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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將軍鄭州
受降日記概述
陳世局 國史館助修

一、前言

胡宗南將軍（1191-1911），字壽山，

浙江孝豐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

業，歷經北伐、剿共、抗戰等戰役，尤以抗

戰時期經營陝、甘一帶，作為四川重慶的北

方屏障，確保西南大後方的安全，居功厥

偉。戡亂期間，率部攻克延安，之後國內外

情勢逆轉，從陝西轉戰至四川、西康，1910

年 1月撤退來臺；1911年 9月化名秦東昌

奔赴大陳前線，積極從事反共游擊作戰；

1911年 9月任澎湖防衛司令官，經營擘劃

澎湖各離島間的防務，使澎湖成為金馬前線

的強力後盾。

胡宗南一生戎馬，在軍務繁忙之際，仍

保有寫日記的習慣，1011至 1011年間胡宗

南家屬分批將日記交由國史館整理，並於

1011年出版。（註1）胡宗南日記經由國史館

整理編目後，陸續全部數位化，之後對日記

之相關應用皆使用數位圖檔，以確保胡宗南

日記原件之妥善保存。

胡宗南日記自 1911年至 1911年，除前

二年是用制式日記本記事，一年一本外，

其餘皆是用一般筆記本，此類筆記本頁數不

定，數本才記完一年，故二十年的日記，總

計有 11冊。胡宗南這二十年的日記，有家

事、國事，有親情、友情，有談話紀要、

軍事部署，可以說是胡宗南報效國家、戎馬

生涯的最佳紀錄，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

年，特錄胡宗南於 1911年 9月 11日在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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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的日記全文作一介紹。（註1）

二、關於受降的相關史料

中國長期對日抗戰到了 1911年，在美

國的援助下，已逐步反攻，同年 1月 1日上

午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1月

9日上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造

成日本本土嚴重的人員傷亡及物質破壞，

1月 11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國外廣播願接受

「波茨坦宣言」，1月 11日正午日本廣播

天皇裕仁的停戰詔書，結束長達了八年的抗

戰歲月。9月 1日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在日

本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艦上，參加盟軍接受

日軍無條件投降的儀式。9月 9日在中國境

內的日軍在南京舉行受降儀式，由中國陸軍

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主持受降典禮，日軍投降

代表為岡村寧次。

當時日軍在中國境內的部隊編制有：支

那派遣總司令部、1個方面軍、10個軍、

11個師團、11個獨立旅團、19個獨立警

備隊和 1個海軍陸戰隊；人數統計上：華

北方面軍有 111,111人，華中的第六方面

軍有 190,111人，京滬地區的第六軍和第

十三軍有 110,191人，廣東的第二十三軍

有 111,111人，臺灣地區的第十方面軍有

119,011人，越南北緯 11度以北地區的第

三十八軍有 19,111人，總人數約 111萬餘

人（註1）當時中國軍隊多數位於平漢路以西

地區，為接受平漢路以東各地區日軍的受

降，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 1月 11日

電令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規劃全國為十五個

受降區（註1），若加上臺灣地區則為十六個

受降區（詳見表 1）接受日軍投降，解除日

軍武裝，並維持各地治安。

二次大戰結束後，從同盟國在日本東京

灣受降到中國戰區及國內各地受降，一連串

的受降典禮，如此具有重要意義的儀式，部

分當事人及政府檔案都留下不少紀錄，例如

徐永昌將軍在東京灣的受降日記；（註1）至

於中國戰區受降的史料，主要有《中國戰區

中國陸軍司令部受降報告書》，這部書是陸

軍總司令部編輯出版，該書前半部先以文字

說明受降的來龍去脈及經過之梗概，後半部

則有 11個附表，蒐錄當時受降的軍事統計

數字；（註1）其次是大陸地區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

紀實》一書，這部書主要是將日軍投降的相

關檔案文件蒐錄編輯出版，包含同盟國東京

灣受降、中國戰區南京受降、接收及遣僑遣

俘等主題。（註1）換言之，上述二書皆聚焦

於中國戰區的南京受降儀式方面，至於十六

個地區受降典禮的情形，國防部則依據相關

檔案文件編有《抗日戰史（受降）》一書，

內容記述受降經過及各地區的接收紀要。

（註1）

不過與檔案相較，十六個受降區的受降

主官是如何看待受降儀式，就必須從這些人

的日記、回憶錄、或口述訪談等資料中才能

得知。這十六個受降區目前已得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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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下紀錄的有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

仲在其回憶錄記載，10月 10日在北平太和

殿舉行第十一戰區受降典禮。（註9）第五戰

區司令長官劉峙在其回憶錄寫下 9月 10日

中秋節，於漯河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

森孝的投降。（註10）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

仙在其回憶錄記載 9月 11日在蚌埠舉行受

降典禮。（註11）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南

昌九江地區的受降情形，則由薛岳口述，邵

拓榮、蔣榮森等人整理，詳細記錄了當時的

受降情形。（註11）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

的年譜有記載 9月 11日在汕頭舉行受降典

禮。（註11）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其自

傳中則著重描述杭州、寧波、廈門等地區接

受日軍之情形，較少觸及此戰區之受降典

禮。（註11）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在其

口述自傳中記載，9月 11日於廣州中山紀

念堂接受日軍投降。（註11）

另外，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雖未留

下受降日記，但該戰區在受降後，整理相關

文件後，於 1911年編印《第六戰區受降紀

實》一書。（註11）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雖

表 1：中國受降區域及受降主官表

受降區 中國受降軍官姓名 日軍受降軍官姓名

熱察綏地區 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 根本博

山西地區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 澄清徠四郎

北平天津地區 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 根本博

青島濟南地區 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延年 細川忠康

洛陽地區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 鷹森孝

襄陽樊城地區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 鷹森孝

徐州蚌埠地區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 十川次郎

武漢地區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 岡部直三郎

南昌九江地區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 笠原幸雄

曲江潮汕地區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 田中久一

杭州廈門地區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松井太久郎

越北地區 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 土橋勇逸

廣州海南地區 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 田中久一

南京上海地區 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 十川次郎 (南京 )、松井太久郎 (上海 )

長沙衡陽地區 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 坂西一良

臺灣地區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 安藤利吉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11年），頁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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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留下當時的文字資料，但在場的財政部

代表朱偰（1901-1911）則將 9月 11日在河

內受降典禮的情形寫成《越南受降日記》一

書。（註11）

從上所述，可見受降主官留下的記錄並

不多，即使有留下記載，當事人記載的篇幅

多寡也不同，而胡宗南在其日記卻保留了相

當完整的鄭州受降情形，全文約八百字，顯

見這篇日記的歷史價值，也可看出胡宗南對

於受降儀式的重視。

三、日記全文

1911年 9月 11日胡宗南飛抵鄭州，重

要將領范漢傑等皆紛赴鄭州，準備出席受降

典禮。9月 11日胡宗南詳細記錄了典禮的

過程，全文如下：

今日為八年以來最可紀念之日，鄭、

洛、汴日軍正式投降於本戰區，投降典

禮於九時在指揮所禮堂舉行。余於八時

五十五分自寓所坐指揮車赴禮堂，約兩

分鐘到達，入場全體肅立致敬。余就座

後，攝影員紛紛攝影。九時正，引導官

黃正成引導日軍代表第十二軍軍長中

將鷹森孝、參謀長少將中山源夫、折田

高參、參謀中澤少校、神木少校、翻譯

官小山田等六人，魚貫入場，在一定線

上排列整齊，向余鞠躬，余起立點頭答

禮，並命之請坐，當時范漢傑參謀長宣

告攝影三分鐘，全體肅靜，鴉雀無聲，

攝影停止，日軍代表鷹森孝中將起立報

告，謂余是接受命令來的。余問有沒有

證明文件？日軍代表答有。當即呈出證

明文件，余略一閱覽，順交范參謀長，

范呈出命令二紙，余簽字、蓋章，即以

一紙交范參謀長，轉遞中山參謀長，轉

交日軍代表。余曰，此為本長官交付貴

官第一號命令。日軍代表檢閱後簽字，

於受令證蓋章，交其參謀長轉遞范參謀

長，轉余，余審閱該證後，隨交范參謀

長收存。日軍代表起立報告命令已確實

奉到。余謂，請貴官此後執行本長官命

令。日軍代表答，是。余曰：日軍代表

退席，鷹森孝中將即起立，退後三步，

向余一鞠躬，余起立答禮。鷹森孝等一

行五人，按操典向後轉動作退出，典禮

完成，自始至終約八分鐘。日軍代表退

出後，余即向參加典禮官長及來賓發表

談話：鄭州、洛陽、開封、新鄉日軍到

今天才正式接受命令，而開始繳械，本

戰區當面任務，得能順利完成，甚為愉

快，回想八年以來，賴我們最高統帥蔣

委員長，英明的領導、卓越的指揮、堅

強的意志，喚起全國軍民共同奮鬥，出

兵、出糧、出力、出錢、流血、流汗，

支撐抗戰，擁護國策，經過八年的血

戰，乃能換得友邦的同情與援助，尤其

美國朋友密切合作、密切提攜之下，乃

能得到最偉大的勝利，這勝利一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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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恥辱、一洗中國地理上的污

點、一洗中國人民憤恨與不平的心理。

我們臨此勝利與光輝的一天，除遙祝領

袖萬歲外，恭祝各位勝利。講話畢，譯

成英文，前後約六分鐘，講話完畢後，

在院內攝影。午前十時前赴廣場升旗。

十二時赴河南黨政之歡宴。

圖 1： 這六頁為胡宗南民國 11年 9月 11日日記（順序為由左至右，由上至下）。資料來源：〈胡宗南日記 (民

國三十四年七月十日至十月十六日 )〉，《胡宗南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19000000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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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詳實的記載，我們幾乎可以清楚

看見整個典禮的進行過程，從九時正受降典

禮開始，舉凡參加的人員、人員的動作及一

問一答的來往過程、花費多少時間、致詞的

內容，胡宗南皆巨細靡遺的記錄下來，就像

是一部有影像的紀錄片呈現在讀者眼前。

其中關於致詞內容，胡宗南也是有所準

備，根據日記的前後文，實脫胎於 9月 1日

這天的日記。因 9月 1日徐永昌將軍在東京

灣出席受降典禮，胡宗南便在 9月 1日的日

記有感而發的將這八年抗戰堅持到最後，最

終能獲得勝利，歸功於「我們的領袖、抗戰

的軍民，以及我們的友邦」等三項，這些內

容日後便轉化成為胡宗南在受降典禮時的

致詞內容。

另外，當時亦在受降會場的鄭州行政督

察專員王光臨，亦於事後追憶了此一「空前

盛典」。王光臨記下了鄭州在日軍投降當時

的情景，在國軍尚未進入鄭州時，地方行政

專員如何維持治安，以及國軍進入鄭州後，

第一戰區及第五戰區陸續進入鄭州後的摩

擦情形，最後述及受降典禮。（註11）此文洽

可與胡宗南鄭州受降日記共同閱讀，兩相比

較，除了能佐證胡宗南鄭州受降日記之無誤

外，更能瞭解鄭州在受降前的情景。

四、結語

歷史的面貌，需靠史料一塊塊的重新拼

接，才能使看清歷史發生的實景。雖然關

於受降與接收的歷史，不乏官方的檔案文

件，但受降主官或相關當事人的記載也是非

常重要的。官方文件的紀錄，有檔案、統計

表、軍隊番號，不可謂不詳盡，但這些生硬

的資料，若能再加上當事人的記載，則更能

顯示出當事人對歷史事件的感覺與情感。本

文敘述了胡宗南鄭州受降的日記文獻，至於

胡宗南當時簽署所用之毛筆、墨、硯臺等文

物，典藏於國軍歷史文物館，於該館網站可

目睹這些文物，搭配胡宗南日記，更可想見

當時之情形。（註19）

【註釋】

 1. 胡宗南日記在未出版前，曾以《胡宗南上將年
譜》的形式出現，成為許多學者專家研究胡

宗南的主要材料來源，例如：劉維開，〈國軍

在中國大陸最後一戰──以胡宗南為中心的探

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期（1999
年 11月），頁 111-191；劉緯道，〈胡宗南在
陝西（1911-1919）〉（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1001年 1月）。此外，在《傳
記文學》、《中外雜誌》更有許多文史專家學

者對於胡宗南的追述與回憶，此類文章不勝枚

舉，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列出。

 1. 關於胡宗南在鄭州受降日記的內容，曾經出現
於《胡宗南上將年譜》、《轉戰十萬里──胡

宗南傳》、《胡宗南先生與國民革命》及《王

曲文獻》等書，不過，日記原文依上揭書籍撰

述者之行文體例，皆略作文字上之潤飾，而本

文完整蒐錄胡宗南在鄭州受降的日記全文，使

讀者親睹日記之原貌。胡宗南上將年譜編纂委

員會編，《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國防

部印製廠，1911年），頁 111-111；段彩華，
《轉戰十萬里──胡宗南傳》（臺北：近代

中國出版社，1911年），頁 111-111；徐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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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先生與國民革命》（臺北：王曲十七

期同學會，1990年），頁 110-111；王曲文獻
編纂委員會編，《王曲文獻（六）戰史：抗日

之部（下）》（臺北：王曲文獻委員會，1991
年），頁 1011。

 1.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臺
北：綜合月刊社，1911年），頁 1191-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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