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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先生與抗
戰時期情報作戰
學術研討會暨新
書發表會」紀要
蕭李居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翁巧嫣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一、前言

情報的及時與準確對於軍事與政治極具

重要性，甚至能夠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因

此戴笠曾表示情報工作要做的好，是要「能

夠做到迅速而又確實」。然而情報內容的

機密性、情報人員的隱晦性，以及檔案的封

閉，讓情報工作的真相隱諱不明，最後多淹

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僅餘演義性質的傳奇

傳誦於人們的口耳之間。

此次國史館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以下

簡稱「軍情局」）進行合作計畫，將《戴

笠史料》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進行

數位化作業，並預定於明（2012）年 4月起
陸續對外開放，為情報作戰的學術研究提供

史料，期望能為民國情報史研究提供新的契

機。

二、合作緣起及新書發表會

國史館與軍情局合作案，係緣於起於去

（2010）年 3月在軍情局前局長張戡平將軍
主動邀請下，國史館前館長林滿江女士帶領

吳淑鳳協修、許瑞浩協修、張世瑛協修及蕭

李居助修四位同仁前往拜訪，瞭解該局檔案

典藏情形，洽談雙方合作的可行性。4月中
旬四位同仁再次前往該局翻閱檔案，瞭解檔

案的內容、性質與數量，並洽商合作方向，

最後確立出版史料彙編、學術研究等計畫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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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於今（2011）年 10月 8日於該
館 4樓會議廳舉辦「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
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暨新書發表會」，為

雙方合作計畫展示初步成果。會議首先由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致開幕詞，呂館長表示

看過「色戒」和「007」電影就知道，情報
作戰本身相當隱晦，有關諜報研究向來稀

少，而坊間關於戴笠的資料多半憑藉口述

歷史與回憶，非以檔案史料來研究，易過

於標籤化其人其事。此

次有賴軍情局提供有關

戴笠的史料，可揭開民

國情報作戰的神秘面

紗，有助於還原戴笠真

實的樣貌，史實不再被

歪曲。本次首先出版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

彙編：軍情戰報》、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

彙編：經濟作戰》及《戴

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三

冊，係由國史館工作人員對此批檔案進行

審閱，挑選重要議題，以圖檔形式完整呈

現史料，相當精美。軍情局此舉公開資料，

便利研究，除了是國史館一貫的秉持外，

也誠如馬總統所言，說真話，做真實的研

究，才能建立真正的中華民國史。

軍情局由姚祖德副局長代表出席，他

在致詞表示此次軍情局與國史館合作公開

戴笠史料，表面上好像彰顯戴笠，但實際

上是在肯定為情報工作付出的已故烈士，

以及正在工作的同仁。情報史料的公開可

顯示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度，藉由此次機

會也讓各界了解，雖然有些情報工作基於

機密性質，無法立即公佈，但是這是為了

保護人民與國家。軍情局感謝國史館的合

作，也希望日後情報史料能藉由正當的法

案途徑逐步進行解密，透明化給國人、學

者專家了解。

新書發表會由國史

館陳立文主任秘書主

持，首先由國史館吳淑

鳳說明兩機關合作緣

起。次由國史館蕭李居

介紹各冊新書內容，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

彙編：軍情戰報》的背

景係抗戰期間軍統局透

過探查日本在華動向、

維持平津、京滬等地交

通線、布建滿洲國情報、分析上海、南京

等地戰爭形勢，以期重挫日軍攻勢。同時

也在東南亞組織訓練華僑及組建區域性軍

事力量，並與美、英、法等國展開情報合

作商談。日本投降後，戴笠建議在國軍接

收前，暫由日、偽軍負責淪陷區的治安，

並請纓負責戰後肅奸工作。本冊內容即是

抗戰時期戴笠所蒐集、整理及呈報的各項

軍情戰報，共分為「日方動態」、「我方

動態」、「戰況報告」、「涉外事務」與「日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於開幕致詞（攝影 /曾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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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投降」五大議題。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經濟作

戰》介紹抗戰時期經濟作戰的首要任務在掌

控物資種類與來源，探查軍需物品價格，而

在戰局擴大後日軍封鎖沿海港口與西南交

通，軍統局則需思考物資的運送、儲存、保

護與調度工作，以符合作戰需求。同時為確

實掌握全國戰時的經濟與金融資訊，軍統局

也吸收、訓練當地人員成為經濟調查員，定

期派員查報各重要城市相關資訊，藉以發揮

國軍經濟作戰的效能。本冊內容集中在抗戰

時期戴笠與軍統局人員從事的經濟作戰工

作，包含「物資搶購」、「物資搶運」、「物

資經理」與「物價與金融作戰」四大議題。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

軍》呈現忠義救國軍的創建歷程，而該部

隊的主要任務是在江南敵後地區以游擊戰

牽制日偽軍與中共新四軍，進行策動聯絡與

情報作戰工作。抗戰結束後忠義救國軍歸併

至交通警察總隊。本冊內容主要為忠義救國

軍籌建軍備與進行敵後游擊工作方面，包含

「組織建置與整編」、「人事任用」、「部

隊裁汰與收編」與「中美合作與訓練」、「經

費問題與裝備困難」與「軍紀與組織工作檢

討」六大議題。

三、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學術研討會由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林桶法教授主持，首先由李君山發表〈戴笠

與戰時西南運輸－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

探討 (1938-1942)〉，透過 1938年 2月改組
的「西南運輸公司」和 1940年 4月成立的
「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之工作，以及戴

笠（1897-1946）在其間的參與，就當年滇
緬公路的路政和困難、與重慶政府的搶運措

施作一初探。第二篇文章由陳世榮發表〈戴

笠的經濟作戰構想〉，指出戴笠對於戰時情

報工作的經濟作戰並沒有完整規劃，而是邊

做邊學，直至 1942至 1943年間才加以制度
化。戴笠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在搶購與搶

運、交通運輸管制、緝私、經濟情報的蒐集

與檢查等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憑

藉著個人的情報工作經驗與反應，終於讓

構想得以落實。第三篇文章由楊維真發表

〈1938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
以《戴笠史料》為中心的探討〉，詳述戴笠

在長沙親自經歷長沙大火事件，迭電報告離

開長沙時所目睹的動亂情形，以及湖南省保

安處與長沙警備司令部 11月 12日晚在城廂
內外放火事實，並以《戴笠史料》為主探討

長沙大火事件的起因、善後及檢討。

第二場學術研討會由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劉維開教授主持，第一篇文章由陳進金發

表〈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分別從組織、訓

練、作戰等三方面，試圖勾勒出忠義救國軍

的歷史面貌。認為從組織沿革、人事的安排

與組織的整編，都可以看出忠義救國軍是由

戴笠所創辦，而且是一支以戴笠為首，組織

嚴密、紀律森嚴的戰鬥部隊。第二篇文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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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德發表〈雅德賚（Herbert O. Yardley）
與中國－兼論抗戰時期的密碼戰〉，謂

1938年軍統局聘用美國著名密碼專家雅德
賚，為軍統局培育了一支偵譯的力量，奠定

了日後向外拓展的基礎。國民政府聘用雅德

賚，在電訊情報上所獲效益，甚至超過後來

的中美合作所與中英情報合作計畫。不過由

於雅德賚未能達成破譯日本陸軍密碼的目

標，私生活又頗不檢點，故一般學者對其評

價一直不高。第三篇文章由吳淑鳳發表〈戴

笠對美國戰略局的認識與合作開展〉，指出

美國戰略局以海軍部壟斷中美合作所在華

資源致有嫌隙，有意調整合作細節。戴笠認

為美國戰略局與海軍部不和，是美國內政問

題，中美合作所只要將業務項目分開，分別

與之合作即可。因此在戴笠大力支持下，與

戰略局合作的業務以設立心理戰爭組和研

究分析組較為特別，並有效提高抗戰時期情

報工作的效能。

第三場學術研討會由國史館朱重聖副館

長主持，第一篇文章由蕭李居發表〈戴笠

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詳述三民

主義力行社特務處成立的由來、組織架構、

人員編輯、經費及工作內容與紀律規範等，

而且由戴笠開創特務處的組織過程，顯示

戴笠不僅有「特工天賦」，也有政治頭腦，

因此一開始他會受到蔣中正的青睞。第二篇

文章由張世瑛發表〈戰後北平站的布建與

運作－以「王蒲臣案」為例〉，透過《國

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的兩卷〈王蒲臣工作

案〉，剖述 1948-1949年間國共內戰形勢逆
轉之際，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的潛伏活動與

運作情況，藉此瞭解中國式的情報工作特性

及第一線情報工作的執行情形。第三篇文

章由王良卿發表〈戴笠與 CC：以抗戰時期
《戴笠史料》為中心〉，分別由三民主義

力行社解散前的內部動態及與 CC的對應關
係、戴笠面對 CC、中統在郵電檢查、運輸
統制、貨運管理等工作的競爭，以及戴笠舉

報 CC、中統事涉脫軌行為及蔣中正的對應
態度等三方面，探討戴笠與 CC的關係。第
四篇文章由羅久蓉發表〈從軍統局到保密

局〉，指出從 1945年 10月蔣中正下令軍統
局研議解散，到 1946年 10月 1日保密局正
式成立這十個月期間，軍統局高層對於抗戰

結束後所展開的新的變局如何自處。在軍統

局所作的反省、規劃與檢討雖然主要是對現

實政治的一種反應，但也透露出一些有關情

報工作者的訊息。戴笠在一份給蔣介石的報

告中坦承沒有人不願參加組織，這對處於面

臨改組的歷史轉折點上的軍統局而言，的確

是一個巨大的警訊。

最後一場綜合討論由國史館修纂處何智

霖處長主持，與會來賓及發表人分別就這次

即將公開的《戴笠史料》與《國防部軍事情

報局檔案》的內容、性質、研究的觀點、未

來研究的發展性與侷限性，以及情報工作與

民主人權的關係等各方面進行意見交流，並

希望未來各界能多利用此批檔案，期許對於

戴笠及情報歷史的研究能有更深入與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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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四、結語

歷史學研究依賴檔案史料，然而有關情

報工作內容一向隱密，資料也少，因此有

關諜報研究相對較少。此次能舉辦學術會議

與新書發表會，呈現學術研究與整理史料的

成果，實賴軍情局持開明態度，願意站在歷

史舞台上接受檢視。不過此次的合作案希望

只是情報檔案開放的第一步，未來在國家安

全、尊重人權及資訊透明的情形下能逐步開

放更多的檔案，讓情報歷史回歸嚴謹的學

術，進行科學性的研究檢視，以揭開諜報人

員與情報工作隱藏於深處的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