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第二章 起源——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三角軸的形成  

第一節 金日成發動南侵請求及史達林的「準備待機論」 

 

金日成繼 1946 年被秘密召到莫斯科之後，1949 年與 1950 年又兩度訪問了克里姆林宮，此舉

是爲了爭取史達林的同意而進行的計劃中的一環。金日成於 1949年 3 月進行了第二次訪蘇，訪問

團包括內閣副首相兼外務相朴憲永在內，至少有十名以上成員。抵達莫斯科後，金日成分別於 3

月 5、7、14 日，與史達林進行了三次公開和非公開的重要會談。  

   第一天的公開會談從 3月 5日的下午 8～9時進行了一個小時。參加會談的北韓代表，除金日

成、朴憲永外還有副首相洪命熹、國家計劃委員長鄭俊澤、教育相白南雲、商業相張時雨、遞信

相金正柱、北韓駐蘇聯大使朱寧河、金日成的私人秘書兼翻譯文日與金英克，蘇方代表除史達林

外，還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和蘇聯駐北韓大使什特科夫。1會談中史達林對南韓的軍事力量與駐韓

美軍現狀、北韓是否有空中戰鬥機與軍事學校、海岸防禦能力如何等軍事問題以及礦產生産情

況、對外貿易現狀如何等問題進行了仔細的詢問。對此，金日成強調了駐韓美軍在 38度線對北韓

的挑釁，並請求蘇聯在培養經濟專家和海岸防禦、軍備擴充方面給予支援。史達林當場就答應了

金日成的大部分請求。2這一天史達林只是表示 38 度線上要維持現在的和平，並強調說「這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對向南韓發動軍事進攻的事並沒有特別言及。3  

但是在兩天後進行的金日成、朴憲永與史達林之間的秘密會談上，金日成單刀直入地請求史

達林同意對南韓發動進攻，史達林拒絕了。關於這一段歷史，到目前爲止，對於金日成 1949年訪

蘇時是否就武裝進攻南韓一事與史達林商討的問題在學術界仍有爭議。下面以問答的形式描述一

下兩人對話的情景。  

 

                                            
1 “Посетителе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8 No. 4. c. 89, 1 
29. 根據蘇聯文獻資料的記錄，訪問團一行中副首相金燦沒有參加此次會議。 
2 在朝蘇雙方討論經濟合作、物資、技術以及專家的支援和貸款等問題中，金日成請求提供汽車、火車、飛

機等裝備和紡織工業設備，以及供給石油、支援鐵路附屬設施等。史達林說需要製造時間的汽車火車等在1

年之內無法提供支援，但是其他的飛機和貸款等方面的支援可以提供。隨之，金日成得到了年利息低於2%

的相當於4,000美金的2億盧布的貸款。「史達林與朝鮮政府代表團的談話紀錄」(1949年3月5日)，沈志華編，

『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159頁。 
3 俄羅斯資料的中文譯本與韓文譯本裡都記錄著史達林與金日成沒有提出南侵問題。因此，中譯本資料集與

1994年6月俄羅斯轉交給韓國政府的文獻資料裡面都沒有收錄史達林所提出的「38度線應該維持現在的和

平」。參照 「史達林與朝鮮政府代表團的談話紀錄」(1949年3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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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和「스탈린동지와 김일성 수상을 

단장으로 하는 북한사절단과의 회담（史達林同志與以金日成首相為團長的北韓使節團之會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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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 

문헌 자료（與韓戰相關的基本文獻資料）＂，6~10頁。此資料是1994年6月由訪問蘇聯的前總統金泳三從葉

爾欽總統那裡得到的關於韓戰的蘇聯秘密文書。吾人的主張是依據已報導的俄羅斯資料及俄羅斯學者們根據

當時資料編寫的研究專著。參照「스탈린과 북한대표단과의 담화기록（史達林與北韓代表團的談話記錄） 

」，『首爾新聞』(1995年5月15日)；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金光麟譯，『蘇聯의 

資料로 본 韓國戰爭의 전말（以蘇聯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首爾：圖書出版열림，1998年)，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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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日成：史達林同志！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動員軍事力量來解放整個韓半島。南朝鮮反動

勢力是絕對不會同意和平統一的。他們試圖維持南北韓的分裂局面直至具備攻擊北朝

鮮的力量。眼下正是我們進攻的最好時機。我們的軍隊是強大的，在南朝鮮我們的游

擊隊在等待支援。  

史達林：南侵是不行的。第一，北朝鮮人民軍現在與南朝鮮相比並不占絕對優勢，在兵力數量

方面甚至還處於劣勢。第二，一旦戰爭爆發，駐紮在南朝鮮的美軍將會積極地介入。

第三，蘇聯和美國締結的 38 度線分割協定還有效，如果我方先違反協定，將會失去

阻止美國介入的名分。  

金日成：那麽在可以預測的未來裡沒有統一朝鮮的機會了嗎？南朝鮮的人民爲了擺脫反動政府

和美帝國主義的枷鎖正翹首以待著實現統一。  

史達林：敵軍如果有侵略的意圖那麽總有一天會打過來的，到了那個時候將會有絕好的反擊機

會，人民也會理解金同志的行動並給予大力支援的。4 

 

上面的對話充分表明了金日成企圖發起南侵戰爭的意圖，與史達林拒絕的理由。金日成南侵

的理由是：南韓「反動政府」反對和平統一，企圖維持分裂狀態，所以要通過武力推翻南韓政

府，把南韓人民從美帝國主義的枷鎖中解救出來。而且，北韓的軍事力量比南韓佔優勢，南韓的

游擊部隊也會在內呼應，所以現在是開展統一戰爭的最好時機。  

但是史達林列出了三條理由認爲不可南侵。即北韓人民軍的力量還沒達到可以速戰速決、輕

而易舉打敗南韓軍隊的程度；在南韓不僅駐紮著美軍，而且一旦戰爭爆發美國一定會介入；美國

與蘇聯之間締結的 38度線分割協定還有效。只有在解除這三條障礙的局勢出現的情況下才同意動

用武力，並且北韓不能先進攻南韓，而是要等待南韓的進攻，到那時再以「正義的反擊戰」的名

義進行回擊。總之，在可以進行對南戰爭的正當時機到來之前，要做好準備工作，這是做每件事

都不操之過急的史達林的慎重之舉。我們可以稱史達林的這一指示爲「準備待機論」。  

上述三條理由中，美軍介入的可能性是決定史達林同意與否的關鍵因素。實際上正如美國極

力避免在亞洲地區與蘇聯發生衝突一樣，史達林也最大限度地避免捲入與世界上最大軍事強國發

生摩擦的漩渦之中。衆所周知，1948 年以來蘇聯在歐洲地區與美國形成了一種尖銳對峙的狀態。5 

因此，一直在探索總體的、有機的外交方式與國家安全保障的史達林，當時完全沒有理由把已在

歐洲地區開始的，與美國之間的摩擦，引發到尚可在最小限度內與美國維持合作關係的亞洲地區

來。這就是史達林斷然拒絕金日成於 1948年 12 月與 1949年 1 月間數次提出的簽訂「朝蘇友好合

作互助條約」等秘密軍事協定與相互防禦協定的請求的原因。6北韓與蘇聯之間締結任何形式的帶

                                            
4 「스탈린과 북한대표단과의 담화기록（史達林與北韓代表團的談話記錄）」(1949年3月7日)，『首爾新 

聞』(1995年5月15日)，第5面。 
5 參照Dmitri Volkogonov著，韓國戰略問題硏究所譯，『스탈린（史達林）』(首爾：세경사，1993年)，364 

頁。戰後歐洲地區的美蘇角逐參照 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67(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68), chapterⅨ. 
6 「舒替科夫致某某電」(1949年1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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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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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軍事性質的條約，都會馬上為美國提供向蘇聯發動政治宣傳攻勢的藉口，即蘇聯有意令南北韓

永久分裂。史達林的拒絕態度即是出於這種顧慮而採取的事前預防。  

對於美國介入的憂慮只是拒絕同意的表面原因。史達林真正考慮的是保障本國既得利益的雅

爾達體系，同時也是爲了不想打破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史達林通過這

兩個條約在遠東地區構築了確保巨大國家利益的網絡。衆所周知，雅爾達條約的簽訂是在大戰的

最後階段，即將進攻日本本土的美國，爲以聯合作戰的方式將蘇聯拉進對日作戰中來，以牽制駐

紮在滿洲的關東軍向日本本土移動，從而最大限度地減少本國軍隊的人員傷亡而採取的一個步

驟。 

美國總統羅斯福，根據麥克阿瑟關於消滅關東軍需要蘇軍 60個師的報告，爲從史達林那裡得

到蘇軍參戰的承諾，而向反對蘇軍進入中國東北的蔣介石施加壓力。羅斯福猝死之後，繼任的杜

魯門在相信了麥克阿瑟將軍對敵軍的過大評價之後，爲減少美軍的犧牲而打算促使蘇聯參加對日

作戰，杜魯門以給國民黨提供政治、軍事以及經濟支援爲誘餌，誘使蔣介石與蘇聯簽訂了期限為

卅年的友好同盟條約。結果，史達林與國民政府簽署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獲得了將蒙古與

中國東北地區列入自己勢力範圍的各種權益。7總而言之，杜魯門與蔣介石爲此不得不向史達林付

出巨大的代價。 

當時蒙古問題從根本上說，與蘇聯從 1910 年後半期開始試圖使其擺脫中國的影響有歷史淵

源，也是關心對日作戰報酬的史達林以蘇軍參戰與美國進行交易的結果。即按照史達林的要求，

羅斯福給蔣介石施加壓力，令其承認蒙古脫離中國版圖的現狀。當時正受到中共的制約而擔心失

去美國支援的蔣介石接受了此要求。此交易的結果是，以蘇聯在結束歐洲戰爭後二至三個月內參

加對日戰爭爲條件，「必須維持外蒙古現狀」的內容8被寫進 1945 年 2 月由美國、英國與蘇聯締

結的雅爾達協定第一條中。事實上從 1920年代蘇聯駐軍外蒙古後，原本為中國屬地的外蒙古就脫

離中國而進入蘇聯勢力範圍，無法無視美國要求的蔣介石之承認，使外蒙古脫離中國的事實得到

了再次確認。  

另一方面，蔣介石政權公開宣佈，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後將由蒙古國民自由投票，如果投票結

果主張獨立的占絕大多數的話，將承認外蒙古獨立。其後，根據外蒙古的國民投票結果，蔣介石

於 1946年 1月 5日承認了外蒙古的獨立。但是毛澤東等新中國的政治菁英，仍有想把蔣介石政權

承認的蒙古，併入中國版圖的意思。9就在新政權成立之前，出於戰略角度的考慮，毛澤東還有著

恢復中國對蒙古的傳統宗主權的意向。 

                                            
7 在蔣介石和史達林的兩個政府簽署後發表聲明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說明中包含了這樣的內容。即蘇

聯政府對於與中國的懸案保障相互利益或向中國政府做出讓步。例如，除了尊重中國政府主權以外，很多條

款都書面化了，其主要條款如下：蘇聯不干涉中國新疆的內政，而中國則要承認早已成爲蘇聯保護國的蒙古

在對日戰爭結束後公民投票決定獨立之前是獨立國家。南滿鐵路-指的是中東路（正式名稱是中東鐵路，簡

稱爲「中東路」）的南段，1904年日俄戰爭中勝利的日本佔領了此鐵路之後得名。日本戰敗之後把中東路和

南滿鐵路統稱爲「中國長春鐵路」。此鐵路由中蘇兩國共同管理卅年，期滿後返還給中國。同時對中國東北

地區的主要港口旅順、大連港做出了以下協定。旅順港港口內的軍港由中蘇兩國共同使用經營卅年，民政權

屬於中國。中國政府向各國開放大連港爲自由貿易港，由中國政府行使政治主權，港口行政業務則由蘇方管

理卅年。駐紮在東北地區的蘇軍在日本戰敗後3周或最長三個月內撤退。 
8 Diane Shaver Clemens, Yalt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10. 
9 劉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蘇共(布)中央史達林的報告」(1949年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

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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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蒙古之外，蘇聯重新得到了中國長春鐵路的權益，同時還獲得了把與長春鐵路密不可分的

東北主要港口旅順、大連港分別作爲蘇聯軍事基地和自由貿易港的權利。長春鐵路指舊中東路，

它以哈爾濱爲中心，形成一個西路、東路與南路的 T 字形，長達 2,500Km，是以哈爾濱爲起點，

西到滿洲里，東到綏芬河，向南穿過長春、瀋陽到達瀕臨黃海的遼東半島末端大連港的一條大鐵

路。此鐵路與從蘇聯的赤塔開始、沿黑龍江北岸通向海參崴的西伯利亞鐵路（The Siberian 

Railway）——從柴列賓斯克到海參崴長達 7,400km ——共同構成了蘇聯得以通過黃海進入東南

亞一帶與太平洋的大動脈。 

在當時由日本戰敗造成的中國東北與韓半島力量空白的形勢下，蘇聯獲得長春鐵路與旅順、

大連港的使用、經營權，意義極為重大。其理由如下：正如在日俄戰爭時期此鐵路曾被用來作爲

當時駐紮在滿洲的俄軍輸送物資與兵力一樣，這條鐵路可以使蘇聯很容易地向中國輸入棉花、羊

毛與金屬品，而且，它還是蘇聯在太平洋與歐洲地區保護本國商業貿易活動的艦隊得以維持的連

接線。長春鐵路既是蘇聯從歐洲地區調動軍隊到中國東北地區的交通手段，也是連接旅順港、大

連港、東邊太平洋沿岸的海參崴港與陸路之間的橋樑，所以說給蘇聯帶來的軍事戰略價值是無法

用金錢估量的。10 事實上，史達林讓蘇軍進駐中國東北地區，作為對日戰的「戰利品」，利用這

條鐵路掠奪了價值廿億美元的工業設備。隨之，這條鐵路作為斯拉夫人把自己的政治、軍事、經

濟影響力擴張到中國與遠東地區的重要途徑。從現代意義的角度評價，可以說長春鐵路是一條具

有多功能基礎設施的鐵路。不僅如此，蘇聯通過連接在這條鐵路南端的旅順、大連港的使用權，

奠定了保障在中國東北地區軍事經濟利益的基礎。11 

其次，租借旅順港與大連港是舊歷史的產物。十九世紀末在甲午戰爭中取得勝利的日本要求

清政府割讓遼東半島、臺灣及澎湖列島。俄羅斯唆使德國、法國向日本施壓將遼東半島歸還給中

國。俄羅斯以此為藉口向中國施加壓力於 1898年 3 月租借了旅順港與大連港。同年 9月俄羅斯將

旅順港規定為只有中國與俄羅斯海軍可以出入，不允許第三國軍事勢力出入的軍事基地；將大連

港定為自由貿易港，向第三國開放，使遼東半島歸屬受俄羅斯軍事、行政統治的關東省，並將旅

順定為關東首府，派遣總督進行統治。這樣，這一地區完全成了俄羅斯的轄屬地區。半個世紀

後，又是屈於外部壓力的蔣介石，承認蘇聯可以使用旅、大及長春鐵路的租借協定。大連港表面

上是對第三國開放的貿易港，實際上則處於蘇軍統治之下，只允許中國與蘇聯的船舶駛入，其他

國船隻不得入港。因此，事實上蘇聯軍不僅進駐軍事港旅順港、貿易口岸大連港，還進駐了日本

戰敗之前關東軍曾佔領的滿洲地區。蘇聯軍主力在翌年 5 月 3 日撤回本國，剩餘的遠東軍第卅九

集團軍與 1945年 9月 28日進入旅順港的蘇聯太平洋艦隊分艦隊及部分空軍則留了下來。12 

蘇聯通過長春鐵路的共同管理不僅獲得了財政上的收益，還獲得了可以同時牽制國民黨與中

共這兩大政治勢力的旅順、大連的租借權。戰後，史達林認為有必要維持這些利益與特權。所以

                                            
10 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 불：혁명러시아와 중국공산당의 흥기(1917~1923)（普羅米修士的火：革命 

俄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1917~1923））』(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481頁。 
11關於長春鐵路帶給蘇聯的軍事戰略價值以及與此鐵路建造相關的中俄關係和周邊環繞的日本美國等之間角

逐的歷史淵源，參照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 불：혁명러시아와 중국공산당의 흥기(1917~1923)（普羅 

米修士的火：革命俄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1917~1923））』(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81～82頁與第1

4章前一部分。 
12 徐焰，『蘇聯出兵中國東北紀實』(香港：天地圖書，1993年)，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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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蔣介石政權影響力向東北的擴張，史達林不是很高興。同時，他也不希望看到中共勢力越過東

北地區擴大到全中國，因為他不能再像對待東歐地區共產主義國家那樣，輕易地在中共身上擴充

自己的影響力。因此，史達林一邊阻撓蔣介石政府接手東北，另一方面則幫助中共軍隊進駐東

北。   

利用中共牽制蔣介石，不僅是要把東北，還要把蒙古、新疆都列入自己的勢力範圍，史達林

上面自相矛盾的做法，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此舉正是戰後史達林採取的對中政策基調的基本框

架，也是為了重新獲得過去被日本奪走的東北權益和支配蒙古、新疆，並且防止包括日本在內的

其他列強的再次侵略。1945 年 8 月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進駐滿洲地區的蘇聯外貝爾湖-

阿穆爾軍司令馬林諾夫斯基(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曾談到過中國，他說「不希望東北

(滿洲)再次成為反蘇根據地」。13 當時的反蘇勢力很明顯指的是日本。1950 年中蘇同盟締結時，

美國也成了反蘇勢力。總之，馬林諾夫斯基的言論極其鮮明的表明蘇聯是站在某種戰略性角度來

看待中國東北地區的。蘇聯打算戰後與美國一起分割佔領日本，但這一方案受到了美國的限制和

反對。蘇聯對韓半島的北部地方的統治，是代替分割日本而取得的結果，蘇聯以此作為對德作戰

所取得的戰利品，換言之是在帝國主義競爭過程中爭取到的正當戰利品。 

因此，史達林沒有必要改變這種能維持其既得利益的體制。從 1949 年 3 月到現在，蘇聯對遠

東及韓半島的政策重心是通過發揮與美國相互承認的部分影響力來維持冷戰狀態，即以 38度線為

界維持現狀。反過來說，史達林為了不打破保障其在中國既得利益的雅爾達體系和舊的中蘇友好

同盟條約，沒有接受金日成的提議。1946 年秋天前後，縱觀史達林對美國等西方媒體力陳不可發

動戰爭這一點，可以推知阻止金日成挑動南侵是他的堅定意志。14 因此，正像毛澤東的革命戰友

兼知己陳毅元帥的兒子陳曉魯（現任中國軍事機關研究員）所推測的那樣，「對於金日成的提案

史達林也是非常困惑的」。  

但是，雖然史達林非常困惑且沒有當場同意南侵的要求，但絕不是說這樣的拒絕完全抹殺了

南侵的提議。因為雖然沒有讓金日成馬上實行南侵計畫，但是也沒有強令金日成永遠放棄此計

畫。史達林沒有阻止，是因為只要可以確定南侵是反美的「民族解放戰爭」，並且消除美國軍事

介入的顧慮，就沒有必要強烈地阻止南侵，問題在於發動戰爭的條件和時機。一旦美國出現對南

韓關注減弱的苗頭，或者是美國完全從南韓撤軍，或者是北韓軍事實力與南韓相比占絕對優勢

時，就可以發動戰爭。因此，史達林讓金日成為發動進攻而加強軍事實力，並等待時機。  

美軍從南韓撤退問題，並不是由蘇聯和金日成的意志所決定的，但是確保北韓軍對南韓占絕

對優勢，是由史達林的決心與金日成的自我努力來實現的。史達林為使自己的準備動機論成為現

實，「答應」締結以「朝蘇經濟文化協定」為代表的幾個條約作為保證措施。據此，北韓與蘇聯

之間締結的協定，絕對不只限於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流，而是涵蓋各個方面的全方位的協定。15 

因此，金日成訪蘇之後，蘇聯對北韓的政策從根本上是以反映史達林意志為軸來進行的。儘

管只是文化性的條約，但是自從朝蘇之間締結條約之後，蘇聯對北韓的軍事支援規模就擴大了。

                                            
13 蔣中正著，『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年經歷紀要』(臺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92年再版)，147頁。 
14 邢廣程，『蘇聯高層決策70年』(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8年)，第2冊，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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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 

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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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說，為了使北韓的軍事力量與南韓相比占絕對優勢，蘇聯從 1949 年起，直到戰爭爆發之前，

不僅在武器彈藥和運送手段等各種軍事裝備方面大力支援北韓，還派遣蘇聯軍事顧問團到北韓，

並接受北韓軍官到蘇聯留學等。關於這方面的具體數值，在第一章裡已經作了詳細的介紹。考慮

這一點的話金日成的南侵計畫實際上也就相當於得到了史達林的支援，在理論上贊成乃至支持的

情況下，對於付之實施只是一時保留意見而已。  

在 1949 年如上所述的國際局勢下，史達林只要不改變主意接受金日成的提議，那麼他的戰略

性框架在一段時間內，看似不會發生變化。除非是在蘇聯的利益不可避免地受到直接侵害的情況

下，否則史達林不會改變基本立場，捲入可能導致和美國產生紛爭的國際政治漩渦之中。此政策

在第二年，也就是 1950年的 2月中旬史達林與毛澤東建立了新的中蘇聯盟，並締結了「中蘇友好

同盟相互互助條約」之前為止，一直被堅持貫徹。  

這期間在韓半島發生了考驗史達林耐心的情況。大約一萬 6,000 名駐韓美軍從 1948 年 12 月份

開始撤退，到 1949年 6 月末只有約 500 名的少數顧問留在了南韓。16 隨著拒絕美軍且主張並領導

南北和平統一的韓獨黨領袖金九被殺，南韓政局陷入急劇混亂的情況下，史達林也沒有被迷惑。

駐紮在平壤的史達林的代理人什特科夫，非常及時地向史達林彙報了韓半島的局勢變化。史達林

看到了什特科夫從平壤發過來的報告，還聽到了韓國國防部部長申性模的演說，演說內容是關於

因美軍撤退引起的南韓國防力量空虛，以及韓國政府與內與外都陷入了困境。  

即使這樣，史達林也沒有絲毫的動搖。甚至在收到什特科夫頻繁捕捉到美軍撤退前後南韓有

北進準備的連續戰前報告時，都沒有動搖。但是金日成在與史達林對話的字裡行間，好像讀懂了

其流露出的內心想法，金日成對史達林的「現在時機不成熟的」的理解，是帶有附加條件的同

意，即「但是南侵戰爭會實現」。從那時開始，金日成就快馬加鞭地著手為南侵作準備。  

 

第二節 毛澤東的「時機尙早論」與金日成發動南侵的企圖 

 

  金日成結束蘇聯訪問回國後，便快馬加鞭地投入南侵準備工作。主要可分對內與對外兩個方

面。對內採取各種措施，建全戰爭動員體制，隨時準備投入戰鬥。至於其具體活動在第一章已有

論述。  

  對外主要加強與蘇聯、中國、北韓陣營中心軸之一的中共的聯繫，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展

開。初期邀請中國共同結成亞洲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帝同盟，之後要求將中共人民解放軍中的韓人

－包括南韓和北韓，稱為「韓人」或者「韓籍」－ 兵力輸送給北韓，並試探中共領導層對於南侵

的意見。這不僅是金日成構築共同南侵陣線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使他的南侵赤化戰爭變為可能

的決定性因素。  

   在這裡我要做一個演繹性的假設，其主要內容如下：通過訪蘇，金日成明確瞭解了史達林的

態度，知道蘇聯不會介入。金日成暫時接受了史達林的準備待機論，仍然為南侵做準備，但是同

時也擔心喪失南侵的大好時機，因而焦躁不已。所以，金日成判斷駐韓美軍不久將會撤離，構想

著等美軍撤離後，憑藉蘇聯的軍事武器裝備和中共軍的少數韓籍師為主力果斷發動南侵戰爭。他

                                            
16 남정옥，『韓美軍事關係史1871~2002』(首爾：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2002年)，276～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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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結成反帝民族主義同盟，因此，發動對南戰爭、拉攏中國強化共產主義

陣營至關重要。也就是說，金日成把韓戰看作與中共共同參與的亞洲反帝同盟，和以美國為首的

資本主義勢力之間的一場角逐。所以，金日成一邊邀請中共領導人結成亞洲共產主義國家反帝同

盟，同時要求中國返還在中的韓籍兵力。但是毛澤東認為結成亞洲共產主義國家反帝同盟為時尚

早，委婉地拒絕了。對於發動戰爭的問題，沒有排除派遣中共正規軍支援的可能性，可能是為了

延宕派兵並勸金日成延緩開戰時機。毛澤東只是很痛快地答應了韓籍部隊進駐北韓的事情。  

  雖然金日成認為把韓籍士兵遣送到北韓是理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對於毛澤東不僅不打算參加亞

洲共產主義國家結成的反帝同盟，還勸告自己延緩開戰時機的問題上有諸多不滿。他的這種不滿

是他後來在中共參戰之前，很長一段時間裡緊盯史達林，但卻和毛澤東保持比較鬆弛聯繫的主要

原因。這也使從戰爭準備過程開始，到戰爭爆發之後中共參戰之前的那段時間裡，北韓領導層沒

有準確地向毛澤東轉告戰事，使得毛澤東在獲得戰爭情報方面遇到了一些困難，此亦為毛澤東在

韓戰初期，有很長一段時間被金日成忽略，且毛澤東的勸告與忠告都被忽視的原因。從中可管窺

中、蘇兩黨之間的上下屬關係，史達林對中共的評價不高，以及蘇聯的對中政策等對金日成的影

響，在這種影響下，金日成不得不選擇徹底追隨史達林。  

  上述內容，是在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綜合無法體現戰爭全貌的不完整歷史資料後，作出的一

種假設。所以有一定的時間局限性，在更具體的新資料公開之後有必要進行修正。但是，在可能

收集到的資料範圍之內，隨著對這些資料進行論述的進一步展開，戰後發展情況的一貫性也會逐

漸得到確認，本假設的適當性也將隨之得以證明。對於在後面展開的中共和北韓之間的交涉和毛

澤東對此立場的把握，也將從這個角度上進行論述。  

    回國後不久，在 1949年 4 月下旬，金日成派遣北韓民族保衛省副首相兼人民軍文化部司令金

一秘訪中國。金一與金日成一同在東北抗日聯軍時期打過游擊，這一緣由可能會消除中共領導的

拒絕心理。金一於 4 月 28 日離開平壤，兩天後抵達瀋陽，接觸了中共人民解放軍東北軍區司令兼

政委高崗。經過高崗周旋，到北京與人民解放軍總司令朱德、劉少奇、國務院總理兼外長周恩

來、董必武、陳雲等進行了四次會談，並與毛澤東進行了一次交談17 ，此時據說金一向毛澤東轉

達了金日成親筆書信，但是書信的原文至今還沒有公開。  

   駐平壤蘇聯大使什特科夫得到了從金日成那裡直接傳來的金一訪中結果的通報，和毛澤東透

過蘇聯駐中大使科瓦廖夫(1901～1995)向史達林轉交的電文，得知金一訪中的目的，是為了交換

對亞洲政局的看法，和請求成立將亞洲國家爭取到共產主義陣營的政治機構，並請求對北韓進行

兵力和武器支援。  

  所謂相互交換對亞洲政局看法，是指試探中共領導人對金日成的南侵計畫的立場，這無疑是

為了更進一步的爭取中共的支援。第二個議題是希望中國政府結合亞洲國家的各種共產黨、勞動

黨形成一個反帝民族主義勢力圈，即創設「亞洲情報局」，也就是「亞洲共產黨、勞動黨情報

                                            
17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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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頁。涉及到北韓金一訪

問北京的過去一部分研究著作中有主張說金日成結束蘇聯訪問後直接訪問了北京。或許是受這一影響，中國

學術界的楊奎松也說過4月下旬訪問中國的是金日成。［靑石(楊奎松)，「金日成阻止了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

劃」『明報月刊』，1994年7月號，85頁］。但是楊奎松所說到的訪問者不是金日成而是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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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三個議案是就把中共人民解放軍下屬的韓籍士兵和他們使用的武器和彈藥運送到北韓，

請求中國領導層的同意和協助。18 

  現在開始討論被派遣到中國的金一，是如何與中共交涉上面所談到的三個使命及其結果。首

先關於「亞洲共產黨、勞動黨情報局」創立問題，在金日成訪問莫斯科時就與史達林談論過此問

題，但是沒有公開的資料說明兩人之間達成了什麼明確的一致意見，或定下了什麼方向。19 總

之，毛澤東列出了如下的理由，委婉的拒絕了金日成創立該機構的請求：亞洲國家的共產黨中可

討論創設亞洲情報局的地方只有緬甸、馬來西亞、印度支那等四個有共產黨的國家，並且在亞洲

的十二個國家中，互相有聯繫的國家只有北韓、蒙古、泰國、印度支那與菲律賓五個國家，除此

之外和日本、印尼不但沒有聯繫，連其政局都難以把握。當然這裡的日本是指日本共產黨。毛澤

東擔心結成「亞洲共產黨、勞動黨情報局」的話，會引發美日等建立軍事同盟，他認為在和這些

國家有了聯繫，並對其政局有充分的把握之後，再成立這樣的機構比較好。毛澤東曾提到「亞洲

共產黨、勞動黨情報局」的創立還為時尚早。20此邀請沒有按金日成的構想實現，後來決定在高強

訪問北韓時再討論此問題，而告一段落。  

對於請求支援金日成的南侵計畫這一部分，毛澤東首先對金日成訪蘇時和史達林的談話內

容，及史達林對於南侵的態度進行了詢問。從戰後的文章裡，可以推測出金一是按照金日成的指

示來回答的。金日成指示說美軍撤退後日軍將有可能再進駐韓半島，並強調南韓軍得到日軍的支

援後會進行北侵，希望對南侵的正當性給予肯定和支援。但是後來得知史達林沒有同意的事實

後，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表示不能贊成南侵。他進一步通過金一向北韓高層提出，即使美軍撤出

後日本軍不進駐，也不要南侵，要等待有利時機的忠告。21  

但是毛澤東注意到金一所談及南韓北侵的可能性，建議說韓半島隨時可能爆發軍事行動，北

韓應該為應付那樣的情況作好徹底的準備。毛澤東所說的「發生軍事行動的可能性」是指按照金

日成的意圖，南北雙方發生意想不到的軍事衝突，或者指日本軍等帝國主義勢力的北侵。毛澤東

判斷，萬一韓半島發生戰爭，可能是速戰速決，也可能是持久戰，而持久戰對北韓不利。因為毛

澤東一直在擔心受麥克阿瑟統治的日本軍隊是否會介入。22 同時毛澤東對中國軍隊可能參戰的情

況進行了分析，即在掌握了仍存在國民黨軍隊抵抗的中國南方與臺灣的情況下，即使麥克阿瑟迅

                                            
18「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况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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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頁；「쉬티코프가 스탈 

린에게 보낸 전보（什特科夫致史達林的電報）」 (1949年 5月 15日)，『首爾新聞』(1995年 5月 28日)， 

제12면。 
19 在金日成訪蘇之前的1950年3月23日什特科夫向史達林報告了關於訪蘇後金日成所提出事項的目錄，並說

金日成想和史達林討論一下這些問題。［A. V. トルクノフ著，下鬥米伸夫，金成浩譯，『朝鮮戰爭の謎と

眞實』(東京：草思社，2001年)，96頁。］但是實際上迄今爲止公開的關於金日成和史達林的會談內容資料

裡沒有關於這件事的論述。估計要知道事實的真相還需要一段時間。 
20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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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頁；「科瓦廖夫關於毛

澤東通報與金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林電」(1949年5月18日)，沈志華編，同上書，189頁。 
21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沈志華編，同上書，

188頁。 
22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沈志華編，同上書，

187頁；「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金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林電」(1949年5月18日)，沈志華編，同上書，

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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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調集日軍或美軍兵力到南韓參戰，那時中共也可以派遣精銳部隊。23 雖然還要考慮時間這個附

加條件，但是毛澤東基本上肯定了中共軍軍事介入的可能性。毛澤東是這樣說的：  

 

將來在朝鮮半島的戰爭可能是速戰速決，也可能是持久戰。持久戰對你們不利 。因為日本

可能介入支援南朝鮮「政府」。 (即是這樣) 你們也不必擔心。蘇聯在，我們也在東北。必要的

時候我們可以派中國士兵支援你們。因為中國士兵都是黑頭髮，誰看也分不出來的。24 

 

  正如上述，毛澤東理論上是同意金日成南侵的，並充分地認識到在準備階段轉移韓籍兵力事

關重大。在這一段話裡有一部分需要注意，即毛澤東只是確定金日成有南侵的意思，但是由於北

韓方面還沒有具體的南侵軍事作戰計畫，因此沒獲得有關南侵日期等的具體資訊。中方只是得到

了美軍撤退後，北韓就果斷發動南侵戰爭的口頭表態。我們在這一點上，應該留意毛澤東只是大

概瞭解了金日成打著「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戰爭」的旗幟，想要南侵的事實。  

   雖然中共不知道具體的時間，但是從自身的立場上來講，最快也要等到國共內戰結束後才能

為南侵作準備，因而痛快地答應向北韓輸送韓籍士兵。韓籍士兵是指投身抗日鬥爭的韓人在停戰

後留在大陸，並以中國軍人的身份被動員到國共內戰的部隊兵力。25在中共和北韓的協定下將被派

往北韓的「抗日民主聯軍」中，居住在東北地區的韓人占絕大多數。  

   毛澤東對於向北韓輸送韓籍士兵的相關問題是這樣回答金一： 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三個朝

鮮籍師，其中二個師駐紮在瀋陽和長春，剩下的一個師投入到與國民黨的戰鬥中。如果朝鮮提出

要求的話，隨時可以將二個師的所有裝備一起交給你們。但是剩下的一個師在戰爭結束後，從南

方抽調回來，至少要一個月時間。而且毛澤東認為他們不是正規軍，建議軍官應該接受訓練。金

一又提到，能否提供具有日式裝備的北韓籍師所使用的彈藥，毛澤東當場答應了，滿足了北韓方

面的要求。26毛澤東的承諾不久就得到了實現。在第一章裡論及的韓籍師返還北韓就是在此基礎上

採取的措施。 

   毛澤東說，如果不是北韓要求現在就調集韓籍士兵到北韓，中共將會繼續對其訓練並提供所

需的軍事裝備。毛澤東還承諾在國共內戰結束後，在韓半島爆發戰爭的情況下，會給韓籍師提供

包括武器、裝備和糧食在內的所有資源。27 這裡，我們有必要搞清所謂的「支援」或者「支持」

                                            
23 「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金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林電」(1949年5月18日)，沈志華編，同上書，190

頁。 
24 「쉬티코프가 스탈린에게 보낸 전보（什特科夫致史達林的電報）」(1949年 5月 15日)，『首爾新聞』(1 

995年 5月 28日)，第12版;「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况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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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88頁。 
25 關於此內容參照中央日報特別取材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秘錄』(首爾：中央日報社，1992年)，

上卷，148～159頁。 
26 「쉬티코프가 스탈린에게 보낸 전보（什特科夫致史達林的電報）」(1949年 5月 15日)，『首爾新聞』(1 

995年 5月 28日)，第12版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况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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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頁。 
27 毛澤東，「不要四面出擊」(1950年6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391～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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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其內在的含義是：第一，支援的不是敵對的南韓李承晚政府，而是幫助締結有世界共產

主義同盟關係的北韓政權，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鞏固即將形成的共產圈內的相互團結

的國際政治理念，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援」(moral support)。對於兵力和武器裝備方面的支援，

是支援的實質性內容。第二，毛澤東所講的今後會向韓半島派遣中共軍，是中共在實現全中國的

政治統一後，為確保韓半島赤化而進行經濟軍事方面的支援，或者是在日本或美國侵入韓半島，

嚴重威脅到中國安全的情況下進行的本國安全保護，同時也是為了保護北韓政權的存在。  

   毛澤東欣然地答應北韓，在其發動南侵戰爭時將盡可能地提供所有支援，這一點正如前述。

但是，這只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層面上，站在具有反帝國主義共同理念的同志立場上，也是出

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所欠下的歷史債，和考慮到國家安保的需要。中共是站在從大方向給

予支援的第三者立場上，並不是在國內局勢緊迫，且還有一大堆的問題待解決的情況下，先考慮

給予即刻的軍事支援。所以，毛澤東在戰爭爆發前的 1950年 6 月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

全體會議（6 日～9 日）上，曾作出指示，在掃蕩國民黨軍隊、土地改革、經濟建設、解放臺灣和

佔領西藏、以及安定民心等國內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中共軍「不要四面出擊」。毛澤東勸告北韓

謂，駐韓美軍撤退後，如果日本軍不進駐，也不要貿然攻擊南韓，這也與此息息相關。因為中共

主力軍在長江以南仍與國軍作戰的情況下，不可能迅速並充分地向平壤提供援助。北韓軍如果斷

然發動南侵的話，美國將會進駐韓半島，這是毛澤東在 1949 年 6 月所謂的三處戰略脆弱地區之

一。那意味著中國的國家安全和北韓的國家安全將密不可分。因此，毛澤東擔心如果韓半島爆發

戰爭，中共攻打臺灣的計畫將無限地拖延下去。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只能勸北韓領導人「對

南韓的攻擊要等到 1950年初國際政局好轉時」。28  

   毛澤東的這些言論和史達林的「準備待機論」沒有什麼區別。毛澤東雖然不反對金日成的韓

半島赤化統一戰爭，但是這是以攻擊一定要等到有利的形勢出現後才能開始作為前提的。按照毛

澤東的預想，有利的時機大約在 1950 年初，到了那個時候，中共不僅能解放中國西南部，就是臺

灣估計也能解放了。實際上，毛澤東在 1949 年 10 月下旬攻打金門島時，已經打響了解放臺灣的

前哨戰。總之，也就是說金日成最快也要等到中共佔領臺灣後，再發動南侵戰爭。  

  考慮到上述問題，毛澤東對是否支援金日成的南侵計畫有些猶豫，並建議其與史達林商量一

下。毛澤東對於將要挑起的南侵戰爭，明確強調「所有的過程都要在與莫斯科協議之後進行」。29 

這一附加性的言論，證明毛澤東把發動戰爭的最終決定權交給了史達林。毛澤東的這一言論可以

解釋為如果沒有史達林的同意的話，中國是無法單獨支援金日成的南侵計畫的。在後邊還會談

到，實際上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認識框架下，考慮金日成對於韓半島的提議的。  

  總的來說，到 1949 年上半年為止，莫斯科和北京都阻止了金日成當即發動對南韓的軍事進

攻。前者約定在做好準備之後重新討論，後者強調了現在還不是時候。但是不管是史達林的「準

備待機論」還是毛澤東的「時機尚早論」，只是在修辭用語方面有所不同，實質的內容都是一樣

                                            
28「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金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林電」(1949年5月18日)，沈志華編，同上書，190頁 ;

「쉬티코프가 스탈린에게 보낸 전보（什特科夫致史達林的電報）」(1949年5月15日)，『首爾新聞』(1995 

年5月28日)，第12版。 
29 「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金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林電」(1949年5月18日)，沈志華編，同上書，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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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還不是進行武力進攻的時候，所以要一邊準備一邊等待時機，或者一邊等待時機一邊準

備。這兩者都是有附帶條件的同意及承認，並沒有否定進攻本身。因此，史達林、毛澤東和金日

成三人都沒考慮避免同族相殘，給韓半島帶來的災難，而是對充滿赤化理念的「民族解放」帶著

肯定性的希望，剩下的無非只是選擇時機的問題。  

   金日成首先是沒有從史達林那裡獲得發動南侵的承諾，回國後接著在獲取中共同意的努力上

也失敗了，但是他沒有灰心。不但沒有獲得中共的同意，毛澤東還提出了要在史達林的同意下才

能支援南侵的條件，這使得史達林的同意與否成了必要的先決條件。為了得到史達林的同意，不

能不聽史達林的忠告，更不能惹他的性子。金日成堅持不斷的努力，一直持續到獲得回報的      

1950 年 3 月末。金日成忠實地履行了史達林不要在 38 度線上發動軍事行動的指示。此外，為南

侵作軍事準備，再次請求認可發動南侵戰爭等，金日成舉手投足間的任何舉動都透過駐北韓的蘇

聯外交官報告到了克里姆林宮。其具體情況如下： 

  金日成還是不顧史達林的忠告，趁南韓國內局勢變化之機，為發動南侵戰爭做了一系列的計

畫。 金日成想說服史達林的論據是，在 1949 年 6 月駐紮南韓的美軍撤出使韓半島內的局勢發生

了變化，南北韓雙方在佈陣備戰等軍事動向和宣傳戰、心理戰 30的鼓舞下，充滿了勝利的自信與

年方 38 歲的血氣。當時駐紮在南韓的美軍於 1949 年 6 月底都撤離了，只留下一些非戰鬥軍事顧

問。   

  事實上，駐韓美軍的撤軍問題一直都是蘇聯和北韓領導人關注的問題，也是北韓對南韓施加政

治攻勢的核心內容。由此可以想像在駐韓美軍的戰鬥部隊撤退後，北韓領導層的攻擊心理進一步

被強化。美軍撤出後，8 月，金日成作出了從蘇聯獲得的武器裝備的品質和數量都比南韓佔優勢

的判斷，發起了對 38 度線以南的韓國軍的進攻。8 月 4 日，北韓軍動用了三個營兵力攻擊甕津，

守衛該處的韓國軍基本上全部被殲滅。通過與韓國軍的戰鬥，確定北韓軍的戰鬥力完全凌駕於南

韓軍之上，金日成和朴憲永打算以此為與南韓打局部戰的契機，從 8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間曾五次

通過什特科夫和頓金公使向史達林施加壓力。金日成採取了把事情鬧大再說的方式，局面混亂。

這樣魯莽的行為被史達林的信使什特科夫給暫時擱置了。  

  金日成在 8 月 12 日與 14 日向即將回國的什特科夫轉告了要開始進行南攻的意思，並請求想

辦法讓莫斯科同意。31 什特科夫向金日成指出美蘇間的協定仍然有效，並且北韓軍並不比南韓軍

占絕對的軍事優勢。但是金日成仍是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認為美軍撤退之後關於 38 度線的協定

「障礙」已經消除，那麼史達林之前的勸告已經沒有任何意義了。32 不顧什特科夫的勸阻和忠

告，金日成和朴憲永等北韓首腦認為得到莫斯科對南侵的同意，是確保南侵戰爭的橋頭堡。即先

佔領 38 度線以南的江原道三陟，或是為了容易地對南方進行攻擊，從縮短 38 度線的戰術角度考

                                            
30 關於當時南北韓之間展開的精神戰方面的內容，請參照徐相文，「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在發動韓戰問

題上三角互動的探討」『亞洲硏究』，第31期(香港：1999年6月)，75～76頁。 
31 A. V. 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金成浩譯，『朝鮮戰爭の謎と眞實』(東京：草思社，2001年)，58頁；

“Politburo Decision to Confirm the Following Directive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in Korea＂, 24 September 

1949,   Archive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nd 059a, Opis 5a, Delo 3, Papka 11, Listy 75～77,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Spring 1995), p.7. 
32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年1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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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頁。 



 50

慮，進攻黃海道的甕津半島。連平時對金日成友善的什特科夫也認為此構想「過於的樂觀和理想

化」，這一構想最終再次被史達林所制止。 33在兩週到兩個月的時間裡完全佔領南韓領土的金日

成的自信，在擔心局部的挑釁會引發全面戰爭的史達林眼裡，只是一種有勇無謀的奇想。  

  接到什特科夫報告的史達林，當時不僅沒有和美國相對峙的意思，而且也不想捲入這樣的是

非中。所以在看到了北韓的政勢報告和北韓當地發來的各種報告後，史達林在 1949年 8月中旬向

什特科夫下令說，如果戰爭爆發的話必須廢棄在北韓的一部分蘇聯海空軍基地。34在 1949 年 9 月

24 日召集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史達林對如上金日成的提議下了定論，說「北韓人民軍對南

韓的全面進攻既不合理也不合時宜」，北韓的南侵成為了不會變成現實的豪言壯語。  

   當時史達林正在蘇聯構築一種不受黨政軍任何一方制約的，無所不為的一人獨裁政權。當然

有時也需要根據事情的性質，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內閣會議上進行討論，但是這樣的程序只

不過是促成自己決定的表面文章。因此史達林的決定和他說的每一句話，都具有超越國家法律的

重量。從這一點上來說，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也就是史達林的決定。  

史達林認為北韓軍並不比南韓軍有絕對的優勢，在南韓游擊隊的活動和群眾暴動以及對政府

鬥爭不活躍的情況下，北韓進攻甕津、開城一帶的戰鬥，意味著南北韓之間的正式戰爭。並判斷

進攻準備不到位，挑動戰爭會形成長期戰。這樣非但不能打敗敵人，還會給美國留下干涉的藉

口。35 因為美國撤軍並不意味著美國不介入戰爭，另外最重要的是北韓的南侵準備做得還不充

分，單是和南韓軍打得話勝算會很大，但是一旦美國介入的話，結果將不言而喻。  

  所以史達林認識到只有南韓先進攻，才能避免美國的指責和介入，到了那個時候北韓不僅可

以馬上進行反擊，同時也可以進攻甕津半島。以此判斷為基礎，為爭取韓半島武力統一大業的實

現，史達林給北韓領導層佈置了下面的任務。第一，金日成和朴憲永不能過分地無視和平統一的

可能性，但要以顛覆李承晚反動政權和民族統一為目標展開游擊運動，建立解放區，在南韓播下

全體人民掀起武裝運動的種子；第二，強化戰鬥力，使北韓人民軍占絕對優勢。36  

1949 年 10 月 4 日，金日成和朴憲永接到了什特科夫傳達的莫斯科的「不允許指示」和與之

相應的任務。11 月 3 日再一次接到蘇共政治局關於嚴格履行史達林的指示，不允許在 38 度線上

進行軍事訓練的通報。以南韓的勞動黨游擊勢力為自己權力基礎的朴憲永，立即否決了馬上發動

戰爭的可能性，對莫斯科的加強游擊活動的指示，表現出了一種服從態度。經什特科夫遊說，滿

腔懊惱的金日成雖然心中不快，但是在史達林的權威壓制下，沒辦法改變上頭的命令，實現自己

的想法，只能點頭答應。37  

                                            
33 「莫洛托夫呈報的擬答覆金日成的指示稿」(1949年9月23日)，沈志華編，同上書，255～256頁。 
34 「스탈린이 쉬티코프에게 보낸 전보（史達林致什特科夫的電報）」(1949年 8月 13日)，『首爾新聞』(1 

995年5月15日)，第5版。 
35 「莫洛托夫呈報的擬答覆金日成的指示稿」(1949年9月23日)，沈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

文件』(臺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255頁。 
36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金光麟譯，『蘇聯의 資料로 본 韓國戰爭의 전말（以蘇聯 

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 (首爾：圖書出版 열림，1998年)，40～41頁；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 

國戰文書要約 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1994年)，17～18頁。 
37 南韓南勞黨的游擊活動在北韓發動南侵的初級階段對於佔領南韓各地起到了多大作用的問題，與在北韓勞

動黨內金日成和朴憲永暗暗意識到的相對主義與以後難以避免權力鬥爭的情況下，是以武力實現統一還是採

取依靠游擊戰中民衆力量問題相關聯。選擇前者的話，存在著是進行全面戰爭還是局部戰的問題，對金日成

和朴憲永各自對此的立場選擇問題的研究論著裡也呈現出不同的看法。參照 ［김학준，『한국전쟁-원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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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日成即刻按史達林的指示，為不在 38度線上進行軍事行動採取了相應的措施，結果正像頓

金的報告書中所談到的，自 8 月 15 日之後沒有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只有小規模的衝突事件和南

韓對甕津半島間歇的轟炸，以及幾次越境事件發生。蘇聯軍事顧問團觀察到的這一事實，美國情

報部也觀察到了，兩者只是時間上有些差異。根據美國觀察到的，至少自 1949年 10 月 21 日起到

翌年的 2 月 14 日，較長的來說到 3 月 7 日這段時間裡，之前曾頻頻發生的南北韓間的營級以上的

軍事衝突沒有了，只是間或有一些小規模的衝突。這是能夠反駁 Bruce Cummings 所謂的「內戰

論」的根據之一。在美國軍事顧問團接到的情報報告書，和從北韓軍那裡虜獲到的北韓內務省警

備局總參謀部的極密作戰報告裡，都有所記錄。38總之，史達林的指示對於不得已同意的金日成來

說就相當於「法律」，蘇聯軍部稱讚他為「朝鮮的恰巴耶夫」(В. И. Чапаев)39 。  

   同時，金日成、朴憲永等北韓領導層，在南朝鮮勞動黨游擊隊展開夏季攻勢之後，下達了讓

游擊隊在南韓到處製造軍事事件的命令。接到北韓指令的南韓勞動黨，於 1949 年下半年在南韓展

開的游擊活動的情況正如前所述。當時全國各地和 38度線地區，南北韓間的局部軍事衝突連續不

斷出現的理由，就是緣於這樣的背景。  

  雖然南韓政局極度混亂，金日成一直構想的包括攻擊甕津半島的一連串的軍事行動仍然沒有

實現。主要原因與其說是北韓的軍事政治準備還不充足，還不能付諸實踐，還不如說是蘇共中央

政治局，即史達林沒有同意。  

但是金日成沒有猶豫。因為北韓沒能著手發動軍事行動，並不是說金日成完全放棄了南侵計

畫。雖然金日成非常明白史達林的反對態度，他也沒有一味地等待時機，而是著急通過駐北韓蘇

聯大使，持續的催促克里姆林宮承認自己的構想。1950 年 1 月 17 日，北韓政權的外交部長朴憲

永為即將赴中國的北韓大使李周淵舉行了一個歡送會，金日成參加了在朴憲永的私宅舉行的歡送

會，對南韓的武力進攻問題再次進行了大型討論。什特科夫在兩天後向莫斯科發送的電報中說，

這一天金日成用激昂的語調對駐北韓蘇聯大使伊格納季耶夫和佩利申科說，現在中國的解放事業

已經結束，下面「輪到解放南朝鮮人民」了，並以責難的語調吐露了自己的不滿，說光靠南韓的

游擊隊是達不成目標的。也就是說提出了史達林作出在南韓進行游擊鬥爭的指示已經不再合適。

金日成繼續說：  

 

「南半部人民相信本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南方的人民知道我們有強大的軍隊。最近本人有

                                                                                                                                
과정, 휴전, 영향（韓國戰爭－原因、過程、休戰與影響）』(首爾：博英社，1989 年)，128～138 頁］。要

想披露此事的全貌的話還需要等待新的資料的出現，但是根據戰後的脈絡的本人參考的資料綜合來看，可以

清晰地感覺到在這個時期。金日成、朴憲永兩個人確實對於蘇聯對北政策的接受程度和戰術有微妙的矛盾和

摩擦。 
38 前者是美軍事顧問團的報告內容，後者是北韓內務省警備局總參謀部的極密作戰報告書的紀錄。在美書誌

學者方善洲根據後者主張在1950年3月7日從現在的西部延白到江原道的襄陽的38度前軍事分界線上軍事衝突

被隱藏了起來。相關文獻參照 Intelligence Summary Nos. 2611, 2618, 2625, 2632, 2652, 2655, 2665, 2674, 2681, 

2688, 2694, 2710, 2715,  Far East Command(以下簡稱 FEC), Recrd Group(以下簡稱 RG), 338課 방선주，「노획 

북한필사문서 해제(1)（解開繳獲的北韓筆寫文書）」。『아시아문화（亞細亞文化）』，第1卷(1986年)， 

77～78頁。 
39 恰巴耶夫是俄國10月革命時期列寧的盲目崇拜者，只要是列寧的命令，不管刀山火海都絕對服從的單純又

忠誠的部下。他在薩拉托夫州為了蘇維埃權利而鬥爭，1917年9月加入俄共產黨，內戰期間曾粉碎Kolchalk

軍，立下了赫赫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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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挫折的感覺，夜不能寐。本人一直在考慮祖國的統一方案。如果解放南半部人民和統一祖國

的大目標延期的話。我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40  

 

   金日成的幼稚想法並沒有到此結束。他在 1949年 3月訪問莫斯科時，對史達林的指示，即只

要是南韓沒有先發起進攻就不允許北韓引發戰爭這一點，表示懷疑。李承晚還沒有對北韓展開全

面攻勢，那麼北韓也就只能等待對有可能不會發生的南韓進攻進行反擊。金日成說史達林的指示

對自己來說就像是法律，他不能按照自己的意願來行事，「不能開始進攻」。為了在此問題上得

到史達林的再次指示，他極力表明有再次訪蘇的必要性。41緊接著金日成進一步強調了北韓軍強於

南韓軍，並向什特科夫追問蘇聯不許進攻甕津半島的原因，他請求再給一次與史達林討論的機

會。如果不能與史達林進行直接對話的話，他將去找毛澤東，因為他想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

會帶著史達林對所有問題的指示回國。42  

   金日成的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呢？如果把他的動機大體上分為如下三種邏輯上的可能性，問

題就可以釋然。首先讓我們把事件簡單化。實際上金日成可能有按照史達林的指示，作好充分的

戰爭準備的想法。但是即使是這樣，在武力南侵的準備過程中，不停要求史達林同意南侵，或許

是為了得到更多的武器支援而使用的瞞天過海之計，金日成按照自己所講過的豪言壯語打算立即

發動軍事行動。如果不是那樣的話，那麼可能前面的兩條理由會一同作用。43  

以上解釋的正當性理由如下，首先，金日成在 8月 14日與什特科夫的談話中，不僅明瞭要想

南侵就需要做好周密的軍事準備，同時還說到急切地需要增加蘇聯製造的武器和裝備，關於這一

點他間接地談到了很多。第二，按照韓戰時期連任北韓軍副總參謀長的李相朝的證詞，金日成實

際上可能根本就沒把美國的介入放在眼裡。44 第三，相反地，金日成確實是預測到了戰爭一旦爆

發美軍和日軍有介入的可能性，因此在無法斷言可以迅速取得戰爭勝利的情況下就不該輕率的引

發戰爭。但是金日成還是固執的請求史達林同意南侵，這是有矛盾的。第四，金日成通過和特使

的接觸在得知毛澤東認為南侵時機尚早，他也明白了南侵的時機是取決於國共內戰結束的時間，

但是為什麼他還是無視史達林要等到「中共政局的好轉」的忠告，催促克里姆林宮同意自己的目

的呢？  

                                            
40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年1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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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頁；大韓民國外務部編

譯，『韓國戰文書要約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1994年)，20頁。 
41「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年1月19日)，沈志華編，同上書，306

頁；「쉬티코프가 비신스키에게 보낸 전문（什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文）」(1950年 1月 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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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문헌 

자료（與韓戰相關的基本文獻資料）＂，61頁。 
42「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年1月19日)，沈志華編同上書，306頁;

「쉬티코프가 비신스키에게 보낸 전문（什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文）」 (1950年 1月 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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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문헌 자 

료（與韓戰相關的基本文獻資料）＂，61頁；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金光麟譯，『蘇 

聯의 資料로 본 韓國戰爭의 전말（以蘇聯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 (首爾：圖書出版 열림，1998 

年)，45～46頁。 
43 徐相文，「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在發動韓戰問題上三角互動的探討」『亞洲硏究』，第31期(香港：

1999年6月)，78頁。 
44 이기봉編著，『前北韓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證言＂』(首爾：원일정보，1989年)，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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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這般，金日成執著於和史達林會面的理由，就是因為「解決問題＇的鑰匙掌握在史達林

的手中。他認為駐南韓美軍戰鬥部隊撤出了，中國也已經解放了，那麼下面就該輪到自己來解放

南韓了。金日成的腦子裡想著史達林曾說過的中國的政局好轉後再說，此外，毛澤東也曾說過等

中國內戰結束後將幫助北韓進行軍事行動！據什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的內容，「 金日成總是懷著

準備開始攻擊的構想，他的發言不是偶然的而是事先思索好的」。在這樣沈醉的情況下，作出這

樣突然的行為的目的，就是在說出自己的想法的同時試探蘇聯對南侵問題的反應。45此時，金日成

說要和毛澤東商議南侵問題和亞洲情報局的設立問題，透過這種方式向史達林拋出了毛澤東這張

牌。  

  金日成通過以上執拗的努力，終於在 1950 年 1 月 30 日接到了苦苦期待的克里姆林宮的答

覆，金日成被允許進行再次訪蘇。史達林會有怎樣的驚人變化呢？   

  

第三節 中蘇同盟與史達林的新東北亞戰略  

 

   1950 年 1 月 19 日，史達林在金日成表現出一種與以前不同的言行時，看到了什特科夫關於金

日成懇切地請求訪問蘇聯的報告後，在一周多的時間裡一直在考慮應該怎麼辦。他苦惱的就是應

該怎樣勾畫以後東北亞戰略的地形圖。正如曾在史達林身邊工作過的葛羅米柯回憶的那樣，史達

林是一個所有事都不著急的「思索性人物」。46 接到金日成的南侵請求之後將近一年的時間裡，

他一直都在思索這個問題。這樣一來，他在決定是否進行戰爭的一瞬間，肯定會更加沈著，衡量

各個方面並進行深思熟慮。我們能想像到在這一時期史達林對於讓出一部分既得的舊中國特權的

約定，和在建立兩國新關係方面有壓力。並且，作為建立中蘇兩國新關係的手段，不管採取什麼

樣的方式，只要是想發動戰爭，馬上就可以利用金日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出

史達林感覺到了包括韓半島在內的東北亞戰略的大框架裡，有必要綜合調整中蘇關係。  

   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之後，史達林好像是完全整理好了自己的想法，他向正在莫斯科的毛澤

東暗示，只要有保障可以取得南侵戰爭勝利，就可以商議北韓的請求。47 下面在第四節裡還會再

次論述到，史達林邁出的這一步對以後事態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是謀劃好的政治行為。隨之史

達林給什特科夫發了電報，指示他轉告金日成：「我（史達林）理解金日成同志的不滿。但是想

對南朝鮮發動這樣的事，必須作充分的事前準備。這件事應避免過多的風險。如果他想和我討論

這件事，我已做好了隨時見面談論的準備。」48即間接地暗示了同意對南發動全面戰爭，此電報也

就是告訴金日成，史達林已經做好了支援北韓發動戰爭的準備。  

    史達林再次召喚金日成，是雙方走上戰爭之路的重大轉捩點。此次的召喚是掌握決定戰爭發

動鑰匙的史達林，根據週邊政局的變化，重新構築東北亞戰略以及對此軍事戰略判斷變化的結

果。史達林所言及的突發性政局變化，是 1950 年 1 月 12 日公佈的關於臺灣和南韓位於美國的太

                                            
45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年1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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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06頁。 
46 Andrei Gromiko, Memoirs(New York：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1989), Translated by Harold Shukman, p.99. 
47 Dmitri Volkogonov著，韓國戰略問題研究所譯，『스탈린（史達林）』(首爾：세경사，1993年)，370頁。 
48 「史達林關於同意會晤金日成討論統一問題致什特科夫」(1950年1月30日)，沈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

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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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防禦線之外的「艾奇遜宣言」、蘇聯原子彈開發成功與中共革命成功等。正像前面所提到

的，1946年 6 月駐韓美軍的全部撤離與對金日成的意義不一樣，對史達林來說並不算突發事件。 

通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宣言，顯現出的南韓和臺灣列於美國的亞洲防衛線之外的事實。或許

是因為金日成沒有原原本本的接受此宣言，所以他沒有發動南侵戰爭的衝動。但是，此防衛線的

發表，至少在表面上不是一個讓北韓領導層失望的事情。駐韓美軍的全部撤退和艾奇遜宣言是要

求不介入別國軍事政治的美國國內日益高漲的輿論反映，並與美國務院推進的戰後縮減兵力和軍

費相呼應。  

    就在此時，史達林通過蘇聯情報系統得知，即使南北韓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美國也不會介入

的情報。史達林在考慮美國內政局變化的時候，判斷此情報可信度非常高。49 但是他沒讀懂艾奇

遜宣言是美國務院為解決本國軍費和兵力不足問題，而採取的具有伸縮性的戰略措施。  

   即使如此，謹慎的史達林仍然很難消除對美國介入的疑慮。史達林的內心不管如何變化，事

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聯面對的是美國對蘇的封鎖政策，這是一直都沒有改變的現實。

因此金日成南侵時，關於美國不介入的情報，是避免導致與美國衝突的原因或者說是契機，對於

一向自我約束的史達林來說，這無疑是可以考慮對韓半島政策的通行信號。同時，因為蘇聯擁有

了原子彈，此亦增加了史達林和美國對決的外交籌碼。  

    雖然如此，上述的情況變化，與毛澤東透過掌管中國大陸而與蘇聯的關係發生變化相比，是

只具有附屬意義的事件，在史達林作出將對美政策轉守為攻的判斷依據中，它的重量感就輕多

了。總之，艾奇遜宣言是杜魯門政府期待著在中蘇關係中起到楔子作用的離間策略。50 站在史達

林的立場上來看，美國的對蘇封鎖政策是隨著蘇聯國力好轉就可以克服的問題，蘇聯的原子彈開

發不是為了對美直接發動攻勢。史達林只是透過蘇聯擁有原子彈，來支配美國國內反對介入韓國

問題的聲勢。51  

   與此相反，中共席捲了中國大陸，史達林在 1950 年初與中國締結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

約」也是作為一個必要條件來駕馭的。換句話說，中蘇同盟的締結如果沒有中共對中國的掌管是

不可能的，而且中共如果沒能控制中國大陸，毛澤東也不能向史達林提出建立新中蘇關係的要

求。中蘇締結同盟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明顯地改變了力量地形圖，此是史達林重新構想東北亞

政策的主要原因，也可以說是戰略性新組織的重點。作為與此相關聯的結果，毛澤東給史達林帶

來的壓力和中蘇新同盟的確立，也是允許金日成武力南侵構想付諸行動的決定性原因。52 為驗證

此主張的正確性，首先在此條約締結之前，也就是史達林允許金日成訪問蘇聯之際，即透過對

1950年 1月 30日前後中蘇關係的分析，來推測事情的來龍去脈。  

                                            
49『首爾新聞』(1995 月 24 日)，第 2 版靑石(楊奎松)，「金日成阻止了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劃」『明報月

刊』，1994年 7 月號，88 頁 。 
50 艾奇遜在會見記者時批判太平洋防禦線的確定，及蘇聯過去曾侵略過中國廣大領土之事，正說明了這一

點。“Acheson Press Conference"(January12,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550 (January 16, 1950), 
p.81；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3), p.535. 
51 A. V. 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金成浩譯，『朝鮮戰爭の謎と眞實』(東京：草思社，2001年)，98頁。 
52 徐相文，「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在發動韓戰問題上三角互動的探討」『亞洲硏究』，第31期(香港：

1999年6月)，84頁。 



 55

   毛澤東帶領訪問團於 1949年 12 月 16 日上午到達莫斯科。訪問團除毛澤東以外，還有中共中

央選舉部副部長陳伯達（訪問期間稱其為教授）、警衛汪東興、機要室主任葉子龍、中央編譯局

局長兼俄語翻譯師哲及中國駐莫斯科大使王稼祥等。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是為了向史達林諮詢革命

戰爭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難題的處理辦法。此次訪問是經過了七次秘密訪蘇請求之後才被允許的，

這是毛澤東的第一次國外旅行。53共產中國建立的同時，蘇聯承認並建立了兩國間外交關係後進行

的此次訪蘇，與國共鬥爭期間以請求史達林結束對國民黨的支援轉而支援中共為目的進行的蘇聯

訪問，其目的和立場截然不同。  

   毛澤東訪蘇表面上是為了祝賀史達林的 70歲大壽，在國家成立之際參考一下蘇聯的革命建國

經驗，但實際上是為了建立新的兩國關係，達成幾個迫切的目的。毛澤東內心抱有與史達林不同

的想法，用一句話來說，就是要締結新形式的中蘇關係。站在他的立場上看，首先有必要和蘇聯

結成軍事同盟確保國家安全，附帶著重新確立中國東北地區的主權問題、廢除蘇聯在新疆等西北

地方的特權、在此地區劃定國境、重新商談蒙古的政治地位、收回長春鐵路和旅大、建立對抗美

日的軍事安全保障約定等。54 此外，請求確保在臺灣解放之前海空軍的軍事裝備支援，以及為經

濟重建而進行經濟合作等，這些都是在和史達林談判的主要議題。 

必須強調的是，毛澤東此次訪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締結新條約來代替之前與蔣介石

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毛澤東在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極微的情況下，想從蘇聯

那裡得到國家建設需要的各種支援，為更進一步保障本國國家安全而簽訂公約，也就是盡可能地

建立軍事同盟。我們應該注意這一點。在上一段中羅列的毛澤東打算從史達林那裡獲得同意的請

求事項，明顯是偏向國家利益領域的要求，但是這樣的國家利益最終都可歸結為關係國家安全的

事項。換句話說，作為國家最高領導人，把不確定的國家安保問題放在心上的毛澤東，不能不從

戰略性的角度上來考慮中蘇關係。最終使用能使國家安保得到鞏固的手段，重新收回一切權利。  

在當時與新中國國境相臨的蘇聯、印度等十多個國家中，共產圈的有北韓、蒙古、北越等

國，非共產圈的有阿富汗、巴基斯坦、錫金、不丹、印度、緬甸、寮國等亞洲落後弱國，新中國

並不認為它們會威脅到本國的安全。位於西南亞潛在的強者—印度，有反帝社會主義性質傾向，

其要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並和中國建交，對中共表現出友好態度，結果兩國在 1950年 4 月 1 日

建交。  

   與此不同，美國、日本、蘇聯等被看作是新中國的潛在威脅勢力。這三個國家都有過侵略或

進出中國和亞洲的先例，蘇聯的情況雖然有些例外，但從新中國成立之日起，中國領導層就將美

國和日本看成干涉中國革命的勢力，要不就是有動用十～廿萬軍隊佔領中國沿海的數個港口造成

混亂，要不就是成為可能封鎖中國的敵對勢力。即美國和日本對中國領導層來說，已經成了過去

                                            
53 史達林在毛澤東第七次請求訪蘇的1949年11月9日之後才決定答應中國訪問團訪問蘇聯．在這之前，關於

從1947年6月起史達林拒絕毛澤東的六次訪蘇邀請的理由和過程，請參照孔寒氷，『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

社會發展的影響』(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年)，66～67頁。 
54 在新條約簽訂之前的1950年1月3日毛澤東曾談及中蘇簽署新同盟條約的目的，「防止日本和其同盟者的侵

略＂［毛澤東，「關於周恩來去蘇聯參加談判問題給中央的電報」(1950年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213頁］這裡｀日本和其同盟

者＇中，所謂的同盟者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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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略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的代表。55 所以雖然美國和中國離得很遠，但是因為它和中國在政治理

念上的差異，以及正在海外構築基地，消除潛在威脅，因此可說是對中國造成威脅的主要勢力。

對毛澤東來說，美國不知在哪一天又會成為進出中國的主要外侵勢力，所以一定要把它當成敵對

國。  

   戰後在帝國主義列強的行列裡，作為戰敗國而一落千丈的日本，和菲律賓、印尼、馬來尼西

亞等一樣，是與中國只有一海之隔的海洋國家，他們追隨美國的新亞洲戰略而列入牽制共產圈勢

力的行列中。擔心此現實的史達林和毛澤東，與先前為共同對抗和牽制日本而締結的條約不同，

在即將到來的首腦會晤之時，要一邊警惕日本軍國主義復活，同時還要把日本規定為中蘇兩國的

共同敵人。  

    蘇聯也不是新中國的領導人可以放心的。蘇聯的確是最先承認毛澤東政權，通過這個表現出

了一種友好的立場，但是這只是與美國相比的相對友好，只要尚未設置互相維護對方安全的機

制，那麼對蘇聯也不能掉以輕心。  

    新中國被這些強國所包圍著，處於一種不確定安全的環境下。這個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國家

爭奪經營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形態尚未結束，中共政治領導者們也都經受過這樣的帝國主義噩

夢，若處在當時的情形裡，就能想像出中國的未來應該怎麼做。  

    戰後，毛澤東擊退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並席捲了整個中國大陸，由於上述對過去歷史和國

際關係無法擺脫的記憶，他不認為中國是已經完全爭取到了獨立的國家。長遠來說，還沒有放下

對剛從中國撤出不久的美國不知何時又會支援臺灣進行「再侵」的警戒心，56 就眼前來說，蘇聯

在民國以來的半個世紀裡，一直把外蒙古作為自己的半殖民地，還把遼東半島南段一帶當作自己

的軍事基地。新中國成立後毛澤東關於國家形勢方面談到，因為「還沒有把蘇聯的局部殖民統治

取消」，所以中國「還沒有成爲完全獨立解放的國家」，正是根據這樣的現實而說的。57 所謂的

「蘇聯的局部殖民統治」，就是租借旅大作為軍事基地和商業貿易港，以及在蒙古駐屯軍隊。  

對在這樣的現實下孕育的舊中蘇條約，毛澤東給其定義為「喪權辱國」。但是，在蔣介石政

權和蘇聯締結條約的當時，處於弱勢的他，從與蔣介石建立聯合政府的政治戰術角度上考慮，表

示同意簽約，對此並沒有作公開批判。相反，毛澤東肯定地說「該條約爲遠東和平之保障物」。58

而且就在新中國成立前夕，他還計畫中共要繼續承認並保留過去和蔣介石政府締結的對外條約中

有助於國家利益的部分，但是對國家利益有損害的則要廢棄或締結新條約。這其中，聯合國憲

章、開羅宣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都得到了承認並準備繼承下去。對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廢存

問題，在訪問蘇聯之前向史達林提出了三個方案，並轉達說希望從中選擇一個，即第一，新中國

成立後原有條約按原樣繼承；第二，按照原條約精神，雙方政府代表考慮到新的環境變化增減條

                                            
55 劉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蘇共(布)中央史達林的報告」(1949年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

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2～3頁。 
56 在第四章的第三～四節中將會談到關於毛澤東擔心美國的威脅的具體例證和分析。 
57 王力著，『王力遺稿：王力反思錄』(香港：北星出版社，2001年)，上冊，336頁。 
58 毛澤東，「對大公報記者的談話」(1945年9月5日)，毛澤東文獻資料硏究會編集，『毛澤東集』(東京：蒼

蒼社，1983年      第2版)，第9卷，327～328頁；毛澤東，「答路透社記者甘貝爾」(1945年9月27日)，同上，334

頁。 關於舊中蘇協約中共的立場和評價請參照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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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內容，締結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三，兩國政府代表暫時維持原條約一段時間後，在適當

的時機締結新條約。讓史達林在這些方案裡選擇一個。59  

    然而這只是中共領導層為不惹怒史達林慎重的外交修辭，實際上，中共內部有著廢除舊中蘇

條約建立新中蘇關係的共識。作為中共理論家之一的郭沫若，曾暗示有必要和蘇聯確立新關係就

是一個例證。1949 年 8 月 18 日，他強調旅順、大連港的恢復和建設雖然蘇聯幫了很大的忙，但

是今天的這兩個地方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同時，蔣介石政府承認和蘇聯締結的友好條約，但是也

表示說中共和蘇聯「應該擴大這樣的友好同盟」，說明中蘇締結新的友好關係是有可能的。60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把握著與蘇聯設定關係的發言權，他強烈希望新中國不受任何國家干涉，

完全恢復國家的獨立，這使毛澤東仍不能完全信任史達林。所以當時毛澤東思考的根本外交課題

就是與蘇聯締結軍事同盟，保障國家安全不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威脅，再進一步依靠中蘇同盟

的力量使資本主義列強無條件地承認中國，同時廢棄與蔣介石政權締結的各種不平等條約並締結

新條約。61為了使這些得到保障，並顯示中國是個真正獨立的國家，首先需從史達林手中收回長春

鐵路權益和旅大，確立名實相符的獨立國家。62  

    毛澤東帶著這樣的抱負訪問了莫斯科，但是毛澤東一行從一開始就受到明顯的侮蔑性冷待。

蘇方以對待非國賓的禮節降格迎接了毛澤東一行，報導毛澤東到達的「真理報」(Правда)等蘇共

主要機關，不稱呼毛澤東為「同志」，而稱其為「先生」。還選擇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抵達莫斯科」為標題。而且「馬克思恩格斯列寧研究院」院長在毛澤東一行

訪問此處時歡迎詞上也是稱呼「毛澤東先生」。蘇共領導層從一開始就冷待被傳喚到克里姆林宮

的中國新霸主，反映了史達林以及蘇共以社會主義宗主國自居，趾高氣揚的集體意識。一直主張

平等社會並期待能在蘇聯受到同志待遇的毛澤東一行，對此不僅失望，還認為這是蘇聯故意要激

怒他們。63  

   與爭取簽訂新條約並試圖建立新中蘇關係的毛澤東的期待不同，史達林自始就沒想主動提出

締結新的中蘇條約。1949 年 7 月中旬， 劉少奇、高崗、王稼祥三人曾聯名向毛澤東彙報了與史

達林會談的結果，那時史達林接到了劉、高、王等中國代表所提出有關是否廢止或修改舊中蘇條

約的問題，當時中方上述三種方案都沒能得到討論，史達林表示在中國政府成立之後毛澤東訪問

莫斯科時再解決這個問題。64再確切一點地說，史達林的內心只是想首先要維持與美國的冷戰狀

態，在雅爾達協定大的框架下，根據與蔣介石政府締結的舊中蘇條約，維持蘇聯在亞洲和中國的

既得利益。史達林擔心如果和中國共產黨締結新中蘇同盟的話，西方勢力，尤其是美國和英國，

                                            
59  劉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蘇共(布)中央史達林的報告」(1949年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

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14～15頁。 
60 郭沫若，『中蘇同盟四週年』『群衆』，總第134期（1949年8月18日），9～10頁。 
61 毛澤東，「關於周恩來去蘇聯參加談判問題給中央的電報」(1950年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

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213頁。 
62 王力著，『王力遺稿：王力反思錄』(香港：北星出版社，2001年)，上冊，336～337頁。毛澤東完成了一

部分此課題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 
63 除此之外，有意地冷待毛澤東一行的事例還有很多。參照孔寒氷，『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

響』(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年)，69頁。 
64 劉少奇、高崗、王稼祥，「關於中共中央代表團與蘇共(布)中央史達林會談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49年7

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年)，第1冊，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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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對雅爾達體系提出異議，那麼蘇聯將可能陷入被動局面。65因為中蘇關係從根本上來說是以美

英同意下簽訂的舊中蘇同盟為根據的，特別是在條約裡有關千島群島和南庫頁列島以及旅順港的

條款，都與美英的權益掛勾，那麼舊中蘇條約的廢止，就帶有重新討論美、英權益的意味。  

   史達林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擔心，他准許毛澤東訪蘇，祝賀自己的七十大壽，已達到顯示自己

作為全世界共產陣營名實相符的最高霸權者的目的。所以史達林對毛澤東的請求不明確表態，以

不冷不熱態度拖延時間，因此雙方間的協商進行並不順利。結束了兩個月的訪問在 1950 年 2 月

17 日要離開莫斯科時，從已公開的資料判斷，毛澤東和史達林有過四次的會見。66 但是如果算上

未公開資料的話，推測會談次數超過四次。根據中方一些回憶錄中的記述，中蘇首腦會談除上述

的四次以外還有過幾次。例如，陳伯達在晚年口述中，說到毛澤東在第一天和史達林會見後，次

日起連續幾天進行了會談。67  

    毛澤東對蘇方對待自己的態度和敵意感到氣憤，早就料到史達林會固守舊中蘇條約的框架，

從和史達林會談的第一天起就提出了締結中蘇友好同盟的問題，並表明自己訪蘇目的對蘇方實行

強攻。首次的會談是在 12 月 16 日晚上，毛澤東一行被叫到克里姆林宮，只行了見面禮，會談主

要是對中國革命讚賞一番，對毛澤東的見解則採取了一種敷衍的態度。當毛澤東說由於當前面臨

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穩定和平，而為做到這一點需要三年乃至五年的時間。史達林則敷衍地說

中國和平已經開始穩定，在歐洲戰爭中大傷元氣的美國或其他國家，不會和中國再挑起戰爭了，

所以沒有什麼可以威脅到中國的。68  

    但是，毛澤東透過 7 月劉少奇訪問莫斯科時曾談到的中蘇條約更新問題，表明想具體討論一

下這個問題的意思。對此，史達林表明了要維持舊條約骨架的立場，主要強調以下幾點：舊中蘇

條約基本上是在蘇、英、美協議下，作為雅爾達協定的一部分所締結的，分為歐洲和亞洲兩部

分。關於亞洲部分，不僅包括規定旅順港歸屬權益，還承認了合併蘇聯的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南

部，如果改動旅順港相關條款的話，必須要徵得美、英的同意，更改中蘇條約的任何一部分都會

成為美、英提出變更千島群島和庫頁島相關的雅爾達協定的藉口。所以，不僅是蘇聯領導層，史

達林自己也認為不可以修改舊條約，這是基本的立場問題。69  

   史達林說如果蘇聯駐軍不違背中國利益的話，將可能會在旅順駐屯二年、五年、十年甚至是

廿年。同時只要是在不變更雅爾達協定的前提下，如果承認舊中蘇協定中蘇軍駐屯旅順的權利，

那麼將按中國的要求形式上撤回。同時只要形式上維持蘇聯在長春鐵路的利益的話，可以從實際

上修改相關條約。70並且，對於為討論中蘇條約問題能否允許周恩來到莫斯科的問題，史達林說這

                                            
65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年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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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383頁。 
66 出現在公開資料上的會談有：毛澤東一行到達莫斯科當天即12月16日晚22時起到24時，在翻譯師哲的陪同

下和史達林進行的單獨會談，12月21日史達林70大壽的參加，翌年的1月22日20時55分起大約兩個小時的會

談，以及最後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儀式上的會面。 
67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年修訂版)，100頁。 
68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Mao", December 16,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 
6～7, 1995/1996, pp.5～6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年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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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382頁。 
69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Mao", December 16,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 
6～7, 1995/1996, pp.6～7. 
70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年12月16日)，沈志華著，『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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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並沒有決定變更或修改舊中蘇條約。總之，史達林不僅要維持對

於長春鐵路的既得利益，對於旅順港也要確保蘇軍可以駐屯中國。這是史達林在即使撤軍後也可

以隨時再駐軍的內心打算。  

   對史達林以雅爾達國際法律效益為理由，打算維持舊中蘇條約框架的提議，毛澤東坦承沒有

考慮到重新確立中蘇關係會涉及雅爾達協定，因而變更舊中蘇條約會牽扯到蘇、美、英關係。他

還說維持長春鐵路和旅順港的現狀不符合中國的利益，就像蘇聯的撤軍問題一樣，中蘇協定也沒

有必要太急著去修改。71  

   以上毛澤東的發言，與平時對於收回蘇聯手中的中國權利和對蘇聯的信念截然不同。所以，

我們不得不懷疑相關資料的可信度，對此須進行驗證。上述內容是以蘇聯資料為基礎進行再構成

的，是中蘇首次會談中史達林和毛澤東談話的核心內容。所以不可排除蘇聯考慮自己的立場而有

選擇性的合成資料。因此，不僅無法保障是毫無遺漏地記錄了毛澤東和史達林談話的全部內容，

而且在某些部分裡還存在著前後自相矛盾的內容。就拿比較近的資料來說，關於毛澤東向史達林

施壓方面的言論完全沒有，並且，史達林一方面明明說無意變更舊中蘇條約，另一方面還告訴毛

澤東是否叫周恩來過來是毛澤東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這屬於違背外交關係的行為。實際上和俄

羅斯公開發行的資料與中方的回憶錄做一下比較，就可以知道前者遺漏了很多談話內容，而且氣

氛也截然不同。  

    但是，長期負責毛澤東涉外問題的文膽王力，和翻譯師哲等隨行人員的記錄和回憶錄中，呈

現了與蘇方資料不同的情況。根據轉述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王力的記載，第一天會談之後，會談

又進行了大約一兩次，在此過程中，毛澤東與上一資料中提到的完全不一樣，毅然表明了自己的

意思。根據相關資料，當毛澤東談到外蒙古問題時，史達林變了臉色，並說毛澤東是「民族主義

共產主義者」，像自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言者而暴露出缺點的「狄托」一樣的危險人物，

然後中斷了會議，這之後就沒有再會見過毛澤東。72  

    史達林執政期間，不管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凡是出入他辦公室的人及進出時間都要記錄。

記載著這些內容的蘇聯檔案與王力的日記內容是一致的，即史達林後來在將近三天的時間裡把毛

澤東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裡，然後在 12 月 21 日史達林的七旬大壽時和毛澤東有過一次尷尬

的會面，除此之外一直沒有見過面。史達林公開邀請毛澤東一行到自己辦公室是在次年的 1 月 22

日晚上。73 在此期間，為慶祝毛澤東一行訪問莫斯科，在史達林主持的歡迎晚餐上，兩個人也只

是「透過翻譯交談了兩三句話，然後持續著這種無限期的對話中斷狀態」。按照當時參加晚餐的

蘇聯高層人士格偌姆科所講述的晚餐氣氛，兩巨頭志趣不是太相投，之後這樣的氣氛也沒有改

變。74史達林安排毛澤東遊覽，還進行了產業視察，但是事實上只是讓毛澤東遊覽一下就回國。  

                                                                                                                                
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年)，382～383頁。 
71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年12月16日)，同上書，384頁。  
72 王力著，『王力遺稿：王力反思錄』(香港：北星出版社，2001年)，上冊，337頁。 
73 沈志華編，『蘇聯歷史檔案選編』(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年)，第20卷，736～745頁；“Stalin's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s, 6～7, Winter 1995/1996, 
pp.3～7；師哲著，『在歷史巨人身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 第2版修訂本)，436～439頁。 
74 Andrei Gromiko, Memoirs(New York：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1989), Translated by Harold Shukman,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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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對史達林的如此冷待非常不滿，但是毛澤東好像看破了史達林的心思，在莫斯科停留

期間，表現出了一種不廢舊約另締有利於中國的新約就不回國的頑強態度。像 1950 年代中期周

恩來對中國外交官說過的一樣，毛澤東已經作了悲壯的決定，「在締結條約之前是不會離開莫斯

科的」。所以，他對到自己住所來的史達林助手們發火，以露骨的行動表示了對史達林的不滿。75

毛澤東把過去被中共黨團內依仗史達林權勢的國際派輕視的事實，直接在史達林面前吐露，透過

間接的非難克里姆林宮主人來為難蘇方。同時，毛澤東知道在自己下榻的房間裡設有蘇方監聽器

之後，利用此來向史達林施壓。他大聲地像對史達林彙報似的說：「明天要回北京，在這裡又能

做什麼呢？」。到達莫斯科後一直待在住處，「天天在這裡吃飯、拉屎、睡覺」76 的訪蘇目的，

對雙方來說，是「搞一個旣好吃又好看的東西」。他運用了這種中國隱喻法。為了達到目的，還

以要把周恩來叫到莫斯科來向史達林施壓。  

   但是，只是像一個傻子搞笑那樣，史達林和他周圍的人都不知道「搞一個旣好吃又好看的東

西」到底是什麼意思，在經過這樣的小插曲之後，駐蘇聯大使王稼祥指摘說蘇聯和國民黨簽訂中

蘇條約之後沒有廢止過，蘇聯應該主動地廢棄條約和中國締結新的條約，這時史達林才搞清毛澤

東的意思，同時答應邀請周恩來來莫斯科的提議。77  

    一直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代言人自詡的史達林，把毛澤東當作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圈裡

的一個毛孩子，但是通過和毛澤東的會談，他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是一個不能隨便應付的硬骨頭民

族主義者。如此這般，毛澤東的膽量和骨氣被史達林接受了，最終在 1950 年即將到來的 12 月份

前後，讓史達林改變了立場表示願意協商締結新條約的相關事項。史達林派莫洛托夫和米高揚到

毛澤東住處，傳達自己決定締結新條約。由於擔心被冤枉說是簽訂了不平等條約，毛澤東指定周

恩來負責協商事務，蘇方要求周恩來在 1月 20日前到達莫斯科。1月 2日，毛澤東馬上往北京發

了一封電報，指示組成一支以周恩來為首長的談判團，並且在 12日之前做好一切準備，不乘飛機

而乘火車到達莫斯科。  

1950 年 1 月 2 日，接到訪蘇命令的周恩來，急速帶領著兼東北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經濟專家李

富春、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易部部長葉秀壯、東北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呂東、外交部蘇聯東歐

司司長伍修權、中央人民政府財經計畫局處長沈鴻等十幾名的談判團，1 月 10 日從北京出發，20

日抵達莫斯科。兩天後，中蘇雙方結束第三次會談之際，「完全地」形成了要締結新的中蘇同盟

條約的共識。78因為，史達林在之前從毛澤東那裡得到了與蒙古、長春鐵路、旅順、大連港相關的

大框架裡的讓步，所以向中國通報可以做出修改保障蘇聯在東北、新疆等地權益的舊中蘇條約的

                                            
75 在莫斯科停留期間，對於自己提出的議題被回避，且沒有被安排到會談日程中的史達林的態度，毛澤東表

現出了表現出了強烈的不滿，幾次間接地向史達林施加壓力。關於此參照師哲著，『在歷史巨人身邊』(北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 第2版修訂本)，437～439頁；丹童，「中蘇條約談判紀事」『百 年潮』，1997

年第4期，39～40頁；劉傑誠，『毛澤東與史達林會晤紀實』(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年)，344，347

頁。 
76 王力著，『王力遺稿：王力反思錄』(香港：北星出版社，2001年)，上冊，337頁。 
77 師哲著，『在歷史巨人身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 第2版修訂本)，447～448頁；林克，『毛

澤東的人間相：林克答客問』(香港：利文出版社，1997年第3版)，248頁。 
78 “Stalin's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s,      6～7, Winter 

1995/1996, p.7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50 年 1 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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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3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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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步，毛澤東提出締結新蘇中條約的話是不是正面違背了雅爾達協定，史達林答覆說現在要完全

地廢除雅爾達協定。接著史達林強調了既然選擇了修訂條約，就不可避免的因雅爾達協約而和美

國對決，對此中蘇是要和美國鬥爭到底的同行者。79  

    隨之，以周恩來為代表的中方談判團和蘇方部長會的副主席莫洛托夫、米高揚以及外交部長

維辛斯基、蘇聯駐中大使勞信等蘇方談判團，進行了大約 3 周多的談判。毛澤東在條約締結過程

中，曾幾次把中國談判團的草案發到北京，拿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府委員會上討論，然後

經過政治協商委員的審議通過，爭取與會者的意見，進行字句修改之後再最終確定，這顯示了他

的細心和周密性。最終在 1950 年 1 月 14 日兩國外交部長周恩來和維辛斯基作為國家代表，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蘇聯社會主義共和國聯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上簽字，締結了新的條約。此

條約在三個月後的 4 月 11 日起生效，期限是卅年，除此以外還簽訂了關於長春鐵路和旅順大連港

的地位問題的幾個條約。80 隨之舊中蘇條約在歷史紀錄裡消失了，莫斯科廣播和北京廣播同時播

放了此消息，並向西方世界公佈了這一事實。  

   上面的小插曲，讓我們瞭解學界一些關於毛澤東對中國政權的掌握是促使史達林提前同意金

日成發動南侵的理由的主張的部分合理性。即使把毛澤東掌握中國政權，和由此導致的史達林允

許發動戰爭這兩件事放在同一座標裡，也應該從政治的角度來評價。  

    與此相聯繫，朴明林透過關於韓戰起源問題的研究，得出相當讓人矚目的成果。他把日本的

和田春樹、Robert V. Daniels 和 Isaac Deutscher 的研究成果綜合起來，評價說史達林在 1945

年韓國解放之後，從 1948 年開始打算攻擊南韓的傳統主義的視角分析是不對的。即朴明林肯定了

田春樹關於韓戰爆發的主因應該站在中國共產革命和國共內戰的延長線角度上來把握的看法，同

時也接受了 Robert V. Daniels 關於十分慎重的史達林因為害怕與美國對決，而在冷戰期間一直

沒有攻擊西方，惟有韓戰是一個例外的主張。研究中國革命和史達林的專家杜立楚，主張史達林

在與毛澤東潛在的競爭關係裡，為證明自己也像毛澤東那樣是一個共產革命的大膽戰略家而煞費

苦心。根據他的這一主張，朴明林認為史達林以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成功為契機，重新認識亞洲共

產主義並允許了金日成的南侵計畫，只不過他沒有出面而只是在幕後指揮著金日成和毛澤東。81  

   朴明林指出的這一點，與傳統主義派學者簡單認為一些事實的錯誤相比較，是沒有脫離大框

架的恰當主張。傳統主義派的學者們簡單地認為史達林的對朝政策從一開始不是想要南侵的，而

是以中國革命的成功為契機，和美國世界戰略領域以及與東北亞地區能和平共處，或者是維持相

互的妥協和確保影響力以及安全保障的環境，後來才轉變為支援韓半島的赤化戰爭。的確，毛澤

東席捲中國大陸給中國的對美關係和對蘇關係方面帶來了極大的波及效果。特別是讓史達林重新

審視中國共產主義及其領導者，認為在與美國的對決中，一定程度上是理念上的同志關係，或者

至少也是有利用價值的戰略夥伴。從這一方面說，不能否認中國革命的勝利是使史達林下決心允

                                            
79 “Stalin's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s,  6～7, Winter 
1995/1996, p.7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50年1月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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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389頁。 
80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盟關於旅順口及大連的協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盟政府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81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一冊， 

191～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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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對南戰爭的一個契機。論述戰後朝中關係的李鍾奭中也是以這樣的觀點來理解毛澤東掌握中國

大陸政權的。 82  

   儘管如此，把史達林同意金日成南侵戰爭請求的主要原因，一味地強調為中國革命成功的解

釋，導致了把歷史現象置於分化狀態的錯誤。作為戰爭的誘發者，不僅是史達林，毛澤東的主動

性也被縮小了，中國革命的情況或者說是潮流，大勢被強調了。83 即使說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成功

是誘發史達林同意南侵的首要契機，但是也不是直接的主要原因。與其說使得史達林贊成金日成

南侵構想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掌握了大陸霸權本身，以此相比，倒不如說是因為毛澤東向原來沒

有此意的史達林施加壓力締結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這導致了史達

林對在東北亞繼續原先戰略喪失重心的結果。即，中共掌握了大陸雖然很明顯的是提出中蘇同盟

締結的重要前提條件，但是讓史達林全盤地重新考慮亞洲戰略，決定締結新中蘇同盟的決定性契

機還是毛澤東對史達林施加的壓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將其簡單地看成是史達林主動

地利用當時情況的意識。  

   換句話說，中共雖然在國共戰爭中取得了勝利，但是如果毛澤東沒有要求締結條約的話，蘇

聯在亞洲地區的遠東戰略根據地也不會喪失，這樣一來或許史達林就不會選擇同意戰爭且在背後

指揮的險路了。這不是因為中共的共產革命而意外決定的攻擊行為，而是因為共產革命的毛澤東

要求蘇聯歸還中國權益。從這一點上來說，中共的共產革命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也就是

說，毛澤東如果沒有成功的話，要求收回權益也是不可能的。更正確一點地說，毛澤東如果沒有

與蘇聯重新確立關係和要求回收權益的話，史達林為了繼續自己的既得權益，是不會願意改變原

先體系的，反倒會更加的奮發圖強，那麼就沒有理由把既得權益歸還給毛澤東了。一言以蔽之，

毛澤東為了本國利益而給史達林施加的壓力是韓戰爆發的一個原因。  

   其次，與中蘇同盟的締結過程以及締結事實相比，我們應該更多注意一下條約的實質內容。從

這點上來看，中蘇條約是史達林和毛澤東的利益互相都可以做出讓步的交叉點上形成的，這不是

表面言語形式而是內心想法。同盟是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國家之間為了對付共同敵人而追求的一種

共同利益，或者是為了實現共同的理念價值而結成的關係。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除了公佈了中蘇兩國公開締結條約的事實之外，史達林和毛澤東之間進

行的單獨秘密會談內容至今還沒有公開。雖然不久這些就會被具體列舉出來。筆者認為提到的內

容應有以下幾點。在未公開的秘密會談中涉及的內容大體上就是在中國東北地區和新疆地區，與

美國或英國等列強相比，應首先設立蘇聯領事館，保障蘇聯的特殊地位和居住在中國的蘇聯人的

治外法權，同時要求中國保障蘇聯利用中國鐵路來進行軍事裝備輸送。84 看最終締結的中蘇協定

的內容時，史達林這樣的要求基本上中方都接受了，蘇聯的有利地位被確保了。反面，毛澤東所

獲得的勝利品雖然相對來說看起來比較小，但都是有意義的成果。  

                                            
82 李鍾奭，『북한-중국관계 1945～2000（北韓－中國關係1945~2000）』(首爾：中心，2000年)，123～124 

頁。 
83 在評價日本帝國主義侵略亞洲時，沒有區分勾畫侵略政策者和把其付諸於實踐的行爲主體，透過強調當時

帝國主義時代狀況，不僅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的蠻行合理化，同時也給其提供了免罪符。 
84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年修訂版)， 100頁；

Sergei N. Gon 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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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史達林會談的結果以及中蘇雙方締結的條約內容側重於軍事，安保和經濟問題。首

先決定發動韓戰的史達林透過與毛澤東交易，確保了讓中國加入戰爭的根據。史達林「防禦性」

的既得權是：決定繼續維持蘇聯在中國東北地區和新疆地區的 「特殊的地位和權益」，以及長春

鐵路和旅順港大連港的管理權。那麼史達林可以牽制美日的軍事基地被保留在亞洲，毛澤東關心

的蒙古問題由於史達林的拒絕而仍然是蘇聯的保護國，關於中蘇國境調整的問題也還像以前一樣

沒有什麼變化。同時還在新疆設立石油，稀有金屬等兩個公司，原則上合議由蘇聯經營。85 這兩

個公司名義上約定由中蘇兩國共同管理，但實際上聽取的是史達林的指示。實際上在同年的 3 月

27 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商討了建立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和非鐵金屬股份公司，此消息一傳到中

國，很多的大學生都反對。憤怒的大學生們批判說中國的主權被侵害，甚至說是蘇聯的侵略，中

國政府是賣國政權。86 隨同一起訪問蘇聯的陳伯達說毛澤東之所以作出這麼多的讓步是為了儘快

的獲得經濟援助。87  

   那麼毛澤東以如此讓步為代價到底從史達林那裡獲得了多少的經濟援助呢？還有只是獲得了

經濟方面的支援嗎？在國際關係中往往是弱國透過與強國締結同盟來保障國家安全，相反，國家

的自主權會受到制約。而且，從同盟中獲得多少利益相應地就要支付多少的機會成本。蔣介石國

民政府時候和蘇聯締結的同盟關係就符合這個例子。不管是在所謂的共產主義理念上，還是在軍

事、安保、經濟等諸方面，既是弱者又是「弟弟」的毛澤東從史達林那裡得到的成果如下：  

首先是可以看到的成果。協定駐紮旅順的蘇軍在締結了對日強化條約之後就即刻開始撤軍，

到 1952 年末全部撤出。1952 年末歸還長春鐵路和大連。以借款的形勢每年提供相當於 6,000 萬

美元的各種設備、機械、材料和商品，持續五年。條件是總共三億美元的借款每年以一厘的低利

息貸出。1949 年 6 月下旬以劉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和史達林的會談中，為遵守約定最終決定

從借款全部借出之日起十年間全部償還。88  

   中國獲得保障的這三億美元，與當時蘇聯借給波蘭的四億 5,000 萬美元相比雖然算不了什

麼，但是在被美英封鎖了半年以上的對外貿易活動的形勢下，在經濟一片蕭條情況下，急需外資

來重建的中國，這筆錢是可以緩解一下中國梗塞的財政，恰似甘霖。89 除此之外，中國還通過設

立中蘇合作公司利用蘇聯的資本來開發新疆等邊疆城市，同時在史達林的照顧下從他那裡獲得了

以比美國低 20～30%的價格購買先進工業設備的機會。90之後，中國令人刮目的現代化改善情況，

                                            
85 「維辛斯基關於與周恩來會談情況給斯大林的報告」（1950年2月3日），沈志華著，『中蘇同盟與朝鮮戰

爭硏究』(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年)，356~357頁。 
86 劉少奇，「中共關於向群衆解釋中蘇合辦股份公司問題的電報」(1950年3月30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

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615頁。 
87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年修訂版)，100頁。 
88 劉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蘇共(布)中央史達林的報告」(1949年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

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17頁 ;「史達林與中共代表團的

會談記要」(1949年6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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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年)，372～373頁。 
89 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年6月26日下達了封鎖大陸所有港口的命令。隨之，美國務院也在同年的12月24日和翌

年3月12日先後兩次禁止本國的船舶進入中國，而且還取消了船舶在中國航行的許可證，導致商業不景氣，

最終使得中國的經濟狀況達到不得不依靠借款的狀態。內政部調査局，『共匪對外貿易槪況』(臺北：編者

出版，1951年6月)，44～45頁。 
90 陳雲，「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一年財政和經濟工作的狀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廳資料室編，『政

府工作報告彙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51年)，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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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靠的是以此條約和中國參加韓戰為代價而換來的蘇聯協助力量。前蘇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委員蘇肅洛夫列舉國與此相關的事例。這是工業設備的提供，各種技術的提供和蘇聯專家的派遣

以及人才的培養等涉及到多方面的支援，舉一個例子來說，蘇聯幫助建設了一個擁有二百個以上

最新設備的大型工業企業，同時還在航空事業，汽車製造業，動力機械製造業，重型和精密機器

製造業，儀器製造業，無線電工程以及各種的化學工業的建設等很多方面提供了支援。91  

    中蘇同盟關係所帶來的影響並不只局限於經濟利益方面，在看不見的領域裡，毛澤東所獲得

的，是一定要放進這個＇損益計算書＇的。在這個角度上，我們不能不強調毛澤東在和史達林談

判中獲得的成果，首先是獲得了蘇聯的外交支援和強大的軍事同盟國。即就像順利推行的外交政

策能起到二～三個軍的戰鬥所不能起到的作用一樣，毛澤東取得了讓史達林清算與蔣介石關係的

外交戰勝利。   

  舊中蘇條約約定共同對抗日本，共同防禦日本再次侵略，但是沒有把美國定為共同的敵人。但

是，在新中蘇條約的條款裡不僅把日本定位敵人，還包括暗示美國也是中蘇共同敵人的內容。據

此，毛澤東注視著美國和日本，萬一中國受到日本或者日本同盟國的軍事進攻轉入戰爭狀態的

話，蘇聯將全力地進行軍事支援。毛澤東獲得了這樣的保障。  

    雙方約定不和其中一方的敵對國結盟，同時也不參與到那樣的同盟組織中，而且也不能參加

任何的行動和措施。對於重大的國際問題雙方要進行協議。92 總之新中國獲得了一個強大的軍事

同盟國。締結與蘇聯軍事同盟在第四章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蘇聯國境處不駐紮主力軍等和安保

相關聯的中國國內軍事配置問題，也在其中得到了反映。  

   另一方面，當時中共正針對著在聯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與臺灣的國民政府、美國艱難地辯論

著。為了得到蘇聯等東歐圈共產主義國家的支持，中國需要蘇聯的支援。93 毛澤東依靠中蘇同盟

中蘇聯提供的協助加強了軍事佔領臺灣和西藏所需的裝備，還購買到了能夠解決位於險峻高原，

道路不平坦的問題的拖拉機等蘇聯製造的裝備。94  

   如果考慮到外蒙古，長春鐵路，旅順和大連港等主權問題的話，毛澤東就不會獲得此類立即

回收權益，和保障經濟支援等一舉兩得的利益。但是前者政權的收回只是保障了國家利益的收

復，但是獲得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支援，與任何東西相比，最重要的就是自從被侵略的歷史開展

後，中國第一次透過成為同盟國基地，來防禦自己，以免遭到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勢力的威

脅。至少在軍事安保方面不會受到蘇聯的偷襲。透過與蘇聯締結同盟關係，減少了國防安保的負

擔，同時雖然負有一定的條件但是也收回了前政府所承諾的種種國家權益。不僅如此，各種支援

和支援的獲得，也取得了顯示出毛澤東所宣稱的蘇方也要政策名實相符的效果。  

                                            
91 除此之外各種具體的支援內容參照傅啓學編著，『三十年來中美俄關係的演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年)，120～121頁。 
92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編譯，『蘇聯軍事百科全書』(北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

年)，軍事歷史，上冊，680頁；傅啓學編著，『三十年來中美俄關係的演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117頁。 
93 劉少奇，「關於以向張聞天爲出席聯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問題的電報」(1950年1月、2月)，中共

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367

頁。 
94 劉少奇，「關於再向蘇聯購買汽車問題給毛澤東等的電報」(1950年2月14日)，同上書，第1冊，511頁。 



 65

    毛澤東不在時守衛著國家的劉少奇在中蘇同盟締結兩天後的 2 月 14 日，在北京舉行的中蘇同

盟締結慶祝宴上發表了同盟締結的意義如下，這其中網羅了前面敍述的所有內容。「中蘇兩大國

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了今天，由於中國人民的歷史性的勝利，這種

友誼才用條約的形式把它確定與鞏固起來，也因而讓中蘇兩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開始進入一

個全新的年代。這個條約及其他協定的簽訂，使我們中國擁有了，在歷史上從來沒有過的偉大同

盟國，從而更鞏固了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勝利，使中國遭受到嚴重破壞的人民經濟將很快恢復與

發展起來。同時，也極大地加強了以蘇聯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力量，因而增加了

遠東和平與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帝國主義者和戰爭販子破壞中蘇友誼的陰謀破滅了。」95  

    所謂的「增加了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即是指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力有可能侵略共產

圈的狀態下，中國現在和蘇聯結成了同盟，那麼對此的擔心也可以消除，這是充滿了自信的友好

表現。中蘇同盟條約在內容上雖然有著軍事安保，經濟交流，信念團結等多種目地，當時從對外

安保戰略關係的角度上，就是一種針對以美國、日本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同盟。

總之，蘇聯成了敵視美國的新中國堅強的後方支援勢力。這一點在結束蘇聯訪問回國的毛澤東，

在 4 月中旬提及中蘇同盟意義時賦予如下意義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兩

大國的友誼用法律形式固定下來，使我們有了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便利我們放手進行國內的建

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略」，這段話表現了毛澤東強烈的自信感。96  

    

第四節 走向戰爭之路—史達林有條件的同意南侵    

    

史達林在下決心締結中蘇同盟的同時，立即指示駐平壤的什特科夫轉達允許金日成再訪蘇的

通報。這一舉措表明史達林想將新的東北亞戰略構想付諸實踐，同意北韓讓中共介入南侵戰爭的

提議。97 根據這些事實來看，史達林重新樹立東北亞戰略構想，同意北韓南侵的時間，是從史達

林回應毛澤東的要求，考慮重新整理中蘇關係的 12 月末到允許金日成對莫斯科進行訪問的 1 月

30 日之間。更具體的說，就是史達林接到金日成要求再次訪蘇的通報，進入深思熟慮的 1 月 19

日之後的十來天時間。  

兩大領導人在莫斯科就是否締結中蘇同盟展開激烈的神經戰的時候，金正日接到了通知，史

達林同意他就商議武力南侵而訪蘇。他即刻帶著包括朴憲永在內的使節團從 1950年 3 月 30 日到 4

月 25 日大約二個月的時間裡秘密訪問了莫斯科。有關韓戰爆發前金日成是否訪蘇，赫魯雪夫在自

己的回憶錄裡證實金日成在 1949 年末曾訪問過莫斯科。98但是赫魯雪夫沒有直接參與發動韓戰的

                                            
95 劉少奇，「在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他協定簽訂宴會上的演講」(1950年2月15日)，同上書，506

頁。 
96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六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年4月11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290～291頁。 
97 徐相文，「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在發動韓戰問題上三角互動的探討」『亞洲硏究』，第31期(香港：

1999年6月)，85～86頁。 
98 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Strobe Talbot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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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僅僅是知道史達林的作出的最終決定而已。99經過嚴密考證的一份研究發現，他的回憶錄裡

有為數不少的內容都是完全不可相信的，並指出把握內容時一定要慎重判斷事件的真偽。100關於

這一點，Goncharov 很肯定的主張，赫魯雪夫是把莫斯科與平壤間頻繁的書信來往錯誤地認定為

史達林和金日成的會晤，並且把金日成 1950 年 3、4 月對蘇聯的訪問和前一年的訪問混為一談。

101這使赫魯雪夫關於金日成訪蘇的回顧變得毫無引用價值。  

根據俄羅斯政府公開的資料，1950 年 3、4 月金正日一行訪問蘇聯期間，與史達林，莫洛托

夫，米高揚等黨內高層領導人以及國防部部長布爾加寧元帥、與韓戰的事前準備和開展有緊密關

係的蘇軍總參謀長徐哲門哥(С. М. Штеменко)上將等一批軍隊高層領導進行了會談。他們商談的

議題包括對北經濟合作、與毛澤東的會晤、朝中條約的締結、在中國居住的韓人，在北韓的中國

人等朝中關係以及亞洲各國共產黨和勞動黨的合作問題。但焦點集中在「韓半島的武力統一」方

案和軍事支援問題上。  

  這裡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在訪蘇期間，金日成和朴憲永透過三次與史達林的會談最終達成的

與發動戰爭相關的協定及其內容。對於金日成、朴憲永和史達林密談的確鑿時間和具體內容，尚

未發現有關資料，因而我們還無法確定南侵問題決定的具體時間。  

但是在金泳三前總統訪問俄羅斯時獲得的俄羅斯政府轉交的有關韓戰的資料中，記錄了金日

成和史達林的談話內容，據此來判斷他們一共相互交換了三次意見。關於發動南侵戰爭的討論是

在史達林的執務室裡嚴密進行的。根據記錄 1924 年到 1953 年訪問史達林執務室的國內外人士的

「史達林執務室訪問客日誌」(Посетителе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金日成和史達

林見面的次數，分別是 1949年 3 月 5 日、3 月 14 日，1950年 4 月 10 日和韓戰期間的 1952年 9 月

4 日，一共四次。102雖然沒有發現 1950年 4 月 10 日那次會談的會議記錄，但就有此會談這一點，

和會談時間來看，可推測那天的會談中進行了詳盡的討論。那天的會談只有金日成和朴憲永以及

翻譯文一三人進入史達林的執務室，21 時 10 分開始直到 23 時整才結束。蘇聯方面別的高級閣僚

都不在場，只有什特科夫陪同，此外與第一次會談時間相比足足多了 50分鐘。因此不難推斷密談

進行的比較深入。  

以舊蘇聯將軍出身而聞名的歷史學家培勒科高諾夫所收藏的金日成和史達林會談內容的有關

資料，以及對參加克里姆林宮會談者的採訪記錄進行綜合整理的俄羅斯外交官多勒古諾夫

(А.В.Торкуиов)也表明了相同的主張。多勒古諾夫對當時參加會談者的採訪內容做的整理雖然內

容較長，但是下面進行了全文引用。以下是本人綜合俄羅斯資料的日文翻譯本和英文翻譯本進行

再整理的內容。  

 

                                            
99 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Clasnost Tapes, Terrold L. Schecter(Trans),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p.145. 
100 John R. Merrill著，신성환 譯，『침략인가 해방전쟁인가（是侵略還是解放戰爭？）』(首爾：科學與思 

想，1988年)，37頁。 
101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7. 
102 “Посетителе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8 No. 4. c. 
89、129、13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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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林向金日成提到國際形勢改變，為了促使朝鮮統一，我們需要更積極的行動。在國際關

係上，中國共產黨從與（中國）國民黨鬥爭中解脫出來，所以現在能夠對朝鮮問題投以更多的關

注。在發生意外事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以軍隊支援。而且中國共產主義的勝利在心理層面

上有很重要的意義。中國展示了亞洲革命家的力量，證明了亞洲的反動分子和西方，尤其是美

國，背後實力的聯繫正在削弱的弱點。美國人從中國退出去了，美國不敢與共產黨打仗。 

在中國與蘇聯締結友好同盟條約的現實下，美國沒有刺激亞洲共產主義者的氣勢。事實也是

如此。蘇聯擁有核武器，美國國內以不介入朝鮮問題的氣氛佔優勢。但是另一方面史達林指出不

能不去確認華盛頓有無介入朝鮮問題的想法。還有一個更重要的條件是北京對韓半島解放戰爭的

支援。 

    金日成表明了美國在中蘇同盟面前不敢冒險大規模介入戰爭的見解。關於中國，金日成認為

在毛澤東幾次承諾在進行完中國革命之後會給與包括軍隊在內的支援，但是北韓人選擇依靠自己

兵力的辦法，確信可以成功。  

    接著史達林指出了北韓軍隊在質和量方面都應絕對加強的問題。而且關於（南侵）進攻的詳

細作戰計畫是必不可少的。作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在 38 度線附近地區集結部隊。之後朝鮮政

府提議新的和平統一，首爾分明會拒絕。於是這時攻擊即可。進攻雍津半島的構想很好。同意這

個計畫。（這）對於掩蓋誰最早開始「戰鬥或戰爭行為」的真相有用。在南方反擊後可以找到擴

大戰線的機會。戰爭必須是完全成功，不能給敵人留下恢復常態的機會。 

    史達林警告金日成不能指望蘇聯的直接參與。需要信任並依靠精通亞洲情況的毛澤東。 

    金日成向史達林提出幫助（南韓內）游擊隊，並斷言游擊隊活動達到高潮的話，會有近廿萬

黨員將參與針對南韓政府的暴動。雙方決定北韓軍在 1950 年夏天完成總動員態勢。約定屆時北

韓軍總參謀部將得到蘇聯顧問的支援完成攻擊的詳細計畫。103   

   

  一年前，史達林還反反覆覆強調對發動戰爭持保留態度，但史達林最終還是直接表示同意南

侵。兩人談話的核心話題是作出美國不會介入的判斷和爭取中國領導人的同意。下面本章要分析

論證的內容也是以這兩個事件為主線進行展開。現在為數不少的學者提出一向慎重的史達林為什

麼會敢於冒險同意金日成的挑起戰爭的問題。如果金日成當初實現了佔領整個韓半島這一目的的

話，就不會有人提出這種問題了。究竟史達林對勝算做出何種預測，才同意打這麼艱巨的戰爭

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僅僅透過上面對史達林的記述來闡明史達林是怎麼由保留態度轉變到同

意戰爭，和為什麼要把中國拉進韓戰的漩渦裡來的真正動機和目的是很困難的。所以有必要再一

次透過對史達林個人的言行和當時政治形勢的總體分析，來推測克里姆林宮的東北亞戰略構想到

底是怎麼樣的一個輪廓。下面從四個方面來論述這個問題。  

                                            
103 A. V. 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金成浩譯，『朝鮮戰爭の謎と眞實』(東京：草思社，2001年)，97～99

頁。Торку   нов А. В., с.58～59；“Report on Kim Il Sung's Visit to the USSR, March 30～April 25, 1950",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C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 Archive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in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 Completely  Rewritten and Edited by Dr.&Mrs. Tong-
chin Rhee, p.44. 



 68

   第一，有必要清楚地理解史達林所言及的「國際環境」的變化有什麼內在涵義。在上面的引

文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到，讓史達林對金日成的武力進攻計畫進行另眼相待的核心變數恰恰就是

「國際環境」的變化。這時所謂的「國際環境」的變化指的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化。當初史達林

由保留到贊成的態度變化可以說集中反映出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化。當然史達林並沒有向毛澤東說

明透過簽訂新的條約來實現東北亞戰略構想的本質，只是強調透過實現中蘇同盟來對牽制美國。  

   所以透過上面記述的史達林思路來分析當時情況的話，中國的共產化就是指圍繞中國的國際

局勢變化。中共在中國大陸的勝利而導致的國際局勢變化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一、從國際關係

的勢力均衡來看，新中國介入了蘇聯和美國的勢力對峙。這使史達林相信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因此

會減少。二、中共成功的奪取國家政權使共產主義理念擴大到亞洲弱小國家，影響深遠。這刺激

了金日成，使其增加武力統一的信念。三、史達林作出了中共會將軍隊投入到韓半島戰爭中來的

判斷。這樣一來，蘇聯不會陷入因直接介入而愈加複雜的國際紛爭之中，還可以達成自身的目

的。104  

   第二，在中蘇簽訂同盟之前，史達林將「弱小民族和國家」拉入社會主義陣營的這種對世界

共產主義運動所擁有的信念，與此有何關係？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展這一理念上，史達林向

1949 年 7 月訪蘇的劉少奇肯定了中國的革命經驗對亞洲國家革命產生的積極的影響。同時還表明

中共和蘇聯要各自擔當起領導東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帶頭作用的構想。105  

   雖然在前面也曾提到，史達林表裡不一，他內心充滿了懷疑，擔心毛澤東個人及其領導的中

共政權接近美國。在這點上來說，他沒能從毛澤東的身上完全消除南斯拉夫的狄托的陰影。106 在

史達林看來，毛澤東創立出和蘇聯不同性質的新社會主義政權，和高舉反史達林旗幟的狄托一

樣，不會教條的追隨馬克思列寧理論，而是會把其中國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他把毛澤

東看成是和狄托一樣的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者。史達林和莫羅托夫戲稱中共不是真正的共產黨，而

是「人造奶油共産黨」、「捲心菜型共産黨」，還譏諷中共為外紅內白的「蘿蔔型共産黨」。107  

史達林出身格魯吉亞，在進入俄羅斯斯拉夫民族上流社會的過程中，對少數民族存有偏見，

藐視包括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內的一切亞洲人。別說全世界的共產黨中不該有上下之分的區別，史

達林根本沒有把中共看作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兄弟黨，沒有這種平等觀念。在長期性戰略上，

在中國培育強大的社會主義政權，比起由此帶來的利益，只會增加本國安保問題的不確定性。史

達林認為毛澤東不會一直心甘情願的位於蘇聯之下。所以，史達林認為所謂的「國際無產階級共

產主義」的理念必須能在不張露本國的利益的同時實現自身利益，這不過是糾集同一陣營國家的

繩索，用普遍的價值觀來包裝原本面目的一種可利用的道具而已。正是因為這一點，雖然史達林

跟毛澤東締結了新的中蘇同盟，拱手相送幾件比較大的利益，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外交家們看來，

只能把史達林的這種行為視做出於強化中國對蘇聯的向心力的考慮而已。108  

                                            
104 徐相文，「金日成、史達林、毛澤東在發動韓戰問題上三角互動的探討」『亞洲硏究』，第31期(香港：

1999年6月)， 88頁。 
105 金牛，「劉少奇秘訪克里姆林宮-來自俄國檔案的秘密」『百年潮』，1997年第5期，63頁。 
106  胡喬木 ，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北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4年) ， 87～89 頁 ； 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Glasnost Tapes, op. cit., p.142. 
107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140～141. 
108 伍修權，「伍修權同志回憶錄(之三)─外交部八年」『中共黨史資料』，1982年第4輯，53頁，60～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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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必要看看新中蘇同盟的締結給蘇聯在東亞的權利帶來了什麼樣的變化。史達林透過

和毛澤東簽署新的中蘇同盟，同意了毛澤東提出的「撤出為牽制美國和蔣介石而在旅順、大連港

駐紮的蘇軍」要求。109甚至放棄了旅順、大連兩個港口以及在長春的鐵路權。放棄連接中國東部

和亞太地區的旅順、大連兩個港口以及在長春的鐵路權，對在遠東太平洋沿岸沒有不凍港的蘇聯

來說，不僅意味著失去了通向太平洋地區的橋頭堡，還等於放棄了能夠保證蘇聯遠東地區安全的

一部分國防安全帶。110  

   放棄中國境內的軍事戰略據點，使得蘇聯需要尋找能代替這種戰略職能的地方。韓半島恰好

符合條件。蘇聯為挺進太平洋確保不凍港和佔領據點，而向韓半島接近是從俄羅斯帝國時代就流

淌在斯拉夫人血液裡的一個傳統。這從近代俄羅斯的遠東擴張史上就能看出。俄羅斯斯拉夫民族

向亞洲擴張的傳統意識並沒有隨著政治體制和理念的變化而變化，布爾塞維克也照樣繼承了下

來。韓半島不僅是軍事戰略要地，也可以作為各種礦產，農水產品和自然資源等物資供給地，所

以如果不僅僅把北韓而是比把整個韓半島納入他的勢力範圍內的話，其利益更能得到保障。正如

在第一章中介紹的，蘇聯想把韓半島作為它戰後經濟復甦和發展所需的地下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

的供給地。  

   李相朝也提到了，蘇聯不能夠再容忍佔領日本的美國戰後進一步擴張勢力，要把自己的影響

擴張到遠東太平洋沿岸國家，並且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培植和擴大附屬政權的戰略構想下，有

讓金日成佔領南韓從而把整個韓半島置於其影響之下的想法。111這就是唆使北韓越過美國劃定的

38 度封鎖線，從而將南韓從美國的勢力範圍內解放出來的回滾戰略。與此相關，Allen S. 

Whiting 的主張是史達林利用金日成發動韓戰的目的已經超出了要對韓半島實行霸權的野心，而

是要阻止當時正準備締結的美日同盟。112史達林想把南韓也劃入其勢力範圍的意圖反而加大了美

日同盟簽署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 Allen S. Whiting的主張可屬片面之詞，但想以此作為牽制美

日同盟的基礎，這一目的非常明顯。  

   第四，在武力南侵的戰術效果上，史達林有什麼樣的構想呢？在史達林看來，韓半島的赤化

戰爭把美國拖到戰場上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個時候即使北韓軍隊的戰鬥力要遠勝南韓，如果

中共的革命成功對美國的介入不起到抑制作用的話，史達林還是並不能夠從對美國將會軍事介入

的悲觀前景中擺脫出來。赫魯雪夫回憶錄中也已指出史達林憂慮美國介入而不敢即刻發動軍事冒

險。113但是在當時中共佔據中原大陸和與蘇聯簽訂同盟的情況下，史達林認為可以使中共擔負起

阻止美國介入的作用。上面的引文也暗示了，形勢改變後，史達林對美國是否介入韓半島內部的

想法和一年前相比有了微妙的變化，即他對美國是否介入「半信半疑」。這種「半信半疑」的態

度從下面的所述的心理中可以看得出來。  

                                            
109 邱靜，「毛澤東與史達林的會晤」，『黨的文獻』，1996年第2期，52頁。 
110蘇聯太平洋沿岸的海參崴的結冰時間太長，不適合於做軍港，從中國和遠東地區的軍事、戰略、經濟方面

的利益上看，長春鐵路、旅順和大連港對蘇聯的意義以及歷史上圍繞長春鐵路、旅順和大連港發生的各種國

際衝突，請參照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 불：혁명러시아와 중국공산당의 흥기, 1917~1923（普羅米修 

士的火：革命俄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1917~1923））』(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第14章和第15章。 
111 이기봉編著，『前北韓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證言＂』(首爾：원일정보，1989年)，71頁。 
112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35～36. 
113 Nikita S. 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 op. cit., 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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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中國退出，再不能在軍事上挑戰中國。因為現在中國與蘇聯締結了同盟條約，所以美

國對亞洲的共產勢力的挑釁更猶豫。根據從美國得到的消息美國內部不介入別國事務的氛圍正形

成主流。114  

 

    史達林打消了一半的疑慮是以假設中國的介入為條件的。按照史達林的意思，蘇聯已經向毛

澤東作出了很大的讓步，並且作為代價中國和蘇聯簽訂了同盟條約。美國真的會為了無論是戰略

上還是經濟上都不如臺灣的韓半島而介入韓半島內戰嗎？115 換句話來說，史達林對南侵的態度，

由有條件的同意轉變為承認戰爭，就意味著他感覺到，在已經轉變了的「國際環境」的局勢下，

即使沒有蘇聯的直接軍事介入，條件也已經成熟了。  

   在上面論述的基礎上來對史達林的戰略判斷和內心作出整理和概括的話，就可得出以下這種

結論。首先美國不介入的情況是最理想的條件。但是抱有這種不確定的希望來做「事」是不可以

的。即使現在美國會介入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也不能不考慮他們的介入問題。所以第一個戰略階

段就是北韓必須利用絕對優勢的兵力速戰速決，不給美國介入的時間，這是最好的方法。萬一美

國派兵介入的話，作為最終決定南侵的毛澤東沒有理由獨自脫身，中共不得不派軍隊投入到韓戰

中。中國被視為對抗美國「泥田鬥狗」的鬥士。這就是史達林所構想的兩個戰略階段。  

為保證中共派兵，史達林在簽訂中蘇同盟時放棄了一些原有的權利，之後還為拉攏中共採取

了多種多樣的措施。如 1950 年 8 月透過中蘇高級領導人的會晤向中國領導層確認中蘇同盟的存

在，訪問中國的莫洛托夫不斷縱容中國參戰，蘇聯的產業設施大舉向中國東北地區運送等。116另

外蘇聯為誘導中共軍隊的介入，鼓動本國的輿論競相報導說美國介入的意圖是在於侵略中國，以

此來刺激中國領導人，增加他們的危機感。117並且史達林在 1950 年 6 月北韓奇襲南方後，美國第

七艦隊被急速派往臺灣海峽。就臺灣的國際地位歸屬權問題，臺灣在聯合國代替沒有發言權的中

共，因此蘇聯提議將臺灣問題作為安理會的議題，並站在中共―邊。與此有關的具體論述參考第

四章。這些所有的措施都是史達林為誘導毛澤東介入戰爭而作的努力。史達林明確的表明，因一

些原因蘇聯軍隊不可能直接介入，戰爭有「中朝兩國看著辦，我們保障支援」的意圖。     

   以上我們透過公開資料確認了史達林的內心想法。那麼在把引發戰爭的決定權轉交給毛澤東

和假定中共軍隊會介入之中，史達林真正的動機是什麼呢？我們來推測一下，首先史達林把戰爭

決定權讓給毛澤東和提出中共軍隊介入可能性，萬一美軍真的介入，至少不能留下蘇聯介入的證

                                            
114 「김일성의 소련 방문 건（金日成的蘇聯訪問）」(1950年3月30日～4月25日)，『首爾新聞』(1995年5月2 

4日)，第12版。 
115 美國務院從自己的國家利益方面考慮亞洲地區各個國家的戰略價值的輕重，臺灣較之韓半島在其防禦亞洲

共産主義圈的勢力擴大上的重要性更大，雖然一部分軍部的人向軍部建議說在軍事牽制方面更要重視臺灣，

但是軍部並沒有聽取這個建議，美國的對外立場就如1950年1月艾奇遜宣言一樣要放棄臺灣，因此讓史達林

等人有做出這種判斷的可能性。 徐相文，「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戰爭與臺 

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軍史』，第54號(2005年 4月)，247頁。 
116 이용권,「한국전쟁기 소련의 역할（韓戰期間蘇聯的角色）」，서대숙 編，『한국과 러시아관계：평 

가와 전망（韓國與俄羅斯的關係：評價與展望）』(首爾：慶南大學校 遠東問題研究所，2001年)，148頁。  

「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戰爭與臺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軍史』，第 

54號(2005年 4月)，247頁。 
117
유철종，「蘇聯-中國 및 共産國家의 役割」，『國際政治論叢』，1990年3號，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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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或印象。所以他為去掉蘇聯介入的痕跡，召回蘇聯駐聯合國代表，故意不參與在安理會對是否

派聯合國軍隊到韓半島的表決，放任美國對韓半島的的最終軍事介入。118 這是早在決定南侵戰爭

的時候就已經構想好了的戰略的一部分。簡要來說就是史達林在轉讓決定權的同時，掩蓋了蘇聯

介入的印象。  

   周密嚴謹的史達林把中共軍隊不能抵擋美國的軍事力量，作為其戰略步驟的第三個階段。要

是美軍真的介入，即便中共派兵也不可能使美軍很快的敗退，為預防這種不大可能的事態，史達

林還準備了在中共軍不能擊退美軍的情況下，如果麥克阿瑟真的敢於「把戰爭擴大到滿洲」的

話，就把美軍引誘到貝加爾湖以東的蘇聯遠東地區-中國東北地區-北韓這一相連的龐大的戰略地

帶(strategic complex)使其進入廣袤的沼澤地，此為預備方案。119  

   作為最後的戰略階段，在史達林看來，即使真得把美軍引誘到戰略性地帶，卻也不能給與其

戰略打擊的話，最少可以讓投入到韓半島的中共軍隊和美軍雙方長期困在戰場上。這不僅可以削

弱美國的力量，還可以同時抑制有可能對自己的權威構成潛在威脅的中共的軍事力量，是一舉兩

得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他是「背後操縱者」(hidden boss)，從有所保留到決定戰爭都是貫徹自

己的政治構想。不管美國介入還是不介入，都能積極應對，這不就是史達林胸中所藏的神機妙算

嗎？  

    下面的事實將證明以上的推論。第一，1950 年 10 月由於中共軍隊的參戰，戰鬥陷入長期拉

鋸狀態，中國和北韓雙方消耗了大量的人力和物力。在這種情況下，金日成希望休戰，但史達林

無視金日成希望休戰的意思，支援主張全面強攻的毛澤東的早期立場－戰爭中間又轉向希望休戰

－，戰爭一直持續到 1953年 3月末為止。第二，毛澤東在訪問莫斯科時提出，要求支援海空軍來

幫助解放臺灣，但是內心不想援助的史達林卻讓中共軍投入到韓戰，毛澤東的要求自然而然的被

延宕，終究無疾而終。120  

    當然這是避免和美軍直接衝突並想達成目的的計畫。萬一想誘導美軍和中共正面衝突的話，

會有支援中共解放臺灣的可能性。但是他沒這樣做，與臺灣相比，他選擇了需要美國介入時間更

長，美軍脫身機率更高的韓半島。而且在中共參戰後，史達林也不願留下蘇聯介入的痕跡，讓蘇

聯的空軍駕駛員偽裝成中國人的樣子；為盡可能的讓戰爭長期化，對毛澤東要求空軍支援，拖了

很長的時間不履行。這一點引起毛澤東的反感，成為毛對史達林的不信任和與史達林不和的一個

原因。  

                                            
118 加油助威被評價爲蘇聯的失誤。這一點將在第四章會再次論述。 
119 Stalin to Kim Il Sung, October 8(7), 1950 in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the  Korean War", 

p.117. 
120 也與佔領臺灣問題有關，中共早在1949年3月15日就通過新華社發表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聲

明，同年7月，劉少奇在向史達林報告中國形勢時說，中國已經有了解放臺灣的日程表。劉少奇這時向史達

林提出支援飛機，飛行員以及相應技術的要求，但是史達林對此憂慮「一定會招來美國的介入」甚至「誘發

美蘇間的衝突乃至戰爭」，不想答應中共的支援請求。因此，1949年秋季與冬季間，中共對金門島，登步島

的進攻都失敗了。在對台鬥爭中毛澤東認爲這是關鍵。他在1950年訪問蘇聯時再一次向史達林提出參與中共

解放臺灣戰爭的要求，但是史達林以相同的理由拒絕了。「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紀錄」(1949年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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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附錄＇，385～

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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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美國華盛頓國立安全文書保管局(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收錄的公開資料，史

達林 1951 年 1 月 9 日到 12 日的 4 日間，在克里姆林宮舉行的蘇聯和東歐共產主義圈國家領導人

聯席會上說美國介入韓戰，會使自己被困在亞洲地區二年至三年，東歐共產主義國家要積極利用

這個時機作為增加軍事力量的機會。121 史達林的這個發言有進行事後正當化，利用自身所處的情

況的意圖，但其結果讓中國和美國互相博弈卻是一個歷史事實。  

我們到現在為止，對史達林為實現自己的戰略構想來利用金日成的前後過程進行了大體推

測。他當時如果有意在事前阻止金日成南侵的話，就會像過去勸阻毛澤東渡長江一樣。此外，正

如 1949 年春拒絕金日成發動戰爭的要求，夏天還禁止 38 度線上的軍事衝突一樣，他充分能夠阻

止戰爭。如果有必要的話，他也能向平壤派遣特使來施加壓力，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相反史達林根據自己的備案，擔心美軍的介入，要求金日成速戰速決。對此，金日成強調美

國不會參戰，並指出在北韓南侵之時，在南韓超過廿萬名游擊隊會支援北韓，北韓軍隊可以在三

天內取得勝利，還有利用毛澤東會派武力支援的話等，來試圖安慰焦慮美軍介入的史達林，或試

圖說服他。現在不能知道史達林對金日成的自信和判斷有多大程度的信任，但是史達林特別強調

必須要做好完備的戰爭準備，給金日成制定了精密的作戰計畫，提出創建北韓軍精銳攻擊師，擴

充部隊編制，增強各師的武器裝備，戰爭手段的機械化等提案，還對此承諾說「需要的，我們全

部提供」。122  

最後，克里姆林宮陰險的主要原因，是因其把對金日成的南侵決定權轉給了毛澤東。史達林

告訴金日成不要期待蘇聯的直接參戰，強調最終決定要靠毛澤東和金日成兩個人決定。即史達林

用不同語氣對金日成說「我們必須再一次評價是否同意這個解放戰爭，首先要考慮美軍介入的可

能性，然後你還要銘記必須要有中國領導人的承諾才能夠開始這個解放戰爭」。中國和北韓間事

前要形成協議，萬一中國方面是否定意見的話，就要一直延期到新的協定達成的時候為止。123 給

與北韓方面戰爭決定的主動權，以及讓中國領導人自己來判斷美軍是否介入的問題，極端的來

說，就是讓毛澤東陷進戰爭不能脫身。總結來說，就是史達林讓毛澤東自己承諾派兵，戰爭爆發

後所有有關戰爭的責任都推給中共方面，蘇聯為了造就以最少的責任從束縛中解脫出來的條件，

很巧妙的，把戰爭的最終決定權扔給了毛澤東。  

 

第五節 毛澤東的「決定性投票」  

 

現在留給金日成的課題就是按照史達林的指示取得毛澤東的同意。如果毛澤東不同意的話，

就得或者放棄戰爭，或者再等上一段時間。在這一點上，這一時期是毛澤東決定戰爭是開始，還

是無期延期，他就像掌握了「決定票」(casting vote)一樣。那麼毛澤東是什麼立場呢？面對史

                                            
121 此文獻是羅馬尼亞勞動黨政治局委員Emil Bodnaras在會議中記錄的史達林的發言。 
122 『首爾新聞』(1995年 5月 24日)，第2版。 
123「史達林關於同意朝鮮同志建議致毛澤東電」(1950年5月14日)，沈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

密文件』(臺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384頁；大韓民國外務部譯，『韓國戰爭 關聯 

蘇聯極秘外交文書』(首爾：編譯者，1994年)，“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문헌 자료（與韓戰相關的基本文獻資 

料）＂，72頁。；A. V. 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金成浩譯，『朝鮮戰爭の謎と眞實』(東京：草思社，

2001年)，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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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林要把自己拉進其三階段戰略的情況，毛澤東會怎麼應付呢？這個問題是為探明韓戰爆發原因

而沿用的所謂的回滾戰略、中共軍的投入，和把美軍引入到戰略地帶的這種蘇聯誘引論是否也適

用於毛澤東的問題。即一旦毛澤東持有與史達林戰略框架不同的獨立戰略力場的話，史達林的構

想就只能是單方行為。那麼最終這是如何變成可能的呢？在進入正式的論述之前，正確的順序是

應該先探究一下金日成呼應中國共產化而踏上同一條船的過程。  

   不管是中朝關係還是中蘇關係，作為瞭解形成此關係一軸的中國當時狀況的關鍵，就是史達

林所說的，中國大陸被共產黨掌握的這一國際環境變化。特別是第一次要把毛澤東拉入戰爭的自

身構想，在史達林顧慮過多而處於極度不合作的狀態下被保留，而在中國革命的成功與否成為能

否發動南侵戰爭的前提條件下，金日成的北韓政府一直關注著中國內戰形勢的變化。結果金日成

透過中國共產政權的確立，和毛澤東訪蘇，把握了中國內戰即將結束的證明。我們已經透過前面

的論述中得知以金日成為首腦的北韓勞動黨權力核心，是在大概從 1949年底到第二年 1月初之間

決定發動戰爭的。北韓從此時起開始試圖和莫斯科及北京建立聯繫，同時再一次的主動接近史達

林和毛澤東。與此同時，金日成要求把投入到對國民黨戰爭中的朝鮮籍部隊中，除上一年歸還的

之外，剩下的其餘一萬 4,000 多名的兵力再交還給北韓，接到北韓的這一請求的中共領導層的立

場和反應，以及韓人士兵具體的入國過程等問題和在第二章第四節中蘇對北軍事支援部分論述。  

    金日成在為發動戰爭而第二次訪問蘇聯之前的 1950年 3 月下旬，曾指示駐北京大使李周淵打

聽毛澤東對金日成訪中所持的看法。此舉就是為了探知在去年金一訪問北京時毛澤東曾表示的

「時機尚早」的立場有怎樣的變化。3 月 28 日接近子時接見李周淵時，毛澤東針對金日成提出的

希望來北京商討發動戰爭一事，表明了自己的見解。即，他把和金日成的會談和韓半島的統一問

題聯繫起來，表明如果金日成已經做出了韓半島統一的具體計畫那麼應該秘密地訪問北京，如果

還沒有的話，則進行一次正式會晤比較合適。他還說訪問的時間定在 4 月末到 5 月初最好。124這

也表明了去年金日成訪問北京時還沒有做好具體的南侵戰爭計畫，同時毛澤東也不知道在莫斯科

史達林和金日成已就南侵問題進行過協商。  

   金日成離開蘇聯回國後，馬上把李周淵大使召回平壤，聽取了其對毛澤東如上意思的轉達。

同時還指示商定一下與中國領導層的會談日程，得知李周淵的消息之後，毛澤東再次透過李轉告

允許金日成按照預定計畫，來進行非公開的訪問。結果在第二天即5月13日下午5時20分金日成和

朴憲永乘坐什特科夫提供的飛機離開平壤直飛北京。  

   金日成此次訪中沒有經過北韓勞動黨中央委員會的討論，而只是告訴了自己的心腹-擔任政治

局委員的金策，這一次絕對是秘密訪中。金日成一行大約在 13日下午 7時左右到達了北京。為了

和中國首腦會晤，在當天晚上出現在靠近紫禁城的懷仁堂。125 懷仁堂既是舉辦中華民國第一大總

                                            
124 直到現在，中國的學術界還認爲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首腦在金日成南侵前對戰爭並不知情。根據有兩

點。中共第七屆三中全會上(1950年6月 6日～9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把全黨的中心任務轉到國家財政

狀況的好轉和縮減軍隊上來，並且6月14日至23日召開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二次會議，確定了恢復經

濟的方針。參照逢先知、李捷著，『毛澤東與抗美援朝』(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年)，1～2頁。 這是

回避中國戰爭介入責任的主張。這種主張是極力回避毛澤東只不過不知道金日成展開對南攻擊的具體日期，

其實事先已知道發動戰爭這一事實的主張。上述學者應根據毛澤東與金日成的事前會談修訂自己的主張。 
125 對於金日成秘密訪問北京的時間存在幾種不同的見解。有人主張金日成訪問蘇聯後沒再訪問中國，也有人

主張是金日成在訪問蘇聯後回來的路上又訪問了中國。［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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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袁世凱葬禮的地方，也是在新中國成立前夜召開的討論建國方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第一次

全體會議的地方，是一個有著特殊由來的地方。  

   從抵達北京的 5月 13日起進行了四天三夜的金日成訪問北京基本上是史達林慫恿的結果，但

同時也是金日成透過派遣特使瞭解毛澤東對於南侵想法後的結果。即使沒有史達林的提議，想必

金日成也會訪問中國的。雖然在北京只是停留了四天三夜的時間，金日成和朴憲永同行的實際時

間不過就是 16日回國前的一天半，日程相當的緊湊。此次的訪問向中國領導人們表明了不久就會

發動戰爭的想法，並說明就這個問題已經在莫斯科和史達林進行過充分的討論，史達林指示在獲

得中方同意的前提下自己也會同意發動戰爭，以此向中方施加壓力。同時還討論了統一後締結中

朝相互條約，還就將來準備締結的雙方通商條約進行協商，以及朝中雙方共同關心的水豐大壩的

電力供給，在中國的朝鮮人等問題進行了討論。  

    在那天晚上雙方的會談中，金日成先向毛澤東說明了在 3～4 月份訪問莫斯科時和史達林的會

談結果，他強調說「南韓的侵略意圖已經非常確鑿，當前南北韓間的緊張關係已到了非解決不可

的階段。因為現在情況與過去不同了，所以為了韓半島統一，目前軍事行動時機成熟，史達林也

已經同意。」並轉達了史達林對此問題的最終決定一定要有中方同意才行的的意思。126 

對此，毛澤東的反應是第一次聽說，同時補充說現在發動戰爭的時機還不成熟，並幾次答應

會向駐中國大使李周淵轉告。 

毛澤東這樣的反應和之前李周淵會談時的立場完全不同，關於此問題，在大約二個月前，按

照金日成的指示訪問中南海的李周淵與毛澤東的對話是可以讓我們更接近問題真相的，按照什特

科夫從金日成那裡聽到然後轉告給史達林的電報內容，毛澤東在金日成訪中之前會見李周淵時曾

表明過自己對韓半島政事的見解。既然韓半島統一問題採用和平辦法解決不了，那麼只有採用武

力才可能解決，因為美國不會為南韓這樣的小國家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所以沒必要擔心美

國的介入。127在這裡，現在還沒有關於金日成訪中期間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資料，所以驗證毛澤

東實際上有沒有說過這樣的話的問題又出現了。在確切資料沒有出現的現在，即便是臨時地但也

不能完全忽視從什特科夫那裡傳來的金日成的話。在這樣的前提下，可以把毛澤東前後的立場變

化作如下的說明。  

                                                                                                                                
p.330；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History Revisited", Kim Chull Baum and James I. Matary 

ed., Korea and the        Cold War-Division, Destruction, and Disarmament, (Claremont, California：Regina Books, 
1993), p.148］. 但是最近公開的俄羅斯方面資料與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的回憶錄中都提到了金日成對中國

的訪問 ［「1950年5月12日什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沈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硏究』(桂林：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1999年)，137頁；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 所藏］。師哲回憶說，金日

成在北京期間是住在他位於中南海內的住處。參照朱建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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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年)，31頁。楊奎松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的文章中說這一天金日成與朴正愛訪問了

北京。靑石(楊奎松)，「金日成阻止了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劃」『明報月刊』，1994年7月號，88頁］。這是

楊奎松將朴憲永誤認爲朴正愛所犯的錯誤。 
126 「羅申關於金日成與毛澤東談情況的電報」(1950年5月13日)，沈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

文件』(臺北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383頁。 
127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金光麟譯，『蘇聯의 資料로 본 韓國戰爭의 전말（以蘇聯 

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 (首爾：圖書出版 열림，1998年)，63頁; 大韓民國外務部譯，『韓國戰爭 關 

聯 蘇聯極秘外交文書』(首爾：編譯者，1994年)，“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 문헌 자료（有關韓國戰爭 

的文獻資料）＂，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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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毛澤東對過去幾次打算赤化統一韓半島的金日成表明過原則上的同意。其表明不要害

怕美國介入的立場，只是意識到中蘇同盟締結，所作出的原則上支援而已。他認為金日成理所當

然的要有對南軍事攻擊的計畫，但是當時擺在毛澤東眼前的和經濟重建一起存在的問題，有殲滅

在大陸繼續抵抗的國民黨殘餘勢力，以及佔領臺灣。總之當務之急就是要透過清除反革命勢力安

定國內政治局勢。特別是把國家經濟恢復到戰前的水準是十萬火急的課題。128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下，毛澤東順理成章的不得不反對北韓在解放臺灣之前發動戰爭。在這個時候，中共 1949 年 10

月下旬作為解放臺灣的前哨戰攻打了位於出口處的金門島失敗。129 失利後向蘇聯請求援助，同時

迅速地擴充海空軍，為進行再攻擊作準備。結果中共以一次可以調動四～五個軍的增強的戰鬥力

為基礎，1950年後對金門島又進行過好幾次間歇性的小規模攻擊。130總之，至少到 1950年 5月金

日成訪中時，首先要｀解放＇臺灣的政策沒有過變化。  

   第二，在同樣前提下，毛澤東訪蘇期間和史達林雖然討論了韓半島的政治局勢，但現階段對

金日成的南侵表示了否定的看法，或者至少對發動戰爭本身的具體問題上沒有討論過。這一點是

學術界關注的陳舊爭論之一，在會談期間史達林和毛澤東到底有沒有討論過金日成的南侵問題，

此問題是需要探明的。當時的相關回顧者和學術界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俄羅斯公開的文獻中紀錄說毛澤東和史達林沒有提起過南侵問題。131 後來，毛澤東在

1958 年也曾對當時駐北京蘇聯大使尤金談起過，在中蘇會談時根本就沒與史達林討論過韓戰問

題。132 作為回顧者之一，1949 年隨毛澤東一起訪蘇的毛的秘書陳伯達也證明說毛澤東和史達林的

會談中沒有討論過南侵問題。133 當然和陳伯達相反的主張也不是沒有。與陳伯達一起訪蘇的翻譯

師哲相反地回顧說討論過南侵問題。134  

   儘管這樣，國內外學術界的一部分人根據俄方公開發行的資料推出了中蘇會談時沒有討論過

南侵問題的結論。美國的中國史學者 Jonathan Spence 在他的著書中斷定史達林沒有告訴毛澤東

先前曾和金日成討論過韓戰的事實，也就是說史達林欺騙了毛澤東。135 在中國學術界直接反映了

陳伯達的回憶綠觀點，將之固定為不變的歷史事實。總之，楊奎松根據陳伯達的回顧主張史達林

和毛澤東之間沒有談過南侵問題。136 沈志華也在近幾年的研究中說在毛澤東和史達林之間展開的

                                            
128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年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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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附錄＇，382頁。 
129 對於金門島國共兩黨展開的攻防、結果及成敗的分析參照徐相文，「중국 國共내전시기 金門전투와 그 

역사적 의의（中國國共內戰時期金門戰鬥與其歷史性的意義）」『中國近現代史硏究』，第22集(2004年 6 

月)，第3～5章。 
130 雖然中共軍隊的進攻到韓戰爆發後仍沒有中止，但是隨著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對臺灣的介入和美軍對

韓半島的介入轉變爲放棄解放臺灣作戰來進行全國性的防禦。具體內容參照徐相文，「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戰爭與臺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軍史』，第54號(2005年 

4月)，229頁。 
131 俄羅斯文獻的英譯本 Dieter Heizig, “Stalin, Mao, Kim and Korean War Origins, 1950：A Russian Documentary 

Discrepancy", CWIHP Bulletin, Vol. 8～9, p.240。大略的韓國與翻譯，參照大韓民國外務部譯，『韓國戰爭 關

聯 蘇聯極秘外交文書』(首爾：編譯者，1994年)，“有關韓國戰爭的文獻資料＂1949年12月16日到第二年2月

17日的内容。 
132 「毛澤東與蘇聯駐華大使尤金的談話」(1958年7月22日)，『黨的文獻』，1994年第1期，19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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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年)，25頁。 
134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7～88. 
135 Jonathan Spence, Mao Zedong(New York：Viking Penguin, 1999), pp.115～11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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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217~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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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或是秘密的會談中，如果他們討論過的話，那麼蘇方的保管資料中應該有相關的紀錄，至少

也應該有翻譯人員的證詞，但是沒有任何的相關證明。沈志華據此斷定毛澤東和史達林雙方可能

就韓半島的問題交換過意見，但是絕對不會談到韓半島的軍事問題的。137  

   韓國學界的幾個代表性的少壯學者們也主張在毛澤東和史達林的交談中沒有討論過金日成發

動南侵戰爭的問題。他們這樣說的證據在於 1950年 5月中旬毛澤東曾透過羅緒勤大使向史達林轉

告說他已經收到了讓金日成向自己確認是否同意南侵的傳話和史達林決定南侵的單方通報。138 也

就是說，上面列舉的主張的意思都是因為缺乏資料，或者包涵著毛澤東和史達林雙方討論過南侵

問題的話，那麼毛澤東就沒有必要再三地向史達林確認的必要了。  

   依據俄公開發行的資料和毛澤東的話語，以及陳伯達的證詞，和據此約拿丹斯芬斯，楊奎

松，沈志華以及一部分韓國學者們主張和推論，史達林和毛澤東真的沒有討論過南侵戰爭的準備

問題嗎？首先如前所述的那樣，俄方的資料是經慎選並改動過的歷史資料，沒有驗證的話是不能

完全相信的。139 正如中國被認為是在過去中蘇關係一直惡化的形勢下，考慮到戰爭的責任問題而

在事後試圖使其合理化一樣。對史料毫無批判的中國學界結論，看起來像是有著為了逃避發動韓

戰責任的現實政治意圖。 

   陳伯達雖然參加了到達莫斯科當天晚上的會談，但是在接著的兩天裡緊急召開的第二次會談

時起，毛澤東指示說不讓其參加會談了，接到毛澤東此指示之後，即托汪東興向毛澤東請假，之

後就重新將住處搬回駐莫斯科中國大使館，以後的兩天時間是和在當地留學的兒子一起度過的，

所以在毛澤東和史達林展開精神戰的重要時間裡不在歷史的｀現場＇。140 這一點也是陳伯達本人

認同的事實，換句話說，在第一天的會談之後又進行過數次會見，但是毛澤東從第二次會談時沒

有讓其再參加，只是帶著翻譯師哲和史達林進行了單獨的會談。毛澤東之所以不讓其參加第二次

會談是因為在會談的第一天，看到陳伯達用俄語和史達林進行愉快地對話的樣子，懷疑其有和史

達林意氣相投的不純意圖。141 考慮到這個事實，在現場可以毫無遺漏地目睹並聽取兩國首腦會談

內容的他，存在著難以觀察的一面。 

   那麼事情的真相是什麼呢？如果相信赫魯雪夫的回憶錄中的記述，到處都是錯誤的事實。這

一點在前面也曾指出過，所以暫且把其排出議論之外。但是看毛澤東訪問蘇聯時擔當翻譯的師哲

1992 年回答陳健採訪時所說的回憶證言，有這麼一段內容：毛澤東對於史達林關於美國是否介入

韓半島戰爭的問題，他說美國即使不介入，但戰爭爆發的情況下，美國的介入仍應該被考慮，所

                                            
137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一冊，

156頁；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 

136頁。 
138 齊德學，「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硏究』，1998年第1期，88頁。 
139 同上。 
140 毛澤東的秘書林克回憶說正因如此雖然陳伯達在蘇聯訪問團一行之中排名第三卻仍受到了毛澤東的批評，

但陳伯達本人卻沒有提到。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年修訂版)，100～101頁；林 克，『毛澤東的人間相：林克答客問』(香港：利文出版社，1997年第3版)，253

頁。 
141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年修訂版)，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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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議保留金日成的計畫。142 師哲的此回憶錄內容同樣也沒有被記錄在自己的回憶錄上，經過了

數十年的時間，回憶也不過只是個回憶，所以此回憶內容也不能百分之百的信賴。  

   我們承認應緊接以邏輯性的推論作為基礎現場驗證工作。史達林和毛澤東兩首腦在討論圍繞

著東北地區的安保情況，和應對世界政局應對方案的場合裡，談及國家對外戰略問題時，不討論

韓半島的政局，這樣的推論不僅缺乏常識而且極其不自然。理由如下，如同我們已經確認了的兩

巨頭把締結中蘇同盟作為共同對抗美國的軍事決議之契機，把韓半島設定為與美國鬥爭的戰場。

韓半島直接與中國的安保密切相關，同時也是和蘇聯國家利益直接相關的地區，實際上就是史達

林試圖實現自己新東北亞戰略構想的地方。那麼以韓半島為軸而暗中摸索的最險要的時刻，毛澤

東為了摸清關係，及了解戰略能否成功展開，不管怎樣都一定會討論到南侵問題。  

    中蘇會談中，為驅逐印度支那半島的法國｀帝國主義＇，毛澤東把準備支援北越胡志明政權

的想法以及計畫都告訴了史達林，史達林也表明了站在世界戰略的角度，考慮德國等歐洲地區的

對美政策，將會承認北越，143 而在談到韓半島問題時，哪怕是間接的，也一定會涉及到戰爭發動

問題，連個暗示都沒有的話反而會是件怪事。在第一章裡已經論及過，中國人傳統上以唇亡齒寒

關係來看待東北地區和韓半島，即使是中國的問題，那也是和蘇聯的利害關係相關的重大事件。

但是，在兩國首腦首次會晤，對展望世界政局協調應對政策的重要時刻，說韓半島赤化問題沒有

涉及的假設，是相當不切實際的。  

而且，毛澤東在此次訪蘇之前的 1949年 4 月末，曾透過來北京訪問的金一，確定了金日成的

南侵想法，那麼原則上有沒有同意將韓籍師交還給北韓呢？史和毛在會談中，就世界共產主義運

動上，在擴大社會主義理念的層面上，很難說沒有談到北韓的韓半島赤化統一問題．作為證明這

一推論的旁證，俄方的文獻裡記錄說，1950 年 1 月 30 日即在史達林允許金日成訪蘇的電文發送

前後，史達林正和毛澤東「討論為增強北韓的軍事力量和防禦能力而給予幫助的必要性和方

案。」144  

    從上面的實事來看，我認為下面的推論是可能的。145史達林沒有直接具體地談到金日成的南

侵計畫，只是透過間接用應當把韓半島編入社會主義圈的迂迴方式，表明了自己支援北韓赤化統

一韓半島的原則性立場，並試探毛澤東的意向。對此毛澤東原則上是同意的，但是舉出了在先後

順序上韓半島統一戰爭應該在中國統一大業完成之後進行的理由。可以推測毛澤東首先闡明了自

己關於在「解放」臺灣之後，再採取為完成韓半島統一的軍事行動。在毛澤東訪蘇目的裡和史達

                                            
142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7～88. 
143 Qiang Zhai, China ＆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5. 
144 「스탈린이 쉬띠꼬프에게 보낸 전문（史達林致什特科夫的電文）」(1950年2月2日)，『首爾新聞』(199 

5年5月22日) ;「쉬띠코프가 비신스키에게 보낸 전문（什特科夫致維辛斯基的電文）」(1950年1月19日)，『 

러시아 외교문서（俄羅斯外交文書）』，第3卷，60～62頁。 
145 根據中國學術界的調查研究，目前為止俄羅斯文獻保管所公開各種韓戰相關資料大約只有500種，楊奎松

主張有600種，其中1950年至1951年的文獻最多，主要是蘇聯發送的電文，中共與北韓特別是北韓向莫斯科發

送的電文幾乎沒公開，整體來說是不完整的。所以根據目前只能使用局限性文獻的情況來看，分析中共和北

韓的意圖、動機是不可能的，所以只能依靠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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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的主要協商事項之一就是請求史達林提供｀進攻＇臺灣需要的海空軍武器裝備和技術人力的支

援，這一點正是以這樣的事實做基礎的。146  

   換句話說，史達林摸清了毛澤東的心思，對於史達林的詢問，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共同目標

下，毛澤東對韓半島的赤化統一，原則上並不反對。毛只是在透過提出赤化革命的地區和進行的

先後順序問題上委婉地保留了自己的立場。之後，毛澤東回國後，在 1950年 3月末會見北韓大使

李周淵時，多次陳述金日成想要立即進行南侵行動的時機尚早的理由就在於此。毛澤東認為依美

國和帝國主義勢力串通一氣的情況來看，北韓的南侵招致美國干涉的可能性極高，對於開戰採取

了相當慎重的態度。  

    那麼如前所述，毛澤東在與金日成的北京會談期問，為什麼會表現出一種出乎意料「今始初

聞」的反應呢？ 其理由可以這樣來說明。即毛澤東在認為發動戰爭時機尚早的情況下，此時突然

從金日成那裡聽說史達林和金日成兩個人已經討論過發動戰爭，並決定在剩下不到一個月的 6 月

就開戰的事情，並且史達林把發動戰爭的最終決定權推到自己的身上。147在前面 Jonathan Spence

是根據毛澤東從金日成那裡聽到史達林允許南侵戰爭的事實後表現出的今始初聞這一反應，來解

釋說，史達林和金日成沒有把事先協商發動韓戰的事實告知毛澤東，  

Jonathan Spence 如此的推測只能根據於一種假設，即在 1949 年末，在經過了五十年的時間

才實現的史達林與毛澤東間的秘密會談上，史達林在談到韓半島政局時，沒有告訴毛澤東，金日

成曾請求自己准許南侵戰爭的事實。  

   感覺到發動戰爭與否最終要由自己來決定的重大壓力，毛澤東說此時的驚慌是經歷好久都無

法忘記的。有這樣一段逸話說幾年過去後，毛澤東還是不能忘了這個事實並想出這口氣，總之在

和駐中蘇聯大使尤金的會談中，曾多次談到過此事。148 所以，不難想像突然之間要擔負戰爭決定

權的毛澤東，他的不高興和困惑摻雜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在要由自己來決定他國戰爭的負擔感和深深的困惑之下，毛澤東立刻中斷了會談，在深夜 23

時 30分派周恩來到蘇聯大使羅申那裡確認金日成所說的真實性，並拜託大使儘快從史達林那裡確

認一下。收到維辛斯基的密電後，史達林發出的「特別電文」在經過了數小時後的第二天，即 5

月 14 日凌晨以特快送到了中國外交部。毛澤東根據此電文的內容，確定了史達林最終同意金日成

的計畫的事實。其內容如下。  

    

    與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利鮑夫-史達林在電報中使用的幾個假名之一-同志與他的朋友考慮到

國際形勢發生了變化，同意了朝鮮人實現祖國統一的提案。同意這一點須由中國和朝鮮一起下最

                                            
146 中共中央在1951年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的情況下，提出要在適當時機進行對台作戰，但是沒有從蘇聯方面得

到海空軍技術與裝備的支援。 
147 史達林爲了維持完善的保安要求金日成不要將此事告訴中國，接到金日成的指示，李周淵未向毛澤東報告

金日成訪蘇的情況。作為毛澤東事前不知道史達林、金日成兩者之間謀議戰爭的旁證，可以舉毛澤東1950年

6月6日黨中央第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積極進行軍隊減縮的指示。毛澤東，「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狀況的基

本好轉而鬪爭」(1950年6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1冊，394頁。 
148 「毛澤東與蘇聯駐華大使尤金的談話」(1958年7月22日)，『黨的文獻』，1994年第1期，17～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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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決定。如果中國同志有其他意見的話，則延期解決問題或再行商議。朝鮮同志會向閣下轉達會

談的詳細內容。-菲利鮑夫-149  

   

    確定了史達林意思之後毛澤東才轉變了態度並馬上召開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此次會議

上，認為不可能再繼續保持不發動戰爭的先前立場的意見和情勢判斷占了主流。經過黨首腦人物

討論後，毛澤東決定同意北韓武力南侵。第二天即 5月 15日，毛澤東和金日成進行了再次會談，

詳細地交換了南侵的意見。毛澤東在會談中才表明了對金日成已經決定的武力統一基本構想的支

援。150這是毛澤東被牽連到史達林針對美國的回滾戰略中的開始。他除了強調對於勝利的信心

外，還贊同北韓領導人介紹的南北韓政局判斷。更進一步向毛澤東提議締結像中蘇同盟式的中朝

友好同盟合作互助條約。簡單地說就是既然已經同意了那麼就積極地支援發動戰爭。朴明林貼切

地稱之為「不情願的積極同意」。這樣一來史達林、毛澤東、金日成共產陣營，基本上才算是達

成了發動戰爭的最終協定。  

會談結束後，周恩來和朴憲永各自簡單地向駐北京蘇聯大使羅申重覆彙報了雙方的一致意

見。金日成透過羅申把從毛澤東那邊獲得同意的事實轉告給史達林，讓一直關注著結果的史達林

放了心。周恩來、朴憲永的通告內容雖然有一些不同之處但是如下的三條內容是完全一致的：第

一，金日成詳細地向毛澤東說明了在莫斯科與史達林討論過的三個階段的進攻方案。第二，毛澤

東原來打算先解放臺灣後再解決韓半島問題，但是史達林說已經批准了著手韓半島赤化統一的問

題，所以只能是延緩正在準備中的｀解放＇臺灣問題而把韓半島問題放在首位。第三，毛澤東完

全支援金日成的三階段進攻方案，並提出了以下戰術忠告。即一、應該具體地下達給所有的指揮

官和士兵不同的任務。二、作戰計畫一定要經過周密的審查，攻擊也應該事前做好充分的準備，

迅速移動部隊包圍南韓的主要城市。但是不能為了佔領城市而拖延時間，且要集中力量消滅敵人

的軍事力量。151毛澤東指出的戰略的核心就是首先破壞敵人的軍事力量。後來，金日成攻佔首爾

後因為在那裡停留了三天的戰術性錯誤拖延了南侵。給整體的戰事帶來了重大的影響，從這一點

上看，深刻理解毛澤東的忠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後面還會敍述到，戰爭爆發後金日成因為無視

毛的忠告而被聯合國軍攻擊，陷入了極度的困境之中。  

在再一個多月就將發生戰事之際，金日成和毛澤東雙方間的心理矛盾和對於情勢判斷以及戰

略構想上出現了意見的對立。針對南侵問題，使兩人突發戰略性判斷的差異，和心理上的矛盾主

因是，對於美國是否介入問題的認識和判斷。毛澤東不能理解，金日成認為美國不會介入的判

斷，和打算發動戰爭的急躁，且毛澤東也是｀不得已＇才同意發動南侵戰爭的。金日成則按照自

己的想法，一直無法接受毛澤東誇大美國介入可能性而小心判斷與消極的姿態。  

                                            
149 Шифрованная Телеграмма, 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 所藏；「史達林關於同意朝鮮同志建議致毛澤東

電」(1950 年 5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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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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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전쟁 관련 기본 문헌 자료（有關韓國戰爭的文獻資料）＂，72 頁。 
150 同上。 
151 비신스키（維辛斯基），「모택동을 위하여：필리포프의 편지（為了毛澤東：菲利鮑夫的信）」(1950 

年5月14日) 『首爾新聞』，1995年5月29日；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文書要約 1949.1~1953.8』(首

爾：編譯者，1994年)，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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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首先向金日成詢問了日本參戰的可能性，金日成回答說日本軍自身介入的可能性不

大，但是不能排除美國投入二～三萬名日本軍的可能性。同時，他說即使發生那種情況，北韓軍

仍以更加猛烈的姿態應對戰爭的，所以日本軍的參戰不能改變戰事，金日成表現出了強烈的欲望

和自信感。152這個可能是金日成虛張聲勢，但是實際上他這樣判斷的可能性也極高。衝動的金日

成在軍事方面的態度，使其性格顯露出來。他透過大膽促成南侵戰爭，使南韓的政治軍事狀況發

生變化，並相信能爭取到速戰速決的勝利。北韓政權的某位高層人士回憶說，在抗日游擊隊的時

候，金日成僅統帥不超過二百名士兵的小部隊，但解放後依靠蘇聯和中國的支援，在幾年之間就

統帥了將近廿萬大軍，不用說日本就是美國介入也可以「解放」南韓，金日成當時氣勢是非常高

張的。153他的回憶說明了當時金日成虛張聲勢到了就要爆炸的狀態。  

金日成完全不介意日本軍甚至是美軍介入的危險。相反他認為在中國有過「不打就退」前例

的美軍，在韓半島一樣也會消極的，更不會有進一步向遠東進擊的意向，對美國介入的可能性估

計過低。154這一部分與李尚朝的證言相符合。同時，金日成引用史達林的帝國主義不會干涉的談

話內容來證明自己的主張。赫魯雪夫在自己的回憶錄中證明說金日成認為美國不會介入一個民族

的內戰，對此毛澤東也完全同意。155  

事實上金日成與毛澤東是無法相比的，毛澤東具有豐富的經驗、經歷過各種的艱苦，其態度

也是相當慎重。根據周恩來轉交給羅申的報告，毛澤東提醒金日成如果日軍介入的話戰期將會延

長，更大的威脅還是美國的直接軍事介入，其可能性比動員日本軍參戰要可能得多。這與毛澤東

在二個月前還主張美軍介入的可能性不大，無須害怕的態度相比，是更為小心慎重。毛澤東慎重

的發言是得知史達林同意發動戰爭的事實後，戰爭從初期構想階段發展到即將開始階段的情況變

化中得來的。同時，也可能是對金日成吐露出令自己不舒服的心思的一種警告性忠告。對於金日

成的斷言，毛澤東不舒服的心情在數十年後回想當時情形的談話中還可以看出來。他曾說過當時 

「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做不了主，我們不是他們的參謀長。不能知道他們心裡想的是什麽」。156  

但是，那只是要求所有的戰略家都應該具備有這樣的慎重心態罷了。在戰爭策劃方面，毛澤

東同意了南侵之後，則改變了先前的立場。他說「如果美軍參與戰爭的話，中國將派軍隊支援北

韓」，蘇聯說作為和美國締結 38 度線的當事者，受到了雅爾達協定的限制很難參與廢除 38 度線

體制的戰爭中，在中蘇會談時，毛澤東表示理解史達林所談到的蘇聯立場。史達林還強調，相反

中國沒有這樣的條約的限制，也無須對韓半島盡任何義務，所以中國應該負起對北支援的責任。

                                            
152 “Roshin's Cable to Stalin", May 16, 1950,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 Completely Rewritten and 
Edited by Dr.&Mrs. Tong-chin Rhee, p.55. 
153 林隱著，『北韓金日成王朝秘史─金日成正傳』(首爾：圖書出版 韓國洋書，1982年)，195頁。 
154  “Roshin's Cable to Stalin", May 16, 1950,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 Completely Rewritten and 
Edited by Dr.&Mrs. Tong-chin Rhee, p.55. 
155 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op. cit., p.368. 
156「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錄」（1957年7月14日），轉引自青石，「一九五○年解放臺灣計畫擱淺的幕後」

『百年潮』，創刊號（1997年1月），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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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毛澤東還說既然北蘇雙方已經決定要開戰了，那麼戰爭就是兩國共同的課題。他還強調說在以

美國為盟主的西方帝國主義勢力，有可能參戰的前提下，應該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  

毛澤東還補充說在準備的領域裡，自己應採取的軍事應對戰略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首先， 

「在鴨綠江邊佈置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不干涉，沒有妨礙。」其次，帝國主義即使干涉，只要

不越過三八線，我們就不管。再次，「但是一旦越過三八線，就打進去。」158 在這裡應該注意的

是，毛澤東已預測到美國會介入戰爭，並公正的說 「美國如果參戰的話中國就派兵支援北韓」，

這是預測美國越過 38度線的情況下說的話。隨之，在事前防備階段裡，毛澤東表明將對北韓提供

協助，增加東北邊境地帶中共軍的駐紮，提供武器和彈藥。159 對於後者金日成婉言拒絕了，因為

他已經確保了從蘇聯那裡獲得的武器和裝備供給。  

毛澤東的同意只是成全在史達林有條件的同意下，其順序方面的問題。因為在已經締結了中

蘇同盟的情況下，毛澤東已經深深地被牽扯到史達林的戰略構想之中，無法拒絕了。正如 

Goncharov 指出，蘇聯透過對北韓的「事先計畫、保護，直接援助」，史達林巧妙地利用了中國

人在表面做文章的方式，使得中國無法擺脫蘇聯的對北政策大框架。160  

1950 年 5 月 16 日，金日成一行回國的那一天，史達林發電報給毛澤東說同意中共和北韓統

一後締結友好同盟合作互助條約。這就是說北韓中國和蘇聯三國間已經形成了反西方的共識，三

角軸中每個國家都構成一邊，具有追認中朝間相互約定的意義。  

以上是發動戰爭前，金日成秘密訪中，透過與毛澤東協商，得到了對自己以武力赤化統一戰

爭認同的始末。在這裡應該強調的一點是就像毛澤東後來的自己說的，不是從一開始就贊成南侵

戰爭的主張，161 是一個由消極的，原則上表明的支援，上升到積極的，以實際支援的態度變化。

他在決定軍事介入的前一過程中認為南侵時機尚早，但是在史達林施壓的媒介變數的作用下，對

金日成的進攻計畫「不得不」同意了，同時透漏出既然同意了就會積極支援的意志。  

但是毛澤東沒有積極的阻止或挽留金日成進行南侵。理由和史達林的心思及立場完全不同。

史達林為了維持雅爾達體制而延緩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完成，現在既然決定了廢除雅爾達的作

用，那麼毛澤東就沒有理由阻止金日成的「人民解放戰爭」，「內戰。毛澤東對金日成做的忠告

和欣然承諾在必要的情況下提供協助，應該是因為期待著統一戰爭在美國介入之前早早地取得勝

利。萬一發生所擔心的美軍進駐韓半島的情況，也意味著分散了美國的注意力和軍事力量，這可

能有利於「解放」臺灣的戰鬥，毛澤東內心是這麼打算的。162  

   不管毛澤東的同意是自發的還是被動的，所有的論述都實際證明了毛澤東與戰爭事前的陰謀

有著比想像更深的關聯。這和過去一部分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們否認戰前中共事先參與的見解

                                            
157 「羅申向史達林所發的有關朴憲永報告的電文」『首爾新聞』， 1995年 5月 29日，大韓民國外務部編

譯，『韓國戰文書要約 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1994年)，26～27頁。 
158 「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記錄」（1957年7月14日），轉引自青石，「一九五○年解放臺灣計畫擱淺的幕

後」『百年潮』，創刊號（1997年1月），45頁。 
159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文書要約 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1994年)，27頁。 
160 Sergei N. Goncharov etc.,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3. 
161 王力著，『王力遺稿：王力反思錄』(香港：北星出版社，2001年)，上冊，338～339頁。 
162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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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不同。現在中國學者間也還有否認事前共謀的各種主張。中國學術界現在一般採取的看法是

主張毛澤東或是中國領導層不知道金日成的供給計畫，所以沒有積極參與金日成的戰爭準備和計

畫，所謂的北京－莫斯科－平壤共謀論是根本上不可能的臆測。同時也有主張說，只要行為開始

階段沒有討論相關的事例，在事前「共謀」不成立的的前提下，毛澤東在最初金日成請求史達林

同意南侵的時候開始就沒有一起參與，所以毛澤東的共謀說是不妥當的。此主張詳細地提出了毛

澤東不僅沒有和史達林討論過金日成的南侵計畫，而且毛澤東還主張在臺灣「解放」實現之前北

韓不能開始南侵的事實。163 除此之外，曾有過一段時間研究韓戰的國內外學術界裡，興起過中國

雖然大體上感覺到了北韓的戰爭計畫，但是沒有直接介入包括協議或支援行為的戰爭準備過程的

見解，此見解也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被廣泛地接受。164 否認毛澤東參加事前謀劃的中國學者或其他

國家的一部分學者們經常作為支援自己主張的而舉出的例子還有一個，就是毛澤東就在戰爭爆發

2周前還大幅的削減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數的事實。165  

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基本結束」，為了把其投入到戰後經濟重建事業上而決

定讓一部分軍人復員。中共接受了毛澤東的建議，在 6 月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

院聯名下達了「1950 年人民解放軍復員」的相關決定案。而且，以此為根據，中國領導層決定在

全國範圍內分兩次把五百四十萬的總兵力減少到三百萬，經過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

會議的審議，決定第一輪在一年內就減員一百四十萬軍人。166與此相關的具體方案，即復員原

則，復員組織，復員順序和復原者的待遇等問題，在 6月 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

政務院共同籌備制定。  

但是，以上一連串的措施並不是證明毛澤東與南侵戰爭無關的證據。1950 年初為解決惡化的

財政和經濟狀況的方法，反倒成了中國把國家大事與戰爭同時推進的證據。毛澤東在戰爭爆發之

前的重大時候，大量削兵是因為在內心期待著金日成能速戰速決結束戰爭的情況下，決定按照經

濟重建需要的程度進行減員。而且，雖然決定軍人復員但是人民解放軍的主力還存在，並且也不

是「即刻」就減少兵力，規定了士兵以上的幹部不退伍等階段性的實施。167  

                                            
163  Zhang Xiaoming, “China's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he Korean War＂, 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編，

『6.25전쟁과 동북아 군사관계의 변화（6.25戰爭與東北亞軍事關係的變化）』(首爾：編者出版，2005年 

6月)，89～91頁。 
164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History Revisited", Kim Chull Baum and James  I. Matray 

ed., Korean and the Cold War：Division, Destruction and Disarmament(Claremont, California：Regina Books, 1993), 
p.148；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45；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0, p.112.
至於其他否定中共共謀論的修正主義學派學者所做的根據與推論，參照김학준，『한국문제와 

국제정치（韓國問題與國際政治）』(首爾：博英社，1990年)，第1卷，116～170頁。 
165 關於中國學術界的主張，參照徐相文，「毛澤東과 6.25전쟁：중국학계의 몇 가지 평가에 대한 반론（ 

毛澤東與6.25戰爭：中國學界對幾種評價的反論）」，『2005年 第2回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定期發表會』，

31頁。 
166 毛澤東，「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狀況的基本好轉而鬪爭」(1950年6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394頁。 
167 7月17日，周恩來和聶榮臻在｀中央復員委員會關於復員工作的指示＇上署名，｀指示＇補充了兩條規

定，中國解放軍班即分隊以上幹部一律不准復員.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來年譜1949~1976』(北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年)，上卷，57頁；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朱德傳』(北京：人民出版社，

1993年)，620～6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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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如何，在第二節中也說明了，毛澤東在戰爭爆發前的決定階段就已經向金日成表明了支

援南侵戰爭的意思。所謂「共謀」是暗示心知的意思，即不只是指兩者自始至終一起議論的事

實。168 共謀意味著對同一事件一起討論或提出某種對策。當事人為了達成同一目的具有共同點，

在實際著手行動之前積極協商，對於特定的實際行為表示同意或支援，這種行為成為事件發生必

須的條件中的一個的話，我們就可以說當事人是這種行為的「共謀」。所以否定毛澤東事前對戰

爭謀議的主張是不符合實際的。169 根據前面的陳述，他們的主張是根基淺薄的一種結論。不僅是

史達林，以這樣那樣理由下了決定的毛澤東想逃避戰爭責任是很難的。  

    毛澤東事前介入的事實雖然已經很清楚了，但我們還有一個必須回答的本質問題。即必須表

明毛澤東同意金日成南侵計畫的動機和目的。記得前面介紹的 5 月 14 日史達林在認准戰爭爆發時

說過，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則對南侵有所保留。表面上史達林是採取求證毛澤東意見的方式，實際

上是把戰爭的決定權轉給了毛澤東。從過去史達林一直站在共產主義同盟國的最高決定者的位置

上這個方面看，這分明就是要把戰爭的責任轉嫁給金日成和毛澤東。170 這就讓毛澤東進退維谷。

自己不同意的話，就拒絕了史達林的要求，當然金日成寤寐不忘的「韓半島赤化統一」戰爭就要

向後延緩或者乾脆就無法實現；反之中國同意的話，不是史達林而是自己就會成為戰爭的最終決

定者。儘管如此他是如何決定扛起決定發動戰爭這一沈重的負擔的呢？不能拒絕史達林戰前片面

的同意要求的原因在哪裡？還有毛澤東從原先反對到同意的理由是什麼？根據毛澤東身邊人士胡

喬木的證言，中共當時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國內有太多積壓的事情需要解決，是絕對不能答應或

推動北韓發動戰爭的狀況。171 儘管如此，毛澤東為什麼同意金日成的南侵，承擔戰爭決定權的自

己又有什麼備案呢？  

如上所述，毛澤東與史達林從 1949 年底到 1950 年 2 月間的莫斯科會談時，不能夠排除討論

韓戰的可能性這一話題。考慮毛澤東隱約提到受到蘇聯和美國，英國簽訂的雅爾達條約的制約，

派兵是不可能的等一連串的言行，可以推測毛澤東和史達林之間已經達成了某種交換條件。即毛

澤東在和史達林的秘密會談中與蘇聯方面有某種交易或結成了某種附加關係。如果果真如此，毛

澤東和史達林間分明應該會有書信往來，這些書函應該還沒有被公開或已經消失了。但是現在相

關的資料還很不足。並且由於現在別的重要的相關資料還沒有公開，我們只能根據情況來推測判

斷。即使有實證，基於所有的歷史都得根據史料來記述，讓我們目前也不可能超越推測的範疇。  

    毛澤東先是對金日成的南侵戰爭構想，以時機尚早為理由來保留其同意立場，後來卻演變為

不得不同意的事實，這我們可以看做是心理原因和現實的需要性相互結合作用後的結果，這個原

因在大的層面上，是考量國家利益為主，小的方面則屬於考慮與蘇聯的關係，與美國相對抗時軍

事上勝利的可能性，以及和北韓關係這三個範疇。  

    怎樣才可以使國家利益最大化呢？ 第一，毛澤東不得不考慮拒絕史達林委婉要求的話會波及

到的國家利益。史達林在克里姆林宮晚宴上舉杯祝賀中國革命的成功，大力讚揚中國領導人建立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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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年)，288～290頁。 
169 參照徐相文，「毛澤東과 6.25전쟁：중국학계의 몇 가지 평가에 대한 반론（毛澤東與6.25戰爭：中國 

學界對幾種評價的反論）」，『2005年 第2回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定期發表會』，36頁。 
170 Dmitri Volkogonov著，韓國戰略問題硏究所譯，『스탈린（史達林）』(首爾：세경사，1993年)，352頁。 
17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年)，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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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中國政權，可是他並不能對中國和蘇聯的關係放心。毛澤東雖然說奉行對蘇一邊倒的政策，

但史達林並不信任他，中國領導者也不是百分之百地信賴史達林。並且中共以外的所謂民主人

士，即各民主黨派中也不是沒有對中共的一邊倒政策批判和反對的聲音。172 因此在中共內其他的

高級領導人中也形成了可增加中共以外政治勢力對黨政策信賴度，而又不破壞對中蘇間的信賴關

係－具體地說就是形成中蘇同盟的共感帶。  

正如我們分析過的那樣，所謂「中蘇同盟的框架」就是對美軍事同盟和對臺灣國民政府外交

軍事孤立的持續，不但保證歸還包括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給與蘇聯的長春鐵路，旅順港和大連

港，還有史達林對解放臺灣給與援助的爽快約定。所以因為在國共內戰後期和美國的敵對關係，

及當初為排除後方來自蘇聯的威脅，而簽訂的新中蘇同盟破裂的話，就意味著會受到來自前方的

包括太平洋和印度支那在內的美國、法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連同被視為潛在的社會主義

霸權國家蘇聯的包圍和孤立。173根據 Glenn H. Snyder 的理論，同盟的一方因為擔心被另一同盟國

放棄的理論稱為「放棄(abandonment)的不安'，而被捲入到同盟國意想不到的紛爭的理論稱為

「連累(involvement)的不安」。174毛澤東在面臨必須從兩種不安中選擇其一的局面時，與其擔心

被蘇聯這個同盟國放棄，倒不如選擇被捲進不可避免的戰爭來減少連累的不安更好，於是同意了

南侵計畫。  

    我們不能說因為反對金日成的既定南侵計畫就斷定其一定是使中蘇關係出現裂縫的主要原

因，但是當時中國領導人大多數都判斷說毛澤東如果反對史達林已經決定了的南侵戰爭，雙方剛

剛建立起來的相互間信任基礎可能會崩潰。雖然毛澤東和史達林透過談判獲得了一定的成果，但

是此成果並沒有完全的保障。在毛澤東返回中國之後，仍然對停留在莫斯科，負責經濟，技術以

及軍事支援方面進行協商的中國高層人士，存在一定的影響。而且條約雖然簽署，但是對在兩國

內需等待通過的環節，並沒有產生效果，所以不能指望它是一個條約。因此條約簽訂後，約定連

續五年支援的三億美元貸款也沒有正常履行，此時不但要蘇聯從中國撤軍很困難，就連雙方已約

定好對長春鐵道和旅順、大連港的權利回收也得不到保障。  

    這樣不僅在安全問題上，還涉及到對佔領臺灣和西藏時所需要的軍事支援、經濟援助，及蘇

聯在聯合國對中國的支援等軍事、經濟、外交領域，一切的事情都進行得不很順利，以後的事也

不明朗。實際上中蘇同盟條約正式在兩國得到批准是 1950年 9 月 30 日，175即使如此像蘇軍撤出旅

順這樣的約定也沒有得到遵守。在韓戰中，1952 年 8 月 17 日周恩來和史達林舉行會晤以戰略性

的理由決定延期撤出駐軍。蘇聯軍隊從旅順和大連兩個港口的完全撤出，則是根據韓戰停戰後的

1954 年 9 月末，訪問北京的蘇聯共產黨第一書記何魯斯喬夫和中共首腦的協議，規定到 1955年 5

月末使軍隊全部撤出。並於 1955年 5 月 26 日殘餘軍隊全部撤出中國。  

                                            
172 劉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蘇共(布)中央史達林的報告」(1949年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央檔

案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1冊，14頁。 
173 徐相文，「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戰爭與臺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 

軍史』，第54號(2005年 4月)，241頁。 
174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0～199. 
175  中國在1950年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六次會議上表決批准了中蘇同盟條約。蘇聯在韓戰爆發後的9

月30日兩國互相交換批准文書才使條約正式發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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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共首腦展望各種情況，不得不考慮因在安全方面與美國樹立敵對關係，導致欲恢復長期

戰爭以來遭受到破壞的經濟狀況，其所需的技術和資金來源中斷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新中國

建立時所處的國際環境非常暗淡。因為洪水喪失了 30～40%的農業用地，工業和食品業也摔了個

大跤，分別只有戰前最高水準的 56%和 70～75%，176通貨膨脹上升劇烈，1949年 5 月的物價與 1937

年 6 月相比幾乎上升了三兆 6,807 億倍，到了完全不能控制的地步。以 1950 年為基準，包括外債

在內的國家財政是總收入為六十五億 1,900 萬元，總支出六十八億 800 萬元，財政赤字為二億

8,900萬元，這種狀態下吸引外資是當務之急。177在這種情況下像和美國和法國等西方「帝國主義

國家」一樣，與蘇聯斷絕關係的話，這就等於堵住了唯一的經濟回生之路，所以中國不能不倚重

史達林。  

    上面的這種國家利益的總和，遠遠淩駕於因不同意南侵戰爭而產生的無法預知的不利之總

和。毛澤東同意戰爭是想保障與史達林談判後好不容易得到的國家利益。為此毛澤東甚至連解放

臺灣都延緩了。在當時的情況下，解放臺灣是新中國的政治統一，作為獨立主權國家的地位確

立，國民統合的標誌，結果卻是不得不放棄了。即使甘願接受別的讓步和犧牲也決不能夠放棄臺

灣，這一覺悟對過了一個世紀的現在的中國領導人和中國政府來說是一貫固守的鐵的原則。但是

這些隨著毛澤東為了中國對美的戰略性安全，史達林承諾的經濟支援即收回臺灣所需的軍事和外

交支援，以及對韓半島的不確定赤化戰爭的同意被完全改變了。另外從整體國家力量上來說，處

於弱者地位的毛澤東雖然很矛盾，但還是感覺被放棄要壞於被連累，所以在自己國家無法回避的

情況下盡可能的不去碰史達林的心機。例如，雖然中國解放後想把彭德懷手下的中共八路軍炮兵

司令金武亭扶植為北韓的領導人，但是在史達林知道金日成對中國有疑心之後，就完全捨棄培植

金武亭這位領導人的計畫，這就是明證。178  

    然後毛澤東從三個方面考慮了當美國介入戰爭時勝利的可能性。第一，毛澤東雖然「沒有辦

法」及「勉強」的同意了戰爭，卻給與金日成的速戰速決取得戰爭勝利的樂觀希望以期待。在這

裡又可以估計為是那種不那樣不行的迫切心理。在後面也要敍述，向北韓軍隊移交的中國軍隊出

身的韓人部隊，主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精銳的第四野戰軍，這成為毛澤東對戰爭勝利充滿希望

的基礎。他告訴金日成在美國介入的情況下會派兵支援是因為他沒能料到戰爭爆發後聯合國軍敢

於跨過 38度線，越境北進，更沒有認識到中國派兵會遇到的困難。換句話說毛澤東雖然對史達林

的帝國主義勢力不可能介入見解和金日成的速戰速決輪存有懷疑，但是他還是對能夠儘早結束戰

爭抱有期望。  

    第二，曾期待蘇聯的介入，或者至少是軍事援助。根據所締結的中蘇同盟中，關於一方受到

敵國的侵略時另一方要進行軍事支援的條款。同年 4月中旬毛澤東根據中蘇同盟的締結說過 「如

果要侵略我們的話我們可以向援助者（蘇聯）請求幫助＂，此話正是以此條約作為基礎的。  

   第三，雖然是決定戰爭的次要要因，但不得不考慮一下中朝關係本身。萬一金日成早期席捲

南韓的話，那麼對中國來說就可以起到牽制日本興起的作用，同時從所謂唇亡齒寒的地理政治學

                                            
176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年)，下冊，659頁。 
177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78年)，下冊，183頁；樓繼

偉，『新中國50年財政統計』(北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年)，23頁。 
178 林隱著，『北韓金日成王朝秘史─金日成正傳』(首爾：圖書出版 韓國洋書，1982年)，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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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上來看，也就是對美國的安全防衛壁壘變得更厚重了，所以是很令人鼓舞的事情。同時，還

可以鞏固和北韓領導層的關係。但是，事情並不如人意，毛澤東一直預想著，美軍若介入韓半島

戰爭，意味著美國分三路攻擊中國的路線之一臺灣將會被放棄，因美國會將軍事力量集中到韓半

島，而毛澤東自己則可以把此作為攻打臺灣的機會。  

   但是，雖然毛澤東在考慮到上面的種種要素後，同意了金日成的構想，但這不等同於說他決

定向韓半島派兵。在第五章具體討論此問題之前，有必要注意到這一點。

 

 

 

 

 

 

 

 

 

 

 

 

 

 

 


