的重點，縱

使假冒的宋子良、陳超霖、章友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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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低層情報人員所能比的。他由和知

鷹二處得知「宋子良」和鈴木的會談經

過後，經過幾天的思考，就有了一個全

盤的體認。

首先，他想到為什麼板垣會上當，

因為板垣是很機智的將領，並非笨蛋，

雖然求和心切，但事情總得靠譜他才

會相信。他以為板垣是基於三個原因才

會深信不疑，一是蔣委員長的「委任

狀」，二是對「宋子良」的信心，三是

在雙方會談時，中方代表曾要求板垣來

一信，向中方示誠意，而數星期後，中

方代表得到蔣委員長的回信，也交給日

方閱讀，日方還將此信照相帶回。

其次，他再分析組已讓板垣相信

的證據，是否真實。他以為無論委員長

之委任狀或親筆來函，全係張治平所捏

造，因為「我領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

常識上盡可判斷者。」再者，「中國政

府永不會派出有委任狀之人找日方接

洽。」

以蔣介石的雄猜性格，他縱使派

密使和日方周旋，亦絕不會留下任何把

柄，遑論委任狀、印記、書信等實物。

於是，9月2日，張季鸞寫了一封長

信，寄給委員長侍從室秘書陳布雷，將

疑點一一分析，次日又寫了一信，補上

封信未盡之處：「此案敵人陷於及可笑

之失敗，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響，蓋因

此使敵人看輕，認為易與，同時，使汪

（按，汪精衛）、周（按，周佛海）易

於作祟。」（註八）

張季鸞認為敵方的確是上當受愚，

但這場情報戰，弄出假的委任狀和層峰

書信，我方雖贏但所失也不小。

蔣介石自陳布雷處獲悉張季鸞的

情資後，非常生氣，要戴笠嚴查，張治

平遭到軟禁，但他承認愚弄日方，但堅

決否認偽造文件，認為自己與鈴木為舊

識，偽造身分文件並無意義，何況「八

個月與敵之苦纏」，談判已有進展，何

必偽造委任狀與書信。

冒充宋子良的曾政忠也被戴笠叫到

重慶來，曾表示張治平與汪精衛方面並

無勾結，至於有否偽造文件，則「毫無

所聞」。

最後的處置，是張治平留在重慶工

作，不許他再返香港，至於曾政忠，則

很快返回駐地，繼續與鈴木卓爾周旋，

並於9月18日會見鈴木，聲稱：「中國

之抗戰力尚大」，「無須做出屈辱性和

平」，「長沙會議暫行擱置」。這當然

是按照層峰的指示所做出的宣示，也代

表雙方的會談無必要繼續下去。9月27
日，「桐工作」結束，鈴木卓爾調返南

京。

有趣的結局‧兩造再相見

1945年6月上旬，也就是日本即將投

降的前夕，在上海有一個軍統的人員，

被日本憲兵隊給抓了，此人自稱為曾

廣。有一日，曾廣在操場散步，5年前在

「桐工作」擔任翻譯，並曾參加香港會

談的坂田誠盛，恰在廣場進行犯人的監

察工作，一眼認出曾廣就是當年的「宋

子良」（註九）。

曾在獄中毫不屈服，警告日軍，說

日本頂多拖到9月一定投降，三戰區的中

國軍隊已經準備接收上海。十足一條硬

漢。

今井武夫路過上海，聽說此事，還

澳門會談中，章友三態度空前激

烈，說「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雙

方吵翻天，糾纏兩日，不歡而散（註

七）。會後次日，張治平和「宋子良」

又以和事佬的身分，跑去旅館拜訪今

井，建議由蔣、汪、板垣三方直接會

談。今井返南京後報告板垣，板垣對三

方會談甚感興趣，有意促成。

6月27日，張治平密電報告戴笠，轉

達鈴木所述板垣意見：「只需中國方面

有和平誠意，則前言去汪而後言和，則

亦未嘗不可。」並建議三方見面時由日

方「將汪逆交還我中央」。

日方所存檔案，與張治平報告大體

吻合，但無「將汪逆交還我中央」等關

鍵字眼。

隨後又有7月和8月兩次會談，雙

方還是糾纏於汪精衛等基本問題，並沒

有什麼突破，倒是板垣有意促成三方會

談，讓日本軍方更為重視「桐工作」。

東京方面覺得僅臼井、鈴木、今井三位

「佐」級幹部參與，位階似乎不夠，於

是板垣又加派和知鷹二少將加入工作。

和知是情報老手，長期在中國搞特

務，尤其擔任過「蘭工作」機關長，負

責策反中國西南軍政首長，譬如龍雲就

曾經是他的目標。他對於中國的瞭解，

遠超過鈴木。

和知到達香港後，意識到其間存有

疑點，於是他撇開以鈴木為主軸的「桐

工作」組職，另起爐灶，這一來，固然

揭穿了疑點，但也讓「桐工作」結束，

讓日本軍方亟求誘和的政治策略，被迫

瓦解，直至1945年投降前，日軍始終無

法拔出泥足，成為其戰敗的關鍵因素。

張季鸞明察‧桐工作結束

和知鷹二在香港有一位熟人，就是

著名報人《大公報》的社長張季鸞，兩

人深談之後，均有所獲。

張季鸞名熾章，字季鸞，是記者出

身，長於觀察、分析，對於蔣介石和重

慶的瞭解，非常透徹與獨到，這絕不是

▲板垣征四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戰犯罪
名受審。

▲張季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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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獄中去看他，動念再透過他，是不是

可以與重慶再談和議。8月15日日本投

降，曾廣為戰勝軍的幹部，恢復自由，

而今井淪為階下囚。

1949年共產黨控制大陸，國民黨退

守台灣，曾政忠依然效忠政府，在香港

從事情報工作。

他在1955年曾由香港寫了一封長

信給今井，一方面感謝他被關押在上海

後，承蒙今井的照顧，未再吃苦頭，另

一方面也承認當年他冒充了宋子良，讓

日本人上當，表示抱歉（註十）。

很有趣的結局。（作者為本會會

員）

註：

註一：楊天石著《桐工作辨析》。

註二：〈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

譯文出版社，第140頁。

註三：《桐工作關係資料綴》。

註四：〈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

譯文出版社，第129頁、146頁。

註五：〈蔣介石日記〉1939年12
月7日：「今日吾妻以療鼻疾割治，甚

憂。」又，1940年2月12日：「送夫人到

珊瑚壩機場，往香港休養。」

註六：〈周佛海日記〉1940年7月26
日星期五。

註七：楊天石著《桐工作辨析》。

註八：以上均見《熾章致陳布雷

函》。

註九：〈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

譯文出版社，第162頁。

註十：〈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

譯文出版社，第163頁。

誰開淞滬戰爭第一槍？

前言

2014年是甲午之戰120年；2015是
乙未割台120年，也是抗戰勝利70周年，

連著兩年，兩岸鄭重的舉行各種紀念活

動。尤其大陸，除了2015年9月3日，習

大大親自閱兵，各國來重量級貴賓，台

灣也去了不少人。不僅北京，其餘南

京、上海、廈門，各地都舉行空前的紀

念儀式。

一般人僅知蘆溝橋七七事件，引發

蔣委員長於蘆山宣布抗戰。其實，帶動

中國全國正面與日對決應是淞滬戰爭。

　而淞滬戰爭誰開第一槍的事蹟，

卻幾乎被湮沒了。事件之主要人物之際

遇更是悲慘至極。歷史一直沒有給予真

正的還原。

但是，有一件事被國人忽略了，那

就是虹橋之役。

被忽略的虹橋之役

1937年（民國26年）7月7日盧溝橋

開第一槍是吉星文。吉星文後來一直在

國府軍界升至中將，直到在金門被炮彈

炸死，追封上將。

吉星文是國人周知的名將，另有

海南島人符岸壇，民國26年8月9日，在

上海虹橋機場擊斃日本海軍陸戰隊中隊

長大山勇夫及一等兵齋藤要藏二人，引

發淞滬大戰，卻不為國人所知，只因為

符岸壇團長因浴血戰中，腳浸水已久，

種下病因，後被迫離滬，病發，即使次

▓丘秀芷

年予以升少將，卻41歲英年鬱抑病逝。

留一襁褓中孤兒，政府沒照顧。輾轉流

離，另有一番人生際遇。

相較於稍後的四行倉庫戰役為世

人重現，虹橋戰役卻被忽略，有很多因

素。

符岸壇1897年出生於海南文昌。

1920年於雲南講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畢

業，同期有符昭騫、徐成章等抗日名

將，又葉劍英也同期。符岸壇曾任黃埔

軍校早期教官，後留學法國，著作專書

數冊。

學成回國後，1926年廣東軍北伐，

符岸壇參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符參與

北伐軍，1930年，第四軍番號改為19路
軍，此時總指揮為蔣光鼐，蔡廷鍇為軍

長。符屢建功，很快升為上校。918事變

後調防上海。歷任國軍排長、連長、少

校營長、中校到團長後升任19路軍上校

團長，戍守上海。

▲符岸壇任官令之一。

泰國華僑協會第三、四屆理監事會交接

▲泰國華僑協會第四屆理監事就職暨主席交接典禮，2016年2月20日舉行，駐泰代表謝武樵致
送余聲清主席賀電。左為陳甲寅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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