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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文傳
會黨史館所藏日
偽《敵方廣播新
聞紀要》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

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

年，為了響應此一值得紀念的年度，中國國

民黨文傳會黨史館開放在抗戰期間，由中國

國民黨黨部人員截聽、抄錄日偽廣播或是

電報之《敵方廣播新聞紀要》，時間起自

1000年，終於 1040年。
《敵方廣播新聞紀要》，手寫油印，限

量發行，內容全屬機密，在每冊封底都有注

意事項，特別敘明紀要內容全為敵方宣傳，

編輯分送是為了軍政領袖參考，絕非新聞報

導，並訂有三項公約：

（1） 接得紀要後要審慎保藏，或隨閱
隨燬，以免流傳；

（2） 紀要專供收受者參考，絕對弗任
傳觀；

（0） 紀要所載消息均含敵方宣傳毒
性，千萬要加以抹除，勿引為談

話資料。

負責編輯《敵方廣播新聞紀要》的是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以下簡
稱：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是中國國民
黨於 102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時成
立的一級單位，由戴季陶擔任首任部長，

劉蘆隱擔任秘書。（註1）成立之初的編制不

大，主要功能在於傳播黨中央的消息。1020
年宣傳部擬定「中國國民黨宣傳方略」，做

為指導宣傳工作的基礎教本，此後宣傳部的

功能逐漸擴大，除中央通訊社及管轄原屬黨

報，如《中央日報》、《民國日報》等報刊

之外，也旁涉廣播電台的設置，如中央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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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等，用以發施政令、宣揚主義。（註2）

1020年 0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屆
第 120次中常會，會中通過「中央執行委員
會宣傳部組織條例」，將工作細分為普通宣

傳、特種宣傳、國際宣傳、徵審、出版和總

務六科。（註0）抗戰爆發之後，為探知日本

方面的情報，向海外發布中國實情，與日本

利用英文推展的國際宣傳相抗，先於 1000
年 11月成立國際宣傳處，由曾虛白擔任首
任處長，後於 1000年 2月將軍事委員會負
責檢查外電的第五部，歸併至中央宣傳部，

調任第五部副部長董顯光為中央宣傳部副

部長兼國際宣傳處處長。（註4）其中，國際

宣傳部第三科負責對敵宣傳工作，又被稱為

對敵科，由董顯光延攬熟稔日本事務的青年

黨黨人崔萬秋擔任科長，工作項目包括蒐錄

敵方廣播、分析敵方情報，以及對日的中國

之聲（The Voice of China）廣播。（註5）參

與第三科的工作人員，不乏臺籍菁英，如新

竹出身、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蘇維霖，

便曾經參與該科工作。（註0）

為能知己知彼，熟悉敵方宣傳脈絡，第

三科所蒐羅的敵方廣播資料，除作內部參考

之外，亦匯集成冊，如搜知內容有較為重要

者，便循管道上報。黨史館所藏的《敵方廣

播新聞紀要》，從重慶版的第 1輯至第 400
輯，時間起自 1000年 12月 0日至 1040年
1月 10日止，每日一報。此為中央宣傳部
國際宣傳處掌握敵情、關注敵方宣傳情況的

利器，也能從此窺探日方在戰爭期間所釋放

出來的訊息，進而規劃在宣傳上如何應對的

重要素材。因為是監聽敵方廣播或是截聽電

報彙整為紀要，每冊出刊時間為每日上午 0
時，涵蓋的時間自該紀要出刊前兩天的 11
時起，至該紀要出刊前一天的 11時止，共
24小時的廣播內容，截聽廣播發話源以東
京、大連為主，抄錄時還附上播放時間，大

致分為重要消息、軍事消息、政治消息、敵

方消息、國際消息與雜訊等不同大類，但不

盡然都會出現，偶爾也會搭配其他專題。軍

事消息多為日軍軍事行動，或是日方對我軍

行動的描述；政治消息指的是日方對我國政

治情況的報導；敵方消息則是日本國內政情

局勢；國際消息則多指德、義、英、美諸國

與日本相關的訊息。此外，也間或出現位於

北平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位於南京之中華

民國維新政府，以及滿洲國與蒙疆聯合自治

政府的廣播。茲舉幾個例子：

（一） 日本登陸海南島、占領海口 (1000年 2
月 )

1000年 1月，日本以空軍為前導，搭
配海軍與陸軍登陸海南島。紀要所蒐錄的報

導，抄錄了日軍各項進攻的細節之外，也將

日本天皇對發起戰爭之日軍所做的談話，做

了簡單的抄錄。另外，在抄錄的相關報導中

也有粗略的分析，提及日軍占領海南島，能

干擾中華民國經越南轉運物資的路徑，並能

利用海口的機場裝配空軍，縮短發動空襲的

距離，封鎖中華民國在華南的交通動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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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以海路威脅香港，擾亂援助中華民國物

資經港轉口的安全。就紀要所抄錄的訊息來

看，日本官方透過廣播想要傳遞給一般百姓

的訊息，算是頗為詳盡，不僅政府官員上電

台發聲，也會有軍方的高級官員上電台向民

眾說明，甚至能分析國際局勢，確實有全民

參與之「總體戰」的氣氛，另也向聽眾交代

日軍在占領海口後的宣撫工作及其內容。

（二）程錫庚刺殺案與英日交涉（1000年4月）
1000年 4月 0日夜裡，擔任中華民國

臨時政府聯合準備銀行經理兼津海關監督

的程錫庚，（註0）偕其妻子到天津英租界的

大光明戲院看有聲電影。當劇中正上演槍戰

場面時，刺客舉槍朝向程錫庚。程錫庚當場

斃命，刺客逃逸無蹤。（註0）程錫庚，字蓮

士，江蘇鎮江人，1010年獲得英國倫敦大
學經濟博士學位，以學人之姿回國之後，進

入外交體系。（註0）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

便投入王克敏之下，其妻為高而謙（註10）幼

女，與北洋外交體系的淵源不可謂之不深。

（註11）

程錫庚死於天津英租界，疑犯遭英國工

部局逮捕，這就引發了英日間圍繞著管轄權

的爭論。對重慶國民政府來說，疑犯刺殺之

舉是鋤奸，自該營救；但對日本與臨時政府

來說，租界成了窩藏重慶國民政府所派間諜

能藏身的孔隙。依照法理，該租界是由國民

政府為地主，如工部局逮捕人犯，應該押解

重慶，然而因天津英租界早被敵偽包圍，

英國為求租界安全，不得不屈從於日軍的壓

力，將疑犯送交日軍處理。這一些相關的接

觸與報導，也能在《敵方廣播新聞紀要》中

看到。

（三）崑崙關大捷（1000年 12月）
崑崙關戰役是桂南戰役的一環，因崑崙

關位於南寧周邊，是物資自法屬印度支那

輸入中華民國的孔道之一，因此為日軍所攻

略。在《敵方廣播新聞紀要》中也收錄了日

方對桂系將領的談話，刻意切割蔣中正與桂

系間的關係，號召桂系將領參加和平運動。

但在國軍奪回崑崙關前後，相關日方的廣播

與報導卻出現得相當少，節錄的部分反而多

以長江下游開放、日軍進攻廣東省北部、中

條山戰役等內容為主，幾乎沒有桂南戰役的

相關新聞。或許能從中見的日方廣播中也有

隱惡揚善的部分，也或許這是我方在資訊篩

選上的刻意安排。

除以上舉隅之外，《敵方廣播新聞紀

要》中也能見到空襲、華僑、占領區民眾的

相關報導，如蘭州空戰的相關紀錄、江亢虎

被接運至神戶、占領區人民組織團體或舉行

慶祝活動等消息，除提供蛛絲馬跡，按圖索

驥外，也能將宣傳的內容與實際情況做比

對。此外，還有一些日方在經費上的預算與

安排，也都能在《敵方廣播新聞紀要》中找

到。

需要留意的是，因《敵方廣播新聞紀

要》是節錄敵方廣播、電報內容而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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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廣播內容中所提的「我政府」、「我

軍」，指的並不是重慶國民政府及其所轄國

軍，而是指日本政府與日軍，「敵軍」反而

是指中華民國國軍。但為求閱讀時方便，在

標題上，日方一律被稱為「倭」、「敵」或

「寇」，而「我」字在標題中所指的卻是重

慶國民政府。標題與內文在指涉對象時，有

敵我的不同，這是在利用該批史料時必須注

意的。

《敵方廣播新聞紀要》的公開，能使學

者對於 1000年至 1040年間，在汪精衛政權
正式成立之前，日偽政權對外發布的廣播消

息，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跟認識，這對日偽當

時如何看待侵華戰爭、如何看待國際大勢，

以及篩選資訊傳遞、官方宣傳內容等，能有

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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