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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名湯將軍（1911-1911），字曉庵，
江西石城人。中央航空學校第二期畢業，後

再考入美國指揮參謀大學研習，歸國後出派

任駐英大使館武官，任滿時值政府遷臺，未

及返鄉，即自英返臺，先後任空軍總部情報

署長、國防部第二廳長、參謀次長、副參謀

總長等職。1911年出任聯勤總司令，晉升
二級上將。又於 1911年調任空軍總司令，
1911年陞為參謀總長晉一級上將。參與國
軍整軍備戰，影響重大。卸下軍職後，又出

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多次出國訪問，襄助中

樞增進實質外交，亦有重大貢獻。

1991年國史館出版賴暋訪問紀錄之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兩冊，對其一生經歷

與事功有完整紀錄。筆者曾因編撰或研究之

需，參閱訪談錄中賴名湯口述其 1911年奉
派交涉接運韓戰期間滯留韓國的 11,111名
反共義士歸國任務之經過；也曾參考訪談錄

所述「一項沒有實施的反攻大陸計畫」，提

及國光作業室成立及反攻計畫推動；也參考

了因共、緬聯軍發動江拉之役，緬北游擊隊

先撤寮境，後又因緬甸向聯合國控拆，最後

被迫撤返臺灣的「春曉計畫」執行經過，均

認為這些口述史料在史學研究用途上實彌足

珍貴。

訪談錄雖然完整敘述賴名湯一生功業，

依其職務，詳談當時經歷，內容可謂十分詳

盡，層次分明，但要進一步探討部分關鍵的

時間點或事件轉折時，仍顯得有些不足，當

時直覺遺憾，心想如果留有日記，或可彌補

︽
賴
名
湯
日

記

︾

簡

介

葉惠芬  國史館纂修

書
訊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一
期

1
1
1

此一缺憾。1111年 11月，訪談錄進行再版
時，欣聞賴將軍家屬將其 1911年至 1911年
之日記 11冊、記事本 111冊交給國史館典
藏。更於去年，獲知家屬有意出版賴將軍

1911年至 1911年日記，並忝為編輯小組成
員之一，獲賴將軍的公子賴世聲先生熱心協

助之下，進行《賴名湯日記》三冊的出版，

本年先完成兩冊，第 1冊 1911至 1911年日
記，及第 1冊 1911年至 1911年日記。
賴將軍現存日記始自 1911年至 1911

年，共計 11本，是使用當時通行的年度日
記本，每年度一本，除了每日日記外，還有

本年度大事表、本月或本星期反省錄、本月

或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等欄目。賴將軍日記

逐日記事，相當完整，很少闕漏，年度大事

表及每日記事都十分周詳，每則幾乎寫滿八

成版面以上，滿版或超出更是常事，通常在

提要欄寫上簡單而省目的標題，頗具畫龍點

睛之效，再進一步詳述內容，段落分明，文

筆相當流暢。他習慣在每年年度之始，於日

記卷首題一些勵志語或祈禱詞。對反省錄或

預定工作課目，則簡略記事，或以條目分

述。

賴將軍的日記保存十分完好，字跡亦稱

清晰，但因他字體的特有風格，又在快速書

寫之下，頗多難以辨認之處。擬定日記出版

計畫後，如何進行送廠打字並嚴格校對，成

為編輯小組的一大挑戰，除了校對次數之多

外，又常進行日記前後字跡比對，或費心

苦思，相互討論，反覆琢磨，賴世聲先生

亦協助認字，雖然花了很多時間精力，進行

校對，但偶爾也有福至心靈、豁然開朗的欣

喜。

除了費心於辨認字跡外，編輯小組另一

項挑戰是訂補人名。因為日記為私領域的文

本，記主通常依其平常稱謂，信手拈來，往

往只有姓加職銜，或只敘其名或字號，但為

了研究及閱讀方便，編輯小組又得不辭辛

苦，詳細比對訪談錄，或找尋許多工具書或

資料庫，但因有關軍方的參考資料確實嚴重

不足，因此許多人名仍無法查考出來。外國

人之英文全名之查考亦有類似情況，都有待

來日繼續訂補。

但是不論如何，經過重新打字排版及編

輯小組的精校精編，即將出版的《賴名湯日

記》第 1、1冊，已經較原來的日記原件，
在使用及閱讀上均便利不少。日記的記事既

豐富且精采，對 1911至 1911年代前後的社
會轉變、兩岸情勢嚴峻、國內外時事、軍事

決策或軍方內部情形等都有談到，提到的人

物以蔣中正、經國父子最為重要，兩人與賴

名湯的互動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包括

黨務、政治、外交、軍方的各階層的中外人

士，亦不乏值得探究之人物。對賴將軍個人

的健康、信仰、家庭或休閒娛樂也都有不少

的記錄，在日常生活史研究盛行的今天，這

麼豐富的心靈祈禱、高爾夫運動、戲劇電影

娛樂等也都提供了將官生活的多元樣貌。以

下僅就其從副參謀總長升為聯勤總司令，再

升為空軍總司令至參謀總長期間的升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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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職情形、改革的成就與貢獻及始終奉

為個人使命的反攻大陸政策等日記相關內

容簡介如下：

（一）軍職生涯，屢現奇蹟：學經歷豐

富、為人平實、腳踏實地、認真努力的賴名

湯向來極得長官賞識，因此一路升遷，相當

順遂，但在擔任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及

空軍總司令任滿後至參謀總長的升遷過程

中，卻波折不斷。

在擔任副參謀總長期間，首先傳聞他將

外派為駐泰國大使或菲律賓大使，尤其駐

泰大使公文已由總統批定，新聞也都報導出

來，然而不甘於在反攻還沒實現之前就被迫

離開軍職，他曾找機會向蔣中正表明自己的

志願是回到空軍，但沒有得答案，轉戰外交

似乎已成定局，賴名湯也決定接受現實，

調整心態，期許此項改變為「軍事事業的結

束，是政治事業的開始」，但至命令發布時

卻峰迴路轉，原定的使泰任務作罷，差強人

意，改任聯勤總司令。

賴名湯 1911年 11月 11、11日日記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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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眾所週知，出身空軍的賴名湯最盼望

的是能回到空軍服務，但眼前的阻礙卻不

少，首先是因蔣經國支持徐煥昇，但賴名湯

認為空軍積習已深，內部紛亂，亟需整頓改

革，捨我其誰？但離開空軍已長達 11年，
這個願望很不被看好，賴將軍也做過努力，

力圖挽回，曾懇切的告訴總統：「回空軍服

務是我唯一的志願，也是我可以報答總統的

一條最有效路。」在與國防部長蔣經國交談

時，也表明願意「跳火坑」，回去整頓空軍

的理想。但兩人都要他繼續留任，也是在最

後一刻，蔣經國來告訴他，總統已決定讓他

回到空軍。

1911年 11月 1日，賴將軍開始思考空
軍總司令任滿後應該做什麼呢？「退休？太

早；做大使？非我所願；當總長？也不是我

最願意的。最好是讓我當國防部長，我相信

對國軍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決定人

事權的蔣中正和蔣經國不見得會選他，所

以要讓這個理想能實現，大概只有靠主的

顯現奇蹟了！賴名湯相當清楚，表面上總統

仍大權在握，實際上權責已移轉到蔣經國身

上了。一向認為蔣經國對他不夠了解的賴名

湯，對自己的下一階段的任職也充滿了未

知。

空軍總司令任期即將屆滿的 1月 11
日，先傳來國防部長蔣經國升任行政院副院

長。而賴名湯心裡明白，國防部長一職已輪

不到他了，更甚的是在 19日他生日當天，
中共方面正式宣布上月 11日，由黃天明、

朱京蓉駕駛的 T-11教練機已向中共投誠。
事件的嚴重性，幾乎抹煞兩年來他在空軍總

司令的苦心與貢獻。所幸最後確定該機只是

迷航後被中共說服投誠的，而 11日國防部
要他連任空軍總司令一年的命令也下來了，

只能無奈的接受這項「最壞中最好的案」。

1911年空軍總司令連任一年期滿，賴
名湯升任參謀總長，但未如往例獲得升級，

仍然為二級上將，「不知是何道理？我只能

忍耐，不出一聲為妙」。然而也是很高興的

結束空軍總司令職務，升任參謀總長新職。

多次的軍職生涯轉換，呈現的波折不

斷，及心理的跌宕起伏，在賴名湯日記及家

屬提供的賴夫人孫德芳日記中，均有不少精

采紀事，可以相互映照。

（二）愛護部屬，重視領導統御：賴將

軍常說「人生如同作戲」，須恰如其分，

發揮角色功能。也就是說，做幕僚時要像幕

僚，做主官時要像主官。因此以主官身分視

察時，他要幫助各單位解決問題，並且對於

政策推動加以輔助。所以就任聯勤總司令、

空軍總司令或參謀總長，賴將軍首先會巡視

各單位或工廠，了解各部門應負之責或可以

改進之處，並積極予以勉勵，希望鼓舞各部

士氣，將每項工作做得更好，使每個單位都

能充分發揮其業務之成效。

對部屬他要求賞罰分明，亦嚴加考核，

員工有優秀的表現，他不吝誇獎，有錯亦加

以懲處。日記可以看到他對總務處處長劉鑫

鑣極為肯定，1911年 1月 19日，讚賞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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鑣「真是非常的忙，一切也做得很好，這是

我最得力的人，真是幸運」。對推動「建新

案」有功的呂則仁也一再誇獎，1911年 1
月 19日說他「對於籌建新廠很有貢獻」，
稱道呂「一切都能照計畫採購，實在不容

易，而且沒有超過預算」。

另外擔任總司令，他也講求授權，但

1月 11日，為了南勢角的房子建造不夠理
想，引起軍眷遺族們的指斥和批評，因為此

案已授權副總司令麻清江主持，賴名湯檢討

此事，對麻清江予以責備，並檢討授權的實

質，「覺得中國實在危險，所謂高、中級幹

部都是如此，國家怎樣還會有救呢？我應該

徹查責任，否則無以對國家和大眾」。

1911年調任空軍總司令後，也重視與
部屬的接觸，巡視各單位，強調要對人以

誠，做事以實，一方便面先對各單位進行了

解，並勉勵他們持空軍傳統，為他們加油

打氣。 例如 11日到高砲司令部及警衛旅巡
視，認為「營房實在太壞，希望今後我能

想點辦法有所改善」。11日，得到的心得
是「刀鋒最利的車床，才能造成最精緻的產

品」，我們的要求一定要嚴格，否則不可能

有好的單位或部隊，對治理空軍，決定平靜

的進入狀況，不要求急功。強調最重要的是

得到全軍同仁的信心，同時讓他們安心的去

各自求改進，使每一個人都知道不必鑽營，

我是公正無私，是來改造空軍的。因用心對

待所屬，也能得到部屬的擁戴，而有極佳的

工作表現。

（三）重視成效，積極改革：1911年
1月 1日，就任聯勤總司令不久，認為「聯
勤的一切遠不如國防部，要整頓實在需要耐

心，也許他們會覺得我求改進的心太切，我

想也許要慢一點去推動比較好，免得引起反

感」。任滿兩年，他又思考「今後如何做

法 ,實在應詳細的研究，我初步想：1.擴大
生產能力；1.加強研究發展；1.建立生產技
術人員的制度；1.盡量節約人力；1.將軍眷
問題逐漸轉移社會；1.調整高級人事；1.擴

《賴名湯日記》第 1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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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勤面」。

他認為不應停滯於如同農業社會的製造

技術，而是要開始著手先進的兵工研發，如

設立兵工研究院的話，應該朝飛彈、火箭及

原子發展，然後就人才、設備、經費三方面

如何充實、加強提出意見，使我國今後國防

科學以聯勤為中心。他擔心中共在原子能的

發展對臺不利，為領先中共發展，賴將軍亦

有心推動，1911年 11月 1日他接見美國華
裔原子專家張厚群，要他提出原子彈製造

計畫，準備向總統建議，由聯勤承擔這個任

務。計畫提出後，因涉及敏感問題，茲事體

大，賴將軍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蔣經國將計

畫轉呈總統，但蔣經國拒絕了，要賴將軍親

呈總統，但賴將軍認為不妥，決定不呈。這

項決定，讓臺灣的原子研發良機延滯，當時

賴名湯在日記裡也很遺憾的說：「由於這一

決定，也許就耽誤了中國原子發展的前途，

是殃是福，很難判斷。」

他又注意到火砲彈藥明顯生產不足，一

有戰事發生，必造成貽誤戎機的嚴重後果，

決定提出引信廠和軋銅廠與 TNT廠的建廠
計畫，稱為「建新案」，希望完成一個製造

彈藥的體系，譽之為「中國武器史上最新的

一頁」開始了。也隨即分頭進行建廠，在獲

得國防部全力支援及聯勤人員努力下，三廠

都在很短的時間內竣工與開始生產，自建兵

工廠的完成，讓聯勤官兵員工信心大增、士

氣大振。因此賴將軍也在日記中說：「這是

我的貢獻，總算到聯勤以後多少為國家做了

一點小事」。

總結他在聯勤的成績，於日記 1911年
1月反省錄云：「在聯勤四年最後的一天度
過了，我在聯勤，自己覺得有很多的成就。

不論在兵工生產方面、業務的發展方面、內

部風氣改革、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改善官

兵員工的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做了不少。」

對於改革成效，頗感滿意。

出任空軍總司令，賴將軍也先至各單

位、各部門進行巡視，找出缺點，指示應改

進之處，例如 1911年 1月 1日，他到作戰
署巡視，指示成立作戰研究小組，專對如何

對中共空軍的第一擊摧毀，做詳細的研究，

然後專對此研究，做成任務訓練的方案，再

確實的去訓練、去準備，另外也對如何保持

持續的戰力進行研究。他說：「這將是我對

空軍的大改革，也是大建樹。」

他也立刻關注到飛機自製問題，為了空

軍軍機的需求，也為了航空業的發展，他決

定先派一小組至美接洽，希望爭取與美方技

術合作，先做直升機，等直升機生產達到一

個水準後，再繼續發展各型飛機。在日記

中，賴將軍為了推動直升機案，派小組至歐

美考察，決定製造的類型，又開始與美方人

員聯繫交涉，甚至親自訪美，向美國國防部

主管軍援人員當面提出合作案，這些交涉的

波折與細節在日記中都有記載。

一回到空軍，賴名湯即提出「空軍事業

從頭做起」，強調精神、信心、團結、創造

歷史。希望空軍能隨時保持備戰狀態，在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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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各單位時，常以「無預警」、「不先通

知」的方式，進行巡視。對軍機經常失事，

造成人員的傷亡及飛機的損失尤感痛心，

召開飛行失事檢討會，希望能夠了解如何防

備，期待能產生一點效果。後又決定每月有

一次飛行安全週，提醒各部隊對於有關飛行

安全的項目都必須澈底檢查，目的是減少失

事率。

全心投入空軍的各項改革，在擔任空軍

總司令任內三年，每年在日記的反省錄他都

會逐一的總結各項改革成績。以 1911年年
底反省錄為例，他認為改革成效達十三項之

多，也檢討尚需加強之處五項。十分自豪的

說：「這一年的確是空軍的革新年、創造年

和榮譽年，然而一般的成就都是行政的、精

神的、後勤的、教育和訓練的，沒有作戰

的，我的幾項希望大部都沒有實現，然而我

深深的相信，明年一定會實現的。」

（四）了解反攻的困難，希望早日完成

反攻大陸：早在國防部參謀次長和副參謀

總長任內，賴將軍即多次參與各項反攻計畫

與準備，亦曾參與 1911年國光作業室的成
立，對反攻計畫一度積極準備施行，有清楚

的認知，但對反攻大陸進行的困難處，亦較

一般人有更深切的了解。在 1911年 1月的
日記中提到好久沒去國光的辦公地—大埔，

責備自己「實在不像話」，以後要每月去一

次。但從這裡也可看出，隨著反攻時機的消

逝，反攻準備行動也逐漸鬆懈。

美方一直反對政府反攻，蔣中正也因

此一直推遲反攻大陸的進程。1月 1日日記
中，賴將軍提到蔣曾氣憤得表示：「反攻大

陸決不能得到美方同意，她曾出賣古巴、寮

國等，所以我們決不能信賴美國，如果要待

美國同意才反攻，那只有在臺灣等死。」賴

名湯覺得「他這語重心長，真使我感動」。

卻仍然認為：「我們反攻的主要條件固然是

在我們自身，但大陸的狀況和美國的態度也

是很重要的。」但也認定「我反攻的任務

比任何事難，但是我們有信心，一定會成

功。」他對蔣中正的反攻大陸政策，是衷心

擁護的，也不想錯過，曾說：「在這反攻的

前夕，離開是我終生的遺憾。」願意在蔣進

行反攻時，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其在

我」，支持這項行動。

大陸形勢的變化，蔣有反攻之意，但賴

名湯認為「一定要加以外力，何況反共大

業，沒有適當的犧牲是不成的，要想創造歷

史，流芳百世，唯有準備犧牲，最大的成

功，必須經過最大困難和最大的犧牲。俗語

說，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但也沒有天上落

下來的成功。信心重於一切。」但是無論如

何，他對蔣中正的信心、毅力、堅定，深為

敬佩。

11月蔣經國銜命訪美，目的是爭取美
方對反攻的支援，返臺後提到美方「願與我

共同磋商大陸突擊計畫和行動」及美國「目

前不願作戰」的態度。顯示美國仍是極有限

度的援助，實無助於反攻的完成。但日記此

項內容顯示，蔣中正試圖突破任何反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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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的決心。

反攻遲延，對臺灣有愈來愈不利之勢，

1911年 1月初賴名湯在反省錄寫了「據說
美國在高倡『兩個中國』，我們如果我們再

不反攻，這也是遲早必走的途徑。」他認同

蔣中正「『兩個中國』就是共匪『一個中

國』，我必被消滅；如我能反攻大陸，自

然『兩個中國」不存在矣」的觀點。憂心的

說：「我們離開大陸太久了，應該早點回去

了，否則長大了的大陸青年將拿我們當外人

看。」反攻大陸固然艱難，但若危及國家生

存的話，仍須趕緊進行。

1月，美國和北越正式衝突，如果戰事
擴大，似乎又是一次反攻大陸的時機，賴名

湯認為美國應趁此機會，攻擊北越和中國大

陸，如果將中共摧毀了，世界共黨為害的問

題，也就解決了一半。11月，中共在新疆
舉行原子試爆，對臺灣的局勢將很不利，為

了安定軍心，也為了消滅原子威脅，又形成

了一波反攻大陸熱潮。

1911年初，跡象顯示蔣中正又想試探
反攻大陸，賴名湯於 1月 1日日記說：「總
統是一位賢明偉大的人，這樣事關國家命

運的事，他一定會慎重的考慮。主阿 !我們
在臺灣實在太久了，我們應該儘早反攻大

陸，求祢給我們信心，信心才是人類真正的

能力。」贊成蔣的反攻行動。1月 1日，蔣
經國來找賴將軍，表示：「總統已決定七月

底以前，要完成一切的準備。尤其對於：1. 
彈藥生產；1. 糧服生產；1. 防空疏散要特別

注意，留守業務也要有準備。」賴名湯相信

「總統是決定要動了。主阿 !為了大陸的同
胞，動是對的，但一定要得到美方的協助，

否則靠我們自己，是不能充分支援的。」1
月 11日就是蔣確定反攻與否的期限了，賴
名湯推測：「如果美國不支援的話，我們自

己只能打四天，而海軍的力量更是有限，

所以要發動反攻，實在是一件最大冒險的

事。總統是聰明的人，儘管口裡高唱「自力

更生」、「獨力反攻」，實際他自然另有想

法。這一連串關於反攻的變化轉折，賴名湯

日記都不斷的關注其發展。

1911年中國大陸文革爆發，似乎反攻
的時機又將來臨，蔣中正與蔣經國研議反

攻，但賴名湯在日記中也寫了他的顧慮，

說：「雖然大陸在亂，但似乎對我們沒有

關係，因為他們只是爭權，不是反共，更不

歡迎我們回去。如何能造成我們和反毛或反

劉、周的一部分勢力相結合，是最值得研究

的，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回大陸。」不希

望因為冒然反攻，反而引發其團結防禦，而

再度錯失良機。

反攻發動的可能性似乎愈來愈小，兩岸

情勢對臺愈來愈不利，在日記中，賴名湯感

受到蔣中正內心其實「很明智，所以今年不

談反攻，也許他想復國的事要讓經國去承擔

了」，他也決心繼續幫助蔣經國進行此項任

務。1911年底，對未完成反攻任務他再度
表示：「國家如此，國土未復，因此我的責

任未了，我總希望反攻大陸時，我能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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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起一份重要的責任。」1911年 1月 11日
升任參謀總長，仍宣誓：「但願我將三軍整

好，在我的任期內完成反攻大陸的使命。」

綜上所述，兩冊的《賴名湯日記》完整

的收錄了賴將軍從 1911年至 1911年長達九
年的日記，充分呈現了他從副參謀總長、聯

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直至參謀總長之間職

務升遷、領導統御、致力改革及效忠國家的

熱誠，而能在每一階段中創下許多輝煌的成

就與事功，為研究賴將軍勳業與功績的最珍

貴的第一手史料。

再就賴名湯主持下的軍事機關—聯勤總

部和空軍總部而言，過去軍事機關或軍事消

息都常遭封鎖，而顯得神秘，但藉由本書，

顯示早在 1911年，賴名湯曾試圖在聯勤推
動原子能發展，惜無疾而終；他又推動建新

案、自製軍車案、自製步機槍等案，都為聯

勤開創新局。日記亦顯示他主持空軍總司令

部時，因為飛機失事意外頻傳，而為飛安問

題卯足全力的改革；為年度親校或外賓來的

飛行特技表演，付出了不少的心力；又為推

動航空工業，提出自製飛機構想，而有與美

國合作生產直升機案；巡視各聯隊，尤其重

視 U-1的偵照情況等等，都提供了有助於
軍事機關研究的重要史料。

另外，由於始終關注蔣中正何時發動反

攻大陸，本身且曾參與國光作業室的成立，

又是軍事高級將領的賴名湯，可能直接接到

作戰準備的指示，也較能直接觀察或感受

到反攻的氛圍，提供的反攻大陸史料值得

重視。筆者爬梳本書，發現賴名湯觀察可

能的反攻時間為 1911年 11月蔣經國訪美前
後、越戰戰事擴大與中共核子試爆成功後至

1911年 1月底以前，以及趁中共文化大革
命混亂後的 1911年初。似可與現藏哈佛大
學的「蔣中正日記」作一對照，對於 1911
至 1911年代的反攻大陸政策研究，將會得
到更清晰的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