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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1．研究的意義 

 

1) 韓戰概況  

韓國戰爭(以下簡稱「韓戰」)於 1950 年 6 月 25 日爆發，1953 年 7 月 27 日結束，持續了三

年又一個月，是美蘇冷戰時期的第一場熱戰。戰爭發端是金日成強行奇襲南侵，其背後有著策劃

具體戰略計畫的史達林，與對戰爭不得不表示支援的毛澤東。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十六個

國家組成聯合國軍參戰。正如 David T. Fautua所指出的那樣，美國參加韓戰不僅具有阻止共產

陣營侵略自由陣營的意義，同時也是歐洲反共冷戰的延續。1 繼美國參戰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2

從 1950 年 10 月中旬起正式介入韓戰，雙方一直持續著拉鋸戰，直到達成停戰為止。如果將戰爭

分為兩個階段的話，第一階段是從開戰到 1951年 6月戰爭雙方進行休戰談判為止，這是雙方激烈

交戰的第一年。第二階段則是從停戰談判開始到正式停戰後的兩年時間，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在激

戰的同時，交戰雙方又進行了宣傳戰、資訊戰、心理戰等。再詳細劃分的話，戰爭可以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金日成南侵後，7 月份美軍進入韓半島使戰爭國際化，到 10 月中旬中國人

民解放軍（以下簡稱「中國軍」）介入韓半島的時期，第二個階段則是從中共軍介入後，到 1951

年 1 月初聯合國軍與韓國軍隊撤退為止，實際上則是中國和美國展開國際戰的時期。第三個階段

是從 1951年 1月以後到停戰的時期。無論將韓戰分為兩個階段或三個階段，中共軍隊的介入，在

韓戰研究中都是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2) 中國軍隊軍事介入的影響與其研究的重要性  

毛澤東從 1950年 10月 19日起，分三次將安排在中朝邊境線上的六個軍、十八個師與四個炮

兵師，投入到北韓的平安道西北地方。截至同年末，派往北韓的兵力合計九個軍、卅個步兵師，

規模近廿九萬名左右。3 中國軍進入北韓後展開奇襲攻擊，迫使當時原認為「戰爭已經完全結

束」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再度面臨「全新的戰爭(an entirely new war)」。其結果

致使攻破北韓全域在即的韓軍與美軍，不得不大舉南退。中國介入韓戰，向韓軍與美軍展開的大

規模進攻，完全逆轉了戰局，這也將韓戰的性質轉變為國際戰爭，並使中美兩國成為戰爭的主要

參與者。直到 1953年 7月停戰為止，中國一直是北韓政權的主要支柱。 

                                            
1 David T. Fautua, “The ｀Long Pull' Army：NSC-68, the Korean Wa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old War, U.S Arm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1, No.1, January 1997, p.77. 
2 為了防止混淆概念引起不必要的爭端，本文將國號與政治勢力統稱如下：中國方面，中華民國稱為｀國民

政府＇，播遷臺灣以後則用｀自由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中國＇，｀共產中國＇或｀新中國＇。並

將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簡稱為｀國民黨＇與｀中共＇。韓國部分，大韓民國稱為｀南韓＇或｀韓國＇，

簡稱為｀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稱為｀北韓＇或｀朝鮮＇，簡稱為｀朝＇。 
3 軍事科學院軍事歷史硏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0年)，第2卷，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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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的介入，是美軍在介入韓戰後，韓戰由內戰轉為國際戰爭的第二個契機。這使得瀕於

崩潰的北韓政權再度起死回生。正如美國解救南韓一樣，中國也解救了瀕臨崩潰的北韓政權。中

共軍的介入使韓戰長期化，同時也給交戰雙方帶來了大量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 

由於這場噩夢，中美關係停滯了近卅年。同時給海峽兩岸關係、中蘇關係、中韓關係、中朝

關係等帶來形態不一的多重影響。 要全面闡明韓戰，中國介入韓戰的研究是不可或缺的。自中國

軍介入後，韓軍與美軍的主要敵人由北韓軍變為中國軍，事實上戰爭也由中國軍與美軍主導著。

除此之外，研究韓戰以外的其他領域也是相當必要的，即無論是對新中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社

會變化等影響的研究4，還是對環繞整個韓半島的東北亞國際關係，尤其是對美蘇冷戰、中美關

係、中朝關係、中蘇關係、中韓關係、海峽兩岸關係變化，與對日本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和闡明

都是必須的。例如在海峽兩岸關係方面，金日成的南侵，與之後的美軍介入，都讓中國領導層重

新思考了美國的對臺政策，與如何保障邊境安全等課題。眾所周知，由於韓戰的爆發，更具體地

說，由於受到美國軍事壓力，毛澤東被迫延宕「解放」臺灣，使得臺灣從中共的「解放」威脅中

解脫出來，無限期地了延後海峽兩岸的統一日程。而這也成為國民政府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契

機。5  

 

3）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討論 

韓戰一直是探討美蘇冷戰與中美關係的各國學者所致力研究的重要課題。不僅主要參戰國韓

國、朝鮮、美國、中國、俄羅斯等國對其進行研究，就連作為美國後方基地，間接參戰的日本，

也對此進行了持續性的研究，並積累了多項的研究成果。中國方面從廿世紀 80年代起，出版並公

開了多項的文獻與回憶錄，使韓戰的真相向前邁進了一大步，成為提高研究品質的契機。廿世紀

90 年代初，隨著蘇聯解體與改革開放，史達林時期與韓戰有關檔案的大量公開，解除了關於戰爭

爆發原因的部分疑惑。在南侵說、北侵說、南侵誘導說等爭論之中，確立了南侵說。 

    與極力主張北侵說的一些學者們意見相反，韓戰的爆發另有原因。即金日成周密的韓半島赤

化意識、為實現此一目的而極力說服毛澤東與史達林的努力、北韓內部軍事激進傾向、北韓內部

軍事激進傾向的利用、以及為實現自身戰略目的而同意金日成南侵要求的史達林的意識等，這多

項複雜力量相互作用，就是將韓半島引向戰爭的第一動因。換言之，如果沒有戰爭前以北緯 38度

軍事分界線為中心的軍事衝突，如果金日成不想全面南侵，如果毛澤東沒有取得中國共產革命的

勝利，為取得蘇聯國家利益的史達林，想利用北韓的好戰性格將韓半島拖入戰爭漩渦並不容易。

所以韓戰的第一動因是由多種原因所共同決定的，不僅與毛澤東的同意有著密切的關連，讓史達

林同意戰爭的原因亦與毛澤東的同意息息相關。簡要來說，韓戰爆發是金日成、史達林與毛澤東

三人為了各自的利益，並在適當時機所交匯出來的結果。戰爭爆發的外因大於內因。 

                                            
4 韓戰在中國當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其影響也很淵遠。新中國成立後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沒有任何事件能

夠像韓戰一樣為中國的政治、社會變動以及人民生活品質與結構帶來本質性變化。如果說文化大革命直接影

響了中國國內政治與中國人民的話，韓國戰爭則影響到了中共的對外關係。新中國成立後在韓戰期間發生的

群眾動員運動之中，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是中共為鞏固國家權力而開展的三大運動。這也是毛

澤東利用韓戰在中國進行戰爭動員的結果。 
5 關於韓戰爆發與台灣安全關係的研究，參照徐相文，「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 

戰爭與台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軍史』，第54號(2005年 4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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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韓戰爆發的種種原因，學術界構建了蘇聯介入的背景。戰爭爆發前，史達林對朝的各種

軍事支援、同意金日成開戰的過程、史達林將中國拖入的動機、蘇聯的東北亞戰略與戰爭目的等

已經初顯輪廓。 對形成所謂蘇聯、中國、北韓共產陣營三角軸之一的中國，其介入韓戰問題的研

究也有了一定進展，並積累了豐厚的研究成果。綜合各國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把握中國介入戰

爭背景的基本脈絡。6 現簡要整理如下。 

    首先，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是以對介入韓戰公開提出質疑並回答問題的形式來進行的，這種研

究始終沒有脫離中國政府的立場，即中國的立場是為了因應美國威脅中國安全的「北侵」，以及

為了「正義的戰爭」而被迫介入的。7 中國官方將韓戰定義為「內戰」，將美國的介入稱為「侵

略」。8 這裡所說的「內戰」，不僅暗示了北韓的南侵具有民族解放戰爭的正當性，還暗含著如

果美國沒有介入韓國內戰，中國就不會參戰的意思。 

中國學術界仍有學者主張美國的北侵導致戰爭爆發，即將中國軍隊的介入，即所謂的「抗美

援朝戰爭」，定義為支援將要滅亡的金日成政權與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反侵略的正義戰爭」， 

是「在美國武力侵略朝鮮，我國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的情況下被迫進行的」。9 

    在歷史上，無論哪種內戰，純粹在國內政治勢力間展開的並不多見。多數的內戰，都直接或

間接地與國外勢力相關聯。換句話說，絕大多數的內戰，事實上是國際性的內戰。毛澤東從戰爭

準備階段到戰爭爆發都積極參與了謀劃。如果韓戰是純粹的內戰，毛澤東為什麼在事前謀劃階段

就參與了呢？從這種意義上來說，韓戰自始就具有國際性內戰的特點。因此，如果將美國介入稱

                                            
6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

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А. В.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朴斗福，『中共參加韓戰原因之硏究』(臺北：

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年) ；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91年)；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北：東大出版社，1997年)；齊德學，『巨人的較量：抗美援 

朝高層決策和指導』(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年)：楊鳳安、王天成著，『駕馭朝鮮戰爭的人』(北 

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年)；沈志華著，『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

地圖書公司，1998年) ；逢先知、李捷著，『毛澤東與抗美援朝』(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年)；軍事科

學院軍事歷史硏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年)，第1卷；楊奎松，「中國의 

韓國戰 出兵始末」，朴斗福編，『韓國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徐焰，『毛澤東與中抗 

美援朝戰爭─正確而輝煌的運籌帷幄』(北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年)；朴明林著，『韓國戰爭의 勃發과  

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1卷(決定과 發生)，第2卷(起源과 原因)；金映浩著，『韓國戰爭의 

起源과 展開過程』(首爾：두레出版社，1998年)；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 

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朴斗福，「중국의 한국전쟁 개입원인─개입결정의 피동적, 

능동적 측면─（中國介入韓國戰爭的原因－從被動與主動的層面來看介入決定－）」，朴斗福編，『韓國 

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李完範，「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한국전쟁 참전 결정과정（中國 

人民志願軍參與韓戰的決定過程）」，朴斗福編，『韓國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온창일, 

「중국의 한국전 개입에 대한 미국의 정책과 전략（美國對於中國介入韓戰的政策與戰略）」，朴斗福編， 

『韓國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朱建榮，『毛澤東の朝鮮戰爭：中國が鴨綠江お渡るまで 

(東京：岩波書店，2004年第2版)。 
7 軍事科學院軍事歷史硏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年)，第3卷，546~556

頁。 
8 此說可以胡繩『中國共産黨的七十年』為代表性著作，見中共中央黨史硏究室著，『中國共産黨的七十

年』(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年)，279頁。 
9 林蘊暉、範守信、張弓著，『20世紀的中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年)，第6冊，172~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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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侵略，中國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進行自救防禦的軍事介入，也屬於「侵略」。這種結論是學術從

屬於現實政治並成為其手段的必然結果。中國的歷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們以韓戰為主題的研究，

始終無法取得美國學術界那樣的成果，原因並不在於中國學術主義的脆弱性，而在於將純粹學術

問題以意識形態來評價的冷戰式心態，與免於抵觸社會安全網的受害意識。這是中國學術界一直

迴避介入韓戰責任的原因。 

    其次，美國學術界有關中國參戰決定的研究值得矚目。Allen S. Whiting廿世紀60年代的著

作在這一領域極具代表性，他提出如果北韓政權崩潰，中國將在鴨綠江與美國交鋒，在此情況

下，中國領導人認為中國安全受到了威脅，因而與蘇聯的意願無關地，自行決定了介入。10 雖然

這一研究具有極大的價值，但是完全沒有提到中共領導層內部有關參戰的政治爭論。最近的研究

成果主要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

lin, Mao and the Korea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和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А. В.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

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等。上述幾

位作者都是參考了1990年開始公開的俄羅斯文獻，闡明了不少過去沒有弄清的事實。  

但是這些著作，普遍將焦點放在建構史達林同意韓戰的過程，及史達林與毛澤東的關係上，

在闡明毛澤東本身的立場上略有遺憾。尤其幾乎沒有闡述介入韓戰前中國軍隊的部署，與介入戰

爭後等相關的問題，其理論最終難以獲得認同。同時這些著作亦鮮少提及中國領導人想要通過韓

戰達到的目的，即掃清國民黨勢力、「解放」臺灣、替代國民政府行使聯合國代表權等意圖。另

外，也沒有參考北韓方面的資料，在推測戰爭爆發後平壤-北京-莫斯科間的關係上存在不足之

處，尤其遺憾的是沒能夠說明韓半島的戰爭狀況，對三者之間的關係究竟產生了什麼影響。 

再次，還要提及俄羅斯與日本的學者。11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值得參考，和田春樹提出韓戰

爆發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強調了中國共產革命、國共內戰與韓戰間的關係。12  

此外，近年來韓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頗值得關注。朴斗福從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兩個方面分

析了中國軍隊介入的背景與意圖，外部因素具有考慮中蘇關係而被動接受蘇聯決定的性質，同時

也是反映自身主動性的結果；內部因素則從中共為解決新中國的政治統合問題，而將內部的緊張

情緒轉移到從外部的角度來進行分析。13 李完範在「對中國人民志願軍決定參加韓戰過程的研

究」中，以北韓、中國、蘇聯的關係為中心，從對外層面探討了中國的介入。14 

                                            
10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54, p.161. 
11 А. В.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 
日本學術界的朱建榮，『毛澤東の朝鮮戰爭─中國が鴨綠江を渡るまで』(東京：岩波書店，2004年 第2版)、

和田春樹，『朝鮮戰爭』(東京：岩波書店，1995年)。 
12 和田春樹，『朝鮮戰爭』(東京：岩波書店，1995年)，23~30頁、78頁。 
13 參照朴斗福，「중국의 한국전쟁 개입원인─개입결정의 피동적, 능동적 측면─（中國介入韓國戰爭的 

原因－從被動與主動的層面來看介入決定－）」，朴斗福編，『韓國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 

年)。 
14  參照李完範，「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한국전쟁 참전 결정과정（中國人民志願軍參與韓戰的決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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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明林與金映浩的研究對提高韓國學術界韓戰研究水準有相當的貢獻。15 他們將重點放在韓

戰的爆發、原因以及背景上，認為史達林的決定是戰爭爆發的決定性因素。朴明林通過大量的資

料與嚴密的分析，反駁了Bruce Commings的「內戰論」，在韓戰研究史上開創了新紀元。金映

浩也強調了戰爭爆發原因在於史達林的決定與對北韓支援，成功地追溯了史達林由反戰到同意的

過程，由美蘇冷戰局勢下恪守雅爾達體系的初期立場，到為何改變立場同意開戰，討論東北亞戰

略變更與戰爭介入動機的相互關係，為闡明蘇聯的作用做出了許多貢獻。兩位學者都認為史達林

點頭同意是戰爭爆發的主要動力，並重點評價了中國共產化是史達林由保留轉為同意的外因。 

但是，上述學者都沒有深入探討中國國內的動向。他們太過於強調史達林在韓戰中的角色，

遺留下不少對戰爭當事人毛澤東的立場需要補充的課題。例如缺乏毛澤東介入韓戰的過程、與史

達林的關係、毛澤東決定介入的戰略動機與目的、介入前中共黨內贊成與反對的爭論、贊成與反

對論者的論據、關於事前戰爭準備等具體討論。 

 

2．對幾個理論問題的批判性檢討與問題的提出 

 

如上所述，對中國介入韓戰問題需要重新檢討或補充的課題還很多，根源在於探求韓戰爆發

原因所利用的分析框架 (frame work)在理論上的弱點與局限性。 

隨著蘇聯有關韓戰的文獻大量公開，試圖從北侵誘導說與韓戰內戰論來尋找韓戰爆發原因的

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的主張失去了說服力，立足之地逐漸縮小。主張修正主義觀點的Bruce 

Commings強調韓戰爆發的原因在於北韓為佔領南韓以完成土地改革，與發生在38度線上雙方的

軍事衝突。這種理論認為金日成發動韓戰，是其獨立意志所作用的，與史達林的點頭同意毫無關

連。 

但是韓戰爆發前，南韓已經部分完成了土地改革，說明金日成南侵不是因為這個原因。正如

很久以前蘇聯公開的資料所證明的那樣，軍事衝突並不是戰爭爆發的第一原因。1949年中期以

後，南北韓雙方在38度線上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之時，史達林曾以蘇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

的名義向金日成嚴正指示禁止軍事衝突，這就是有力的證據。1949年秋天，駐平壤蘇聯大使什特

科夫接到史達林的指示，與金日成洽談，使韓戰爆發前38度線上的南北韓軍隊間，動員營級以上

軍隊發生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基本消失。這一事實說明38度分界線上的衝突並沒有升級為韓戰。換

言之，將韓戰爆發的原因完全歸結於韓半島內部的國境衝突或金日成的南侵意志，很難成立。同

時對於蘇聯為因應美國的介入，而使戰爭擴大為國際戰爭的主張，也喪失了可信度。 

在為糾正修正主義觀點所犯的錯誤而提出的各種理論之中，金映浩援用的回滾戰略 (rollbac

k strategy)概念，彌補了各項理論的缺點，成為解釋韓戰爆發原因的典型例子。回滾戰略是杜魯

門政府所堅持的對蘇政策，即與所謂的封鎖戰略(containment strategy)相反的戰略。眾所周

                                                                                                                                
朴斗福編，『韓國戰爭과 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 。 
15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1冊； 

金映浩，『韓國戰爭의 起源과 展開過程』(首爾：두레出版社，19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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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封鎖戰略是明確的對蘇戰略，由美國最具有權威的蘇聯專家，當時擔任政策企劃室第一任室

長的George F. Kennan提出。美國注意到在二次大戰中，蘇聯的佔領地接受了蘇聯政治理念與

體制，成為了蘇聯的衛星國，形成社會主義陣營的事實，為遏制蘇聯勢力範圍進一步膨脹，於是

將其束縛在美蘇勢力圈交會的警戒線之內。但是杜魯門政府內部分專家反對封鎖戰略，提出了回

滾戰略。與封鎖戰略不同，回滾戰略的目的在於減弱蘇聯的勢力與影響力，在可能的情況下越過

對蘇封鎖線，將蘇聯勢力範圍內的部分地區與國家拉出蘇聯的社會主義陣營。若將這種戰略應用

於韓半島，意味著美國應使在蘇聯影響圈下的北韓脫離其影響。 

金映浩利用回滾戰略來闡明韓戰的發生與起源，並取得了顯著的成果。他提出了一個假說，

即史達林的動機與美國的回滾戰略具有相同的本質特徵。以這個假設為基礎，他認為史達林為了

在冷戰中掌握絕對勝算，並利用中國革命以後新的亞洲戰略形勢，與北韓首腦的武力統一論，試

圖將南韓從美國的勢力範圍中分離，結果使韓戰爆發。而美國為抵制史達林，採回滾戰略積極介

入，為使北韓脫離蘇聯勢力圈，採用反回滾戰略，也就是在仁川登陸後越過38度線。即史達林發

動韓戰的目的，在於跨過與美國勢力圈交會的38度線，將南韓從美國勢力圈中割離，促使北韓在

韓半島實現政治與軍事統一，從而將韓半島納入蘇聯的勢力範圍。16 

回滾戰略或作為其應用的反回滾戰略的理論，是分析美蘇冷戰與史達林開戰動機的框架，具

有一定的妥當性與實用性。尤其適用於闡明蘇聯對北韓的政策、對金日成南侵的支援、美國的介

入動機與目的上。 

但是只憑這些不足以描繪韓戰爆發的全貌。因為冷戰並不代表韓戰，將中國、北韓的立場從

屬於冷戰框架，就會看不到中國與北韓的實際立場；在闡明發動韓戰中起決定作用的毛澤東，是

在怎樣的立場下介入戰爭之時，就會在闡明中國參戰動機與背景的問題上，暴露出局限性。史達

林曾向金日成提出以毛澤東的同意作為條件，此即證明了毛澤東的同意與否，決定了能否發動戰

爭。然而，我們卻沒有試圖從毛澤東的立場看待問題。 

    金映浩提出史達林在對南韓推行回滾戰略之前，確定了三步走的戰略，其中第二步是事先將

中國拖到戰爭陣營，在美國的介入成為既成事實後，史達林便不斷地向毛澤東施壓誘導中共直接

介入戰爭。17 正如崔章集所評價的那樣，金映浩在上述認識框架內認為蘇聯將北韓、滿洲、沿海

州一帶設為引誘美國的巨大戰略地帶，並將中國的介入從屬於此框架之內。18 金映浩還認為雖然

毛澤東是在考量本國安全後決定介入，但事實上是史達林造成毛澤東不得不介入戰爭的軍事形勢

以後，向其施壓的結果。毛澤東不得不介入的軍事形勢，指史達林誘使美國介入，以此來製造對

中國安全的威脅。19 這樣一來，自然不會將中國與毛澤東看作是主動介入韓戰，如此便忽視了其

介入動機與戰略目的。換言之，回滾戰略理論在說明美國的對蘇戰略與史達林的戰爭介入方面，

是非常有用的，但在說明戰爭的另一方面，即作為共產陣營實際戰爭當事人的中國參戰動機上，

                                            
16 具體內容，參照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 

1998年)，15~24頁。 
17 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78~79 

頁， 276~279頁。 
18 최장집，『한국민주주의의 이론（韓國民族主義的理論）』(首爾：한길사，1993年)，34頁。 
19 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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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一個不完整的概念。這種解釋框架具有不能有力說明中國介入動機與作戰目的的局限性。 

因為這種局限性，金映浩沒能舉出史達林威逼中國的具體事例，只提出兩點，第一，史達林

同意金日成的南侵，但指示其必須要取得毛澤東的同意。第二，1950年5月中旬毛澤東與金日成

在北京會晤時，毛澤東答應會在北韓需要時給與兵力支援。即強調這是史達林為防止美國介入所

採取的對策，以及戰爭爆發前史達林就已與中國達成了中國軍介入的協議。20 這雖然符合歷史事

實，但在說明毛澤東的出兵動機時，仍有不盡人意之處。按照「回滾戰略」的主張，中國只不過

是受史達林壓迫而決定介入戰爭的被動行為者。 

即使像金映浩所主張的那樣，史達林誘使美國介入來威脅中國的安全，中國領導層因與蘇聯

簽署了友好同盟條約，而介入與美國的全面作戰中，此舉是相當有可能演變為以美蘇衝突為主的

第三次世界大戰（事實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領導人確實非常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但是，中國可能在不對複雜情況進行檢討就輕易接受史達林的要求決定介入戰爭嗎？毛澤東領導

下的中國只是單純地、被動地被史達林的決定牽著走嗎？面臨建國後威脅到本國安全的最惡劣的

情況，中國政治領導人難道不會考慮自己的國家利益與安全就迎合莫斯科的要求嗎？換言之，介

入戰爭前夕他們難道沒有權衡戰爭成敗的利害得失關係嗎？他們介入戰爭難道就沒有自己的動

機、目的、戰略目標與展望嗎？這些疑惑必須在綜合分析當時中共所處的內外條件，如內戰後的

國家安全、軍事問題、國家最高領導人對戰爭安全戰略的認識與心理等的情況後，才有可能得到

解答。 

說到問題的核心，回滾戰略這一概念，在闡明發動韓戰的另一當事人毛澤東的動機上，對分

析毛澤東出於何種立場來同意、支援金日成的南侵計劃，以及最終爲何決意軍事介入都存在局限

性。隨著時間推移，毛澤東在介入戰爭的程度或深度方面，遠超過將中國拉入戰爭泥沼的禍首史

達林，因此，闡明他的戰略動機與介入目的，是描繪戰爭起源與遂行戰爭的關鍵。因此，本文首

先探討史達林是從什麼時候、以什麼為契機來決定發動韓戰的。 

正如研究韓戰介入問題不能不考慮美蘇等國的國際政治關係一樣，不結合國共內戰的背景就

難以瞭解真相。刺激中共的因素，主要是與蔣介石無休止的對立，及蔣介石為收復大陸與李承晚

接洽的動向。在研究中國介入韓戰的論著中，大多忽視了這一點。學術界常把軍事關係看作首要

的課題，往往忽視了中國對美國、及對聯合國的外交關係。少數學者雖考慮到政治目的的相關

性，卻沒有進一步延伸到考察軍事與外交問題的因果關係。筆者認為這兩個方面應該綜合考慮，

因為中國除軍事目的之外還具有外交目的，即欲通過韓戰達到「解放」臺灣與爭取聯合國安理會

代表權。 

史達林決定發動韓戰的時間，與中蘇結成新軍事同盟的時間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考察中

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對史達林的決定究竟起了什麼樣的影響。中國共產革命的勝利使亞洲勢力的均

衡發生了變化，對史達林而言意味著可以擴大在亞洲的影響範圍。因此，在維持世界共產主義運

動的領導地位前提下，史達林為了對抗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不得不警惕毛澤東的狄托

化、即新中國的南斯拉夫化。毛澤東雖向「蘇聯一邊倒」，卻沒有完全停止與美國的外交接觸。

                                            
20 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78~79 

頁、276~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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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林體認到防止中美關係改善的必要性，因而試圖將新中國拉入自己的影響範圍內，這就是所

謂的楔子理論。這一理論有必要通過資料來具體考察。 

社會科學家試圖尋找能夠說明人類行為與過去事情等抽象的、普遍的理論，這種態度雖有其

合理性，但也不能將其用於否定對歷史特殊性與多樣性所作的努力上。即使利用經過檢驗的特定

理論解釋框架，來研究人類政治行為與國際關係的社會科學，也不能完全說明由無數上層集團利

益所交織而成的人類過去的歷史。人類歷史上有著太多不能用理論來解釋的例外，幾乎所有的歷

史事件都不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許多錯綜複雜事件的延續與集合。歷史學不能夠創造出理論

的原因即在於此。因此，歷史研究與多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探討非常有必要，前者以時間(c

hronologically)為軸說明過去歷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後者則在記敍中揚棄特定理論框架，並靈活

運用各種理論與解釋。 

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綜合考慮新中國的政治環境，我們可以應用這樣的假說，即中央集權或

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國家在內部革命以後，都有對外發動戰爭的傾向。Kennneth Waltz

在探討戰爭發生原因的過程中建立過幾種理論，即他強調戰爭可以從人類形態或人性、國內體制

特點、或從國際結構等來尋求原因。因此，為瞭解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錯綜而成的真相，就必須

得合理地結合政治學論述與歷史描述。 

對韓戰起源的解釋與中國的介入，也應以這種多學科的方式來研究。朴明林曾經指出，查明

韓戰發生的原因需要從三個方面來進行有效率地考察，分別為美蘇冷戰對立的世界層面、中國革

命成功與日本存在的東亞層面，與南北矛盾及內部政治情況的社會水準層面等。21 考察韓戰爆發

與毛澤東的相關關係時，也要同時考察包含中國領導人對自己國家安全考慮在內的地緣政治概

念，與中國的對內對外問題。不僅要考慮美蘇冷戰、中蘇關係、國共關係、中朝關係，還要將毛

澤東個人政治傾向納入分析框架。 

在此，本文將明確界定概念的意義與範圍，例如意義範疇不明確且容易誤導歷史解說的「主

導」與「共謀」等中心概念。 

 

3．研究範圍與主要資料 

 

戰爭研究通常從戰爭原因、戰爭進行、戰爭管理等三個方面進行。研究戰爭原因的意義在於

尋找戰爭發生的原因或起源，以防止戰爭再次爆發。對戰爭進行的研究，著重於開展戰爭的情況

與過程，此可作為戰爭再次爆發時的參考。對戰爭管理的研究，主要關注於休戰與停戰等結束戰

爭的問題。 

本文大致屬於戰爭發生原因的領域，同時包括部分戰爭進行的情況。研究範圍從1945年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到韓戰爆發後1950年10月中旬中國軍隊介入。以派兵介入之決策者毛澤

東為中心，主要探討中國決定介入戰爭的過程、為介入所作的軍事準備、毛澤東的軍事動機以及

                                            
21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1冊， 

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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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目標等問題。中國實行共產黨的專制，而毛澤東控制著共產黨，因此，本文沒有採用中國對

參戰的說法，而採用了毛澤東介入韓戰的說法。當時中國所有的國家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與軍

事問題，均依照毛澤東的意志決定。中共黨內在對外戰略與軍事政策方面，沒有能夠凌駕於毛澤

東之上的領導人，也沒有能挑戰其權威的人物。在這裡，我們應該判斷所謂抗美援朝戰爭到底是

「誰的問題 (Whose problem)」，亦即戰爭決策者到底是誰？然後在判斷戰爭的性質時，才可

以更加具體地劃分過去的事件。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毛澤東的決定與中國國家政策具有同等的

地位。 

本文的構成如下。從第一、二章探討戰爭爆發的原因，第三、四章討論中國國內準備軍事介

入階段，第五、六章討論中國實際介入戰爭的開始階段。 

第一章的主要內容如下。從東北亞地緣政治關係的改變與持續的觀點，闡明中國人對韓半島

的地緣政治認識，闡述中國人的認識是怎樣隨著歷史條件與周邊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並持續的。大

體上可以以鴉片戰爭為契機分為兩個階段。鴉片戰爭以前，根據傳統的「冊封朝貢」關係形成華

夷秩序，使韓半島維持了幾個世紀的和平。其後面臨西力東漸，中國的世界秩序開始動搖，雖然

中國對韓半島的地緣政治認識加強了，但中國因自身衰退成為西方侵略的對象，結果使韓半島受

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隨後闡述了雅爾達體系的形成及其內

容的公開，與從歐洲開始的美蘇冷戰向東北亞擴散的過程，最後簡述東北亞勢力的重整與中國內

戰導致東北亞國際關係勢力重整等問題。 

第二章探尋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三角軸形成的過程。具體考察了金日成兩次訪問史達

林，要求其承認南侵戰爭，到以獲得毛澤東同意為條件並得到承認的過程，並探究史達林承認南

侵後毛澤東同意的背景。 

第三章與第四章是毛澤東決定介入韓戰的過程。第三章解析了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時局的判

斷。考察北韓奇襲南侵與韓國政府的對應、共產圈將發動戰爭合理化、美國的軍事介入與「臺灣

地位未定論」的擡頭、對「解放」臺灣失敗可能性的危機意識，與毛澤東對美「包圍中國論」的

認識，並探尋毛澤東延緩「解放」臺灣的背景與原因等。第四章把焦點放在毛澤東的初期對應

上。主要內容有毛澤東將初期韓戰與中國承認問題聯繫起來的過程、為防止防禦與介入出現意外

而採取雙重軍事預備措施的過程與內容，還有為進行戰爭建立的各種後方支援體系與防空體制，

戰爭爆發後蘇聯與北韓的互相幫助、準備戰時軍事動員等內容。 

第五章分析了毛澤東從觀望到介入的背景與動機。探尋1950年9月中旬聯合國軍成功登陸仁

川，戰況發生逆轉後，毛澤東對韓半島的戰術指導與決定派兵的時機。然後以金日成因10月初聯

合國軍與韓國軍北進陷入危機，向蘇聯與中國申請救援為中心，考察了之前中國對美國的警告、

毛澤東將派兵介入提交給中國領導層並最終使其成為黨論的過程、毛澤東與史達林於派兵條件討

價還價的內容。 

第六章著重說明毛澤東介入韓戰的動機、介入後與美軍戰鬥的勝算與如何對策等問題。在毛

澤東介入的動機方面，本文從幾個觀點闡明。首先，考察了毛澤東對韓半島的戰略認識，結果確

認「唇亡齒寒」是中國一貫對待韓半島的地緣政治觀點。第二，毛澤東事先判斷美國會攻擊中國

東北，為了有效防禦中國東北地區，提出了與其在本土防禦不如直接進入北韓來防禦的論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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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動機下，採取了派兵進入北韓先發制人的戰術。第三，毛澤東在軍事介入時主要考慮了三件

事：為達成群眾運動與社會統一的國內政治目的，而將戰爭轉移到國外；與蘇聯維持關係；中國

對北韓政權的報恩觀念。中共的報恩觀念，指對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加入共軍協助中共建

立政權的韓人的中華主義感恩意識。此外，毛澤東不屈不撓的性格與主戰意志，也是派兵介入戰

爭的決定性因素。 

在資料方面，本文廣泛運用了俄羅斯檔案資料的中譯本、英譯本、韓譯本與中共發行的各種

文獻等第一手資料。22 在這裡不能不承認，參考俄羅斯檔案資料或資料集的譯本是致命的缺點，

但因語言能力有限，不得不使用譯本。使用各國譯本的原因，在於各國都是根據需要而有選擇地

翻譯出版，難免會有遺漏與過於意譯的部分，因此，互相對照是難以避免的。俄羅斯的資料除檔

案資料外，還參考了部分著書。中國的資料，主要參考了韓戰當時與派兵有直接關係的毛澤東、

劉少奇、周恩來、朱德、聶榮臻、彭德懷、洪學智等人的相關文獻，師哲 、陳伯達、徐向前、胡

喬木、楊尙昆、雷英夫、柴成文等主要軍事將領或政治秘書等的回憶錄。還參考了中共的黨機關

報『人民日報』與『解放日報』、部分『駐平壤新華社通信文』、中共內部發行的『內部參考』

等主要報紙。其中『內部參考』是中共「內部發行」的機密文件，為使中共高級幹部全面瞭解革

命形勢與社會、政治、經濟等有關情況，由各地黨中央下屬「新華社參考消息組」收集全國各地

上報中央或國內外各種新聞報導的「消息」，彙編而成的綜合「資訊集」。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

週發行五次，以月為單位裝訂，從中共建國前夕1949年9月22日出刊第一期，至今仍持續發行。

『內部參考』過去從未被學術界參考過。 

此外，並參考了韓國與北韓方面的資料。具代表性的有當時韓國軍隊的初期戰爭日記、『金

日成著作集』、以高級將領身份參戰後亡命到蘇聯的幾位前北韓高級將領的回憶錄，與戰爭當時

被美軍擄獲的金日成寫給北京領導人的書信。美國方面的資料主要參考了美國外交檔、戰爭當時

投入韓半島的美軍相關資料與杜魯門總統、艾奇遜國務卿、聯合國軍總司令麥克阿瑟等人的回憶

錄。另外，還參考了當時印度駐北京大使，即擔任北京與華盛頓間非公開聯絡員藩尼迦 (K. M. 

Panikkar)的回憶錄。為了掌握戰爭爆發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動向，還利用了臺灣蔣介石的相

關資料，與部分國史館收藏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韓外交檔案資料。23  

中國與北韓至今仍藏有許多未公開的韓戰相關資料。北韓方面內部檔案若能公開，就可以進

一步確認戰爭爆發的原因，一些疑問也會得到解決，可惜這在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歷史學是以

資料為根據的學問，因此，本文將以公開的資料作為根據。在新的資料被發掘或公開以後，本文

中的一些觀點也許會遭到批判或被推翻，但是在新資料公開以前，吾人自信本文仍具有一定的學

術價值。 

                                            
22 沈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大

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爭關聯蘇聯極秘外交文書』(首爾：編譯者，1994年)；Kathryn Weathersby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6~9. 
23 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論集』(臺北：編者出版，1994年)，第1冊 ;「對韓

國外交」，臺灣國史館，蔣中正文物特交檔案等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